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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产妇都能选择无痛分娩吗？
无痛分娩虽然好，却不是人人都适合的。有阴道分娩禁忌

症、麻醉禁忌症、凝血功能异常的准妈妈就不能采用此方法。
有妊娠合并心脏病、药物过敏、腰部外伤史的准妈妈则应向医
生咨询，由医生决定是否可以进行无痛分娩。

宫口开到几指才能打硬膜外麻醉？
最早妇产科内部的意见是：宫口开5指以上才考虑。但后

来通过药物的优化和改进，综合分析文献发现，硬膜外并不明
显延长产程，也不增加剖腹产的风险。于是美国妇产科医生协
会携手美国麻醉医生协会于2004年发表联合专家意见： 在选
择分娩期硬膜外时，准妈妈疼痛就是指征，不需等待宫口开多
少的指标。

无痛分娩会导致腰痛？
不会。产后腰痛很常见，据英国科学家统计约为40%。其原

因很多，如孕妇腰椎负担加重、韧带松弛、生产时的特殊体位、
劳累等因素都可能引起腰痛。麻醉医生打的无痛针，绝非产后
腰痛的元凶。需要注意的是，麻醉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如果
局部出现血肿或疼痛持续数日无明显缓解， 产妇最好及时告
知医护人员，以便进一步处理。

怎样申请分娩镇痛？
产妇一旦决定要做无痛分娩， 即可向助产士或者自己的

主管医师提出申请，医护人员就可以尽早与麻醉医师联系，安
排最佳的时间进行镇痛。申请越早提出越好，一进产房就可以
提出。不要等到产程进展过半，实在无法忍受痛苦时才提出。

无痛分娩中产妇的分娩方式还有可能改成剖腹产吗？
自然分娩是否改成剖腹产， 与是否进行无痛分娩没有必

然的联系。 它取决于胎儿头盆是否相称， 是否存在异常胎方
位，脐带绕颈和胎儿宫内窘迫等产科因素。有些因素只能在分
娩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 在分娩镇痛过程中如需要进行剖腹
产，产妇可及时进入手术室实施手术，而免去了再次椎管穿刺
的过程，节省了手术前的准备时间。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女性生孩子，就是在闯生死关。
走过了十月怀胎，种种磨难之后，在最后的一公里，无痛

分娩技术将女性从产痛中解救出来，分娩不再是一个令人痛
苦不堪的过程。

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分娩镇痛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在我
国的普及率仍然非常低。很多医院不提供此项服务，很多孕
产妇不了解甚至排斥分娩镇痛。究其原因，有观念上的守旧，
也有经济上的“不划算”，以及相关专业人士的缺乏。

其实无痛分娩不仅仅是缓解疼痛，更重要的是，让女性在
生产过程中更有尊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李银河曾经说
过：产妇分娩是否痛苦，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为产妇
减轻痛苦，是对生命个体的尊重，也反映了一种生育文明。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对
生命和个体的尊重应该是整个社会公共机构和个体的基础
文明常识。采访中，不少麻醉医生和妇产科医护人员呼吁推
广无痛分娩， 并表示非常愿意开展此项技术， 希望政府的
“手”能够“给力”些，让女性获得生孩子不痛的权利。

虽然近些年国家推动一些措施降低剖宫产率， 但目前我国
剖宫产在全球仍处于偏高水平。其中原因之一，是出于对“痛”的
恐惧心理，促使许多无指征的准妈妈在分娩时选择了剖宫产。大
力推广无痛分娩技术，正好也能减少一些无指征的剖宫产。

分娩过程是十分辛苦的，把分娩时的“尊严”还给女性，是
关爱她们的第一步。分娩对孕产妇的生理和心理都是极大的
挑战，家属要给予情感上的支持，医生及助产士要给予技术
上的指导和帮助，消除孕产妇的紧张和恐惧，让更多准妈妈
不再害怕自然分娩。 同时新妈妈们也要尽力为自己争取，通
过正规渠道了解一些孕产科普知识， 正确认识分娩孕育，掌
握基本的孕产期医学常识 ，消除恐慌 ，和医护人员 、家人一
起，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生孩子那么痛，
“无痛分娩”为何难普及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黄欢

孕妇临产，疼痛难忍，跳楼身亡，近期发生在陕西榆林的悲剧引发广泛关注。
生孩子到底有多痛？“产痛”成为舆论反复提及的焦点。记者采访发现，随着全面两孩

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孕妇希望顺产，但分娩的剧痛又让人望而却步。
医学技术发展至今，其实已有一项十分成熟的医疗技术，将女性从产痛中解脱出来，

那就是：无痛分娩，也叫分娩镇痛。
公开报道显示，在欧美国家，无痛分娩比例高达80%以上。而据估算，在中国无痛分娩率不到10%。

既然无痛分娩能大大减轻产妇疼痛，为何在我国得不到普及？湖南的情况又是如何？9月8日至10日，湖
南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一番探访。

“生小孩真的会痛得想死吗？”9月8日， 湖南省
妇幼保健院产房助产士陈超在陪伴孕妇的过程中，
突然被问到这么一个问题。这是她工作中被问及最
多的问题之一，最近问得更频繁了。

顺产到底有多痛？男人也许永远体会不到。记者随
机采访了几位产妇，她们认为是“这辈子最痛的一次”
“像同时断了10根肋骨”“像被人用大锤锤小腹”……

世界卫生组织将疼痛程度划分为1至10分，顺
产的痛能达到10分。陈超告诉记者，产痛源于一波
波的宫缩，那是一种有间隔性的放射性腹痛，经常
伴随着腰痛。对初产妇而言，疼痛时间往往很长，仅

潜伏期平均8小时。有数据显示，大约只有1%的幸
运产妇感觉生小孩不太痛。

分娩中的剧痛容易使产妇产生极度的焦躁不
安、撕心裂肺等反应，导致血压增高、心率增快，无
法配合助产士合理用力，随着产程进展有的疲乏无
力、大汗淋漓，导致宫缩乏力，甚至延长产程，引起
胎儿缺血缺氧、酸中毒等症状。

湘雅二医院麻醉科教授王亚平告诉记者，麻醉
医生特别关注疼痛的问题，疼痛对人的精神和躯体
造成双重打击，临床上因为疼痛导致情绪失控而自
杀的案例并不少见。

生小孩这么痛， 那么现代医学技术发展至今，
难道没有不痛的方法么？

答案是有。
随着麻醉剂的诞生和分娩镇痛技术的成熟，分娩时

的疼痛完全可以减轻。 主要分为非药物镇痛和药物镇
痛。其中，药物镇痛是目前最安全、最可靠的分娩镇痛方
法，专业人士称之为：硬膜外分娩镇痛，俗称“无痛分娩”。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李爱媛介绍，人
体的脊柱中有一个充满了负责人体感觉和运动功
能神经的间隙叫硬膜外腔。在这个部位通过穿刺置
入一根细小的软导管，低浓度的麻醉镇痛药物通过
这根导管注入硬膜外腔，作用于负责痛觉的神经以
后，痛觉就会被减轻或消退，但运动功能不受影响。
这就是临床上说的感觉与运动分离，分娩过程中不
仅可大大减轻疼痛，产程和用力也不会受到影响。

“去年我生孩子的时候就是‘无痛分娩’。”听说

记者采访无痛分娩，省妇幼保健院麻醉医师黄洁打
开了话匣子。“当宫口开两指时已经痛不欲生，使用
硬膜外镇痛后，没多久仅感觉有宫缩的微胀感。”黄
洁的分娩回忆轻松而幸福，“喝了点饮料、刷刷微信
就迎来了宫口开全的第二产程，在产床上的每一次
宫缩与屏气用力都没有明显的疼痛。”

无痛分娩真的可以完全无痛吗？记者随机采访
的产妇有不同的反应：还是痛，但感觉比以前缓解
一些；痛感可以忍受，甚至可以睡一觉；只有酸胀
感。虽然感觉不一，但一致认为简直是从疼痛的地
狱进入舒适的天堂。

“理想的镇痛效果，是产妇能感觉到宫缩但不
痛，从而能在宫缩的时候配合用力。”湖南省人民医
院麻醉医师魏来介绍，因每个人的体质和痛感不一
样，效果会有所不同，但总体能控制在3分左右，这
种程度的疼痛是可以忍受的，不影响睡眠。

湖南无痛分娩开展如何
无痛分娩技术让准妈妈们不再经历产痛的折磨，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项技术并没有得到广泛普及。
李爱媛透露，9月8日召开的全国麻醉年会上发布

了对全国42家医院“无痛分娩”率的调研，其中华东区
最高30.77%，东北区29.97%，西北区仅为1.02%。42家
医院都是各省三甲医院， 且大部分是妇幼专科医院，
很多大型综合医院没常规开展。

记者随机调查了长沙市一些综合医院，仅部分三甲
综合医院常规开展无痛分娩，另有一些综合医院只是给
熟人、关系户做一做，基层医院更是凤毛麟角。不过，令
人欣慰的是，此项技术在妇幼专科医院开展较多，其中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无痛分娩率达到50%以上。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孕产妇及家属对无痛分娩的
了解程度和接受度并不高，最大的担忧在于它会不会
对胎儿有影响？

魏来解释，硬膜外镇痛的用药量很小，是做剖宫
产手术的十分之一或更少， 药是直接打到椎管内，而
不是直接通过母亲的静脉进去，吸收进入母亲血液循
环的药物浓度不高，通过胎盘吸收到胎儿体内的药物
更是微乎其微。目前的证据也表明，准妈妈使用硬膜
外镇痛生下来的宝宝，和不使用的情况下相比，新生
儿评分并没有差别。

为何无痛分娩得不到普及
其实， 无痛分娩并非新鲜事物。1853年维多利亚

女王就是采用无痛分娩生下了小王子。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硬膜外分娩镇痛运用开始流行，欧美无痛分娩
比例高达80%以上。

为何在国内难以普及？王亚平解释，分娩镇痛通
常需要产科医生、 麻醉医生和助产士三方面的协作，
而综合医院的麻醉医生不仅要负责常规的手术麻醉，
还有全医院的无痛内镜， 以及急危重患者的抢救等。
每个麻醉医生平均每天要完成三五台甚至七八台手
术，基本上没有时间和精力做无痛分娩了。

有数据显示，我国麻醉医师只有8.5万人，如果按
照欧美国家每万人配备2.4个麻醉医生的标准，缺口达
二三十万人。数量的严重缺乏，导致麻醉医生连续加
班，严重透支。

李爱媛告诉记者，他们在产房派驻了24小时麻醉
医生， 分娩镇痛是一个非常细致而又辛苦的工作，涉
及到母婴两条生命的安危，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个体化
评估和处理， 而孕妇们在晚上对疼痛又特别敏感，一
个晚上有时多达10多个无痛分娩的，这时候需要好几
个麻醉医生。

据了解，全国大部分地方对分娩镇痛没有额外的收
费标准，而整个过程需要一个包含麻醉医生、产科医生、
助产士等多名医护人员的团队一直守护着产妇，少则数
小时，多则十几个小时。从时间成本和经济角度考虑，医
疗机构没有太大的动力去开展无痛分娩。

除了麻醉医生， 产科医生和助产士也人手紧张。
长沙市卫生计生委妇幼健康处处长王伏秋告诉记者，
目前长沙市医疗机构中，助产士约900人，产科医生不
到2000人，随着两孩政策的实施，2016年10月至2017
年6月，长沙市新生儿同比增加1.8万人，增幅21.46%，
但助产士和产科医生并没有多少增加，也就意味着医
护人员的工作量增加了21.46%。

李爱媛介绍，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疼痛列为继血
压、脉搏、呼吸、体温4大生命体征之后的“第5大生命体
征”。但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生孩子就是要“痛”，对“无痛
分娩”认知度不高，对分娩这样剧烈的疼痛带来的危害

不重视，开展起来有困难。据了解，虽然省
人民医院常规开展这个业务，但选择硬膜
外镇痛的产妇不到10%。

多位麻醉医生和妇产科医护人员呼
吁，希望重视无痛分娩，加大宣传，将无
痛分娩尽快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有
政策、有明确合理的收费标准；加大对麻
醉医生和妇产科医护人员的培养力度，
提高国内麻醉医生， 尤其是中小医院麻
醉医生的地位和收入，减轻其工作压力。

无痛分娩率
30.77%华东区

东北区

西北区

29.97%

1.02%

9月8日全国麻醉
年会上发布了对全国
42家医院“无痛分娩”
率的调研，其中：

目 前 长 沙
市医疗机构中：

助产士
产科医生

约900人
不到2000人

2016年10月至2017
年6月，长沙市新生儿同

比增加1.8万人， 增幅

21.46%。
医护人员的工作量

增加了21.46%。

顺产到底有多痛

什么是无痛分娩

■链接

无痛分娩这些知识，你需要了解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 李爱媛

■记者手记

让女性在分娩中更有尊严1

2

3

4制图/刘铮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