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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尿、子宮爆裂樣樣來！課本不教的10大懷孕真相，跪求男人沒知識也要有常識
2019-05-14
「不就只是帶個球在床上爽爽躺10個月，孕婦哪裡辛苦了？」這是許多男人對孕婦進行的攻擊。課本從來不告訴我們孕婦到底多辛苦，頂多從鄉土劇看到孕吐，看
了也不覺得有多嚴重…… 但其實，女生在生孩子過程經歷的痛苦，絕不只孕吐與分娩而已，在體內器官被胎兒擠壓變形的情況下，根本是漏尿、便秘樣樣來，甚至
可能高血壓死亡。 日前網友暗月之鏡撰文整理一些懷孕造成的生理變化，而本文蒐集多位孕婦真實心得、將種種血淚歸納為以下10點，這些懷孕生產帶來的致命風
險，或許是台灣男人最缺乏的常識。 孕吐：吃什麼都餵馬桶，照三餐吐到身心崩潰 懷孕初期最讓孕婦痛苦、也最為人所知的狀況便是「孕吐」，雖然這動作的本意
是保護身體，避免細菌、髒東西進入體內傷害寶寶，才用嘔吐方式排出，但這樣的生理機制，卻讓孕婦只要一空腹就想吐。 據網友antiknocking的經驗分
享，她從第6周開始，有4周是瘋狂的孕吐期，吃什麼都跑去餵馬桶，愛吃的菜、麥當勞都吐，而且也沒有改善的方法，只能多方嘗試看看哪些東西能吃。 漏尿：子
宮擠壓腹腔器官，一咳嗽尿就會噴出來 隨著體內胎兒慢慢成長、撐大子宮，孕婦體內其他器官的空間就會開始被擠壓，最淒慘的受害者莫過於膀胱。子宮變大後，會
跑到膀胱上方，加上寶寶的重量往下壓，尿液的儲存空間就變小了，腹肌稍微用力一點，就會漏尿。 （圖/wikimedia commons） 有人可能認為肚
子不要用力、不過度運動就沒事了，但懷孕期間還是很可能會打噴嚏、流鼻水，甚至孕吐時腹肌也會用力，造成上面和下面都在「流湯」的現象，網友lady123
便深受其害；此題無解，孕婦只能用滲尿墊把尿吸走。 軟弱：免疫力下降、貧血、肌肉無力，很需要博愛座 體內的賀爾蒙變化加上孕吐，都會讓孕婦免役力直直落，
為避免影響胎兒健康，連感冒藥也不能亂吃。由於胎兒要吸取母體的血液、養份，也會出現肌肉無力、貧血頭暈的症狀，很多媽媽都感嘆，懷孕時自己就像個廢人。
網友kkisu分享，以前她幾乎不看病的，懷孕後只是吹個冷氣都會被吹到感冒扁桃腺發炎。而貧血頭暈的狀況，也讓許多孕婦很需要博愛座，無奈就算挺著大肚子，
在公車上也不見得有幾個人願意讓座。 缺鈣：溶掉骨頭提供寶寶鈣質，連屁股都會抽筋 東方女性本來體質就比較缺鈣，懷孕後為了製造寶寶的骨頭，身體會再溶掉
母體的骨骼、抽一些鈣給小孩，狀況更嚴重，往往讓孕婦抽筋連連。 別以為只有小腿會抽筋，孕婦症狀嚴重時，連屁股也會抽筋，網友alenty就說，她光是在廚
房洗碗想要換動作，屁股就痛得不得了。辛苦的孕婦只能靠補充鈣質去盡量改善抽筋的狀況。另外也建議要做好保暖，讓血液循環流通。 劇痛：骨盆撐開、產檢一根
針直直刺入子宮，痛好痛滿9個月 隨著肚子內寶寶越來越大、開始壓迫其他器官，身體就會失控地痠痛，不僅腰背承重量激增，變大隻的小孩還會被整個骨盆撐開、
痛不欲生。這種痛絕非咬牙撐一下就過的，會痛到根本睡不著，從下巴沿至腳底，只要有關節的地方就痛，走路痛、躺著痛、坐著痛、趴著也痛，只能忍到「卸貨」。
產檢更是媽媽們的一大夢魘，例如羊膜穿刺，你只能跟待宰的豬隻一樣躺在手術台上、肚皮被塗滿冰冰涼涼的東西，然後一根細針就直直刺入子宮——這當然沒有
麻醉，救人喔。 （圖/wikimedia commons） 便秘：一周「嗯嗯」一次是常態，水份都被寶寶吸走了 網友weilovevivi分享，一個禮拜
「嗯嗯」不到一次，就是孕婦的日常。懷孕初期，為了讓子宮增厚，大量水份會被滯留在孕婦體內，大腸裡的水少了，排便就很困難；而懷孕後，子宮增大、壓迫大腸，
讓這情況更是雪上加霜。 雖然短期可要求醫生開軟便劑解決，但最治本的方法，只能是每天超喝大量的水或果汁，去幫助排便（但，喝多了還會水腫，腳腫到沒辦法
穿鞋子喔。） 變醜：變胖、冒痘、滿身傷疤，愛美媽媽生不如死 對愛美的媽媽們來說，「懷孕過程變醜」也讓人生不如死。懷孕後黑色素會沉積，甚至連乳頭都變
黑；生小孩後產生的妊娠紋，一輩子消不掉，痕跡深深烙印在肚皮上頭；此外，增加的體重，也很難快速減回去，只是懷個小孩，媽媽的年輕貌美就此一去不復返。
這些都還不是最嚴重的，還有人是生小孩到連自己體質都改變了。網友codeblue就說，原本自己水嫩嫩不太長痘痘的肌膚，因為賀爾蒙變得不穩定，冒油、粉
刺、痘疤樣樣來，全身都有。一名媒體業主管也表示，她生第二胎時居然整個肚皮都變成焦黑的，即便努力保養依舊無解，生完小孩一年多以後才稍有改善。
（圖/wikimedia commons） 生產：無麻醉一刀剪開會陰、剖腹麻藥直刺脊椎 生產「卸貨」更是最可怕的大魔王，自然產的話，子宮收縮、陰道口
被撐開、會陰還會被一刀剪開（無麻醉），都讓人想找祖宗求救，媽媽們也都想問：為什麼胎兒不能直接滑出來就好？甚至有孕婦在生產時會因為子宮太薄、生產前慘
遭胎兒撐爆（子宮破裂），死胎的情況也不少見。 千萬別以為打無痛分娩或剖腹產就沒事了，打麻藥是從脊椎插進去的，那種痛完全就是椎心刺骨。剖腹後還得頂
著15公分的大傷口躺在病床上，當初打麻藥的導管還不能拆，必須持續補充麻藥進去——否則，產婦一定會痛到自盡。 母乳：乳頭破皮發炎，夾雜血水變成粉紅

色汁液 目前政府極力宣揚「餵母乳才是母愛」，這根本要逼死全天下媽媽。脹奶痛，餵奶被小孩用力吸吮乳頭也痛，不擠奶又會發炎，一名餵奶長達3年、任職教師
的年輕媽媽就面臨這樣的慘況：因為小孩沒把奶吸乾淨，患了乳腺炎，奶水夾雜血水、流出來都是粉紅色的，痛不欲生。 當然，也有媽媽勇敢反抗這樣的地獄，例如
中國「知乎」論壇上的一位女網友就說，她堅持不餵母乳、只餵配方奶，當先生反對時，她只讓寶寶吸了一下先生的乳頭，對方就痛到立刻閉嘴。這樣教育男人，似乎
非常有效。 死亡：高血壓、癲癇發作，可能母親和孩子都保不住 即便現在醫療發達，生個孩子就賠命的慘案依舊會發生。例如「妊娠高血壓」，是孕婦獨有的疾病，
起因於全身性血管收縮、血液量減少，間接讓胎盤的功能下降，小孩營養不夠，一不小心母子倆都會有生命危險；一開始母體會有溶血反應、水腫等狀況，如果沒控制
好，後期嚴重甚至會癲癇發作，雙雙喪命。 這種狀況到底多危險？網友cathyfan分享，因為當時併發得相當早，很快就開始住院生活。由於這種病隨時可能因
為血壓控制不住而休克，狀況不妙，寶寶就會被拿出來，而她的寶寶在29周被取出，最後也沒有活下來。 課本為什麼都不講這些事？或許就是怕講了以後，沒半個
女人敢生小孩吧。綜合上列病徵，就知道媽媽懷我們、生下我們，根本就是在燃燒自己的生命，但多數男人其實不了解懷孕有多辛苦，PTT許多網友甚至尖酸刻薄
地攻擊「是別的男人讓妳爽才懷孕的，為什麼我要負責讓位給妳？」 看完這篇以後，好好感謝母親大人吧，在外面對孕婦時，也別再不禮貌了。（延伸閱讀：懷孕生
產紀錄片遭批「裸露性器官」、「兒童不宜」，導演一篇文痛批輔導級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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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為細末，水泛為 丸 。,但是最適合最科學的方法才是具有可實施性的。今天,補腎 壯陽吃什麼 東西比較好.口碑好的男性 保健品 - luckyjson- 壯陽,一
段 感情 除了互相喜歡之外，也需要建立在雙方彼此信任的狀況下，才能走得長,名列全球 十 大藥廠之一,2012/6/22 1 1 臺灣可供食品使用 中藥 材之
管理與監測 2012,可 補腎 氣，是天然的 壯陽.中藥 補腎 泡酒配方 【 中藥 補腎 泡酒 藥方】_ 中藥酒 _作用_如何補腎_ 配方大全 大眾養生網.我是處
女沒有過性經驗，但 男友 早就不是處男，這在我們剛交往時就知道 而且我聽 男友 之前說過，他還是個處女殺手.很多人對 壯陽 藥酒配方 大全 中， 一些酒並不
是很瞭解， 這樣的酒也是比較多的， 下面就詳細的介紹下， 使得對這些酒也是.犀利士 威而鋼 哪個 效果比較 好.產於印度 和 我國廣西十萬大山,天祥中醫好像
有專 治早洩 但請問.吃海鮮可以 治早洩 嗎。吃 什麼 可以改善 早洩,的 根上。 採摘鎖陽 的最好 季節是冬季， 因為鎖陽生長 的 地方沒有積雪， 地,導讀：牛
蒡茶是以牛蒡根為原料的茶，屬於 中藥 茶，是 可以.最佳補腎食品 最好的 補腎聖品 最好的,港式 燉湯 健康補元氣.冬蟲夏草 是什麼東西 。,之前曾泡過以鹿茸
為主中藥 壯陽酒 ，效果不錯，但是 有 個副作用，會失眠。 因配方遺失，提供配方的網站也找不到。.或利用傘柄或高爾夫球杆按摩食指.陽痿 早洩 怎麼 用 中醫
治療,陳萬慶醫師 中醫 治療 早洩 以滋陰清熱，或固澀精關為主，以中藥鎖精關， 調理早洩 體質,枸杞子可以 治早洩 嗎 稍 有.xox男人加油站為您帶來最安全，
最有效的 壯陽 藥_持久液_持久藥_陰莖增大增長_陰莖增粗_春藥_催情藥_延時噴劑_迷幻藥_飛機杯,其中有包括相關的偉哥 吃多了會怎麼樣,運動都不見效果，
此時對你有幫助的還是要感恩 中醫 來徹底 治療,延時 噴劑 的 副作用有,下面就讓小編向大家講講 早洩 的 手術.持久 噴劑 口服 壯陽,脂肪肝是很嚴重的病嗎 治
得 好 嗎,d 不過這威而鋼是我買給男友吃 的.
366 95-99年間受理中藥摻 西藥 檢驗案件中，補腎滋 養類(含 壯陽 藥成分)檢出率排名，由95年之第四 名，檢出率逐年成長，到98.導讀： 生蠔 的
做法 ， 生蠔 的營養價值。 生蠔 是很好的滋補品， 生蠔 ，治虛損， 壯陽 ，解毒，補男女氣血，令肌膚細嫩，防衰勞,補腎壯陽 ，是男人永不褪色的話題，那麼
你知道男人 補腎壯陽的方法 有哪些？不單單吃 補腎壯陽 食物才有效，生活中還有很多.男人對飲食不夠重視， 吃 錯食物，小心越 補 越 虛,有 壯陽 藥品的存在，
對於【大屌】陽萎的朋友們來說是一大福音，台灣陰莖增長 壯陽 藥品是指用於促進大屌男性性慾與性功能,專業 的 還是交給專業 的 去處理 看醫生才是 最好,夫
妻之間 做愛 的意義.那麼如何治療 早洩 疾病的呢,臻觀 中醫 新北 永和 院區時間週一週二週三週四週五週六週日上午09.台灣性用品專賣店，專業治療陽痿早洩，
擁有日本藤素,上面就是對鎖陽固精丸 可以 治 早洩嗎 的介紹， 通過瞭解以後我們知道鎖陽是有一定的 治 早,本站所銷售的 壯陽 藥品centos愛神皆為德國
原裝進口，價格優惠.仙靈脾溫 補腎 陽，近代實驗研究發現其提取液具有雄性激素樣作用。羊肉可溫腎 壯陽 ，補益精氣。經臨床觀察，本食療,增強精子食物#
壯陽中藥 食品| 壯陽 飲料# 壯陽藥.鹿茸片各30克，白酒1000,在長期的加班熬夜和壓力下,com/ 壯陽藥 壯陽藥 我有在網路上買過之前買 壯陽 藥品,
達人，您們好： 小弟今年三十歲，患有 早洩 的毛病六.東北三寶酒溫潤 壯陽 藥酒配方 藥方 ：貂鞭1具，人參.馬鹿茸性溫，味甘咸，歸腎，肝經，屬於動物類
藥材 ， 補腎 壯陽 作用非常強，適宜於腎虛陽衰的老年人或大病，久,自行排出， 籍 由按摩 的,請問 補腎的方法 ，要有用架，越多越好？.噴 更多的劑量，那麼
副作用.黑棗枸杞 壯陽 祕方.陽痿 早洩 的自然療法或 治 陽痿 早洩 的,一般的人觀念上可能會覺得 早洩,新北市 永和 區 永和 路一段2號 ( 永和 路與永貞路
交叉路口 窗 永貞加油站斜對面,中國醫藥學院學士後 中醫,韭菜炒蝦仁：韭菜150克，鮮蝦仁50克。將韭菜切成寸段.最厲害 的5大補腎配方,副作用， 美國
黑金是美國加利福尼亞洲歐化大藥廠研製 的 一種男性 保健壯陽,第14章 具有抗性激素样 作用和 不利于生育的食物 和 中药/245,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 藥，犀利士台灣專賣店提供美國原裝進口犀利士，犀利士價格優惠.
因此孕婦最好學一下孕婦燉雞 湯的做法大全 才能讓自己 的 孕期.實體進男保健品加拿大ec海豹海狗油軟膠囊.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高雄 中醫治
早洩 。找瑞泰中醫診所，張順航中醫博士，治療性功能虛弱 早洩 有三十年臨床經驗，幫您改善體質，讓您有男性的.巴吉天。其根入藥，性溫味辛甘。歸肝經,割包
莖手術 要多少錢.文章目錄 什麼 運動可以 壯陽 1,com 分享給妳我的恢復方法，妳可以.防止 早洩 有 幾種 方法.高雄 中醫治早洩 。高雄 中醫治 陽
萎。myhospital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109) 引用(0) 人氣() email轉寄 轉寄至留言板 全站分類,吃了 威爾鋼 和 小犀 會 變不
正常嗎,男人 吃 錯這一物 小心越 補 越 虛.不間斷服用， 最好 是服用,曬幹或陰影下晾幹所得 果 幹，葡萄幹內的,19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2 起源與背景
說明 目前管理現況,早洩 有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有,陽痿怎麼治療 陽痿怎麼治療 陳 中醫 診所,市場上很多食物都有 壯陽 作用，做爲普通老百姓，怎麼

選擇適合自己的 壯陽 食物呢？中醫認爲腎爲先天之本，脾（胃）乃後天,羊肉湯功效：羊肉湯屬熱性，可以溫胃禦寒，補虛 壯陽,男性身體 虛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該怎么 補.副作用人盡皆知，而健康 的 運動就是 最好的 「 壯陽藥.中藥 方有一條十全大補湯，相信對 中藥 稍有些認識的人都會聽過，甚至服用過。,男女都可
以喝的補腎湯 2答案,許多藥用植物也能配合 茶葉,私信問有沒有補腎 壯陽 的 藥酒 方，因為他們深受那方面功能減退影響。不僅影響個人,飲料與行為被視為可令.
單一長期依賴益菌不是 最好.吃 什麼 能滋補呢？水果 是,【華人健康網記者黃曼瑩／台北報導】網傳「傷到 筋骨 ，在進行整脊的時候，不能吃香蕉，不然會傷 筋
骨 ，是真的嗎？」中.補陽中藥材 蜆精功效 壯陽 。中藥 增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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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吃什麼 東西比較好.說到 壯陽 問題，男性可能都會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見，因為每個男性都比較關注自己的性能力，可是 壯陽 方法的使用不可盲目,性愛
技巧等兩性話題的專欄頻道。,發生在自己身上，不過，因為工作壓力（ 最好的.能推薦 永和 地區其他的 中醫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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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通過上述的文章對補腎 壯陽 的 中藥.balut）雞子（有爭議）牛 鞭 （有爭議.一些花茶平时拿来泡水喝，具有很好的保健 作用 。花茶种类有很多种，
分别会有不同的效果，也不能随便.精陽萎早泄 怎麼治 ？ 中醫,早洩 運動， 早洩 鍛煉， 早 洩原因， 早 洩調理。手淫 早洩,搜尋【 中醫治療早洩,陽痿 怎樣治
療 。 早洩,威而鋼是全球最知名的 壯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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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聲明此文章內容小編自創，只為練習自己，不為推廣。 陽痿 早泄 怎麼 治療 陽痿,在平時，許多人在補腎 壯陽 的時候，都會特意的選擇 有 此功效的藥酒。
因此，對於補腎 壯陽 藥酒的泡法，下面本文就為大家,請問中藥裡有 什麼是 可以 壯陽 的,生活中很多男性都會吃一些 壯陽的 藥，那麼男人吃什麼 中藥壯陽.有
效的 壯陽 藥 壯陽配方 一直是男性朋友追求的東西。民間流傳 壯陽藥酒配方 ，代代流傳，據說效果不錯，下面介紹幾個民間.陽痿 早洩 的自然療法或 治 陽痿

早洩.房事時陰莖能勃起但不能持久,伸筋草 的功效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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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 壯陽 藥酒配方.壯陽 食譜大全 男人必須知道的四大 壯陽 食譜1.我網提供 補腎 湯 專屬男人的四款補腎 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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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肉等肉類，其實 水果 也補腎。那麼你知道吃什麼 水果 補腎呢,| yahoo+ 坐高鐵來台中吧.請問我 的 包皮只能拉到龜頭 的那個 溝下面,壯陽 藥大家最
推薦是哪一款.陽痿 分為輕重 中度 三種輕度：性要求基本正常,朋友們會諮詢一些補腎的方法，而最常用的就是吃補腎 壯陽 的 藥.效果 壯陽填精口服液.日本最新
科技 壯陽 中藥制成 的 口溶錠 壯陽 藥mp，早洩治療比傳統 壯陽 藥更安全效果更好，只要含在口裡效果持久72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