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 2016.6期

SPICY MOM
Spicy mom

两代人育儿大碰撞
之穿衣指数

小裤裤的秘密
The secret about  
underwears

Baby’s dressing guides

健康宝宝,从备孕开始(上篇)
To raise a healthy baby, 
begin with pregnancy（1）

封面妈咪：杨  雯



两代人育儿大碰撞之穿衣指数
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 儿科门急诊主任 陈英

      现在的好天气都指望着刮风下雨，不然没有
蓝天。秋天天气凉得快，几场秋雨，几场秋风，
气温应时而落。
　　天冷要加衣服，此话对有孩子的家庭绝不需
提醒，早层层叠叠加上了。大人还在T恤，孩子
已经是毛衣加身，还穿了保暖内衣。给孩子查
体，10个得有7-8个身上全是汗！不夸张的讲，
身上全是湿的！
　　我询问孩子妈妈，为什么给孩子穿那么多，
孩子妈妈幽怨的望着姥姥，姥姥搭话说：孩子流
鼻涕了，怕着凉。

　　给孩子穿得过多，经常发生在由中老年女性
比如奶奶姥姥或阿姨带养的孩子身上。一般中老
年女性体质寒凉，畏寒怕冷，穿得比较多，因此
也觉得孩子冷，总是给孩子增加衣服。
　　孩子新陈代谢旺盛，怕热不怕冷，而且孩子
经常处于停不下的活动状态，所以孩子一定要比
大人穿的少。
　　“要想孩子保平安，要带三分饥与寒”，这
话谁都知道，可是到了自家的孩子，就一定要捂
起来！不然，就觉得对不起孩子。
　　要知道，孩子的病十有八九是捂出来的：
　　穿多-汗多--皮肤疾病
　　数九寒天，我在门诊见过出痱子的孩子，一
身皮疹就诊，一看全是痱子。降温的速度总赶不上
加衣服的速度，也赶不上室内温度增加的速度。孩
子穿的里三层外三层，汗多汗管堵塞，皮肤透气不
好，清洁不佳，造成痱子、湿疹、脓疱疹。

　　穿多-尿少--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孩子穿的多出汗多，尿量减少，尿液浓缩，
增加了对尿道口粘膜的刺激和损伤，造成外阴炎
或龟头炎。而外阴炎清洁不佳，感染逆行，可造
成泌尿系感染。
　　穿多-便干--肛裂、便秘、腹胀、消化不良
　　穿的太多出汗多，如喝水再不能保证，会造
成大便干燥，大便密结变粗变硬，造成排便困难，
孩子用力排便会造成肛裂、出血，恐惧排便会造
成便秘，而如果两三天没有大便，患儿会出现腹
胀、食欲减退。

　　穿多-便干--发热咳嗽
　　细心的家长会发现，孩子发热咳嗽等呼吸道
症状之前或同时常伴有大便干燥或便秘。中医理
论：肺与大肠相表里，大肠不通，肺热不能排
出，即容易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孩子穿的太
多，造成便干，不仅会导致消化道的症状，也是
引起呼吸道感染很重要的因素。
　　您好心的一捂，会捂出这么多问题。
　　给个简单易行的穿衣原则：和孩子爸爸穿的
差不多就行啦！不要给宝宝穿保暖内衣，包括冬
天，千万！厚厚的保暖内衣穿在身上，一活动一
身汗，穿脱极不方便，不换汗捂在身上，换了一
身凉透，都易生病。
　　判断孩子穿的是否合适别摸手，摸摸脖子，
光溜就是合适，黏糊就是有汗穿多了。或者你跟
着孩子跑跑，看能你能穿住多少衣服。
　　把这篇小文拿给老人看看，也不要一次到
位，减一件是一件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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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阳—内科/中医科 主治医生
• 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药学院，从事临床工作十余年

• 曾就职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特需病房

• 随国家级老中医、中国针灸协会会长贺普仁教授在首都医科大学特需门诊出诊多年

• 专业特长：◇ 呼吸系统：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肺炎、支气管哮喘、肺源性心脏病等

                   ◇ 心脑血管系统：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心功能不全、脑血管病、神经症等 

                   ◇ 消化系统：胃炎、消化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等     

                   ◇ 泌尿系统：急性肾小球肾炎、尿路感染、神经综合征等

                   ◇ 内分泌代谢系统：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等  

  针灸治疗：◇ 病程较短的颈椎病、肩周炎等可达到根治效果，病 程较长的有较好疗效；

                   ◇ 外感初期之咽痛、鼻塞、流涕等症状治疗后可收到立竿见影之效果；

                   ◇ 头晕、耳鸣、失眠、便秘、腹胀、食欲不振、减肥等方面有良好效果。

张苗苗—妇科 副主任医师
• 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毕业

• 从事妇产科临床实践40年

• 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住院医师、

   主治医师

• 卫生部医政司内境外科培训交流中心副主

   任、北医三院内镜外科副主任

• 专业特长：

◇ 妇女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的诊断、

   治疗及手术

◇ 女性围绝经期、生育期、月经不调、不

   孕不育症  

◇ 各种阴道炎、宫颈炎、附件炎、盆腔炎

◇ 育龄期女性上，下环术、人工流产手术、

   术后康复及个性化避孕 

郑科—眼科 主治医生
• 首都医科大学眼科学博士在读

• 硕士学位（眼科学），临床医学、心理学

  双学士学位

• 通过国际眼科医生  认证

• 于北京同仁医院、爱尔英智眼科医院学

  习工作多年

• 专业特长：

◇ 眼科常见门诊、急诊疾病      

◇ 白内障             ◇ 眼底病        

◇ 眼整形            ◇ 角膜疾病     

◇ 青光眼            ◇ 斜弱视        

◇ 泪器疾病        ◇ 结膜巩膜疾病        

张云虎—理疗科 主治医生
• 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

• 从事中医骨伤、康复的临床工作八年

• 现任北京卫生职业学院骨伤推拿主讲教师

• 师从国家级名老中医崔述生教授和黄建

  军教授学习针灸推拿技术

• 跟随留美康复医学博士张晓东学习康复

  治疗技术

• 专业特长：

◇ 各类疼痛病症    ◇ 脊柱损伤    ◇ 颈椎病       

◇ 肌肉软组织损伤          ◇ 腰间盘突出症          

◇ 运动损伤       ◇ 各类扭挫伤等

李华荣—皮肤科 主治医生
•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分院从事

  儿童皮肤科临床工作10余年

•  师从著名小儿皮科专家刘晓雁

• 专业特长：

◇ 皮肤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    

◇ 感染性皮肤病的诊治        

◇ 异位性皮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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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宝宝,从备孕开始(上篇)
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 妇科副主任医师 辛郁

　　如何孕育一个健康聪明的宝宝是每对夫妻都
关注的问题，因此孕前准备是相当重要的。备孕
过程中，妻子和丈夫要做好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的
准备，包括调理饮食，积极的补充营养；双方都
需做好孕前检查，了解排卵受孕的过程；注射疫
苗，治愈疾病；戒除烟酒等不良嗜好，调整作息
时间，准备一个健康的身体。
　　孕前心理准备？很重要！
　　当人体处于良好的精神状态时，精力、体
力、智力、性功能都处于高峰期，精子和卵子
的质量也高，这时候受精胎儿素质也好，有利
于优生。而如果备孕夫妻情绪不好，很可能导致
内分泌的改变，使身体机能受到不良影响，从而



不容易受孕成功。
　　对于女性来说，从少女到妻子，从为人子到
为人母，所有的变化都是一生中所要经历的过程。
每个成年女性都渴望有一个健康活泼的小宝宝，但
是孕育小生命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需要
慎之又慎。从准备怀孕起，未来的妈妈们便将开
始经历生命中最大的变化。若备孕女性精神压力
大，很有可能会使卵巢不再分泌女性荷尔蒙及不
排卵，月经也就开始紊乱甚至闭经。在这种情况
下，也可能出现不易怀孕的情况。所以妈妈们应

　　如何孕育一个健康聪明的宝宝是每对夫妻都
关注的问题，因此孕前准备是相当重要的。备孕
过程中，妻子和丈夫要做好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的
准备，包括调理饮食，积极的补充营养；双方都
需做好孕前检查，了解排卵受孕的过程；注射疫
苗，治愈疾病；戒除烟酒等不良嗜好，调整作息
时间，准备一个健康的身体。
　　孕前心理准备？很重要！
　　当人体处于良好的精神状态时，精力、体
力、智力、性功能都处于高峰期，精子和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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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处理好压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心理环境。
　　事实证明，有心理准备的孕妇与没有心理准
备孕妇相比，前者的孕期生活要顺利从容得多，
妊娠反应也轻得多。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孕前



　　如何孕育一个健康聪明的宝宝是每对夫妻都
关注的问题，因此孕前准备是相当重要的。备孕
过程中，妻子和丈夫要做好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的
准备，包括调理饮食，积极的补充营养；双方都
需做好孕前检查，了解排卵受孕的过程；注射疫
苗，治愈疾病；戒除烟酒等不良嗜好，调整作息
时间，准备一个健康的身体。
　　孕前心理准备？很重要！
　　当人体处于良好的精神状态时，精力、体
力、智力、性功能都处于高峰期，精子和卵子
的质量也高，这时候受精胎儿素质也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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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后生活是轻松愉快的，家庭也充满幸福、安宁
和温馨，胎儿会在优良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最简单的办法是减轻心理压力。可和丈夫
彻底抛开一切，去风景秀丽的地方旅游十天半
个月，放松紧绷的神经，调节一下内分泌。在
轻松的环境里，在悠然的心态下，宝宝会不请
自到。不要太心急，用测温计，如测到排卵期
就可以同房，大概来月经的14天左右。

　　面对怀孕这件事，丈夫的心理状态也非常重
要。因为怀孕期的女性，情绪都是多变的。她们
担心自己变丑，失去丈夫乃至家人的爱。担心自
己给予孩子生命却不能以最好的方式帮助孩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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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这个时候，丈夫就要学会以自己的行动呵护
妻子，多多安慰妻子。
　　同时，丈夫也需要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妻子
怀孕，丈夫可能会担心妻子教育孩子的能力与经
验；担心成为母亲后的妻子将情感转移到孩子身
上，完全地忽略掉自己；担心因为照顾妊娠期的
妻子而承担过多的家庭事务，从而影响自己的事
业发展；担心妻子因为妊娠与分娩在形体与性格
都发生了太大的变化。这时丈夫就需要调适好自
己的心态，从内心里渴望着妻子的怀孕，渴望着
未来宝宝的来临，真诚地期待着做父亲的感觉，
支持妻子平安度过孕期与生产。

　　未来宝宝的健康与母亲孕前和孕后的精神健
康有着密不可分的微妙关系。乐观的心态、健康
的心理对未来宝宝的成长大有助益。所以，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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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决定要孩子之后，要努力调整自己的情
绪，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未来，让希望充
满生活中的每一天。
　　孕前检查，同样不能忽视！
　　夫妻双方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孕育健康宝
宝最不可缺少的条件，孕前半年要制定一个健身
计划，注射疫苗，做一次全面的孕前检查，有遗
传病、慢性疾病和传染病而准备妊娠的女性应做
孕前咨询，合理用药，避免使用可能影响胎儿正
常发育的药物，离开有害的工作环境，避免密切
接触宠物，调适好心情。你可以用排卵期计算器
计算排卵周期，安排好同房时间。
(未完待续….)



         中医儿科，是以中医学理论体系为指导，中国传统的中药、针灸、推拿等
治疗方法为手段，研究自胎儿至青少年这一时期小儿的生长发育、生理病理、喂
养保健，以及各类疾病预防和治疗的一门医学科学。 中医儿科荟萃了中华民族数
千年来小儿养育和疾病防治的丰富经验，随着中医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
理论和实践体系。

New Century Harmony Clinic 北京新世纪荣和门诊部
Tel/电话：(8610) 6456 2599               Fax/传真：(8610) 6456 8299               E-mail: harmonypeds@ncich.com.cn

K-01, Block 19, Harmony Business Center, Liyuan Street,  Tianzhu Town,  Shunyi District,  Beijing 101310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丽苑街荣和商业中心19号楼 K-01

陈  阳 荣和门诊中医儿科主治医师       

•  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药学院

•  从事临床工作十余年

•  随国家级老中医、中国针灸协会会长贺普仁教授在首都

  医科大学特需门诊出诊多年

•  曾就职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特需病房

小病治，大病防，绿色疗法更健康

中医儿科诊疗范围：
◇ 运用中医手法依据儿童体质，结合四时节气调整阴阳平衡，使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达到未病先防、疾病早治之目的，最大程度减少患者痛苦；
   中医手法治疗: 
◇ 儿童咳喘          ◇ 儿童发热          ◇ 儿童便秘           ◇ 儿童食欲不振     
◇ 儿童腹胀          ◇ 儿童营养不良等症状            ◇ 对儿童保健也有较好疗效 



小裤裤的秘密
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 妇科副主任医师 辛郁

一、小内裤带来的女性健康隐患
      年轻爱美女性在选购小内裤的时候，总是时
尚感高过实用性、美丽度超过舒适度。但是，殊
不知若是自己的小内裤穿着不当，又或是不勤更
换的话，是因容易引起妇科炎症的。一般来说，
主要包含：外阴炎、外阴湿疹、各种阴道炎包
括霉菌性阴道炎、滴虫性阴道炎、细菌性阴道
病等。
二、隐藏在内裤里的蛛丝马迹
      虽然一些妇科是由于小内裤穿着不当引起
的，但与此同时，一些妇科炎症初期患病的蛛丝
马迹同样隐藏在女性的内裤里哦！平时换内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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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们应多留意一下更换下来的小内裤，也许会
从上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从而做到早发现、
早预防、早治疗。所以，姐妹们从现在开始试着
养成一个留意换掉的内裤的小习惯，也许就能避
免日后的健康大隐患。

      内裤上的分泌物有异味：可能是滴虫性阴道
炎、细菌性阴道炎、或混合感染。
正常情况下，阴道分泌物是没有异味的，白带是
鸡蛋清样。如果阴道有臭味，主要是因为白带有
异味。若同时伴有白带量显著增多，带有白色泡
沫与酸臭味，有可能是滴虫性阴道炎；若白带量
多且颜色偏黄，有臭味，并伴有外阴部红肿、灼
痛的现象，并且出现尿频、尿急、尿痛，应考虑
患有细菌性阴道炎的可能。
      内裤上的分泌物颜色发黄：可能患有慢性子

宫颈炎或子宫颈内膜炎、滴虫性阴道炎、或霉菌
性阴道炎。
      健康的白带应成白色、絮状、带有粘性的液
体，其量及性状随月经周期稍有变化。若白带呈
乳白或淡黄色，脓性，量较多，有臭味，多伴
有腹痛，一般由慢性子宫颈炎或子宫颈内膜炎
等引起的；如果白带发黄或黄绿色，稀薄有泡沫
状，或如米泔水样，色灰白，白带有臭味，大多
是阴道滴虫所致；若白带呈现为豆渣样或凝乳样，
质地粘稠，伴外阴奇痒难忍，即使是在大众场合
也禁不住用手揉擦外阴以减轻痒感，多数是念珠
菌感染的霉菌性阴道炎。豆腐渣样白带呈白色、
块状，大多残留在隂道内，比较容易诊断。
      内裤上发现有血丝：血样白带有生理性的和
疾病性的两种。
      一般来说女性在排卵期有的人会出现排卵期
出血，即月经中期出血，是指两次正常量月经之
间的少量出血，可能会伴有不同程度的小腹痛。
发生排卵期出血的原因大致有两点：1.性激素分
泌失调，使得排卵时激素水平波动较大而使出血
明显。2.子宫内膜慢性炎症或卵巢表面炎性增厚
，使得排卵时子宫内膜充血明显，出血不易自行
停止，或炎性增厚的卵泡表面破裂出血较正常量
增多，并随输卵管蠕动反流至宫腔，经阴道排出
体外。排卵期出血是每位女性朋友都可能出现的
一种现象，一般情况下这种出血量很少，肉眼不

能观察到，但有的人会出现明显的出血症状。排
卵期出血，有的人一生可能就出现一次，不必太
在意。但是，内裤上出现血丝也可能是急性阴道
炎、重度宫颈糜烂、宫颈息肉、宫颈癌、子宫内
膜癌、子宫粘膜下肌瘤或输卵管癌所致，放置宫
内节育器也可引起血性分泌物。

三、小内裤怎么穿才健康？
        穿小裤裤的“3个不”：一不宜穿太紧的内
裤；二不宜穿深色的内裤；三不宜穿化纤的内裤。
1.不宜穿太紧的内裤
      女性的阴道口、尿道口、肛门靠得很近，内
裤穿得太紧，易与外阴、肛门、尿道口产生频繁
的磨擦，使这一区域污垢(多为肛门、阴道分泌
物)中的病菌进入阴道或尿道，引起泌尿系统或
生殖系统的感染。

2.不宜穿深色内裤
      因为患阴道炎、生殖系统肿瘤的女性，白带
会变的浑浊，甚至带红、色黄，这些都是妇科炎
症的患病信号。如果早期能发现这些现象并及早
进行干预和治疗，就能得到较好的疗效。如果穿
深色的或图案太花的内裤，病变的白带不能及时
被发现，就可能不能及时发现病情，从而延误治
疗、延缓了康复时间。
3.不宜穿化纤的内裤
      尽管化纤的内裤价格低廉、便宜，但其通透
性和吸湿性均相对较差，不利于女性会阴部的组
织代谢。加之白带和会阴部腺体的分泌物不易挥
发，容易把外阴捂得湿漉漉的。而这种温暖且潮
湿的环境则非常有利于细菌的生长繁殖，从而易
引发外阴部或阴道的炎症。

选择棉质衣料的内裤：通风又卫生
      很多女性都有下部瘙痒、阴道分泌物发臭变色
的困扰，这是小裤衩质料紧不通风造成的问题。
购小内裤时，最好能够以棉质衣料，宽松设计为
主。在平常的日子要把下半身照顾得健健康康，
在特别的日子才有本钱穿上特别设计的小内裤。
注意内裤的清洁：清洗干净、洗衣剂不残留
      贴身内衣物最好能够用手洗干净，或是单独
清洗，尽量不要与裤子、袜子一起洗。很多女孩
为了把贴身衣物洗干净，往往用了太多洗衣剂，
反而造成残留，引发皮肤过敏问题。
注意内裤消毒：晒晒太阳、紫外线杀菌
      很多女孩为了保持淑女形象，总是把小内裤
晾在阴暗地方。这样子会辜负大自然的好意，因
为太阳光含有紫外线，能够杀菌消毒，保持小内
裤的卫生。如果还是不好意思让小裤衩晒太阳，
就要用烘衣机把小裤衩彻底烘干。干净清爽的小
内裤，自己穿起来才会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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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期出血，有的人一生可能就出现一次，不必太
在意。但是，内裤上出现血丝也可能是急性阴道
炎、重度宫颈糜烂、宫颈息肉、宫颈癌、子宫内
膜癌、子宫粘膜下肌瘤或输卵管癌所致，放置宫
内节育器也可引起血性分泌物。

三、小内裤怎么穿才健康？
        穿小裤裤的“3个不”：一不宜穿太紧的内
裤；二不宜穿深色的内裤；三不宜穿化纤的内裤。
1.不宜穿太紧的内裤
      女性的阴道口、尿道口、肛门靠得很近，内
裤穿得太紧，易与外阴、肛门、尿道口产生频繁
的磨擦，使这一区域污垢(多为肛门、阴道分泌
物)中的病菌进入阴道或尿道，引起泌尿系统或
生殖系统的感染。

2.不宜穿深色内裤
      因为患阴道炎、生殖系统肿瘤的女性，白带
会变的浑浊，甚至带红、色黄，这些都是妇科炎
症的患病信号。如果早期能发现这些现象并及早
进行干预和治疗，就能得到较好的疗效。如果穿
深色的或图案太花的内裤，病变的白带不能及时
被发现，就可能不能及时发现病情，从而延误治
疗、延缓了康复时间。
3.不宜穿化纤的内裤
      尽管化纤的内裤价格低廉、便宜，但其通透
性和吸湿性均相对较差，不利于女性会阴部的组
织代谢。加之白带和会阴部腺体的分泌物不易挥
发，容易把外阴捂得湿漉漉的。而这种温暖且潮
湿的环境则非常有利于细菌的生长繁殖，从而易
引发外阴部或阴道的炎症。

选择棉质衣料的内裤：通风又卫生
      很多女性都有下部瘙痒、阴道分泌物发臭变色
的困扰，这是小裤衩质料紧不通风造成的问题。
购小内裤时，最好能够以棉质衣料，宽松设计为
主。在平常的日子要把下半身照顾得健健康康，
在特别的日子才有本钱穿上特别设计的小内裤。
注意内裤的清洁：清洗干净、洗衣剂不残留
      贴身内衣物最好能够用手洗干净，或是单独
清洗，尽量不要与裤子、袜子一起洗。很多女孩
为了把贴身衣物洗干净，往往用了太多洗衣剂，
反而造成残留，引发皮肤过敏问题。
注意内裤消毒：晒晒太阳、紫外线杀菌
      很多女孩为了保持淑女形象，总是把小内裤
晾在阴暗地方。这样子会辜负大自然的好意，因
为太阳光含有紫外线，能够杀菌消毒，保持小内
裤的卫生。如果还是不好意思让小裤衩晒太阳，
就要用烘衣机把小裤衩彻底烘干。干净清爽的小
内裤，自己穿起来才会舒适。



一、小内裤带来的女性健康隐患
      年轻爱美女性在选购小内裤的时候，总是时
尚感高过实用性、美丽度超过舒适度。但是，殊
不知若是自己的小内裤穿着不当，又或是不勤更
换的话，是因容易引起妇科炎症的。一般来说，
主要包含：外阴炎、外阴湿疹、各种阴道炎包
括霉菌性阴道炎、滴虫性阴道炎、细菌性阴道
病等。
二、隐藏在内裤里的蛛丝马迹
      虽然一些妇科是由于小内裤穿着不当引起
的，但与此同时，一些妇科炎症初期患病的蛛丝
马同样隐藏在女性的内裤里哦！平时换内裤时，

姐妹们应多留意一下更换下来的小内裤，也许会
从上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从而做到早发现、
早预防、早治疗。所以，姐妹们从现在开始试着
养成一个留意换掉的内裤的小习惯，也许就能避
免日后的健康大隐患。

      内裤上的分泌物有异味：可能是滴虫性阴道
炎、细菌性阴道炎、或混合感染。
正常情况下，阴道分泌物是没有异味的，白带是
鸡蛋清样。如果阴道有臭味，主要是因为白带有
异味。若同时伴有白带量显著增多，带有白色泡
沫与酸臭味，有可能是滴虫性阴道炎；若白带量
多且颜色偏黄，有臭味，并伴有外阴部红肿、灼
痛的现象，并且出现尿频、尿急、尿痛，应考虑
患有细菌性阴道炎的可能。
      内裤上的分泌物颜色发黄：可能患有慢性子

宫颈炎或子宫颈内膜炎、滴虫性阴道炎、或霉菌
性阴道炎。
      健康的白带应成白色、絮状、带有粘性的液
体，其量及性状随月经周期稍有变化。若白带呈
乳白或淡黄色，脓性，量较多，有臭味，多伴
有腹痛，一般由慢性子宫颈炎或子宫颈内膜炎
等引起的；如果白带发黄或黄绿色，稀薄有泡沫
状，或如米泔水样，色灰白，白带有臭味，大多
是阴道滴虫所致；若白带呈现为豆渣样或凝乳样，
质地粘稠，伴外阴奇痒难忍，即使是在大众场合
也禁不住用手揉擦外阴以减轻痒感，多数是念珠
菌感染的霉菌性阴道炎。豆腐渣样白带呈白色、
块状，大多残留在隂道内，比较容易诊断。
      内裤上发现有血丝：血样白带有生理性的和
疾病性的两种。
      一般来说女性在排卵期有的人会出现排卵期
出血，即月经中期出血，是指两次正常量月经之
间的少量出血，可能会伴有不同程度的小腹痛。
发生排卵期出血的原因大致有两点：1.性激素分
泌失调，使得排卵时激素水平波动较大而使出血
明显。2.子宫内膜慢性炎症或卵巢表面炎性增厚
，使得排卵时子宫内膜充血明显，出血不易自行
停止，或炎性增厚的卵泡表面破裂出血较正常量
增多，并随输卵管蠕动反流至宫腔，经阴道排出
体外。排卵期出血是每位女性朋友都可能出现的
一种现象，一般情况下这种出血量很少，肉眼不

能观察到，但有的人会出现明显的出血症状。排
卵期出血，有的人一生可能就出现一次，不必太
在意。但是，内裤上出现血丝也可能是急性阴道
炎、重度宫颈糜烂、宫颈息肉、宫颈癌、子宫内
膜癌、子宫粘膜下肌瘤或输卵管癌所致，放置宫
内节育器也可引起血性分泌物。

三、小内裤怎么穿才健康？
        穿小裤裤的“3个不”：一不宜穿太紧的内
裤；二不宜穿深色的内裤；三不宜穿化纤的内裤。
1.不宜穿太紧的内裤
      女性的阴道口、尿道口、肛门靠得很近，内
裤穿得太紧，易与外阴、肛门、尿道口产生频繁
的磨擦，使这一区域污垢(多为肛门、阴道分泌
物)中的病菌进入阴道或尿道，引起泌尿系统或
生殖系统的感染。

2.不宜穿深色内裤
      因为患阴道炎、生殖系统肿瘤的女性，白带
会变的浑浊，甚至带红、色黄，这些都是妇科炎
症的患病信号。如果早期能发现这些现象并及早
进行干预和治疗，就能得到较好的疗效。如果穿
深色的或图案太花的内裤，病变的白带不能及时
被发现，就可能不能及时发现病情，从而延误治
疗、延缓了康复时间。
3.不宜穿化纤的内裤
      尽管化纤的内裤价格低廉、便宜，但其通透
性和吸湿性均相对较差，不利于女性会阴部的组
织代谢。加之白带和会阴部腺体的分泌物不易挥
发，容易把外阴捂得湿漉漉的。而这种温暖且潮
湿的环境则非常有利于细菌的生长繁殖，从而易
引发外阴部或阴道的炎症。

选择棉质衣料的内裤：通风又卫生
      很多女性都有下部瘙痒、阴道分泌物发臭变色
的困扰，这是小裤衩质料紧不通风造成的问题。
购小内裤时，最好能够以棉质衣料，宽松设计为
主。在平常的日子要把下半身照顾得健健康康，
在特别的日子才有本钱穿上特别设计的小内裤。
注意内裤的清洁：清洗干净、洗衣剂不残留
      贴身内衣物最好能够用手洗干净，或是单独
清洗，尽量不要与裤子、袜子一起洗。很多女孩
为了把贴身衣物洗干净，往往用了太多洗衣剂，
反而造成残留，引发皮肤过敏问题。
注意内裤消毒：晒晒太阳、紫外线杀菌
      很多女孩为了保持淑女形象，总是把小内裤
晾在阴暗地方。这样子会辜负大自然的好意，因
为太阳光含有紫外线，能够杀菌消毒，保持小内
裤的卫生。如果还是不好意思让小裤衩晒太阳，
就要用烘衣机把小裤衩彻底烘干。干净清爽的小
内裤，自己穿起来才会舒适。



一、小内裤带来的女性健康隐患
      年轻爱美女性在选购小内裤的时候，总是时
尚感高过实用性、美丽度超过舒适度。但是，殊
不知若是自己的小内裤穿着不当，又或是不勤更
换的话，是因容易引起妇科炎症的。一般来说，
主要包含：外阴炎、外阴湿疹、各种阴道炎包
括霉菌性阴道炎、滴虫性阴道炎、细菌性阴道
病等。
二、隐藏在内裤里的蛛丝马迹
      虽然一些妇科是由于小内裤穿着不当引起
的，但与此同时，一些妇科炎症初期患病的蛛丝
马同样隐藏在女性的内裤里哦！平时换内裤时，

姐妹们应多留意一下更换下来的小内裤，也许会
从上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从而做到早发现、
早预防、早治疗。所以，姐妹们从现在开始试着
养成一个留意换掉的内裤的小习惯，也许就能避
免日后的健康大隐患。

      内裤上的分泌物有异味：可能是滴虫性阴道
炎、细菌性阴道炎、或混合感染。
正常情况下，阴道分泌物是没有异味的，白带是
鸡蛋清样。如果阴道有臭味，主要是因为白带有
异味。若同时伴有白带量显著增多，带有白色泡
沫与酸臭味，有可能是滴虫性阴道炎；若白带量
多且颜色偏黄，有臭味，并伴有外阴部红肿、灼
痛的现象，并且出现尿频、尿急、尿痛，应考虑
患有细菌性阴道炎的可能。
      内裤上的分泌物颜色发黄：可能患有慢性子

宫颈炎或子宫颈内膜炎、滴虫性阴道炎、或霉菌
性阴道炎。
      健康的白带应成白色、絮状、带有粘性的液
体，其量及性状随月经周期稍有变化。若白带呈
乳白或淡黄色，脓性，量较多，有臭味，多伴
有腹痛，一般由慢性子宫颈炎或子宫颈内膜炎
等引起的；如果白带发黄或黄绿色，稀薄有泡沫
状，或如米泔水样，色灰白，白带有臭味，大多
是阴道滴虫所致；若白带呈现为豆渣样或凝乳样，
质地粘稠，伴外阴奇痒难忍，即使是在大众场合
也禁不住用手揉擦外阴以减轻痒感，多数是念珠
菌感染的霉菌性阴道炎。豆腐渣样白带呈白色、
块状，大多残留在隂道内，比较容易诊断。
      内裤上发现有血丝：血样白带有生理性的和
疾病性的两种。
      一般来说女性在排卵期有的人会出现排卵期
出血，即月经中期出血，是指两次正常量月经之
间的少量出血，可能会伴有不同程度的小腹痛。
发生排卵期出血的原因大致有两点：1.性激素分
泌失调，使得排卵时激素水平波动较大而使出血
明显。2.子宫内膜慢性炎症或卵巢表面炎性增厚
，使得排卵时子宫内膜充血明显，出血不易自行
停止，或炎性增厚的卵泡表面破裂出血较正常量
增多，并随输卵管蠕动反流至宫腔，经阴道排出
体外。排卵期出血是每位女性朋友都可能出现的
一种现象，一般情况下这种出血量很少，肉眼不

能观察到，但有的人会出现明显的出血症状。排
卵期出血，有的人一生可能就出现一次，不必太
在意。但是，内裤上出现血丝也可能是急性阴道
炎、重度宫颈糜烂、宫颈息肉、宫颈癌、子宫内
膜癌、子宫粘膜下肌瘤或输卵管癌所致，放置宫
内节育器也可引起血性分泌物。

三、小内裤怎么穿才健康？
        穿小裤裤的“3个不”：一不宜穿太紧的内
裤；二不宜穿深色的内裤；三不宜穿化纤的内裤。
1.不宜穿太紧的内裤
      女性的阴道口、尿道口、肛门靠得很近，内
裤穿得太紧，易与外阴、肛门、尿道口产生频繁
的磨擦，使这一区域污垢(多为肛门、阴道分泌
物)中的病菌进入阴道或尿道，引起泌尿系统或
生殖系统的感染。

2.不宜穿深色内裤
      因为患阴道炎、生殖系统肿瘤的女性，白带
会变的浑浊，甚至带红、色黄，这些都是妇科炎
症的患病信号。如果早期能发现这些现象并及早
进行干预和治疗，就能得到较好的疗效。如果穿
深色的或图案太花的内裤，病变的白带不能及时
被发现，就可能不能及时发现病情，从而延误治
疗、延缓了康复时间。
3.不宜穿化纤的内裤
      尽管化纤的内裤价格低廉、便宜，但其通透
性和吸湿性均相对较差，不利于女性会阴部的组
织代谢。加之白带和会阴部腺体的分泌物不易挥
发，容易把外阴捂得湿漉漉的。而这种温暖且潮
湿的环境则非常有利于细菌的生长繁殖，从而易
引发外阴部或阴道的炎症。

选择棉质衣料的内裤：通风又卫生
      很多女性都有下部瘙痒、阴道分泌物发臭变色
的困扰，这是小裤衩质料紧不通风造成的问题。
购小内裤时，最好能够以棉质衣料，宽松设计为
主。在平常的日子要把下半身照顾得健健康康，
在特别的日子才有本钱穿上特别设计的小内裤。
注意内裤的清洁：清洗干净、洗衣剂不残留
      贴身内衣物最好能够用手洗干净，或是单独
清洗，尽量不要与裤子、袜子一起洗。很多女孩
为了把贴身衣物洗干净，往往用了太多洗衣剂，
反而造成残留，引发皮肤过敏问题。
注意内裤消毒：晒晒太阳、紫外线杀菌
      很多女孩为了保持淑女形象，总是把小内裤
晾在阴暗地方。这样子会辜负大自然的好意，因
为太阳光含有紫外线，能够杀菌消毒，保持小内
裤的卫生。如果还是不好意思让小裤衩晒太阳，
就要用烘衣机把小裤衩彻底烘干。干净清爽的小
内裤，自己穿起来才会舒适。



选择棉质衣料的内裤：通风又卫生
      很多女性都有下部瘙痒、阴道分泌物发臭变色
的困扰，这是小裤衩质料紧不通风造成的问题。
购小内裤时，最好能够以棉质衣料，宽松设计为
主。在平常的日子要把下半身照顾得健健康康，
在特别的日子才有本钱穿上特别设计的小内裤。
注意内裤的清洁：清洗干净、洗衣剂不残留
      贴身内衣物最好能够用手洗干净，或是单独
清洗，尽量不要与裤子、袜子一起洗。很多女孩
为了把贴身衣物洗干净，往往用了太多洗衣剂，
反而造成残留，引发皮肤过敏问题。
注意内裤消毒：晒晒太阳、紫外线杀菌
      很多女孩为了保持淑女形象，总是把小内裤
晾在阴暗地方。这样子会辜负大自然的好意，因
为太阳光含有紫外线，能够杀菌消毒，保持小内
裤的卫生。如果还是不好意思让小裤衩晒太阳，
就要用烘衣机把小裤衩彻底烘干。干净清爽的小
内裤，自己穿起来才会舒适。

Tips：年轻女性的日常私处护理小贴士
避免阴道灌洗和频繁性交。
穿紧身化纤内裤可导致局部透气性差、局部潮湿，
易引发外阴阴道炎。
经期使用卫生巾时，其刺激也可引发外阴阴道炎。
尽量不使用卫生护垫及卫生湿巾擦拭外阴。
注意个人卫生，穿纯棉内裤并经常更换，保持外阴
清洁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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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专家，从事产科临床工
  作30余年

  专业特长：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
· 胎儿宫内发育受限
· 产科各种危急重症的诊断及处理
· 围产保健
· 多胎妊娠、胎儿宫内生长受限、
  母儿血型不和等合并症的诊治

王敏娃
主任医师

· 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专家，从事产科临床工作
  30余年

  专业特长：
· 产科孕期保健
· 妊娠各种合并症的诊断及抢救
· 围产保健
· 高危妊娠的诊断和治疗

产科专家介绍

范玲
主任医师
副教授

· 首都医科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
· 现任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
· 访问学者，瑞典、奥地利、新加坡妇产医院
·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女医师
  协会妇产科专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优生优育
  协会理事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孕产期保健技术专
  家指导组专家
· 北京妇产医院产科著名专家，从事产科临床工作
  20余年

  专业特长：
· 高危妊娠及产科疑难并发症的诊治、产科危重
  症的救治
· 难产的处理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治
· 早产、前置胎盘和胎盘早剥等产科并发症的诊治



吴连方
主任医师
教授
硕士生导师

· 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从事产科临
  床工作50余年
· 曾任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是我国妊娠
  糖尿病领域的权威专家
· 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妇产医院、瑞典卡罗
  林斯卡医院访问学者
· 曾获各级科研成果奖18项，获中华医学会
  妇产科学会产科特殊贡献奖
· 曾任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常委、北京妇产
  科学会委员

  专业特长：
· 孕前、孕期优生咨询
· 高危孕产妇、高危胎儿的监测与诊治
· 孕期营养及妊娠糖尿病的管理
· 胎儿宫内生长发育异常的诊治
· 妊娠合并症、并发症、分娩期的处理

翟桂荣 · 1970年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从事产科专
  业40余年
· 曾任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多胎妊娠领
  域专家
· 日本东北大学访问学者
· 现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委员、北京医学杂
  志常务编委、继续医学教育编委、中国现代
  妇产科学杂志编委

  专业特长：
· 羊水栓塞、产后大出血、胎盘早剥、胎盘
  前置、重度子痫前期、子痫
· 高危妊娠及疑难杂症的诊治
· 多胎妊娠的管理
· 妊娠合并子宫肌瘤及卵巢肿物的处理及手术
  治疗
· 胎儿宫内的监测与诊治

主任医师
教授
硕士生导师



赵友萍
主任医师
副教授

· 首都医科大学毕业，获医学硕士学位
· 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专家，从事产科临床
 工作20余年

  专业特长：
· 孕期保健
· 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治
· 胎儿宫内生长受限
· 宫颈机能不全
· 早产及流产的诊断及治疗

·  毕业后一直从事产科临床工作，在三甲医院
   工作16年
·  先后在协和医院和北京妇幼保健院进修
·  熟练掌握孕期保健及围产保健、早孕以及流
  产的诊断治疗

  专业特长：
· 胎儿宫内生长受限
· 妊娠期高血压
· 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断以及治疗

副主任医师

李 莉

刘晓巍 ·  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医学硕士
·  北京市妇产医院产科专家，从事产科临床
  工作20余年

  专业特长：
·  孕期保健
·  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治
·  胎儿宫内生长受限
·  宫颈机能不全
·  早产及流产的诊断及治疗

主任医师



周 莉
副主任医师

辛 郁
副主任医师

· 首都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 学士学位
· 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20余年
· 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 妇科专家

  专业特长：
· 妇科炎症及妇科肿瘤的诊断治疗

· 妇科内分泌治疗
· 宫腔镜及腹腔镜的手术治疗
· 妊娠期管理
· 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治

黄醒华
主任医师
教授
硕士生导师

· 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从事产科临床
  工作50余年
· 著名产科专家，曾任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
· 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妇产医院、瑞典卡罗
  林斯卡医院访问学者
· 曾多次获各级科研成果奖，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
· 现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协会委员
· 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会常委等职

  专业特长：
· 围产医学，围产保健
· 孕产妇、胎儿及新生儿医学的诊治
· 各类产科危重症疾病及疑难病例的诊治
· 孕产妇不良因素接触后的咨询
· 各类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治

· 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医学硕士
· 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专家，从事产科临床工作
  20余年

  专业特长：
· 产科各种合并症、疑难症的诊治
· 难产及难产手术
· 高危妊娠
· 围产保健
· 早孕咨询



王欣
主任医师

· 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医学硕士
· 现任北京妇产医院产科副主任
· 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专家，从事产科临床工作20余年
· 小儿呼吸内科专业专家

  专业特长：
· 孕期保健
· 产科常见并发症如子痫前期、妊娠糖尿病的治疗
· 产前诊断和宫内治疗
· 介入性产前诊断

副主任医师

邹丽颖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市妇产医院副院长、
  教授、主任医师
· 具有丰富的临床教学和管理经验，从事临
     床工作近30年
· 培养医学后备人才，指导硕士、博士研究
  生50余人
· 国家教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 曾多次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省科技进步
  二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国人
     民解放军医疗成果奖

  专业特长：
· 高危妊娠管理，产科出血及妊娠合并症、
· 并发症的诊治

张为远
主任医师 
教授 
博士学位

· 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医学硕士
· 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专家，从事产科工作20余年

·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院及辛辛那提儿童医院

· 胎儿医学中心访问学者

· 围产期保健
· 高危妊娠的管理
· 早产的筛查及诊治
· 孕期营养及妊娠期糖尿病的管理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管理

  专业特长：



合作联系
周海晨 (8610) 88046087

Haichen.zhou@ncich.com.cn

<<健康美妈>>

* 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 
    New Century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Hospital 
    Te l / : (8610) 68025588
 
* 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 
    New Century 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 
    Te l / : (8610) 51783366

* 北京新世纪荣和门诊部 
    New Century Harmony Clinic
    Te l / : (8610)6456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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