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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分娩究竟有多痛？有产妇将自然分娩之痛比作“20根骨头同时折断”，有的比作“小腹被
大锤连续抡了十几个小时”，还有产妇感叹“当时痛得想死的心都有了”。然而，这样赌气似的话却
一语成谶，近日，在陕西榆林市第一医院绥德院区上演了一场人间悲剧：一名26岁产妇因难以忍受
剧痛想剖宫产遭拒后跳楼身亡，一尸两命。

一时间，该事件引发众议，为什么产妇不选择无痛分娩？无痛分娩是怎样的体验？是不是所有
产妇合适无痛分娩？目前我省各大医疗机构对无痛分娩技术的推广情况如何？对此，本报记者采访
了我省多位妇产科医生、麻醉医师和相关业内人士，为临产孕妇和相关家庭提供一些参考。

当妈妈，原本可以不那么痛！
我省妇产科医生呼吁推广无痛分娩

■ 本报记者 侯赛

准妈妈看过来——

无痛分娩小问答
在此次采访中，海南日报记者特别梳理了准妈妈们关心

的一些问题，请妇产科专家进行解答：

■无痛分娩的好处有哪些？
1.降低产妇应激反应；
2.让准妈妈们不再经历疼痛折磨，减少分娩时的恐惧和

产后的疲倦；
3.在时间最长的第一产程得到休息，当宫口开全时，因积

攒了体力而有足够力气完成分娩；
4.减少不必要的耗氧量，防止母婴代谢性酸中毒的发生；
5.避免子宫胎盘血流减少，改善胎儿氧合状态。

■会导致产后腰痛吗？
产后不同程度腰痛发生率在40%左右，是分娩自身因素引起

的，与无痛分娩真的没有关系，对症治疗和休息是可以缓解的。

■无痛分娩会不会拉长产程？
不会。相反，用了无痛药物之后，身体放松了，宫口反倒会

开得更快。此外，研究发现，使用镇痛后，产钳的使用率没有发
生变化，初产妇剖宫产率却是下降的。无痛分娩并没有增加产
伤，反而由于母亲侧切率的急剧下降而减少了母亲的产伤。

■无痛分娩对宝宝有影响吗？
使用的药物浓度及剂量远远低于剖宫产麻醉，药直接注

入椎管内，而不是通过静脉，药量到母亲体内循环以后，通过
胎盘的药物微乎其微。

■分娩镇痛后可以立即喂奶吗？
可以。椎管内分娩镇痛的药物作用在局部，进入母亲血

液并随乳汁分泌的药物剂量微乎其微，对孩子不会有什么影
响。 （侯赛）

首届“白求恩式好医生”颁奖活
动在北京举行

海口市人民医院医生
白树堂获表彰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近日，首届“白求恩式好
医生”颁奖活动在北京举行，全国共50人受到表
彰。海口市人民医院心胸外二科主任白树堂荣获

“白求恩式好医生”荣誉称号，也是海南唯一获此
殊荣的医生。

白求恩是医疗卫生工作者学习的榜样，白求
恩精神始终是医疗卫生工作的基本遵循。几十年
来，白树堂医生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无私奉献、精
益求精，展现了新时期白求恩式好医生的风采，曾
获得“海南省百姓身边的好医生”“海口市十大新
闻人物”等荣誉。

“白求恩式好医生”大型公益评选活动由白求
恩精神研究会和中国医师协会等共同发起。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姚强

“真的很感谢你们！是你们的爱
心、热心和善心救了这个孩子！”9月6
日上午，出生快两个多月的小贝贝（化
名）终于要出院了。一大早赶到海南
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小贝贝的父母和
爷爷奶奶等亲人，双手合十、笑容满面
地向医护人员道谢。

今年6月26日，只在妈妈肚子里
待了26周的小贝贝提早出生了。刚
出生时的他特别“袖珍”，体重仅有
900克。在经过医护人员71天的精
心治疗与护理后，他的体重增至2640
克，最终完成生命“闯关”，于9月6日
康复出院。

“一年前，我怀胎5个月的宝宝不
幸流产，今年再次怀孕，谁知到6个多月
时突然腹痛，家人赶紧把我送到医院。”
小贝贝的母亲周女士回忆道，小家伙
只有6个多月胎龄，出生时全身青紫，
呼吸微弱，必须入院紧急抢救。“这是
我怀孕两胎好不容易保住的小生命，就
是倾家荡产也要救他！”周女士说。

这个只有900克的超低出生体重
早产儿，身体各个系统和器官尚未发
育成熟，一出生就罹患新生儿呼吸窘

迫、新生儿肺炎、肺出血、颅内出血等
不良症状，在救治过程中只要任何一
个环节出现差错，对孩子的影响都是
致命的。

“刚入院时孩子已出现病危征兆，
家属不愿放弃治疗，我们也想留住这
个小生命。经过新生儿科医护团队的
奋力抢救，给孩子实施28天有创呼吸
机辅助通气，6天无创呼吸机辅助通
气，25天鼻导管吸氧等治疗措施，孩
子的情况才逐步稳定下来！”海南现代
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医师杜积昌
说，一般而言，胎龄越小，体重越低，患
儿出现的并发症就会越多，死亡率越
高。呼吸，感染，喂养，哪一关都需要
医护人员精心照料。71天的精心照
顾，责任护士一天不落给宝宝拍照记
录他的成长，孩子的皮肤一天天红润，
体重也从刚出生时的900克增加到
2640克，目前各项生命指标恢复正
常，后期只要定期体检和随访，基本不
会影响正常生活。

周女士夫妇以卖菜营生，每天辛
苦劳作才能维持生计。为了保证孩子
能够顺利治疗，这个原本不富裕的家
庭几乎倾尽所有，不得已借助网络捐
助平台向社会爱心人士求助。医院在

得知他们的情况后，也为这位特殊的
早产儿开通绿色通道，在治疗和护理
上给予特别照顾。经过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的捐助，周女士一家的燃眉之急
也得到了缓解。

2017年海南省肿瘤学大会召开

400多名专家
探讨肿瘤诊疗新技术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近日，2017年海南省
肿瘤学大会在海口召开。国内肿瘤学领域多名
专家及海南省从事肿瘤学相关专业医务人员共
400余人聚集一堂，共同分享、交流肿瘤学领域
最新研究成果和成功经验，探讨肿瘤学领域诊疗
新技术。

本届大会主题为“多措并举，开创海南肿瘤诊
疗新局面”。会上，肿瘤学多名专家通过学术报
告、专题讨论等形式，开展了包括鼻咽癌放射治疗
进展、早期肺癌的诊断治疗进展、肠癌肺转移现状
与进展、癌症警钟、PET/CT 在肿瘤诊治中的价
值、肿瘤的姑息治疗、肿瘤的血管性介入治疗等近
20场讲座。讲座内容丰富，精彩纷呈。参会人员
展示、交流了各自在肿瘤学各相关领域研究成果
和经验，纷纷就专业领域的热点、难点进行深入讨
论。

本次大会由海南省肿瘤医院、海南省抗癌协
会、海南省肿瘤防治中心、海南省医学会肿瘤学专
业委员会、海南医学院肿瘤研究所等联合举办。
参会的肿瘤学领域专家分别来自中山大学肿瘤防
治中心、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哈尔滨医科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海南省肿瘤医院、海南省人民医
院、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海南医学院第二附
属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儋州市人民医院等多家
省内外知名医学院校和医院。

秋季，正是海鲜肥美的时节。
疾控部门提醒市民注意食用海鲜
的方式方法，避免因食用海鲜不当
引发腹泻、痛风。

疾控专家介绍，海产品中携带
很多细菌，如果加工不彻底，很容
易造成细菌感染，引起腹痛、腹泻、
恶心、呕吐。鲜活海鲜的蛋白质含
量高，但死亡后蛋白质易分解变
性，若不能及时冷藏保鲜，细菌大
量繁殖，不但营养价值降低，食用
后还可导致腹泻。海产鱼类中青
皮红肉的鱼类（如金枪鱼、竹夹鱼）
含有较多的组氨酸，当鱼体不新鲜
或腐败时，产生自溶作用，可导致
食物中毒。

专家提醒，海鲜中含高蛋白，大

量摄入蛋白质会使人体处于一种微
酸的环境，促进尿酸结晶的形成。另
海鲜中含有丰富的嘌呤，在人体的新
陈代谢过程中，嘌呤分解后又生成尿
酸，如果大量食用海鲜，短时间内体
内产生大量的嘌呤，会导致尿酸在体
内蓄积，蓄积到一定浓度，尿酸会结
晶析出，而这些结晶发生在关节处就
会导致痛风。对于痛风患者，吃这些
食物可能引发病症，不建议食用。健
康人群食用海鲜也需节制。

专家提醒，食用海鲜要注意食
用方法：一是确保海鲜类食物的新
鲜和卫生，忌食已死亡、不新鲜的
或烹饪后隔夜的海鲜；二是彻底煮
熟后再食用，高温可将水产品当中
的细菌及寄生虫杀死。（据新华社）

尽管无痛分娩技术已经成熟，在欧
美国家，无痛分娩的比例高达80%以
上，但在国内，这个比例却不到10%。

9月11日，记者先后走访我省主要
三甲公立综合医院、妇幼保健医疗机构
和民办专科医院了解到，目前分娩镇痛
技术在我省各大妇幼保健医疗机构和
民办专科医院中，已经开展得十分成
熟，开展比例比较高的医院，比如海南
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顺产的产妇中，无
痛分娩的使用率已经高达80%。

我省主要妇幼保健医疗机构，比
如海南省妇幼保健院、海口市妇幼保
健院和三亚市妇幼保健院都已经开展
了无痛分娩技术，有的使用率已经达

到10%以上。相比之下，三甲公立综
合医院目前普及率还比较低，由于种
种原因，大部分公立综合医院甚至尚
未开展该项技术。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妇产科主
任杨舒盈说：“分娩镇痛技术并未完全
普及，主要是由目前中国经济水平和医
疗资源供应状况决定的，未被纳入医保
也是无痛分娩技术推行的一大障碍。”

记者了解到，无痛分娩技术的使
用，需要1000元-2000元，对于城市
条件好的家庭来说，这笔费用可能不
值一提，但对于一些农村贫困患者来
说，也是考量使用与否的关键因素。

无痛分娩需要大量麻醉师，记者

走访我省各大医院了解到，目前我省
大多数医院都存在麻醉师数量缺口问
题，连日常的手术工作都忙得团团转，
更无暇分身去做长达十几个小时看护
患者的分娩镇痛。

此外，落后的生育观也是无痛分
娩技术推行的一个主要阻力。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一线医
生黄赞怡告诉记者，日常工作中，经常
遇到产妇无法忍受产痛，要求使用无痛
分娩，最后却被“七大姑八大姨”拦下的
情况。“麻醉对孩子不好”“生育的疼痛
是每个女人应该承受的”等落后生育
观，依然在我省有些地区根深蒂固，成
为阻碍推行无痛分娩的一道坎。

无痛分娩虽好却推行难C

陶玉娟介绍，硬膜外分娩镇痛不
但大大改善了产妇的生产体验，各项
研究数据表明，还可以有效减少剖宫
产率、产后输血率、侧切率、新生儿7
天死亡率、重危率、气管插管率。

此外，硬膜外分娩镇痛，除了镇痛
效果好、安全性高，还能为不得已“顺
转剖”的产妇保驾护航。海南现代妇
女儿童医院麻醉科主任王金鸿介绍

说：“一旦发生危急重症等各种意外，
可以在导管里换麻药或者加大麻药剂
量后马上做剖宫产，不需要另外耽误
时间去麻醉了，更避免了有些产妇情
况危急来不及打麻药被‘生剖’，从而
降低了‘顺转剖’的危险。只要产妇
愿意且身体条件允许，无论是开了一
指还是五六指，整个产程中都能进行
无痛分娩。”

虽然“无痛分娩”的好处多多，但并
非所有产妇都适合，其禁忌包括头盆不
称、骨盆异常、胎儿窘迫、胎盘早剥、前
置胎盘等。王金鸿介绍，该院孕产妇提
出无痛分娩要求后，会有医生对其进行
评估，符合条件方能进行镇痛。如有一
些用药的禁忌症或者对药物过敏的孕
妇，这是不可以进行无痛分娩的，一切
都要以检查的指征为依据。

近些年，我国对剖宫产的限制越
来越严格，没有明确的医学指征，很难
对产妇进行剖宫产。顺产对产妇和孩
子健康的好处，也让越来越多的孕妇
倾向于顺产。可有没有办法能够缓解
生产的痛苦呢？

答案是：有的。三亚市妇幼保健
院麻醉科主任陶玉娟介绍，在分娩过
程中采用分娩镇痛方法能有效降低孕
妇的疼痛度，使自然分娩更加顺利。

据了解，目前的分娩镇痛方法包
括非药物性镇痛和药物性镇痛两大
类。非药物性镇痛包括精神安慰法、
呼吸法、水中分娩等，其优点是对产程
和胎儿无影响，但镇痛效果较差；药物
性镇痛包括笑气吸入法、肌注镇痛药

物法、椎管内分娩镇痛法等。最常见
的药物类无痛分娩，即通过往产妇脊
柱内注射麻醉药的方式，麻醉产妇胸
部以下传导疼痛的神经，也就是“硬膜
外镇痛”（或称椎管内分娩镇痛法，也
就是俗称的“无痛分娩”）。

据介绍，硬膜外镇痛是一项临床
麻醉技术的应用，临床实践并未发现
对胎儿有任何不良影响。分娩镇痛的
麻醉药物剂量只有剖宫产麻醉药物剂
量的10%或更少，且都由训练有素的
麻醉科主治以上医师在严密监测下执
行，因此风险极小。

“‘分娩镇痛’的实施，使大多数
因害怕分娩疼痛而选择剖宫产的产
妇，可以选择自然分娩。”陶玉娟介

绍，事实上，无痛分娩也不是完全无
痛，因为剂量和个体差异的原因，产
妇们会有各种反应：感到三分痛、感
到比以前缓解一些、能行走的分娩镇
痛，或是感觉不到任何东西，大约有
12%的产妇仍能感到疼痛指数大于3
级的痛感。

谈起采取了分娩镇痛后的感觉，
曾经选择无痛分娩的产妇张玉影打了
一个比方：那就是从“地狱”到“天堂”
啊！“前一秒还痛得咬牙切齿想打人，后
一秒这痛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可以谈
笑风生刷手机了。”张玉影是宫口开了5
指，在忍受不住的情况下，才在医生的
建议下采取分娩镇痛，她告诉记者，很
后悔当时没有早一点采取分娩镇痛。

无痛分娩风险小

无痛分娩并非人人适合B

医护人员精心呵护 爱心人士伸手援助

袖珍儿完成生命闯关康复出院

健康提醒

秋季贪食海鲜当心痛风

学习成绩好不好
健康习惯很重要

美国卫生部门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学
生的锻炼、生活习惯等健康行为与学习成绩“紧密
关联”，学习差的学生更可能吃得不健康、更少锻
炼并参与药物滥用、暴力和性行为。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其最新一期《发
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报告说，对2015年美国高
中生危险行为的调查结果分析显示，与学习成绩
多数是A的学生相比，学习成绩多数是D和F的
学生报告注射非法药物的可能性高出9倍，报告
过去一个月至少有一天没去上学的可能性高出
5倍，报告有4名及以上性伙伴的可能性高出4
倍。

与此相反，学习成绩多数是A的学生报告过
去一周每天吃早饭的可能性，是学习成绩多数是
D和F的学生的2倍，而报告过去一周至少5天每
天锻炼至少60分钟的可能性则是1.5倍。

美国中学一般用A、B、C、D和F这5个等级
衡量学生各科学习成绩的好坏，A是最高级，F是
最低级。

美疾控中心主任布伦达·菲茨杰拉德表示，这
些发现凸显了学生健康习惯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
联。健康与学习成绩之间并不相互排斥。学校、
家长和社区应该共同努力，为促进下一代的身心
健康营造最佳环境。 （据新华社）

出生时小贝贝脚丫只有成人拇指大。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