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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魏应钦

本报讯 市民李女士结婚3
年一直没怀孕，最终检查出是
内分泌因素导致的不孕。经过
精心治疗，李女士目前已怀
孕。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专
家提醒，生活中要处处留意，及
时发现女性不孕的原因。

“女性不孕的原因，大致可
分为器质病变因素、免疫因素
和内分泌因素三大类。”市计生
科研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医生

刘伟娜说，早期预防、诊断和治
疗非常重要。临床中，除少数
女性是因为先天生理缺陷发生
不孕外，大多数不孕症是后天
疾病引发的。后天的疾病因素
都是能预防的，只要在青春期、
婚前婚后注意防护，做到关心、
呵护生殖系统，及时发现不孕
不育的蛛丝马迹，完全可降低
不孕症的发病率。

刘伟娜说，性经历过早者
易患不孕症；第二性征发育迟
缓者易患不孕症；不注意经期

保护者易患不孕症。她说，若
不注意经期卫生，可能发生阴
道炎、宫颈炎、子宫内膜炎、附
件炎等，发生输卵管阻塞、通而
不畅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另
外，及时发现内分泌方面的问
题，如月经稀发、闭经、痛经、月
经不止，都应就诊。月经来潮
过晚，往往是提示生殖系统发
育出现问题；月经来潮后又停
止，往往说明内分泌出现异常；
如果出现严重痛经，可能存在
子宫发育、子宫内膜异位症等

问题；月经稀发甚至闭经，另外
有肥胖、多毛等，很可能是多囊
卵巢综合征。

“身体过瘦或过胖也易患
不孕症，节食、减肥的女性要注

意。过于肥胖的女性，婚后若
长时间不怀孕，要检查是否有
肥胖性生殖无能综合征、多囊
卵巢综合征等疾病。”刘伟娜特
别提醒。

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专家：

警惕女性不孕的三大原因

□记者 杨岸萌

本报讯 有两次剖宫产
史，第三胎还能顺产分娩吗？
6月18日，在平煤神马医疗集
团总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
妇产科，34岁的素丽（化名）
成功顺产一女婴。

素丽在 2014 年、2017 年
有过两次剖宫产史，去年又怀
上第三胎。经多方打听，得知
总医院妇产科在救治急危重
症方面有丰富经验，素丽找到
了该科主任王华莉。经检查、
评估，素丽决定在这里分娩。
6 月 17 日，因出现不规律宫
缩，素丽入院待产。彩超检查
显示，素丽子宫下段厚度仅
1.7毫米，子宫壁非常薄，顺产
风险很大。

“两次剖宫产术后，三胎
顺产分娩在我院还是首例。
虽然风险较大，但孕妇及家属
顺产的决心坚定，我们估计胎
儿体重不足3500克，偏小，在

与孕妇及家属反复沟通后，
决定在严密监测下采用顺
产。”王华莉说，科室主治医
师高立娟一直在产房陪伴观
察，也做好了紧急救治的各
项准备。

6月18日晚，王华莉赶到
医院，为母婴的安全保驾护
航。在孕妇及家属的坚持下，
在助产士鼓励、安抚、指导下，
素丽当晚顺利分娩，女婴体重
3400克，母女平安。

“对每个女人来说，生产
不易，疤痕子宫妊娠再分娩尤
甚。我们不提倡这种情况下
顺产分娩，但若孕妇及家属决
心大，胎儿又不大的前提下，
如果具备顺产条件，孕妇也
积极配合，也可以在医护人
员的细心指导与温情呵护下
尝试顺产。”王华莉说，“大家
密切配合创造了奇迹，对孕
妇及家属来说是幸运的，对
我们医务人员来说也增加了
经验。”

两次剖宫产，第三胎能选择顺产吗？

□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讯 如果你想生孩
子，但苦于怀不上，现在有个
好消息：平 顶 山 市 健 康 促
进-孕前关爱（辅助生殖）公
益项目日前在我市启动。该
公益项目旨在加强我市生育
支持，为不孕不育夫妇提供
免费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促
进人口均衡发展。

据市红十字会有关人士
介绍，此公益项目由中华少
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和北
京联慈健康扶贫基金会等公
益组织支持，目标是：促进人
口均衡发展，推动三孩政策
实现，围绕已婚适龄夫妇生
育困难等问题，为不孕夫妇

提供免费辅助生殖技术服
务，从而解决“怀不上、生不
出”的问题，提升生殖医学学
科水平，提高人民群众幸福
感。

该公益项目的辅助对象
为：平顶山市辖区内，35周岁
以下，已婚有生育意愿，符合
国家生育政策，未采取避孕
措施 1年以上 10年以下未怀
孕家庭。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优先提供服务。

根据项目内容，参加辅
助生殖项目的对象可以在南
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生殖中心
（以及后期确定的河南省其
他生殖中心）开展一周期的
采卵术及1-3次的移植手术，
签约后在生殖中心发生符合

项目条件的医疗费用由基金
会承担。手术成功的患者需
向基金会捐赠 2.5 万元。凡
有生育意愿的育龄未孕妇
女，报名后到项目定点医院
生殖中心认可的医院进行初
筛检查（一年内部分检查报
告有效）。符合手术条件的
可参与此公益项目，资助：药
品、耗材、一次取卵和取精、
三次移植，包括胚胎移植后
14 天检测费用、35 天 B 超检
测费用。低保户家庭、失独
家庭、残疾家庭（二级及二级
以上）、军烈属家庭、劳模家
庭等五类人群可免费享受基
金会资助项目。

项目办公室咨询电话：
18003755655。

平顶山市健康促进-孕前关爱（辅助生殖）公益项目启动

免费提供辅助生殖技术服务

□记者 魏应钦

本报讯 6 月 19 日，记者
从市中医医院获悉，该院今
年冬病夏治贴敷目前正火
热预约中。来院贴敷人员
请佩戴口罩、扫场所码，接
受体温检测，按照预约卡上
的时间前来贴敷，避免人群
聚集。

据介绍，冬病夏治又称
发泡疗法，是我国传统医学
中很有特色的治疗方法，遵
循中医天人合一的理论，利
用夏季特别是进入伏天后人
体阳气旺盛的有利时机，对
一些好发于冬季的疾病或体
质虚弱的亚健康人群以及阳
气虚弱为主要病理变化的慢
性疾病进行提前预防、治疗
或调理，以达到保养人体阳
气、扶正祛邪、防病治病的目
的。

近年来，该院根据多年
冬病夏治治疗经验，在中药
穴位敷贴的基础上，不断改
进药物配方和贴治方法。根
据往年患者发泡、瘙痒等不
适感觉，专家组多次研究反
复试验，不断调整配方及制

膏工艺，达到了减少发泡等
不适症状又起到治疗效果的
目的。

今年冬病夏治分为成人
组、成人（妇科）组和儿童组，
贴敷时间安排：第 1 次（初
伏），7月16日（周六）至17日
（周日）；第 2次（中伏），7月
26日（周二）至27日（周三）；
第3次（中伏加强），8月5日
（周五）至6日（周六）；第4次
（末伏），8月15日（周一）至16
日（周二）。

冬病夏治的主要适应
证有以下几类：1.内科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哮喘、慢性
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慢
性鼻炎、咽炎、体虚易感冒；
消化系统疾病：虚寒性胃
病。2.妇产科疾病：痛经、月
经不调等虚寒性疾病。3.痹
症：风湿、阳虚引起的各种
颈、肩、腰腿痛等。4.儿科：
小儿哮喘、反复呼吸道感
染、过敏性鼻炎。5.虚弱体
质的亚健康人群，如四肢寒
凉怕冷、免疫力低下、食欲
不振、乏力等。

以下人群不宜进行穴位
贴敷：1.孕妇及1岁以下儿童；

2..有严重心肺疾患的人；3.皮
肤对药物高度过敏者；4.皮肤
长有疱、疖以及有破损者；5.
疾病发作期（如发烧、正在咳
喘者）；6.糖尿病病人。

另外，为做好疫情防控，
今年不做其他有聚集类的辅
助治疗措施。

今年，市中医医院冬病
夏治的儿童组、成人组和
成人（妇科）组分别编号，
开通预约绿色通道，于 6 月
13 日开始，每天上班时间
进行预约登记，周六、周日
不休息。

预约地点：平顶山市中
医医院门诊楼一楼大厅服务
中心冬病夏治预约处。咨询
电话：儿童组：0375-2972715
（上班时间）；成人组：0375-
2972629 2972648（上 班 时
间）；成人（妇科）组：0375-
2972634（上班时间）。

集中贴敷流程：已预约
患者，凭预约卡→到相关贴
敷组领取药贴→到贴敷处点
穴贴敷。未预约患者，现场
缴费→领取预约卡→凭预约
卡→到相关贴敷组领取药贴
→到贴敷处点穴贴敷。

市中医医院冬病夏治贴敷火热预约中 74 岁患者韩先生自制羽
扇送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一病区主任

医师刘雅，感谢其在他化疗期
间的陪伴和鼓励。

本报记者 杨岸萌 摄

羽扇送“天使”

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