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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吴

惠芬）

约 7 对夫妻中可能就有一对存在

怀孕困难。 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不孕

不育症将成为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

病的第三大疾病。 9 月 18 日，中山大学

附属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举办生殖

健康科普与义诊活动，专家在活动中介

绍，环境、生活习惯的改变，工作压力、

空气污染等综合因素让不孕不育率呈

现增长趋势。

秋天适合备孕怀孕

人们常说“春华秋实”，但秋天不仅

是收获的季节，也是一个“播种”的季

节。 此时，秋高气爽、气温适宜，性激素

分泌增多，给孕育新生命创造了优越条

件。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

心主任，主任医师欧建平介绍，“相对来

说，春天容易滋生病毒，容易感冒。但秋

高气爽的秋天，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减

少，这个季节不容易感冒，适合怀孕。 ”

而很多夫妻在得知怀孕后， 就开

始进补。 对此， 欧建平认为， 只要正

常饮食就可以了， “除非是个别特殊

情况需要护理， 比如， 中医里认为血

虚的患者， 需要根据其身体情况进行

进补。 大多数人， 是不需要进补的，

只要保证充足的营养， 蛋白质、 淀粉、

蔬菜纤维、 维生素充足即可”。 需要提

醒的是， 准备怀孕的夫妻， 最好要进

行身体检查， 双方都需要检查是否存

在病毒感染、 甲状腺功能是否异常，

同时进行血常规、 肺部检查， 两广地

区的夫妻还要进行地贫基因携带筛查。

此外， 女方要检查乳腺问题。

不孕不育呈现上升趋势

欧建平介绍，根据我国做的流行病

调查显示，不孕不育和世界的发生率基

本一致， 概率为 10~15%， 也就是 6-7

对夫妇中可能有一对存在怀孕困难。这

和过去相比，不孕不育的病人是呈现增

多的趋势。欧建平分析称，环境、生活习

惯的改变，工作压力、空气的污染等综

合因素都是导致的原因，尤其是现代人

工作压力大，年轻时忙于打拼，把结婚

生育年龄推迟，要小孩时间偏晚，要孩

子变得困难。 但同时，现代人教育条水

平、意识提高，会进行检查，因此，在数

据的体现上，也会呈现上升趋势。

随着年龄增加或其他因素，女方卵

巢功能下降也是导致不能自然怀孕的

因素。 欧建平介绍，“在义诊中，有一对

夫妻来自粤西山区，女方此前有过宫外

孕，此后，五六年时间没再怀上孩子，这

期间，也已经做了两次试管婴儿但没成

功。 因此求医到了中山三院生殖中心，

检查发现女方的卵巢功能下降了，虽然

现在

31 岁， 但卵巢的功能已经下降到

40 多岁的水平。 那么，这种情况要根据

她的年龄、卵巢功能，身体条件检查，进

行对症治疗，再综合检查结果形成生殖

方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

勃 通讯员 王媛）

秋季亢旱燥

气，在中医理念中，糖尿病属

消渴，多饮、多食、多尿、形体

消瘦，三多一少为临床特征，

阴虚为本，燥热为标，中医辨

证三消分治，即肺热津伤、胃

热炽盛、肾阴亏虚，都与燥、

热、阴伤等有关。 广东药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

代谢病科副主任中医师金英

花指出， 糖尿病患者在秋季

尤其要注重养生保健。

金英花指出， 秋季养生

的总原则是“秋冬养阴”。 只

有顺应秋季节气的特点，才

能保证旺盛的精力与活力。

她表示，秋季空气干燥，气温

逐渐降低， 湿度逐渐减少，

“养阴”要注重保护精血津液

等物质基础， 因此平时要多

饮水，以维持水代谢平衡。 多

吃蔬菜、适当吃水果，以补充

体内维生素和矿物质， 起到

清火解毒之效。

此外， 可在两餐间适当

吃一定量的水果，如西瓜、猕

猴桃、苹果、梨等，如百合、银

耳、莲子、芹菜等润燥益气、

健脾补肝的蔬菜。 反之，秋天

干燥，口干舌燥，如果不固护

阴液，如汗出过多、熬夜伤阴

等，更加重燥热之象，虚火上

炎，出现牙龈肿痛、口疮、潮

热、心悸等阴虚火旺的表现。

糖尿病患者尤其要防止

皮肤干裂， 足部皮肤干

燥常引起褪皮、破溃，防

止感染导致糖尿病足的

发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

员 林惠芳）

女性一生中大概会经历

400 多次月经，而且每一次月经周期

的形成都是在下丘脑-垂体-卵巢轴

的精密调控下完成的。有一些经历过

人流术后的女性会发现， 手术之后，

她们的月经开始变得不正常了，严重

的甚至闭经了。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妇

科副主任医师谭晓嫦指出， 人流后，

应坐好“小月子”，促进身体康复。

人流后三种原因致月经不调

“人工流产后， 由于胎盘绒毛膜

促性腺激素突然消失，使卵巢一时间

还不能对垂体前叶分泌的促性腺激

素发生反应，以恢复到孕前月经周期

的规律模式，因而会出现月经不调。 ”

谭晓嫦解释，另外，很多女性在经历

了人流后，思想都会处于不同程度的

紧张、恐惧，这种不良的精神刺激也

会导致月经不调、 甚至闭经的发生。

但是，这种情况会随着调养，卵巢慢

慢恢复到孕前功能时，月经也会慢慢

恢复正常。

谭晓嫦表示，人流后细菌入侵引

发子宫内膜炎性反应也会导致月经

不调。 她介绍，女性宫颈口的粘液栓

可以将细菌隔离在外，但是在人流手

术时，需要借助宫颈扩张器来扩张宫

颈管，以便将吸管送进子宫，宫颈管

一扩张， 粘液栓就被强行打开了，于

是， 细菌便可能沿着宫颈进入子宫，

引发子宫内膜炎， 炎症继续上行蔓

延，可引起盆腔炎，而且人流次数越

多， 或者两次人流的时间间隔越短，

炎症就越严重，严重一点的甚至可导

致宫腔、宫颈粘连，使经血排出受阻。

此时， 患者表现为腹痛但经量减少，

同时，短期内多次流产，也可能会严

重地影响到子宫内膜基底层，导致子

宫内膜短时间内无法增殖到原有的

厚度而表现为月经迟迟不来。

此外，人流后过早开始性生活也

是重要引发因素。 谭晓嫦表示，人流

后， 为了让子宫内膜更好地恢复，以

便早日恢复月经，通常医生会建议她

们在人流后一个月内最好严禁性生

活。 但是有一些夫妇却未能做到，结

果造成了子宫腔的感染而引起月经

不调。

尽量减少人流以免造成伤害

谭晓嫦提醒，人流只是一种不得

已的补救措施，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人

流后出现月经少、宫腔黏连，影响以

后生育等不良影响，对于尚无计划生

育的女性， 一定要注意做好避孕措

施，减少因意外妊娠而不得已实施人

工流产所造成的伤害。真的需要做人

工流产时，也最好到正规的公立医院

做相关的检查和治疗。 人流后，也要

坐好“小月子”，半个月内不要从事重

体力活，避免受寒，注意加强营养，以

促进身体的康复。

平均每7对夫妻有一对怀孕困难

工作压力大推迟结婚生育是原因之一，秋天适合备孕怀孕

人流后应坐好“小月子”

秋季养生 糖尿病患者更需注重

专家推荐四大秋季调养方式

一、起居调养

《素问·四气调神论》曰："“秋三月，此谓容平。 天气以急，地气以

明。 早卧早起，与鸡俱兴。 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

无外其志，使肺气清。 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 逆之则伤肺，冬为飧

泄，奉藏者少。 ”秋天阳气逐渐收敛，阴气逐渐增长，人们应根据四时

阴阳变化早睡早起。 初秋天气变化无常，糖尿病患者免疫力低下，最

易感冒，特别是老年患者应及时增减衣服，谨防感冒。

二、精神调养

从藏象学说来看，肺与秋气相应，肺属金，主气司呼吸，在志为

忧。 肺气虚者对秋天气候的变化特别敏感，秋风冷雨，花木凋零，常

会让人在心中引起悲秋、凄凉、垂暮之感，易产生抑郁情绪。 糖尿病

患者情绪不稳血糖也易随之波动， 可通过参加一些适合自己的活

动，如品茗、下棋、练书法、吟诗颂词、赏花、绘画等怡情养性，保持心

情愉悦,以利于血糖稳定。

三、饮食调养

秋季是肺金当令之时，《素问·脏气法时论》 说：“肺主秋……肺

收敛，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 肺金太旺则克肝木，因此

秋季易耗伤津液，引发口干舌燥、咽喉疼痛、肺热咳簌等证。 因为酸

味收敛肺气，辛味发散泻肺，秋天宜收不宜散，所以要尽量少吃葱、

姜等辛味之品，而应多吃清热生津、养阴润肺的酸味食物。 在药膳调

补中可加入诸如沙参、百合、麦冬、枸杞等滋阴润燥之品。 此外，秋燥

季节还应避免食用辛辣烧烤之品，包括辣椒、花椒、桂皮、生姜、葱蒜

和酒等，尤其是生姜。 多食这些温性食品易伤阴液，容易上火，加重

秋燥对人体的伤害。 古代医书记载：“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

内，夜不食姜”，即是此道理。

四、运动调养

秋季早晚有温差，天气冷热交替，糖尿病患者上呼吸道生

理防御机制差，要预防感冒。运动锻炼，讲求耐寒锻炼，能增强

机体适应寒冷气候的能力， 糖尿病患者可适量增加户外运动

以增强抵抗力，如散步、体操、打太极拳等有氧运动，在饭后进

行降糖效果好， 避免空腹或降糖药物高峰时运

动，以免引起低血糖反应，约 30～60 分钟为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