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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束腹腹带带，，必必备备神神器器还还是是鸡鸡肋肋？？

近日，雅培宣布正式启
用其位于上海的雅培中国研
发中心。该研发中心总投资
超过三千万美元，是雅培全
球唯一一个整合营养及诊断
两大业务的研发中心。

据了解，雅培营养中国
研发中心是目前雅培全球五
大营养研发中心之一，拥有
超过50名研发人员，致力于
根据中国消费者健康需求研
发创新营养产品，除了婴幼
儿奶粉产品的研发之外，未

来营养研发中心还将关注成
人及中老年人营养产品和医
用营养品的研发，从而满足
中国民众不同生命阶段和健
康状态的营养需求。

此次落成的雅培诊断中
国研发中心是目前唯一由外
资医疗健康企业体外诊断业
务设立的在华研发中心，凭
着先进技术和丰富经验，目
前中心已经与北京佑安医
院、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等多家权威医院达成合作。

雅雅培培中中国国研研发发中中心心上上海海启启用用

囤货，绝对是准妈妈怀孕
期间的一件大事。相比婴儿
用的衣服棉被，产妇用的各
种物品种类甚至要更复杂一
些。其中，束腹带绝对是每个
准妈妈囤货列表中必不可少
的一项。

通过使用束腹带，大家都
希望能尽快恢复身材、减少肚
子上的赘肉。但是，束腹带究竟
是产后恢复身材的必备神器还
是可有可无的鸡肋呢？

“产后束腹带到底有没有
用？”“多长时间能收回肚子？”
针对要不要准备一条束腹带，
准妈妈们的讨论从来没有平息
过。一件式、三件式、加强式、纯
棉纱布式……不同材质、不同
类型的束腹带也让准妈妈们看
得眼花缭乱。

不少束腹带都声称能收
腹、收腰、收胃、收胯，句句说到
了准妈妈们的心坎上。但是说
到束腹带到底管用不管用，很
多人心里就没了底。

这要从束腹带的作用说
起，其实束腹带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固定伤口。剖腹产的妈妈
在伤口没有痊愈前，日常的一
些 活 动 也 很 容 易 牵 扯 到 伤
口，不光加剧了疼痛感，还不
利于伤口愈合。但有过生育
经验的产妇都知道，产后适
当的活动其实更有利于整个
人的恢复。一般医护人员会
建议产后第二天起最好就适
当下床活动。这个时候束腹
带就起到了大作用。

其实，对于剖腹产妈妈
来说，甚至不用自己操心要不
要使用束腹带的问题，很多医
生就会建议开刀后使用专门的
束腹带。

顺产妈妈：想恢复身材，还
是去运动吧。

但与此同时，很多顺产的
妈妈也早早备好了束腹带。她
们更想借助这个利器达到迅速
恢复身材的目的。不少人生完
孩子以后，几乎是从早到晚都
使用束腹带。但其实过度使用，
反而不利于其他器官恢复到原
来的位置。

不可否认的是，在使用束
腹带的过程中，由于它可以将
腰腹赘肉提拉束住，整体看上

去的确身体曲线要好很多。但
这束住小腹和缩小小腹完全是
两码事。

“怎么生完孩子都一个
多月了，肚子还像怀孕三四
个月的？”看着生完孩子却总
也回不去的肚子，妈妈们难
免要着急。但是仔细想想，怀
孕期间原本平坦的腹部满满
涨成一个“大气球”，皮肤也
是 一 步 步 承 受 了 巨 大 的 压
力，恢复起来更不可能是一
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想 要 皮 肤 尽 快 恢 复 弹
性、恢复身材，加强运动才是
题中之义。通过运动，让多余
的脂肪燃烧，让肌肉更加强
壮，这才是通往瘦身之路的
靠谱做法。因此，不少妈妈虽
然从来没有用过束腹带，但
是最多只需要三四个月的时
间，小腹就几乎平坦如初。

而 如 果 过 度 使 用 束 腹
带，反而可能产生一些负面
影响。比如有的妈妈吃饭时
也不摘下来，让本来就比较
虚弱的肠胃更加没办法好好

“工作”；还有的人无论天气
多热都一直戴着，万一遇到
了面料不透气的束腹带，甚
至能捂出一身痱子；最可怕

的是一些顺产妈妈本身产后
就有子宫下垂的症状，束腹带
可能使这种症状加重，甚至导
致子宫脱垂。

而且，即便要使用束腹带，

也要注意使用的时间。产后太
早使用束腹带可能导致身体血
液循环不畅，产妇的恶露不能
及时排出，得不偿失。

(作者：万兵)

输输卵卵管管粘粘连连严严重重应应微微创创疏疏通通
本期答疑医生：济南嘉乐生殖医院院长王秋燕

市民温女士：我结婚后一
直不孕，通过输卵管造影检查
发现输卵管粘连并上举的情
况该怎么办？

嘉乐生殖医院王秋燕：输
卵管是卵子、精子输送的管
道，是精子、卵子结合的场所，
精子还要在输卵管中获得能
量，才能完成精、卵结合的过
程。而如果一旦输卵管出现粘
连、上举、不通畅等问题，均可
导致不孕。如果病情较轻，患
者可以在中西药及物理治疗
的辅助下进行综合治疗。如果
病情较重，建议采用腹腔镜下
的微创手术。

腹腔镜下的微创术，主要
在腔镜的指导下，对输卵管进
行粘连分离，继而恢复输卵管
形态，疏通管腔，从而达到提
高受孕几率的目的。

市民刘莎莎：我听说好多
输卵管不通的都采用通液治
疗，这个有效果吗？

嘉乐生殖医院王秋燕：通
液治疗一般针对的是输卵管
通而不畅的患者，通常情况下，
一般治疗1-2次就足够了，如果
是反复的进行输卵管通液则会
引发输卵管的再次感染，继而
加重输卵管的病情。如果是输
卵管不通的话，行输卵管通液
是无效的，而且反复的通液还
会造成输卵管的积水，在临床

门诊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输卵管积水会造成输卵

管功能的丧失，一旦发生输卵
管积水，女性自然受孕的可能
性会大大降低，所以患者一定
要针对输卵管的检查结果，采
用不同的合适的治疗方案，有
的放矢，这样才能彻底把问题
解决掉，从而达到顺利怀孕的
目的。不要盲目听从一些小诊
所建议，更不要接受不规范的
治疗。

市民赵女士：听说人工流
产后容易导致不孕，这是什么
原因呢？

嘉乐生殖医院王秋燕：人
工流产后导致不孕的原因主
要是因为：1 .患者在手术后没
有得到充分的休息，从而引起
抵抗力的下降，继而导致生殖
系统的感染。2 .选择的医疗机
构不规范，因为女性如果在人
流术前，阴道的各种炎症未得
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就会导致
在术中引发细菌的感染。3 .手
术中的创伤，如过度刮宫导致

子宫内膜薄、宫腔黏连等问
题。4 .在人流术后，有的患者
还会引起内分泌失调，诱发多
囊卵巢综合征、排卵障碍、子
宫内膜异位症等。

人工流产后出血一般不
超过两周时间，如果没有生殖
系统的感染，偶尔一次流产一
般不会影响以后的生育。但不
论药物流产，还是人工流产，
都要在当地专业规范的医院
进行。只要是流产都会有导致
不孕的可能，所以建议广大女
性一定要注意避孕。

齐鲁圆梦，

免费查不孕

齐鲁圆梦孕育工程是一
项大型不孕不育公益救助活
动，报名参与即可获得定点医
院——— 济南嘉乐生殖医院九
项免费不孕症病因排查，贫
困、残疾家庭可享免费治疗。

齐鲁圆梦孕育工程咨询
电话：0531-89730558。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但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15%的家庭受到不孕不育
问题的困扰，全面二孩放开后，市民在备孕、生产过程中面对的问题更是增多。为
帮助广大市民答疑解惑，本报联合济南嘉乐生殖医院开辟“嘉乐生殖问答”专栏，
解答市民在生子过程中的疑问。提问邮箱：zhu7611@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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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生乐答

基基因因靶靶向向抗抗肿肿瘤瘤
公公益益援援助助来来电电领领

什么是基因靶向疗法？
现在，基因靶向抗肿瘤成

为继手术放化疗之后的第四大
疗法，是因为它有以下优势：

1、靶杀肿瘤细胞不伤身：就
像射击打靶一样，只针对肿瘤
细胞基因进行损伤，使肿瘤细
胞特异性死亡，而不会波及正
常组织细胞。迅速缓解疼痛、恶
心、呕吐等症，减轻胸腹水等恶
病质。

2、大幅延长晚期患者寿命：
抑制原发灶、凋亡转移灶，让晚
期患者得以“带瘤生存”，提高生
活质量，活得久更活得好。

3、与放化疗联合，增效减
毒：基因靶向产品联合放化疗
一起，可增强放化疗效果的同
时，大幅减轻其毒副作用。

目前，基因靶向药物已发
展到第三代，具有纯天然提取
无毒、多靶点、无需基因检测、适
用各种肿瘤等优势。

价值1107元，一个电话送到
家

中美霹克、荣立药物研究
所，自即日起联合发起“关爱生

命，科学抗瘤”——— 基因靶向抗
肿瘤免费援助活动。

我们将为肿瘤患者免费提
供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研发、华
北制药生产的第三代基因靶向
抗肿瘤产品(价值1107元)。

援助对象：恶性肿瘤患者。
电话预约，了解详情后即可领
取。

报名时间：自今天起5天内，
肿瘤患者本人或亲属，均可通
过热线报名。报名热线：400—
639—9009

相关链接
第三代基因靶向抗肿瘤产

品
前两代基因靶向产品每月

费用在一万元左右，且靶点单
一，容易耐药。

第三代基因靶向产品具
有多靶点、无需基因检测、适
用更广泛等优势。由中国医
学科学院研发的“金雀异黄
素”，纯植物提取无毒，属第
三代基因靶向高端产品，是
我国基因靶向抗肿瘤领域的
新突破。

二宝妈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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