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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41 家医院入选全国首批分娩镇痛试点医院

用完会腰痛？孩子会变笨？无痛分娩没那么恐怖
3 月 20 日，国家卫健委公布了第一批国家
分娩镇痛试点医院，重庆有 41 家医院上榜，其
中既有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样的三甲
综合医院，也有重庆市妇幼保健院这样的专科
三甲医院，还有重庆安琪儿妇产医院这样的民
营高端妇产医院。
从去年 11 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开展
分娩镇痛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
尽管各地都在
陆续加大无痛分娩的科普与推广，但仍有不少
人对无痛分娩存在误解。无痛分娩真的不痛
吗？无痛分娩真的会让产妇产后腰痛吗？这种
方式对孩子有影响吗？3 月 25 日，记者专访了
重庆市安琪儿妇产医院麻醉科副主任郑勇。

失理智，
做出过激行为。
同时，因为分娩镇痛的置管操作，如果在
顺产过程中出现了胎儿窘迫、脐带脱垂等突发
状况需要立即手术，相比没有进行分娩镇痛的
产妇，麻醉医生可以直接通过椎管内置管直接
向产妇体内注入手术需求的麻醉药物，可以节
省实施麻醉的时间及大大降低全麻的使用几
率。
“ 在 遇 到 突 发 状 况 时 ，手 术 进 程 越 快 越
好。”

为了让产痛更细微
他们还在努力

“医生，
我怕麻药打多了有害！”
无痛分娩麻药浓度不到剖宫产 1/10
在重庆市安琪儿妇产医院，郑勇副主任所
在的麻醉科每周都会在医院的顺产养成门诊进
行分娩镇痛的相关科普与咨询，在他的印象中，
不少孕妈对无痛分娩仍有很大的偏见与误解，
这种偏见来源于对自身和孩子的担心。
“医生，我朋友说顺产打了镇痛产后会腰
痛！”最近，郑医师接到了好几个即将到预产期
的产妇关于“对记忆力的影响”、
“产后腰痛”的
咨询。在他看来，
很多时候，产妇们的担心都来
自于长辈、朋友等所谓那些“过来人”的劝说，
“但实际上，
无痛分娩的相关风险要比剖宫产麻
醉小得多，主要是因为药物浓度很低，
只有不到
剖宫产的十分之一。
”
郑勇介绍，无痛分娩的镇痛方式和剖宫产
常用的麻醉是一样的，都采用椎管内神经阻滞
的方法，将适量的镇痛药物自腰背部注入椎管
内，在药物的作用下相应部位的感觉神经无法
完全把疼痛传递到大脑，
但两者的区别在于，无
痛分娩的镇痛药物浓度仅仅是剖宫产的不到十
分之一，
用量更少。另一方面，
无痛分娩仅仅是
作用于腹部感觉神经，且对运动神经基本上没
有影响，并不会随着血液分布作用于大脑。实
际上，
通过对各种镇痛药物剂量科学搭配，
可以
使镇痛效果最佳而副作用降到最小。
产妇们提出的无痛分娩会导致产后腰痛，
并没有科学的依据。有大量回顾性研究表面，
在所有孕产妇中，产后腰痛发生的比例在 40％
左右，
但是与采取什么生产方式无关，
更与是否

在麻醉或镇痛下生产不相关。生产后腰痛，很
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怀孕时短期的体重增加以及
孕期的腰肌劳损，同时在产后没有注意腰部肌
肉的康复，进而造成的慢性腰痛。
除了腰痛，
“会不会影响孩子”是郑勇遇到
孕产妇咨询的第二大问题。每一次，他和同事
们都会给产妇们详细分析镇痛药物的代谢过
程，
告诉她们
“不用担心”
，
实施分娩镇痛是以母
亲和胎儿的安全为最高原则，经由胎盘吸收的
药物剂量微乎其微，对胎儿并无不良影响，
更不
会对孩子的大脑健康有影响。

无痛分娩 除了
“无痛”
还能减少心理问题的发生
“很多人以为，无痛分娩只是镇痛，让产妇
的产程更轻松，但实际上，
疼痛会带来的危害远

全球首个超级飞侠实景主题区
明年落户重庆欢乐谷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
铀）昨日，重庆欢乐谷 2019 品牌发布暨超级飞
侠 IP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重庆市文化和
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刘旗，
奥飞娱乐集团副董
事长蔡晓东，奥飞娱乐集团副总裁、首席战略
官李斌，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
事、总经理姚军等出席活动。
现场，
重庆华侨城与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奥飞娱乐）达成战略合作，将携
手打造全球首个超级飞侠实景主题区，并推
出“游娱演购”系列精品亲子文旅项目。重庆
欢乐谷还发布了“玩你没玩过的”2019 年品
牌全新策略及“666”新产品矩阵，承包游客
全年欢乐。
《超级飞侠》是中国最具实力的民族动漫
文化产业集团——奥飞娱乐旗下国产原创动
漫的头部 IP，深受儿童喜爱。重庆华侨城与
奥飞娱乐将在重庆欢乐谷内联合打造全球首
个超级飞侠实景主题区，还原奇幻的动漫世
界，
并于 2020 年同游客见面。
《超级飞侠》向小朋友们所传递的勇敢、友
爱、善良和不断探索的文化精神，与欢乐谷倡
导阳光积极、乐观向上、不断创新的精神不谋

而合。重庆欢乐谷副总经理贺颂丰表示：
“我
们没有引入国外 IP，而是选择了本土原创 IP，
是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同时‘主题公园+
知名 IP’的结合也将为华侨城文化旅游发展
提供新的模式及方向。
”
全球首个超级飞侠实景主题区的落地，
将
吸引西南甚至全国游客的目光，为重庆再添一
个独家 IP 打卡地，
助力重庆城市文化旅游品质
的进一步提升，
为着力打造重庆高品质旅游，
全
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天坪山国际山地自行车赛开赛
221 名骑行爱好者斗技
本报讯 昨日，重庆自行车联赛（二圣站）
暨
“体彩·云林天乡杯”
重庆天坪山第十届国际
山地自行车赛在巴南二圣镇开赛，来自 14 个
国家的 21 支队伍，总计 221 名自行车骑行爱
好者天坪山斗技。
本次活动由重庆市体育局、重庆市巴南区
人民政府主办，重庆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重
庆市自行车协会、巴南区体育局、巴南区二圣
镇人民政府承办。
本次参赛队伍共 21 支，参赛运动员共计
221 名，分别来自 14 个国家。比赛项目分为
五组：男子青年组、男子中年组、女子组、外籍
男子组、外籍女子组。本次参赛车型规定为
26x1.90 以上有齿胎山地自行车。

“今年比赛路线重新进行了规划，路况相
比以往坡度更高，弯道更多，难度更大。”巴南
区相关负责人说，
大赛途经天坪山中坪村观光
环线、集体村梨园广场和云林天乡景区，运动
员骑行在中国最美休闲乡村，
感受户外运动的
魅力，
挑战山地自行车越野赛的刺激。
据介绍，
国内男子青年组、男子中年组、女
子组，第一名将获得 2000 元奖金和精美纪念
品 1 份；外籍女子组、男子组第一名将获得
600 元奖金和精美纪念品 1 份。
巴南二圣镇先后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
“全国乡镇体育健身示范工程”
，全国青少年户
外活动营地，
获评
“重庆市群众体育先进镇”
。
许安全

实际上，
无痛分娩并非完全不痛，
如果一个
产妇顺产时疼痛指数达到 10 级，大多数孕妇在
实施分娩镇痛后疼痛评分会降低到 4 分以下的
可忍受的轻度疼痛，其中有少部分甚至可以达
到 0 分（无痛感），仅仅有肚子紧的感觉。经过
统计，分娩镇痛对超过 95％的产妇都有效果，
“怎么最大程度减轻产妇的产痛也一直是我们
的目标。”
大部分医院的无痛分娩采用的是镇痛泵持
▲硬膜外间隙间断给药（IEB）模式效果
续硬膜外泵注加产妇根据自身疼痛自主控制镇
佳、用量小。
痛泵加药的方法，麻醉医生在实施完置管的操
作后基本上就不再参与产程的管理，但安琪儿
◀椎管内神经阻滞为目前国内外公认的
妇产医院麻醉科经过大量的对比发现，脉冲式
效果最佳镇痛方式。
间断推注的效果更好，
“最终，我们医院选择使
用国际上公认的全自动脉冲式镇痛泵来进行分
比我们看到的更大。”郑勇说，无痛分娩更大的
娩镇痛。”郑勇介绍，医生会事先根据产妇的具
作用，
在于对产妇焦虑的减轻、降低产后抑郁的
体情况设定具体的参数，如间断注入镇痛药剂
发生，以及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在最短时间内
量，间断推注的时间等，
“这样就可以用尽量少
改为麻醉，实施手术。
的镇痛药物，但可以达到更好的镇痛效果。”同
2017 年 8 月 31 日 20 时左右，陕西榆林市
时，安琪儿妇产医院的麻醉医生们一直守护在
第一医院绥德院区妇产科，一名孕妇从 5 楼分
产房附近，有需要时，她们随时出现，不少孕产
娩中心坠下，
事件引起巨大关注，
让不少人第一
妇表示，
“看到麻醉医师出现在产房，就像看到
次关注生产痛这个话题。生孩子到底有多痛？
了救星！”
全球范围内通用的疼痛指数将疼痛按程度划分
采访最后，说起自己所在的医院进入了全
为 1-10 级，其中有癌痛、火烧灼的疼痛，以及
国首批分娩镇痛试点医院，郑勇笑了笑，
“任重
产痛可达到 8-10 级的重度疼痛水平。
而道远！我们要发挥好试点作用，带动各级医
“产妇做出极端的举动，真的只是因为痛
院，
把西部地区的分娩镇痛尽快提高，
造福广大
吗？更多的是因为疼痛造成的焦虑，有研究指
孕产妇。”
在他看来，目前，
重庆大部分医院的分
出，生产过程中的焦虑对产后抑郁的产生有不
娩镇痛比例都还不高，
“我们医院因为是专科医
小影响。”疼痛只是开始，疼痛会刺激母亲体内
院，要高一些，2018 年的比例是 85％，希望今
年能通过我们的努力，
向 90％靠近。
”
释放儿茶酚胺类物质，
可能导致产妇血压升高、
心率加快、呼吸加快，
过于疼痛还可能让产妇丧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胡苏

我市启动融资创新专项行动
助万家民企融资 1000 亿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
军）重庆市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昨日举
行。现场举办了全市民营企业融资创新专项
行动启动仪式，市经信委公布多项缓解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的具体措施，宣布今年将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专项行动，
力争帮助一万多家民营
企业融资 1000 亿元，促进我市中小企业高质
量发展。
首先是转贷应急机制。全市转贷应急周
转资金规模将扩大到 20 亿元，覆盖面扩大至
符合条件的大型民营企业，
企业使用时限延长
至 15 个工作日，单笔使用金额从 3000 万元提
高至 8000 万元，资金使用费按实际使用计算，
收费标准统一下调为每日万分之二。今年可
为全市 2000 家以上企业转贷，转贷额度 200
亿元左右，为企业续贷节约成本 6 亿元左右。
二是加大支持小微企业票据贴现力度，
今
年可为全市 1600 家以上小微企业办理银行承
兑汇票贴现融资 700 亿元以上。
三是加快推动商业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试
点，
帮助企业实现不需要抵押、质押、担保的纯

信用贷款。今年可帮助全市 2000 余家中小企
业获得 30 亿元以上的商业价值信用贷款。
四是实施差异化的担保和分险政策，引导
担保机构为企业提供低费率融资担保，
对符合
费率奖补条件的融资担保机构，收取企业的费
率标准越低，给予的奖补标准越高；鼓励担保
机构引入再担保增信分险，
扩大民营企业融资
担保规模。今年可为全市 1100 家以上的中小
民营企业新增费率在 2.5%及以下的担保贷款
50 亿元以上。
五是鼓励引导社会专业机构助力民营企
业融资，帮助有条件的企业通过供应链、风险
投资、私募基金等方式融资。今年可为全市
4000 户以上中小企业实现融资 120 亿元左
右。
市经信委副主任王任林介绍了全市
“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总体情况，2018 年我市入
库培育“专精特新”企业 579 家，入库企业 95%
都是民营企业。今年将进一步加大融资支持
力度，
强化技术创新，
推进智能化改造，
推动民
营经济、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看文艺复兴三杰真迹只需 120 元
学生票 80 元、单人票 120 元、亲子票 180
元。不到一顿自助餐价格，就能在家门口享
受来自 600 年前欧洲中世纪、原汁原味的文
艺复兴艺术盛宴，其中不乏文艺复兴三杰真
迹作品。
新票价体系分为
“3+1”档：
A、学生票 80 元/张
B、单人票 120 元/张
C、亲子票（一大一小）180 元/套
D、18 岁（含）以下未成年人、60 岁以上老
人、军人、残疾人凭证件享受优惠票价 80 元/
张。在网上订购电子票时，上述人员可点击
“学生票 80 元/张”，但到场观展时请携带出示
相关身份证件，否则入馆须补足每张单人票
40 元差价。
目前，
市民两种购票方式和渠道已全部上
线：1.登录大麦官网或大麦 App 客户端，搜索

“文艺复兴”
项目。
2.直接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手机购票。
【票务代理及订购】：王女士 15023225708、刘
女士 13389623108
【商务合作及咨询】：潘先生 13520966812、王
女士 18716362691
提醒：4 月 26 日为展览开幕式和媒体开
放日（受邀媒体凭邀请函入场）；4 月 27 日至 8
月 8 日展览面向社会开放，除周一外（美术馆
闭馆日），公众
均可持票入馆
参 观。观 展 时
段：每天 9 时至
扫描二维
17 时。
码 ，购 艺
重庆晨报·
术展门票
上游新闻记
者 吴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