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徐明敏 粟青梅

我省“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半年了。近
日，记者从省会部分医院调查采访发现，前
期过高的剖宫产率导致的后遗症正在不断
显现：由于有剖宫产史，一些妈妈虽然符合
生育政策，却已不具备再生育条件；一些女
性生二胎甚至危及大人和胎儿的生命。

剖宫产被误读滥用，剖宫产率
居世界首位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各国剖宫产率应
控制在15%以下，而我国2010年剖宫产率
高达46.2%，居世界首位。记者在调查中发
现，本是处理高危妊娠和异常分娩手段的
剖宫产，已经成为不少人分娩的首选。

医学研究表明，自然分娩的宝宝其吸
入性肺炎的发生率降低， 机体抵抗力、语
言和社交能力都要优于剖宫产的宝宝。自
然分娩的产妇自身恢复也更快，能够避免
剖宫产带来的许多并发症、后遗症及麻醉
意外等对母婴造成的危害。

既然自然分娩对母婴双方都有益处，
为何剖宫产率仍居高不下呢？

省妇幼保健院大产科主任游一平说，
孕产妇和家属们在没有医学指征的情况
下选择剖宫产，主要原因包括怕痛、缺乏
信心、热衷选择良辰吉日等，很多孕产妇

担心自然分娩生不出来又要剖宫产，受两
次痛苦，索性就首先要求剖宫产。而高龄、
胎儿超重、产妇并发症等客观原因，也加
剧了剖宫产率居高不下。

长沙市第一医院妇产科杨静副主任
医师认为， 导致这种状况的另一个原因
是：孕妇不了解分娩知识，或者了解得不
够充分，对自然分娩存在很多的误区。“以
前，很多女性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她们不
太会想到剖宫产后再次生育会遇到的麻
烦和风险。”杨静说，随着“单独两孩”政策
实施， 要求剖宫产的待产孕妇和家属少
了，主动提出要自然分娩的多了。

�瘢痕子宫妊娠，子宫不再是
孩子温暖安全的摇篮

32岁的李女士就遇到了麻烦。剖宫产一
年后她又怀孕了，孕34周时突发腹痛，送到医
院时已见红，满头大汗，脸色苍白，胎心减慢。
医生诊断发现， 李女士属于剖宫产术后瘢痕
子宫妊娠，高度怀疑子宫破裂。而此时胎儿已
出现宫内窘迫。医生立即进行了急诊手术，发
现仅有一层子宫浆膜层未破裂， 经过医护人
员2个多小时的奋战，母子终于化险为夷。

“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主动要求剖宫
产，没想到带来如此可怕的后果。”李女士
说，如果当初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一定
不会主动要求剖宫产。

游一平介绍，剖宫产是指手术切开母

亲的腹部及子宫分娩出婴儿，也俗称剖腹
产。子宫上留下瘢痕，不再是孩子温暖安
全的摇篮，甚至可能会危及大人和胎儿生
命。 据了解，90%的子宫破裂都出现在以
前做剖宫产疤痕处。

剖宫产造成的风险不止于此。
剖宫产女性再次怀孕，孕囊容易“不听

话” 地附着在切口的瘢痕里， 胚胎越长越
大，穿过疤痕，会直接导致子宫破裂；若人
工终止妊娠，容易出现大出血。还有一种情
况则发生在孕晚期，在28周以后，胎盘移动
到疤痕上，并且深深扎进子宫，医学上称之
为凶险型前置胎盘，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常
常面临子宫切除、产妇死亡的结局。

据统计， 省妇幼保健院今年已接诊46
例凶险性前置胎盘病例。专家表示，凶险性
前置胎盘目前已成为因产后出血而紧急切
除子宫的首要原因， 随着近年来该病发生
率的升高，越来越受到产科工作者的重视。

� 有剖宫产史孕前要做评估，
生育间隔至少2年以上

长沙市第八医院妇产科主任刘莉丽
提醒，有剖宫产史的女性，至少间隔2年
以上再怀孕，确保子宫完全恢复。但临
床中发现，有些新妈妈误认为分娩后的
哺乳期相对安全， 没有采取避孕措施，
意外怀孕。

“虽然新妈妈产后哺乳几个月甚至

一年都不来月经，但实际上往往产后半年
就会出现排卵现象。” 刘莉丽说， 此时怀
孕， 因为子宫上的瘢痕还没有完全恢复，
随着妊娠月份的增加，瘢痕破裂的机会越
来越大。为了避免意外，需要终止妊娠。

杨静建议，头胎剖宫产，打算生二胎
的女性， 最好在产前3个月到医院做个评
估，查查子宫疤痕恢复情况。“有的剖宫产
女性瘢痕太薄，或切口愈合不好，若再次
怀孕子宫随时有破裂的危险，不建议冒着
生命危险再怀孕了。”接受采访的专家说。

有剖宫产史的孕妇， 在接下来的孕
期， 也要比其他的孕妇多做一些产检。例
如，孕12周以前应到医院做B超检查，了解
孕囊与子宫瘢痕的关系，如果是疤痕部位
妊娠，要注意有没有胎盘植入，孕早期要
多观察切口厚度和子宫肌壁变化。一旦出
现肚子痛或是出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专家呼吁， 剖宫产手术不是“万能钥
匙”，它只是一种解救母婴于危难的技术手
段。如果各项条件都符合自然分娩要求，产
妇应该勇敢选择自然分娩，不仅恢复快，而
且能避免瘢痕子宫再次怀孕带来的风险。

２０14年10月13日 星期一综合·健康之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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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病人最大困扰是外形
专家聚长探讨“肿瘤整形”

本报10月12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彭萍 彭璐）乳
腺癌是女性最高发的癌症，据省肿瘤医院统计，5年来该院乳
腺癌患者增长超50%。记者从10月10日在长沙召开的全省肿
瘤医学论坛上获悉，乳腺癌患者生存率正不断提高，早期的
五年生存率能达到90%以上，但乳腺癌病人面对最直观的问
题就是外形上的困扰，与会专家就国内发展进程相对缓慢的
肿瘤整形外科学进行了深入探讨。

“我院2010年收治乳腺癌患者1305人，今年1到8月已收
治1290人，预计全年会超过2000人。近5年来增长超50%，这
是一个极快的速度。”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周晓介绍，在提高
患者生存率的基础上，乳腺癌病人最大的困扰是外形，以及
同时而来的心灵创伤。有的乳腺癌患者和家属认为乳房在生
完孩子、喂完奶以后，就没什么用了。但调查表明，乳房缺失
后，100%的患者情绪低落、 忧郁，80%的患者有明显的形体
缺陷感， 行走时感觉失衡，40%的患者认为影响工作及性生
活，甚至7%的患者因此离婚。

乳腺癌术后乳房重建，能显著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但与
会者均表示，因涉及到跨专业与学科问题，国内肿瘤整形外
科学临床引入进程缓慢。究其原因，一是部分肿瘤患者担心
恶性肿瘤的复发，倾向于选择扩大根治性手术，认为整形修
复没有必要；二是肿瘤整形外科医生不仅需要有专业的肿瘤
外科基础，而且需要整形修复技巧，人才培养周期长、难度
大、要求高；三是国内常见的模式是肿瘤外科医生完成癌性
病灶切除，整形外科医生负责修复重建，但两者常常缺乏有
效沟通，造成不能一期修复缺损，丧失最佳整形时机；第四，
肿瘤整形外科学如何与放疗、化疗、基因治疗和生物免疫治
疗等手段融合，目前并不清晰。

本报10月12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杨艳 ） 记者从省胸科医院获
悉，不少尘肺患者忽视结核病的并存，
从而加重病情， 该院曾一天就收治了
26名尘肺合并结核病患者。专家提醒，
尘肺患者很容易感染结核， 但两种疾
病症状相似容易被忽视， 一定要早期
筛查、诊断。

省胸科医院尘肺合并结核治疗中
心副主任庞菁介绍， 尘肺是因为长期
吸入粉尘所致的以肺组织纤维性病变
为主的疾病。 尘肺患者因为肺功能受
到破坏，很容易感染结核，尘肺患者中
感染结核的几率占20%左右。两种疾病

“狼狈为奸”， 导致患者肺功能快速下
降， 劳动能力丧失， 直至不能生活自
理，因此，尘肺与肺结核被称之为“难
兄难弟”。

然而， 现实中不少尘肺患者忽视
了结核病的并存。 该院曾对娄底的一
个煤矿进行疾病筛查时发现， 不少人
从事煤矿的井下作业工作已经有二三
十年，患尘肺病也有十余年，却从未接
受过结核病筛查和治疗。8月15日那一
天， 医院就收治了26名来自那个地方
的煤矿工人，进行结核病治疗。

省胸科医院院长唐细良介绍，该院
是我省尘肺合并结核治疗的省直工伤

保险定点医院，所有参保工伤医保的尘
肺合并结核患者，治疗费用由工伤医保
全部报销。为了给这些弱势群体更多的
照顾，医院还给他们提供一日三餐的免
费营养餐和全套的生活用品， 而且，来
回的路费也有报销。也就是说，尘肺合
并结核的工伤医保参保的患者来住院，
不用花钱就能享受到规范的治疗。他提
醒，两种疾病都以咳嗽咳痰、胸痛、呼吸
困难等症状为主，很容易混淆甚至被忽
视，结果导致病情延误和加重。所以，尘
肺患者一定要到专业的结核病防治机
构进行结核病的筛查、诊断，争取在早
期得到有效的治疗。

光明村内蝴蝶飞
本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彭天忠
吐鲁番日报记者 阿部都秀库尔·斯马义

【同心故事】
“妈妈，快看蝴蝶！”10月7日，在长沙市望城区白箬

铺镇光明村的“光明蝶谷”景区，一对双胞胎孩子正在
妈妈的带领下观赏蝴蝶。阳光照耀下，一只只色彩斑斓
的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惹得游人不停拍照嬉戏。

“国庆7天长假，我们村里吸引了一大批游客前来
体验乡村生活，仅蝴蝶谷每天就能卖出门票10多万元，
平均每天吸引游客2000多人。”光明村党支部书记黄铁
辉介绍，自今年5月1日开园以来，这个蝴蝶文化主题公
园共吸引游客近60万人，既改善了村里的环境，又解决
了30余名村民的就业问题，并使大批村民从中受益。

这是长沙市望城区统战部门在光明村推进“同心
乡村”创建的一个缩影。为确保“同心乡村”创建取得实
效，光明村将“同心乡村”创建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
成立了创建工作理事会，村支书黄铁辉担任理事长，还
立足全村重大项目较多的优势， 充分发挥非公有制人
士的作用，深挖统战资源，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整治乡
村环境，发展特色产业，使全村上下充满活力。

在市区两级统一战线力量的参与下， 光明村村企
共建工作启动，积极探索以土地流转机制、以土地经营
专业合作社为平台， 先后引进13家现代农业项目和乡
村旅游项目。在项目的引进和建设过程中，各级统战部
门积极为项目单位解难题，争取优惠政策，提供良好的
发展环境，确保了项目的顺利进行。同时，还引导村民、
党员、统战成员等参与“千亩花海、千户庭院、十条精品
路”的绿化美化计划，全民参与“多种树、广栽花、不露
黄”绿化行动，引导村民自己动手对房前屋后进行环境
改造。

很快， 润和茶叶集团投资3亿元打造的润和黑茶文
化产业园落成；盛世芙蓉公司投资的耕食记农庄与从事
有机种植的农户签订农产品收购订单，让50余名留守村
民在家门口就业；花果园项目仅靠种植葡萄每年销售额
就保持在80万元左右；今年初，从事移动电子商务的湖
南伊宅购购物股份有限公司更将总部搬到了光明村。

产业发展了，又反哺新农村建设，不仅加强了对村
民的技术培训，在返乡农民中引发创业潮，还吸引数百
名村民“变身”为产业工人，提升了致富能力。青年村民
陈志伟以前在株洲一家酒店打工，看到村里的新变化，
他主动回到村里参加培训， 拿到湖南农大的园艺专业
大专文凭，并与人合伙成立了光明劳动创业服务公司。
通过他的介绍和帮助，另外3名村民也回村创办了宜居
生态农庄。村里环境好了，不少外地人也选择到村里来

“安家”。邵阳一位画家慕名而来，与村民吴尚智合资建
起一栋文艺工作室， 每年给吴尚智一家的租金就有好
几万元。 返乡青年农民周华国建起70多亩的璞逸葡萄
种植基地，去年就赚了40多万元。

2013年，光明村人均纯收入达到20000元，先后荣
获“全国生态文明村”、“湖南省文明村”等荣誉称号。

【同心连线】
近年来，望城区委统战部围绕全省统一战线“四同

创建”工作部署，重点指导该区黄金创业园、欧阳询文
化园、光明村、三桥村、黑金刚公司、洗心禅寺慈善基金
会等8个单位，以点带面推进全区“同心工程”开展，激
发了广泛的活力。

同心印象 健康话题 两个新出生的宝宝中，差不多就有一个是“剖”出来的———

高剖宫产率后遗症日益凸显

医院一天收治26名尘肺合并结核病患者，专家提醒

尘肺与肺结核是“难兄难弟”

10月12日， 长沙市雅贞医院医师在学术会上分享
治疗心得。2年来， 该医院4次举办口腔种植学术会，邀
请全省14个市州的牙科医生来该院免费学习技术和交
流心得，帮助他们提高业务水平。

本报记者 赵持 吴希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