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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卵提前月经会提前吗
一般处于备孕状态的女性袁会
格外注意自己的排卵期袁 因此当排
卵期提前时也能及时发现遥 稍微有
了解就会知道袁排卵期在月经之前袁
那么袁排卵提前月经会提前吗钥 要是
排卵第 16 天还没来月经袁又是怎么
回事钥
淫排卵提前月经会提前吗
如果排卵期有提前的话袁 月经
肯定也会提前来潮的袁 因为排卵期
到月经期这个时间是固定 14 天不
变的遥

这么说吧袁 排卵期容易受外界
的因素影响袁 出现提前或错后的情
况袁如生活环境发生改变袁情绪的波
动角度袁或者说吃了什么药物袁这些
都有可能会导致排卵期提前遥 那么
此时月经周期也会因为受到这些因
素的影响袁 再加上月经来潮日于排
卵日的 14 天这个固定周期袁月经提
前是必然的遥
淫排卵第 16 天还没来月经怎
么回事
从上所述可知袁排卵提前袁月经

也是会提前的袁因此袁当女性发现自
己在排卵第 16 天还没来月经袁就开
始困惑了院排卵第 16 天还没来月经
怎么回事钥
如果有在备孕袁 且在排卵期时
有同房袁那么在排卵第 16 天还没来
月经袁意味着可能怀孕了袁赶紧拿验
孕棒或者早孕试纸检测一下袁 如果
有出现 2 条杠袁 怀孕的可能性非常
大遥
但袁 若是之前不曾有同房的行
为袁那么便可以排除怀孕这一可能袁

考虑是不是月经周期异常袁 若再等
一周月经还是没来袁 那就最好回想
一下自己日常饮食是不是出现了问
题袁作息是否规律袁以及情绪是否有
很大波动遥 这些都有可能造成月经
在排卵 14 天后迟迟不来袁这种情况
多的话袁需及时就医浴
排卵提前月经会提前吗钥 结合
文中所述袁一般排卵期提前了的话袁
月经也是会提前的袁 若是一直没有
来月经袁在排卵期又有同房行为袁怀
孕的可能性比较大遥 据院搜狐

早孕反应包括哪些方面的症状
早孕会有一系列的变化袁 有些
女性早孕比较敏感袁 而大多数女性
则对于早孕并没有什么感觉袁 大家
有必要对早孕有一个常识性的了
解袁早孕所存在的症状表现袁并做好
早孕相关的护理与保健袁 以便于将
早孕期间的危害控制到最低袁 在此
为大家详解早孕反应包括哪些方面
的症状袁以供女性朋友参考遥
早孕反应一般会有恶心呕吐尧
头痛尧疲劳尧食欲不振尧乳房触痛等
一系列症状袁 但不是所有的孕妇都
会经历这些早孕的症状袁 也不是所
有孕妇的这些症状都会非常明显遥
绎恶心呕吐院 孕期恶心呕吐也
叫野孕吐冶袁有时也被叫做野晨吐冶袁因
为恶心的感觉在早晨会最为严重袁
然后会在一天里逐步减轻遥但是袁这
种感觉也可能会随时袭来袁 持续一
整天时间遥
绎食欲不振院 孕期荷尔蒙水平

的巨大变化对准妈妈的味觉和嗅觉
产生了强烈影响袁 使得她们食欲不
振尧厌食油腻袁也许还会对某种口味
有特别的偏好袁比如酸的或辣的遥
绎疲劳困倦院 怀孕使你全身紧
张袁所以袁你会感觉特别累遥 恶心和
呕吐也会消耗你的精力遥 如果你因
为尿频需要频繁起夜上厕所袁 那么
你还会因为睡不好觉而加重疲劳
感遥
绎头痛院 紧张性头痛在怀孕早
期很常见袁 一般表现为头部两侧或
颈部后侧的压迫性疼痛或持续钝
痛遥 如果你以前一直容易患紧张性
头痛袁 那么在怀孕期间你的头痛症
状多半会更加厉害遥
绎乳房触痛院 孕期荷尔蒙的改
变会使血流量增加尧 乳房组织发生
变化袁这可能会让你感到乳房肿胀尧
酸痛袁 有刺麻感袁 并对触碰异常敏
感遥 准妈妈描述这种感觉很像是她

渊网络图片冤
们月经前乳房胀痛的感觉袁 但会更
剧烈些遥
上述为大家详细介绍的是早孕
反应包括哪些方面的症状袁 只有真

正清楚孕早期的相关常识袁 并对此
做好针对性的护理袁 这样才能真正
的避免孕早期的无形伤害发生遥
据院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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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妈缺钙有信号？
出现3 种情况要补钙
丽丽之前总是听说怀孕的这
个朋友在补钙尧那个朋友在补铁袁
好像怀孕后让她们一夜之间成了
营养不良的人遥 有的朋友还要托
别人买各种营养补剂袁 丽丽总觉
得是小题大做遥 等她自己怀孕后袁
医 生 反 复 强 调 饮 食 的 重 要 性 袁因
为有胎儿的存在袁 很多营养素都
需要摄入比未孕时候更多的量袁
才能满足孕妈和胎儿同时的需
要遥 像丽丽每天饮食当中钙摄入
不太够袁 所以时常有夜里小腿抽
筋的问题袁 所以饮食结构要进行
调整遥 那么孕期缺钙该怎么补呢钥
一尧孕期缺钙的表现
钙对孕妈和胎儿来说都是重
要的营养元素袁 怀孕后孕妈对钙
的需求也显著增加遥 如果孕妈的
钙摄入不足袁 身体就会动用孕妈
自身的骨钙给胎儿袁 孕妈就会有
缺钙的表现院
1尧小腿抽筋
不少孕妈在孕中后期的夜晚
常常被小腿的痉挛而叫醒袁 本就
脆弱不堪的睡眠这样更加睡不
着遥 孕妈如果血液中的钙离子浓
度太低的话袁 就会容易让肌肉出
现抽筋的状况袁 所以这也是需要
补钙的表现遥
2尧牙齿松动
钙是牙齿的重要成分袁 缺钙
会导致支撑牙齿的牙槽骨变得质
软而疏松袁 牙齿就会有松动的感
觉袁严重的话可能会脱落遥 所以孕
妈 要 是 出 现 牙 齿 松 动 等 异 常 袁就
要考虑自己是否有缺钙的问题
了遥
3尧失眠多梦

钙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对骨
骼的维持上袁 它也是一种神经递
质袁 通过它能够平衡兴奋和抑制
作用遥 孕妈缺钙时袁大脑神经元的
活动就会发生混乱袁 无法实现平
衡袁 孕妈在兴奋的状态中睡眠质
量就会非常差遥
二尧补钙的时间
既然缺钙对胎儿和孕妈都有
不良的影响袁 那就该把补钙早早
的提上日程遥 孕妈最好在孕 14 周
就进行常规的补钙袁每天保证 600
毫克的量遥 有孕妈会问袁既然都缺
钙为什么不能早点补充遥 因为太
早的补钙会 妨碍孕妈 的食欲 袁让
早孕反应更加强烈遥 而孕中晚期袁
胎儿骨骼迅猛形成发育袁 对钙的
需求很大袁所以孕 16 周起每天补
钙应该达到 1000 毫克袁孕晚期 增
加到每天 1500 毫克遥
三尧如何补钙
孕妈补钙的话袁 通常有两种
途径院 一是多吃钙含量丰富的食
物袁比如牛奶等奶制品尧豆类 等豆
制品尧西蓝花等蔬菜遥 同时也别忘
了维生素 D 的补充袁 如鸡蛋等食
物遥 而人们称称乐道的补钙的骨
头汤袁 实际上汤中的钙含量实在
有限袁只会增加孕妈的脂肪遥 二是
在孕妈通过食物也不能满足身体
对钙的需要时袁 要在医生的指导
下服用钙剂遥
孕妈对钙的需要贯穿整个孕
期袁 就是产后的哺乳和身体恢复
也少不了钙的作用遥 所以家人们
要多留心孕妈哪些缺钙的表现袁
第一时间进行补充浴
据院搜狐

立足科技前沿构建现代化中医技术平台
要廉江市人民医院正式启动野袁士良远程
AI 工作室冶
要要

本报讯 渊通讯员莫琪 伍铭冤野人民医
院利用高科技手段袁 使患者不用离开廉江
就能得到省外名中医面对面的问诊袁 值得
点赞浴 冶近日袁廉江市人民医院在中医馆举
行野江阴市中医院 - 廉江市人民医院耶袁士
良远程 AI 工作室爷冶启动仪式袁并开展两地
首例远程会诊袁 受到患者和家属的一致好
评遥 江阴市中医院班子成员尧全国基层和江
苏省名中医教授袁士良袁 廉江市人民医院
班子成员尧 中医馆及中医科负责人等相关
人员参加了活动遥
江阴市中医院工会主席尧 袁士良工作
室负责人花海兵教授主持了启动仪式袁简
要回顾了 2016 年以来袁士良名老中医工
作室廉江市人民医院工作站和 野袁士良远
程 AI 工作室冶的建设情况遥
廉江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尧 院长杨柳
明对江阴市中医院通过野传帮带冶方式指导
该院开展中医药服务袁 悉心培养该院湛江
市基层名中医王华尧 建设中医馆等方面的
无私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袁 杨柳明指出袁
野袁士良远程 AI 工作室冶的启动袁必将使两

廉江市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
于 2011 年 5 月成立袁 目前医务工
作人员 85 人袁由康复医师尧针灸推
拿师尧物理治疗师尧作业治疗师尧言
语治疗师尧康复护师等组成袁是粤
西地区较大的康复医学科遥 科室目
前开展的项目主要有肌骨超声引
导下注射治疗尧针刀尧火针尧浮针尧
埋线尧针灸尧牵引尧火罐尧运动疗法尧

双方通过远程设备开展座谈交流 伍铭 摄
家医院在中医药合作尧 专家合作尧 师承带
教尧疑难病诊疗方面变得更密切袁希望相关
负责人进一步完善远程诊疗措施袁 健全远

物理因子治疗尧作业治疗尧言语治
疗等袁 康复范围包括神经康复尧老
年康复尧疼痛康复尧骨科康复尧儿童
康复等遥
神经康复
脑卒中康复尧面瘫尧颅脑外伤
康复尧脊髓损伤康复尧小儿脑瘫康
复尧帕金森综合征康复尧周围神经

程诊疗制度袁充分利用远程诊疗手段袁为廉
江市老百姓的健康再添福音遥
全国基层和江苏省名中医教授袁士良

损伤康复等遥
疼痛康复
颈椎病尧 腰椎间盘突出症尧肩
周炎尧网球肘尧肱骨内外髁炎尧腕管
综合征尧弹响指尧膝关节炎尧梨状肌
综合征尧腱鞘囊肿尧跟痛症尧带状疱
疹后遗神经痛等遥

感谢江阴市中医院和廉江市人民医院给予
工作室建设的支持袁对远程 AI 工作室的启
用寄予了厚望袁 要求工作室成员之间加强
联系和互动袁在师承尧学术交流尧和临床应
用等方面加以落实袁 更好地服务当地的百
姓遥 袁士良教授表示袁将以自身的经验为桥
梁袁充分利用远程 AI 工作室袁使中医药在
两地传承好尧挖掘好尧发扬好袁更好的为老
百姓服务袁更好地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服务遥
江阴市中医院尧 江阴市中医院医疗集
团党委书记严海东在讲话中指出袁 广东省
是我们国家深化医改的前沿阵地袁 也是使
用中医药尧传承中医药尧发扬中医药的先进
地区之一袁 江阴市中医院是排名全国百强
县级中医院第一梯队的袁 廉江市人民医院
也是县域医院中的佼佼者袁希望在原有野友
好医院冶共建的基础上袁深入合作袁在国家
大力振兴中医药的大背景下袁 通过这次远
程 AI 工作室的启用袁进一步推动野江阴廉
江心连心尧两地中医一家亲冶袁更好地传承
好尧发展好尧利用好中医药资源袁让江阴中
医之花在廉江绽放袁惠及廉江老百姓遥

启动仪式结束后袁 廉江市人民医院与
江阴市中医院举行了两地首例远程会诊袁
袁士良教授与该院中医科王华主任尧 住院
医师黄红霞尧患者李某某进行了野面对面冶
的交流袁 对患者疑难病情进行充分沟通交
流袁对患者的诊治难点尧病情预判尧处理措
施袁 以及后续治疗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意
见袁并当场为患者开出中药方遥 整个会诊过
程约 30 分钟袁系统图像清晰袁声音流畅遥 诊
疗结束后袁 患者家属杨某和刘某某对医院
的治疗充满信心袁 并对该院运用先进技术
进行诊疗表示赞扬遥
杨柳明见证了廉江市人民医院中医馆
首次远程会诊后袁 前往中医综合治疗区和
输液区了解搬迁改造后的进度和运作情
况遥
中医远程会诊为患者提供崭新的就诊
平台袁患者不需长途跋涉袁便可得到著名专
家的会诊袁 不但减轻了患者到外地就医的
交通费尧陪护费等经济负担袁而且为患者争
取了宝贵的治疗时间袁 在与病魔的斗争中
多出一份胜算遥

康复医学科主任袁 副主任医师遥 2006 年 7 月至
2007 年 6 月在湖南湘雅医院进修院201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4 月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进修康复医学袁多次
参加国家级康复医学专业培训班学习袁擅长脊髓损伤
截瘫尧脑卒中渊脑外伤冤偏瘫尧脑瘫的功能评定及康复
计划制定袁骨质疏松症尧颈肩腰腿渊关节冤痛等疾病的
朱智敏
诊治遥 现任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康复学会会员尧广东省
中西医学会会员尧湛江市物理与康复学学会会员遥 核心期刊发表专业论
文 8 篇袁参与中国康复研究中心部级课题一项尧省级课题三项袁主持湛
江科技局课题两项及财政资助科题一项袁 参与并获得湛江科技局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一项遥

响应祖国召唤参军入伍，
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