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胎儿发育
需要你的按摩

当胎儿产生触觉后!妻子从丈夫
那里得到的愉悦触觉会直接传递给
腹中的胎儿" 事实上!对于按摩的喜
爱!胎儿也是一样的" 从医学角度来
说!怀孕时的妻子在身体上更加需要
丈夫温柔的抚摸" 在怀孕

!

周的时
候! 孕妇就会产生乳房下坠的感觉!

连接子宫和骨盆的韧带也会日趋松
弛"到

"#

周之后!孕妇的身体甚至会
出现浮肿的症状" 甚至还有可能会出
现腹部肿胀#腰痛#肩臂痛等现象!在

这个时候! 孕妇是非常需要丈夫充满
爱意的按摩的"

不过!千万要记住!胎儿只喜欢温
柔的碰触"反之!粗糙的碰触会让婴儿
感觉非常不舒服"因此!丈夫们在给孕
妇做按摩的时候!动作应尽量轻柔"

!

每天都要爱抚一次妻子" 腾出
三十分钟时间! 为妻子轻轻地揉捏脚
部" 若实在没有时间!那么!上班前轻
轻地抚摸一下妻子隆起的肚子也可
以"

!

要勇于尝试新鲜的花样" 建议
丈夫至少用舌头为妻子做一次爱抚"

因为唾液具有抗菌性! 对身体并无害
处"

弱精最常见
男性不育的原因有很多!生活中比较

常见的有少精#弱精等!临床上以弱精最多
见"弱精又指精子活动力差!也常与精子其
他的异常同时存在"

不良生活方式的结果
出现少精#弱精的情况原因很多!一方

面与蔬菜#水果#食物的被污染有关!另外
一方面和不良生活方式#习惯有很大关系"

男性的工作压力较大#应酬多!抽烟#饮酒#

熬夜等! 都会使精子活动力受到影响" 另
外!生殖道感染#精索静脉曲张#内分泌等
因素也导致弱精子症的发生"

问问精子
!"

与前列腺的关系

建议大家不必谈其色变! 前列腺炎和
性功能没有必然的联系! 对生育的影响也
是有限的! 并非都影响精子质量和精浆异
常而引起不育"

#"

与肾的关系

男性精子质量下降和肾有关系! 但并
非都是肾虚" 中医还认为和湿热# 热毒有
关!切不可仅仅局限于肾!而且中西医学上
的肾并非同一个概念"

$"

精子质量每月有变化!

女性每月有生理周期的存在! 而男性
的精子质量是否也有变化呢" 精子质量一

个月中也有起伏!主要受生活方式的影响!

如饮酒#高温等" 当体温超过
!$%&

摄氏度
时!

!

个月内将对精子产生影响" 因此!有
孕育计划的男性! 提前

!

个月要远离高温
环境!如洗桑拿等" 另外!如从事放射工作
的#厨师等在孕育期也最好避开高温环境"

%"

和营养的关系

弱精与营养的关系不太大!但精子质
量和营养有一定的关系" 如缺少维生素

'

!

会导致精液的液化" 维生素
'

可以提高精
子的活动力!减少畸形"维生素

(

也可降低
畸形精子和死精的几率" 维生素

)

族与男
性睾丸的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 缺少会降
低男性的生殖能力"

提高它的能力
*#+

的少精# 弱精症状通过药物或手
术!都可以完成自然受孕"提高精子的质量
和活动力!一定要远离不良的生活方式"另
外! 要通过药物和食疗的方法" 对于中成

药!如六味地黄丸等!一定要由医生指导!

根据个人体质使用" 食疗上应注意补肾填
精" 可选择枸杞! 少精# 弱精者一天可食
!#,&#

颗!但阳盛体质者最好由医生指导"

此外!还可多吃核桃#山药#大枣#木耳#韭
菜等"

给它多些关爱
!"

建议做做男士的专项检查" 女性定
期进行妇科检查!已成为健康常识!作为女
性!也别忘了让身边的他关爱自己!可进行
生殖检查#精液分析检查#前列腺检查等"

精液分析检查要选择在不同房
!,&

天后"

#"

避免男性不育#从早注意" 应从小引
起注意!如无精子症与隐睾有关!如果在其
两三岁时!及早采取手术就可避免!超过三
岁!睾丸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另外!精索静
脉曲张也应及早发现和处理"

$指导专家 河南省中医院泌尿生殖

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孙自学&

妈咪支招

佩香袋防感冒
佩香袋其实是中医外治法中的一

种!称为香佩疗法" 小儿机体免疫功能
尚未发育完善!抵抗力很差!容易生病!

特别容易患上呼吸道感染!而挂香袋对
此有预防作用"香袋中药物散发出芳香
的气味! 能刺激人体呼吸道包括鼻腔#

咽喉#气管#支气管黏膜产生分泌型免
疫球蛋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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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种抗体含量增
高!

./0-

对病毒#细菌有较强的杀灭作
用!使这些微生物在上呼吸道黏膜上不

能成活!从而患感冒的机会大大减少"

香袋可按以下配方制作'

方一&丁香#冰片各
!

克!高良姜
1

克!桂枝#佩兰各
&

克"

方二&山奈#丁香#雄黄各
!

克!冰
片#薄荷脑各

1%&

克!砂仁#蔻仁各
&

克"

以上可任选一方!药料用量可根据
人数#装袋数按比例增加!共研细末并
过筛!装入小布袋!每袋

"#2"&

克!给
孩子佩挂在脖子上!或用别针固定于衣
襟! 香袋距离鼻孔越近则效果越佳!布
袋中药末每

"#

天更换一次!以保持药
效"

在冬春感冒好发季节!可给婴幼儿
佩挂这种防感冒香袋"

请给他!孕"力 文
&

本报记者 何曼莉

棒球小子的梦想就是每
球必中!谢谢"

我很小! 但我追求很大
哦" 不信' 试试我的拳头
先"

双胞胎的我们!佩带棒球帽!首次亮相!

多谢捧场"

孟子超$男&

孟子越$女&

爱好'跳舞(模仿力强%

记忆力超强(爱看动画片

爸妈寄语' 祝超超%越

越健康%快乐成长)

准爸态度

前几年忙于工作!不想要孩子!这几年想要孩子的时候!却总等不来

孩子的脚步了" 夫妻双方进行检查之后!一部分原因甚至主要原因竟然

来自于男方!二十多岁的黄金年龄!我们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力量" 是什么

让我们抛锚在孕育的路上#

宝贝秀

运动
才有好心情

宝宝 !"#$征集
为宝贝留念的父母! 可将宝贝的照片通过邮箱发给我们!

同时!附上姓名#年龄#宝贝的爱好!以及父母对他的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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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贝们注意了&凡上报的宝宝们!可到农业路
1$

号(今日
消费)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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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领取*格林童话+专业儿童摄影卡一张!可免
费拍摄

"?

寸明星海报一幅" 同时!拿报纸直接免费参与河南省
妇幼保健院亲子俱乐部的*儿童早期教育课+"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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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宇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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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子麒

爱好'玩+笑

爸妈寄语 '我

们爱你宝贝( 希望

快乐%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