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艳介绍袁二胎不一定比
头胎顺利袁二胎产程快但并发
症比头胎高发遥 随着年龄的增
大袁体力逐渐减弱袁生产时耐
受力减弱袁子宫平滑肌的缩复
能力降低袁容易造成产后出血
及产后子宫复旧不良多发袁所
以要提前注意遥 高龄孕妇的骨
盆比较坚硬袁韧带和软产道组
织弹性较小袁子宫收缩力相应

减弱袁 容易导致产程延长袁甚
至难产尧胎儿产伤和窒息遥 自
然分娩的难度更大袁需要提前
做好准备遥 如果头胎是剖宫
产袁二胎瘢痕处妊娠的比例达
到 12.5%袁 最终选择剖宫产的
比例大大增加遥 但只要子宫之
前恢复得好尧胎儿体重控制得
好袁排除瘢痕处妊娠袁选择自
然分娩也是可行的遥

商报讯渊记者 蔡磊冤这两天袁家
人发现袁阿明总是抓着手机不放遥问
其原因袁阿明说袁国际旅游岛商报社
旗下的海南嘟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的首款手机游戏 野海南麻将冶袁
太好玩了袁一玩就停不了手遥为什么
野海南麻将冶让阿明这么着迷钥 国际
旅游岛商报记者跟部分玩家沟通后
探出了究竟遥

野海南麻将冶是根据海南地区特
有的麻将规则而推出的手游玩法袁
规则之一就是野有番才能胡冶袁极具
地方特色遥四位玩家分别为坐东尧坐

南尧坐西尧坐北袁每人抓 13张牌袁通
过吃牌尧碰牌尧杠牌等方式袁使手牌
按照相关规定的牌型条件胡牌遥
野海南麻将冶在吃牌尧碰牌尧杠牌等方
式上有一些特殊限制袁 既增加了行
牌的丰富性和难度值袁 又给玩家带
来玩牌的刺激和娱乐感遥
据了解袁 国际旅游岛商报社旗

下的海南嘟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推
出首款手游野海南麻将冶仅两天袁就
已经有上万次的下载量袁 不同系统
的手机用户袁 可以根据下载页面的
提醒袁选择与系统匹配的下载源遥

陈阿婆是地道的海口琼山区府
城人袁 平常喜欢跟街坊邻居一起玩
麻将遥 她作为国际旅游岛商报的忠
实读者袁18日当天袁 得知 野海南麻
将冶上线的消息袁就立马让儿子帮她
下载袁如今即使约不到脚袁她也能在
手机上过一把麻将野瘾冶遥
根据数据显示袁 目前 野海南麻

将冶日均上线人数约 3000人遥 麻友
们袁你们不用怕野三缺一冶袁不怕约不
到脚袁只要登陆野海南麻将冶袁一切问
题迎刃而解遥

市民邓阿公说袁野海南麻将冶这

个游戏袁 其实就是一个海南人的麻
将馆袁在这里袁海南的麻友可以突破
时间尧空间的界限袁随时随地袁随心
所欲地玩到嗨遥

记者提醒各位麻友 袁1 月 23
日-2月 22日活动期内袁 玩牌局数
最多和玩牌胜局最多的玩家均可获
得双人豪华越南游遥 活动期间游戏
公告随时更新袁 玩家可随时关注国
际旅游岛商报官方微信 渊微信号院
gjlydsb冤进行查询遥 各位麻友袁机不
可失袁失不再来袁抓紧时间玩玩野海
南麻将冶吧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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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 渊记者 梁振文冤 20日袁海
口部分路段计划检修线路将停电袁主
要集中在府城片区遥

当日 8:30 -21:30袁110kV 港万站
10kV长流 #2线 1号公路支线及新民支
线开关袁昌明村尧式金村尧长滨路一带尧田
螺村尧新民村尧中国一建公司公司遥

7:00-15:00袁10kV 凤翔站华晶置
业线尧凤翔 #1线尧儒俊开闭所 #1线尧
城郊 #1线尧凤翔 #2 线尧沿江 #1线尧
凤翔花园线尧六合线尧绿色佳园线袁海
航宿舍尧府城镇府尧司法厅尧丽华酒店尧
琼山中学高中部尧琼山法院尧铁桥尧那
央村委会尧戒毒所尧国兴中学尧消防教
导大队尧聋哑学校尧恒大集团尧石塔尧凤
翔花园尧滨江帝景尧绿色佳园尧天上人
间尧江畔人家尧迈仍村尧丁村尧凤翔路尧
儒逢村委会尧新大洲大道尧琼州大道尧
南桥路尧高登东街尧滨江西路尧薛村尧大
样村尧下坎东路尧椰景花园尧博雅路尧桂
雅园尧五小尧昌学村尧昌荣村尧庭丰村村
委会尧梧桐路一带用户遥

14:00-22:00袁110kV 凤翔站国兴
#1 线尧中山 #1 线尧沿江 #1线尧城内
#1 线尧沿江 #2 线尧城内 #2线尧中山
#2线迈仍尧石塔东尧红星村委会尧琼台
师范学院尧下坎东路尧椰景花园尧博雅
路尧桂雅园尧五小尧琼山侨中尧教师村尧
下坎西路尧琼州大道尧排灌站尧三公里
看守所尧六合市场尧政法学院尧肉联厂尧
白驹学校尧 府城医院尧 琼山妇幼保健
院尧高级技校尧振发路尧三峰里尧立新
街尧天茂商场尧琼山区委尧府城中学尧钟
龙实业尧中山路尧忠介路尧新大洲大道
高登东街尧凤翔路等一带用户遥

商报讯(记者 陈王凤)国际旅游岛
商报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局获悉袁 今日
我省大部分地区依然有小阵雨袁 气温
变化不大袁 明后天全岛各地以多云为
主袁北部局地有小雨曰气温回升袁或将
会出现野回南天冶遥

根据省气象局 19日 17时发布的
天气预报袁19日夜间到 20日白天袁北
部尧南部袁多云间阴天袁局地有小阵雨袁
最低气温 17益袁最高气温 27益曰中部尧
东部袁多云间阴天有小阵雨袁最低气温
16益袁最高气温 25益曰西部袁多云间阴
天袁最低气温 18益袁最高气温 26益袁西
沙永兴岛袁中沙黄岩岛袁多云袁偏东风
5-6 级袁 最低气温 24益袁 最高气温
29益袁南沙永暑礁袁多云袁东到东北风
5级袁最低气温 26益袁最高气温 29益遥

20日夜间到 21日白天袁南部袁多
云间阴天袁局地有小阵雨袁其他地区多
云袁最低气温 18益袁最高气温 29益遥

府城医院一带
停电检修线路

今日依然有雨
明后天或回南

首款本土手游野海南麻将冶推出仅两天下载量上万次

麻友们，玩“海南麻将”不怕“三缺一”

我省首个野二胎门诊冶开诊 专业评估二胎可孕性

专家帮你“把关”优生二胎
商报讯渊记者 蔡磊 常珊珊冤 野全面二孩冶政策

一放开袁海南不少家庭开始投入到准备工作中袁特
别是 40岁以上的大龄夫妻袁 也渴望能抓紧最后的
机会再生一个孩子遥然而袁二胎从备孕到分娩为止袁
与头胎有着诸多区别袁稍有疏忽袁就很可能会影响
到生育质量遥 1月 18日袁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
(新院)开设的野二胎门诊冶正式揭牌开诊袁这是我省
首个野二胎门诊冶遥 借此契机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
就如何备孕二胎和需要注意的问题专访海南现代
妇女儿童医院妇产科专家遥

海南现代妇儿医院产科门诊主
任吴兴华说袁从女性年龄角度来看袁
生二胎最好在 35周岁以前遥临床上
把年龄 35岁以上的产妇归为高龄
产妇遥超过 35岁的妇女身体机能及
内分泌功能相对下降袁 此时怀孕易
出现流产尧早产尧产后出血等情况袁
容易出现高血压尧 糖尿病等妊娠合
并症袁 对胎儿发育和母体健康均不
利袁贸然生二胎存在很大风险遥
吴兴华说袁生二胎须评估袁仅仅

做个普通的体检是不够的遥 需要一

个针对夫妻的情况量身定制的专业
体检方案遥 如何优生以及如何避免
风险袁需要专业的指导遥对高龄产妇
来说袁 更要提前 3个月进行全面检
查遥一胎剖宫产的袁怀二胎前要进行
瘢痕评估遥从确诊怀孕开始袁按照要
求产检院11-12周 B 超胎儿 NT 检
测袁14-16周唐氏综合症尧神经管畸
形筛查袁22-26周三维或四维彩超
检查遥 必要时袁怀孕 20周后做羊水
穿刺遥要注意血压和尿的检查袁以便
及时发现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遥

18日袁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
(新院)开设的野二胎门诊冶正式揭牌
开诊袁这是我省首个野二胎门诊冶遥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业务副院
长许艳介绍袁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
院专门开设了野二胎门诊冶袁专业评
估二胎的可孕性袁提供孕前的优生
优育检查以及辅助生殖技术助孕

等指导袁帮计划生二胎的家庭把好
关袁降低生育风险和出生缺陷遥

许艳表示袁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
医院将充分利用医院在妇科产科专
业领域技术力量尧国际化环境设施尧
诊疗服务等方面优势袁 做好二胎备
孕家庭孕前指导工作袁倡导优生袁积
极预防妊娠期并发症的发生遥

许艳介绍袁如果第一胎剖
腹产袁子宫有切口伤痕袁容易
造成子宫破裂袁想顺产袁风险
比没有剖过的肯定要高一些袁
但如果条件允许袁还是可以尝
试顺产袁但一定要在医生的帮
助监控下袁控制风险遥另外袁如
果第一个宝宝是剖腹产袁最好
是两年以后再生育第二个宝

宝遥 因为剖腹产之后袁子宫切
口逐步生长愈合袁如果过早怀
孕将会导致子宫内膜恢复不
良袁容易导致胎盘植入袁子宫
破裂遥 如果第一个宝宝是顺
产袁 从哺乳常识角度出发袁第
一个孩子正处于纯母乳喂养
阶段袁也建议生育第二胎的时
间推迟 1至 2年遥

头胎剖腹产二胎可否顺产

二胎一定会比头胎顺利吗

专家解答生二胎须评估莫盲目最好 35岁前生

“二胎门诊”评估二胎的可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