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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酒店坐月子，
邵阳妹子开启母婴服务新时尚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史超

“这段时间，我在安恩贝月子会所体会什么叫科学坐月子了，这里的月子餐都是厨师现做的，品种多，色
香味俱全。这么好的坐月子体验，希望更多宝妈知道！”来自邵阳的刘女士刚坐完月子回家时，在朋友圈
晒出了这样的评价。

时间倒回去四年，那时在邵阳，还没有“月子会所”的概念，而刘冬元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传统的观念里，坐月子应该在家里，新妈妈们要遵守许多繁琐的规矩，也因此激发了不少家庭矛盾，我

的初衷就是改变这个状况。”2016 年初，在“全面二孩”政策正式落地时，45 岁的刘冬元看准了母婴服务
红利激增的机遇，辞去酒店财务总监的高薪工作，创办了邵阳市首家月子会所，以此向邵阳的女性朋友普
及坐月子的新理念——去酒店“坐月子”。“我要让邵阳新妈妈们感受到‘坐月子’绝不是劳累、压抑、蓬
头垢面的，也可以拥有安宁有序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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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防小儿缺钙引起佝偻病
文 / 张妮（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主管护师）

婴幼儿因为生长速度快而对钙的需要量

大，同时户外活动又较少，所以很容易发生钙

的缺乏等情况。小儿缺钙可引起佝偻病。当宝

宝还在肚里时，妈妈就该多参加户外活动，多

吃富含钙磷以及维生素 D 的食物，在怀孕晚期，

可适量补充维生素 D。这样宝宝在胎儿期就储

存了充足的维生素 D。预防儿童缺钙的关键在

于日光浴和适量维生素 D 的补充。2 至 3 周的

婴儿就可进行户外活动了，冬季也要保证宝宝

每天 1 至 2 小时的户外活动。夏季户外活动增

多时，可停服或减少维生素 D 的量。两岁后随

着户外活动增加，一般无需补充维生素 D，饮

食中应注意食用含钙较多的食品，如牛奶、豆

制品、蛋类、鸡肉、肝脏等。当然补钙和维生

素 D 不可过量，否则可发生高钙血症和维生

素 D 中毒，还可引起肾结石，严重的中毒甚至

可以导致死亡。 

预防肾结石的妙招
文 / 王自建（长沙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

1. 吃富含草酸盐的食品，草莓、菠菜、花

生和巧克力等，但一次别吃太多。还要多吃高

纤维食物，以助降低尿液中钙的含量。2. 减少

富含咖啡碱食物的摄入，比如动物内脏等。其

实我们平时吃的食物中都含咖啡碱，人体在消

化咖啡碱的过程中会产生尿酸，当这种尿酸的

浓度达到一定程度时，会抵消尿液中其他有助

消除结石的物质。3. 少吃动物类蛋白，比如猪

牛肉等能使尿液更有酸性，同时增加钙草酸

盐凝固结晶的危险。但少吃并不代表彻底不吃，

这样会不利于保持身体能量。在煮肉时可加入

扁豆、大豆或豌豆，要少放盐，以免盐中的钠

会增加尿液中的钙含量。4. 多喝水，也可喝不

含咖啡因的饮品。还要注意少喝酒，保持体内

水含量，远离肾结石困扰。  

这两点容易导致小儿驼背
文 / 李梅（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

婴幼儿期的骨骼发育还未成熟和定型，如

果脊柱长期处于弯曲的状态，那么脊柱的发育

就可能出现畸形、不正常弯曲等情况，所以怎

么睡好觉对于宝宝来说非常重要。首先，宝宝

的睡床不能太软。宝宝的脊椎发育不成熟，容

易发生弯曲变形，睡在软床上，身体背部受重

力影响，容易下陷造成驼背。睡觉时，宝宝躺

在比较硬的床上，生理性弯曲可以消失，脊柱

恢复原来的形状，同时还可以消除背部肌肉、

韧带的疲劳。其次，宝宝正确的睡姿很重要。

如果宝宝长时间睡姿不当，就很容易使颈椎、

胸椎、腰椎等受累。只要宝宝不影响或加重心

脏负担，不引起脊椎变形，能使全身肌肉放松，

有利于休息的睡眠姿势都是合理的。

小儿心脏超声检查注意事项
文 / 刘倩君（湖南省儿童医院超声科）

目前，国内只有大型的综合医院才能开展

小儿心脏的专业超声检查，所以我国的小儿超

声检查普及率较低，没有在临床上形成完善

的诊断标准和相关指导。家长在带小儿接受心

脏超声检查时，由于超声检查需儿童保持安

静，所以儿童哭闹会妨碍检查，家长要做好安

抚工作。在检查过程中，儿童可能会由于探头

加压，感觉胸前有压迫感，通常情况下常规的

金胸超声检查时间大约在 10 分钟左右，所以

只要在这 10 分钟内做好安抚，不让儿童乱动，

并且在对儿童进行加压时，如果儿童有不适感，

要求儿童需要及时说出来就可以，如果儿童没

有表达能力，也需注意观察哭闹状况，这样才

能保证心脏超声诊断的合理性。

把月子会所开进酒店
2016 年底，刘冬元成立了邵阳市

舒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打造的第一

个服务项目便是安恩贝月子会所，而

且还是开在酒店里的月子会所。

“别说邵阳还没有月子会所，大家

对这种坐月子方式都不接受，更别说

‘酒店坐月子’了。”刘冬元回忆说，当时，

邵阳还没有月子会所，身边很多人都

劝她不要尝试，“大家都觉得，让产妇

走出家门坐月子是件不可能的事。”

改变旧观念，是刘冬元需要攻克的

第一步，她将眼光瞄准了医院的妇产科。

为了能让更多人了解在月子会所坐月子

的好处，她三天两头跑医院发宣传单，

碰到感兴趣的产妇，更是不厌其烦地

宣传月子中心的好处。除此之外，她还

投入大量资金开展线上线下的广告宣

传，“我要让更多的邵阳女性知道，到

月子会所坐月子，不仅能为产妇提供科

学的母婴照护，还能很大程度减少家

庭矛盾，可谓一举多得。”

经过近半年的宣传推广，刘冬元

逐渐打开了当地的市场，月子会所的入

住率越来越高。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

也让她十分头疼：由于月子会所是品

牌加盟方式引进，因此，服务流程和

规范都参照了加盟商的标准，比如将

宝宝和产妇分开，宝宝实行集中托管，

由月嫂三班倒进行照护，“我担心宝宝

和宝妈接触不够，也怕月嫂同时照顾

几个宝宝出现疏漏。”为此，刘冬元下

决心改变这个模式，实行一对一照护，

让母婴同室。“这样不仅便于母乳喂养，

还能增进感情，很大程度的降低各方

面的风险。”刘冬元告诉记者，改变服

务模式后，业务量也随之上涨了不少，

刘冬元所经营的月子会所在当地的名

气越来越大，她告诉记者，市场打开后，

很多人加入这个行业，现在邵阳市已经

有多家月子会所，甚至在每个县城都已

普及开来。

转型“全母乳喂养”月子会所
在月子会所成长过程中，刘冬元

也在不断摸索新的服务项目，满足市

场需求。2018 年，月子会所一个牛奶

喂养的宝宝在月子里增重 2 公斤多引

发了她的注意。

“正常情况下月子里的宝宝长 1.5

公斤左右是正常，如果超过 2 公斤甚

至更多，就要考虑是否牛奶有问题或

者喂养过度。”为此，刘冬元翻阅了大

量的资料，并多方咨询医生专家等，“专

家们给出的建议是最好母乳喂养。”

无独有偶。当年，国外频发奶粉污

染事件，这让刘冬元有了新的想法：“应

该鼓励和帮助妈妈们实现全 母乳喂

养。”为此，她高薪聘请有三十多年母

婴护理经验的催乳师为宝妈们提供母

乳喂养指导，并组织培训一批专业的

催乳师。“现在我们会所除了个别宝妈

确实不能母乳喂养的特殊情况外，基

本上都能实现全母乳喂养。”刘冬元

笑着说，这已经成为了会所的一项特

色服务，在当地很有名气。

    除此之外，刘冬元还引进了产

康项目，聘请专家培训产康师，为产

妇提供一对一服务。2019 年底，刘冬

元开始打造全新的服务项目——上门

月子房，将服务团队搬到产妇家里，

缓解月子会所用房紧张的状况。如今，

刘冬元所经营的月子会所已形成了包

括月嫂、专家团队、产科医生、催乳师、

产康师的全产业链服务。

班组制 +1 对 1服务，打造医院陪
护团队

除了月子会所，让刘冬元为之自豪

的还有她的另一个团队——医院陪护。

2018 年 8 月，刘冬元以邵阳市家庭

服务业协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了广州举

办的一场家政服务观摩会，在观摩会

上，广州、深圳同行所介绍的养老护

理模式吸引了她的注意。经过多方考

察和学习后，她把这个全新的模式带

到了邵阳，建立起了自己的陪护团队，

参考广州深圳同行的管理模式，打造

班组制 +1 对 1 服务模式的陪护团队。

她发挥自己勤跑医院的优势，与

当地多家医院合作，在医院的多个科

室安排相应的护工团队：对于病情严

重的病人采取一对一服务模式，24 小

时守护在病人身边；对可以下地活动

的病人则采取班组制服务，一个护工

可同时照顾多个病人，同一个班组的

护工两班倒照顾病人。目前，她的医

院陪护团队有近 80 人，护工们的月工

资能达到 6000 元以上。“这种模式不

光能保证服务质量，对护工的收入也

有保障，受到了医院、护工、家属的

多方欢迎。”

随着二胎政策开放，老龄化程度加重，家政产业强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日益凸显，
家庭服务需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战
略的指引下，精准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家政服务业规范化、职业化建设之路不断
深入，凤网 e 家推出“家政服务合伙人”计划 , 寻找有想法、有热情、敢想敢干的伙伴们，
投身家政服务一起造梦。

编者按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尹盛鹏）“益

阳家政人的未来，一定会像钻石一样，

璀璨光芒，华丽绽放。”9 月 8 日，在

益阳市第三届家庭服务业协会换届选

举会议暨行业交流大会上，益阳市商

务局副局长封雷这样鼓励大家。

本次会议由湖南省家庭服务业协

会副会长丁旭东主持，湖南省总工会

权益保障部处长陈永祥，益阳市商务

局、人社局、民政局、市总工会、市

残联等部门部室领导，省家协监事长

周汉莲、秘书长杨飞、省家协各专委

会主任以及各市州家协、协会会员业

代表百余人参加会议，会议选举产生

了第三届协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

第三届会长、益阳市管家帮负责

人黄河做了工作报告。并代表益阳市

家协与鼎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签订了

合作协议，利用该公司在风险控制领

域的丰富工作经验，帮助协会以及服

务企业及时化解转移工作风险。

益阳市家庭服务业协会举行换届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