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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 一个 忙碌 的 上 午 ，厦
门市湖里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主任医师王容美为了给病人看
诊，连午饭都来不及吃，直到接
近下午两点才有些许喘息之
机。她的诊室门前，
总有许多慕
名而来的产后妇女在等待，她
们用希冀的目光看着王容美，
期盼她帮忙解决那些因分娩带
来的产后损伤及伤痛。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
高，越来越多女性意识到产后
康复的重要性，而让妇女做好
产后康复，便是有着 30年从医
经历的王容美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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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容美从小在医院大院长
大，父母还有周围的邻居都在
医院工作。因从小耳濡目染，
看
到了医生们救死扶伤时的艰苦
及付出，感受到医生这个职业
的崇高。高中填报志愿时，
她毫
不犹豫地选择了福建医科大学
医学系，毕业后成为一名妇产
科医生。王容美热爱这个专业，
在这里，她能感受到迎接新生
命诞生的喜悦，还可以为妈妈
们解决病痛。为了提高自己的
技术，她不断进修，学习国内外
先进的知识和理论，并应用于
临床治疗，
更好地服务患者。
2006年，王容美来到厦门
市湖里区妇幼保健院工作。当
时，
医院的规模远不如现在。王
容美回忆，那时医院就像个诊
所，
只有 30多名医护人员。
多年来，王容美伴随着医
院一路成长，见证了湖里区妇
幼保健院逐渐发展为一家在全
国区级妇幼保健院名列前茅
的，集医、教、研、公共卫生服务
为一体的妇幼专科二甲医院，
而她自己，也成长为医院里出
色的学科带头人。
在多年的妇产科医疗工作
中，王容美发现，有太多的产妇
因为未能正确、及时地进行产
后修复而饱受痛苦。她介绍，
很
多老一辈的人认为女性分娩
后，身体体质虚弱是正常的，没
必要去看医生，这种观念导致
很多女性只能默默承受分娩创

伤带来的折磨，长期腰背酸痛、
胃肠功能不好，或是漏尿、尿频
等。其实，
这便是没做好产后修
复的后果。“盆底肌就像一个托
盘，
盛托着子宫、
膀胱、直肠等脏
器，怀胎分娩中的肌肉牵拉损
伤，
常常不可避免地会对盆底肌
造成损伤，导致各种后遗症，因
此需要尽早进行产后修复。”王
容美解释道。
王容美在很多年前，就开始
研究产后康复，
参与各类规范化
培训，学习先进的产后康复技
术，
还时常利用节假日自费外出
学习充实自己，
希望能尽可能地
提高孕妇产后的生活质量，缓解
她们的病痛。2017年，
她在湖里
区妇幼保健院创建了盆底康复
中心，开展盆底康复诊疗项目，
运用肌筋膜理论及医学运动康
复理论等治疗产后各种功能障
碍性疾病，
同时还通过院内知识
讲座和辖区社区宣教，
让更多的
人正视产后后遗症。今年 3月，
她一手创建的湖里区妇幼保健
院产后盆底康复中心被中国医
疗保健促进会授予国家级 “盆
底康复技术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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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 !" 岁!出现了尿
失禁!能补救吗"

:可以的。大多数尿失禁患
者可以通过盆底肌训练、盆底生
物反馈治疗等物理康复技术治
疗，
特别严重者需手术治疗。
")~: 为 何 产 后 # 个 月 #剖 腹
产$已断奶%!月经会淋漓不尽" 为
这个 问题 看过 妇 科! 说 我子 宫 有
憩室!该如何治疗"

: 子宫憩室目前使用的治
疗方法有激素治疗、经阴道手术
治疗、宫腔镜手术治疗、开腹或腹
腔镜手术治疗。
')~: 我 今 年 "$ 岁 ! 发 现 自
己 突 然 开 始 漏 尿 !大 笑 $ 打 喷 嚏 $
跳舞时都会& 我产后并没有漏尿!
为什么现在突然这样" 该怎么办"

:这是压力性尿失禁。这种
情况大多数可以通过物理康复技
术及训练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 ~: 我 的 母 亲 今 年 "% 多
岁!自生 下 我以 来!她 的 胃肠 功能
就不太好& 请问能治疗吗"

:胃肠功能不好要找原因，
排除胃肠道的器质性病变。如果
没有明确的器质性病变，可以通
过就诊中医做体质调理来改善。
fg hij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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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康复是指在科学的健
康理念指导下，
针对女性产后心
理和生理变化进行主动、系统的
康复指导和训练，
包括产后子宫
复旧、
盆地功能康复、
形体恢复、
乳腺的泌乳与形体恢复、心理及
营养方面的检查，
促进产妇在分
娩一年内快速、
全面恢复身心健
康。为了更好地治疗患者，王容
美特地进修学习了骨盆徒手塑
形、肌筋膜的理论、运动康复课
程等，不断开阔视野，并融合贯
穿运用在临床治疗上，
解决了很
多患者长期的产后困扰。
患者王女士自从 7年前生
了头胎后，就一直尾骨疼痛，看
了好多医生，
问题都没有得到彻
底解决，
每天晚上都无法平卧睡
觉，
还得使用厚厚的床垫。然而，
自从她去年生了二胎后，尾骨的
疼痛还进一步加剧了。在朋友的
推荐下，
王女士来到湖里区妇幼
保健院找王容美做产后康复。王
容美对其仔细询问、检查，并结
合骨盆片和 X光片，诊断她为
产后尾椎损伤，
决定对王女士进
行手法复位。不过几分钟，王女
士就缓解了疼痛。她激动得当场
拥抱王容美，说“幸好遇到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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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你真是我的贵人”。
“幸好遇到了王主任”这句
话，王容美不止听到过这一次。
事实上，她的微信上，不时就会
有患者给她发来的长篇感谢信，
以此感谢王容美为她们解除了
产后的病痛。“太神奇了”“王
主任医术高超，耐心又细心”是
王容美最经常得到的称赞。
在王容美的微信中，有两个
产后康复微信群。她每天都会翻
看聊天记录，
看看是不是有人向
她提问。微信群里的成员都是来
湖里区妇幼保健院做产后康复
治疗的妇女，而建群的目的，就
是为了更好地对患者病情进行
跟踪、随访，同时提供给宝妈们
一个交流康复心得的平台。王容
美还会时常在群里科普孕妇产
后如何做腹式呼吸、
怎么做凯格
尔运动等康复知识。“妈妈们十
月怀胎分娩，承受了很大的痛
苦。我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
让她们在产后快速恢复健康与
美丽。”王容美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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