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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孩子不是我自愿要的，

是在丈夫、家人的压力下怀孕。”

“我有妊娠合并症和并发

症，胎儿发育受限，家里人不

理解，我睡不着，吃不好。”

“老公脾气不好，婆媳关

系也不好，我又没工作，没有

成就感，半夜起来想自杀，还

莫名其妙打过大孩子。”

“公婆特别希望我怀的是儿

子，我工作强度大，又不愿服输，

后来就总感觉有人坐在我身边

喊我去做推销工作，于是我半

夜敲邻居家的门卖产品。”

……

这些倾诉，发生在雷俊和

米春梅团队的调研过程中。违

背意愿怀上二胎、担心胎儿健

康、工作压力、家庭关系……

种种烦恼，都让准妈妈们开心

不起来。

博士肖美丽是雷俊和米春

梅团队的一员，在收集300 例

妊娠晚期“二孩”孕妇的调研

报告时，她发现，除了尿频、

胃口差、睡不好这些孕妈们最

在意的“内部因素”，外界环

境的刺激也让她们感到很“心”

苦——关键是，家人很可能

还会“补刀”：“你生过一次，

有经验了，要学会调整。”

“此前就有研究表明，生活

事件是抑郁发作的‘触发点’，

92%的抑郁症患者在发病前曾

受负性生活事件的刺激。”肖

美丽认为，通过探讨孕期生活

事件与“二孩”孕妇妊娠晚期

抑郁的关系，能为医务人员制

定相应的干预措施及有效降低 

“二孩”孕妇妊娠晚期抑郁的

发生、改善孕妇的心理健康状

态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0 个二胎孕妈，近 4 个抑郁？

“熟门熟路”的二胎孕妈为何更“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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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丈夫和孩子
送上一句甜甜的“节日
快乐”，妈妈们在欣慰之
余，是否也会想起当初
怀孕、生产，再到哺育
孩子的日日夜夜？

不论产前产后，“一
不小心就中招”的抑郁
症都是严重伤害妈妈们
身心健康的陷阱。相关
研究显示，围产期女性
是抑郁症发病风险最高
的群体之一，而产前抑
郁 上 升 率 达 到 了 每 年
9%。随着我国“二孩”
政策的全面放开，“二孩”
孕妇数量增多，妊娠人
次也随之增加，关注“二
孩”孕妇围产期心理状
态的变化成为围产期保
健工作的重点。

为 此， 中 南 大 学 湘
雅三医院，中南大学湘
雅护理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雷俊和中南大学
湘雅三医院产科主任米
春梅教授及其研究团队
的小伙伴们就针对“孕
期 生 活 事 件 与‘ 二 孩 ’
孕妇妊娠晚期抑郁”进
行了相关性研究。她们
发 现，“ 二 孩 ” 孕 妇 妊
娠晚期抑郁发生率达到
35.9%， 重 度 抑 郁 发 生
率为 7.9%。

10 个“二孩”孕妇
里， 就 有 近 4 人 抑 郁，
这多多少少让人有些不
解——怀孕期间，孕妇
得到的关注和受到的照
顾都是最多的，有过经
验、“驾轻就熟”的“二
孩”妈妈们为什么还会
抑郁？通过研究，雷俊
和米春梅研究团队就发
现了那些会让孕妈妈们
心情降到谷底的“生活
事件”，还有那些丈夫和
家人们说的适得其反的

“安慰话”。

“ 内心脆 弱敏 感， 外 表 佛系平

淡——这样的‘二孩’孕晚期妈妈反

而更容易患上抑郁症。”雷俊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在调研过程中，她们

总结了容易抑郁的孕妈妈的性格特征，

比如多疑、悲观、文静、反应较慢等

内向型人格。

雷俊说，这类“表里不一”的孕妇

往往病耻感比常人更强，也更需要家

人的细心照顾。她建议家庭成员注重

孕产妇心理情绪变化，对于妊娠引起

的生活习惯、饮食和睡眠等变化产生

的负性情绪，应当理解，并对其进行心

理疏导。

“什么都不需要做，只要你陪着。”

雷俊说，提到孕产期的心愿，大多数

有抑郁指征的“二孩”妈妈都说过这

样一句话。所以，丈夫的细心陪伴、开导，

往往能够缓解孕妈妈的抑郁情绪。

同时，雷俊和米春梅也呼吁更多医

护工作者在产科门诊设立相应的咨询

室，告知孕产妇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妊

娠反应与身体不适，使孕产妇正确对待

妊娠带来的变化，达到保持良好心态的

目的。

浮肿、疲惫，辗转难眠……

夜深人静时，陈婷（化名）倚靠

在窗台边，眼泪哗哗地流。

38 岁，怀上二胎。对陈婷来

说，与当初怀大宝时的新鲜幸福

不同，这一次，她感到的是深深

的孤独。

陈婷是雷俊和米春梅团队成

员——研究生张利卷在调研时曾

高度关注的一名“二孩”孕晚期

妈妈，她也是长沙市某三甲医院

心理门诊的病人。

在陈婷与医生的讲述中，记

录着这样一段话：“我每天晚上睡

不好，身体浮肿，不好看，也很

难受。心情不好，我总是与丈夫

吵架。可我每次告诉丈夫自己不

舒服时，他总是说：‘没办法，到

了快生的时候都这样，你再忍忍

就过去了’。”

忍忍就真能过去吗？陈婷反省

过自己，毕竟是生过孩子的“过来

人”，有什么不能熬？而且家人一直

告诉她：“女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总是一个人。”在张利卷

的印象里，这是陈婷经常说的一

句话。孕晚期了，陈婷很需要人

照顾，可丈夫在外地工作，公婆、

父母都分身乏术。陈婷要上班，

要照顾第一个孩子，还要管着自

己——于是，她感觉“被全世界

抛弃了”。

2018 年 9月，陈婷在某三甲

医院心理门诊采用爱丁堡产后抑

郁量表进行测试，抑郁得分11分，

表明该孕妇存在抑郁症状。

■故事

雷俊：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孩”孕晚期妈妈：感觉被抛弃

■调查
35.9% 的二胎孕妇“心情不美丽”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像陈婷

这样的“二孩”妈妈，明明有过

怀孕分娩的经验，为何还会在第

二次怀孕时抑郁了？

“有经验不代表绝对能承受。

‘二孩’妈妈一般年龄偏大，身

体机能下降，而且容易被认为‘一

回生二回熟’，导致家人的关注

度不及一胎，这也会让她们产生

心理落差。”5月6日，雷俊和米

春梅研究团队向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介绍了该团队联合中南大学

湘雅三医院产科和心理门诊等多

学科团队发表的《孕期生活事件

与“二孩”孕妇妊娠晚期抑郁的

相关性研究》。

她们调查了300 例长沙市某

三甲医院的妊娠晚期“二孩”孕

妇，结果显示，“二孩”孕妇妊

娠晚期抑郁发生率为 35.9%，重

度抑郁为 7.9%。而让孕妈妈们

心情受到影响的“生活事件”中，

“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等因素

排名第二，44.5% 的“二孩”孕

妇表示妊娠晚期出现的睡眠、饮

食、穿着等生活习惯的改变，才

是孕期应激强度最大的客观生活

事件。此外，也有不少孕妈因为

身材走形、妊娠纹等导致自卑情

绪，从而诱发抑郁。

“妈妈们最在意的这些事，反

倒常被认为是妊娠的正常反应，

由此带来的情绪变化不易被家

庭、医护工作者所感知，导致孕

妇感受到的关爱和家庭支持不

足，从而出现抑郁。”雷俊表示。

■分析

“怀孕经验”不是万能的

■提醒

五句容易适得其反的“宽慰话”
雷俊表示，一旦家人发现孕妇有反常表现时，不应轻易将

其界定为“孕期正常情况”，而应多给予孕妇关爱与陪伴，千万

不能“口无遮拦”。那么，在本次调研中，哪些“宽慰话”或“讲

道理”的话容易刺激到孕妇呢？

“再忍忍就

过去了！”

01
“没事，孕妇

脾气都很大，

过段日子就

好了！”

02
“你不就生

两个孩子

吗？这 么

矫情！”

03
“我也不

能帮你怀

孕啊！”

04
“你怀孕很

难，我 赚

钱养家不

难吗？”

05

■支招

“表里不一”的孕妈
更需要关爱 如果一位女性在

孕期持续一周内体验

到以下症状，那么她

可能存在抑郁症状，

需要加以重视。

1无法集中精神以及记

忆困难，难以做决定。

2对于妊娠或将成为

母亲感到焦虑。

3情感麻木。

4极端易怒。

5与妊娠无关

的睡眠问题。

6极端或无休止的疲

乏感。

7渴望一直吃或完全不

想吃，体重减轻或与

妊娠无关的体重增加。

8感觉没有什么事能让

人快乐，包括认为

怀孕的自己是“失败者”。

9持续存在的悲哀，想

自杀。

■链接

孕期抑郁自测

影响“二孩”孕妇心情的 10 大孕期生活事件

（事件及数据来源于该研究“孕期生活事件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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