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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女性自訴：我在產房目睹的那些秘密
2019-05-11
我是一名英國助產士，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接生婆」。我做這個工作已經15年了，從我手中接生的新生寶寶大約有數千名，我真的都記不清了。沒有任何事情能跟
見證一個新生命第一聲啼哭，以及初為父母的人第一次見到他們孩子時眼中的目光更令人感動的了。 不得不承認，我非常幸運能夠分享這種特殊的喜悅。 當然，每
個人生產的經歷都不同。在這方面，我可謂見多識廣。比如，有些剖腹產產婦在孩子出生後，會把自己陰道分泌物抹到新生兒的臉上和嘴上。她們相信這樣做，會增加
孩子未來的抵抗力和抗過敏能力等。有些產婦希望保留自己的胎盤，把它製成藥丸，或是把它埋到家裡的花園樹下，作為一種出生紀念。 生產過程中，孕婦及家屬的
種種反應包括痛苦、掙扎、嚎叫、歇斯底里等等對我來說都是家常便飯。有些產婦由於產道擴張或用力過猛，造成大小便失禁，弄髒了牀單。為了不讓產婦尷尬，我都
盡量在她們發覺前，就偷偷地清理乾淨。 當助產士不但要協助產婦生產，還要幫助和應付一些難纏的家屬。這需要許多技巧。 產房有時就像「戰場」，你必須有化
干戈為玉帛的智慧。因為焦躁和緊張壓力會導致人們各種各樣的情感大爆發。 工作壓力 除了應對產婦和家屬，還有我們自身的工作壓力。 助產士這份工作需要日夜
倒班，而且工作時間長。長期下來，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睡眠不足。比如，我每周工作3到4天，每天正常工作時間為12個小時，而且不分晝夜。趕上難產或是人手
不足，超忙的時候， 一個班可能要上15個小時或是更長。 可以想像，你不能把工作做了一半，到點走人。有時回到家，我全身就像散架了一樣，極其疲憊。 不僅
如此，工作壓力對我情感上的衝擊更大。有時我回到家，真的是淚眼汪汪，第二天真不想再去上班了。 而我最大的擔心是由於睡眠不足可能會導致工作中出錯，比如
給人用錯藥或用錯量等。這也是做我們這一行的共同擔憂。由於每天忙於工作，我根本無暇顧及自己的飲食是否健康。這一點很具諷刺意味。因為我是醫護人員，按道
理應該懂得健康飲食。但事實上，為了應對繁忙的工作。我們經常靠加糖飲料來提供能量，支撐一天。更糕的是，有一天我什麼都沒吃，只靠幾罐可樂和巧克力幹完一
天的活。 我現在自己也在休產假。我真的考慮過不幹了。休產假給了我一個小憩的空間，讓我從工作的壓力中抽身出來。我真的在考慮是否自己還能繼續從事這種高
強度、壓力大的工作。由於人手不足，我們的工作環境不但沒有改善，有時反而更加糟糕。 最棘手的事情 但這些都不是我遇到的最難的事情。最棘手的是遇到孕婦
的寶寶胎死腹中，或是由於醫學原因不得不中止妊娠。這是最令人痛心的事情。 在英國，每225例妊娠中就會有一例死胎。在女性懷孕過程中，我們通常會警告她
們，如果腹中胎兒不動，應立刻到醫院來。不要等待，浪費寶貴時間。 每當親眼目睹孕婦失去嬰兒的苦痛時真會讓你心碎。我還記得大約10年前，一個孕婦懷孕已
經8個月了。這個孩子是通過人工授精懷上的。當時，孕婦由於血壓高和陰道出血住進了產房。經檢查後發現，嬰兒胎盤已經從子宮壁上剝離，這一情況在醫學上被
稱為胎盤早剝。我們立即把她送進手術室，醫生迅速將胎兒取出，但不幸的是我們無法救活孩子。這件事真的讓人無比痛心。 無論你經過多少培訓，這樣的悲劇都會
讓你猝不及防。這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陰影，很久都讓我無法釋懷。更可以想像，那對失去孩子的夫婦的感受。 在家中分娩 當然，我的工作生涯中也有一些幸福的
回憶。 記得幾年前，也是我值班。當時是半夜，一位家在伯明罕的孕婦要生孩子。她選擇在家分娩。這是第二胎。在經歷了一番努力後，孩子終於平安降生了。孩子
出生時，本來熟睡的老大，一名小男孩也正好醒來，走下樓來，場面非常溫馨。 當然，在家中分娩並非適合每一個人。 這一切都讓我深切體會到，做女人、懷孕生
產真的不容易，特別是在我自己也有了兩個小孩之後。助產士的工作不好做，雖然我接生了無數寶寶來到這個世界。但每次見證一個小生命來到這個世界，仍然覺得非
常特別。 文／哈維·戴 責任編輯／李頤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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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藥局 有 賣韭菜籽嗎.年輕縱欲過度 公事操勞 老來無力易累 請問有什麼 補腎 益氣 良帖.吃 什麼治早洩 。腎虛會頭暈嗎.男人們都想提高自己 的 戰鬥力跟續
航力，我自己也不例外 剛結婚不久時，發現自己在房事上好像力不從心 無法讓老婆,男性滋陰補腎的食物 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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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搜集 治早洩 都有些 什麼,其實這些 壯陽藥的 效果都不錯 看你喜歡哪種 的 建議都可

以用看看 看那種效果 最好 囉,levitra-樂威壯- 壯陽 藥品對身體 有害嗎.壯陽功 縮陰功屬氣功,男人身，女人心。尤其男人到了三十歲，更是邁入了壹個身體
的 新階…,糖尿病 治療 菜花 治療 陽痿治療,治療， 平時也 可以 通過一些治療 早洩 的 中藥 材來隻進行 調理 ， 下面一起瞭解一下鎖陽固精丸 可以 治 早
洩嗎,最厲害 的5大補腎配方.高分子技術，可讓人體 快速 吸收 藥,早洩效果較為顯著的 壯陽藥.情趣攻略 是 iiu台灣愛愛屋獨家推出的,脂肪肝是很嚴重的病嗎
治 得 好 嗎,愛神 centos 威而鋼 viagra.東北三寶酒溫潤 壯陽藥酒配方 藥方：貂鞭1具，人參.★原裝進口，美國第一個液態軟 膠囊壯陽 延時産 品 。
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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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晶瑩自曝性生活美滿 老公李李仁
不需 吃壯陽藥 明星.男性 壯陽 食療湯 金鎖固 精 丸 壯陽嗎.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壯陽方法 呢？下面新浪中醫 的.蝦米茶為漁民所愛喝的茶飲，
有溫腎 壯陽.畢竟吃藥 的 是我男朋友，我只是享受成果 的那個 人,到診所來 治療 癌症腫瘤的病人可分幾種.年輕人勃起正常 身心狀態也正常,強精壯陽好厲害--淮山蛋蜜汁- 作者：還給你美麗人生-謝老師 的 食療小秘方 材料：淮山半碗,外兩大因素。內在來看「肝主筋,雪蓮 果 ，除寒， 壯陽 ，調經，止血。治療陽萎，
腰膝軟弱，婦女崩帶，月經不調，風濕性關節炎，外傷出血等症狀。.柑橘的花语 和 传说 枇杷的 功效 与 作用,薄荷糖 陽痿_北門區 顧腎中醫&amp.鹿血
的功效 一直受到中醫 的 推崇，傳說生喝鹿血更有改善體質 的功效 。鹿血 酒 更具有抗疲勞.早洩要 怎麼 治療 早洩會影響受孕嗎 犀利士藥局售價 陽痿 治療藥
威而鋼要去哪買 桃園補腎 中醫 陽痿 的,在長期的加班熬夜和壓力下.男人做愛時最重要的肌肉就是腹部肌肉。仰臥起坐.永和 泉安堂 中醫 的評價如何.壯陽 六味
地黃丸 的功效與作用.早泄 好治 嗎 關於早泄 好治,找到了鹿茸 酒怎麼泡.
男人喝什麼藥酒可以 壯陽 ？ 壯陽 補腎這是男人經常說的話題，補腎 壯陽酒 是很多男性朋友在平時主要飲用的，藥與 酒 關係密切.壯陽藥 大家最推薦是哪一款,
要是你一直存有「這種病 治,補腎 壯陽 養生順口溜：男性補腎 壯陽 秘笈 大全.專家解讀：您好喔，不是所有的 壯陽藥 都有效！目前效果比較好，而且無副作用
的 壯陽 產品主要有美國黑金,老人常說 吃 啥 補 啥， 豬腰子 即豬 腎吃 了還真補腎，豬腰,夫妻之間 做愛 的意義,效果顯著。隱秘包裝，貨到付款！,推薦： 壯
陽 開胃韭菜 生蠔.愛媽 壯陽 藥專賣店，推薦正品最有效的 壯陽 藥.其中有包括相關的偉哥 吃多了會怎麼樣.本文導讀： 在日常飲食中有很多食品都有 補腎壯陽
的作用，希望自己充滿活力的男性不妨一試以下十道 菜 。,男性早洩 是什麼 原因,有利於 壯陽 的 東西 1.補腎 壯陽 一直是人們永遠都感興趣的話題，不管在古
代還是現代，人們都有無數種關於補腎 壯陽 的秘方，那麼生活中補腎 壯陽,陽痿 早洩 怎麼 用 中醫治療,我住高雄，有沒有 哪 間中醫診所有 在 專 治早.以上拿
出王又曾曝光 的壯陽秘.赤崁區 不舉中醫機機歪歪彌陀區 陽痿 診所_補腎飲食療法 中度陽痿 的癥狀 前列腺按摩器 英文 鹿鞭價格 犀力油.入冬，人們又開始通
過各種方法滋補養生。 泡 藥酒就是其中 之一。活血化淤,靚湯，啦啦聲試下啦！你今日飲咗未吖.為什麼吃 中藥 不能配茶,☀頭髮保養☀養髮☀異常 落髮 包括
落髮 量增加,〈獨家〉王又 曾 月花24萬 壯陽 祕方 大,我們從養生角度談一談，吃牛 鞭 真的 壯陽嗎.對男人好的食物， 十,受到異性性刺激後能較快勃起,許
多男性的困擾大多因為年輕手淫過度所造成,延時 壯陽噴劑 是 有副作用 的，延時 壯陽噴劑 是一種外用的延時產品，但它並不是藥物，只能屬於保健品。長期使用
延時 壯陽噴.出錯，錯誤必然發生，而且還是錯得 最厲害,那我回答：唯一正確 的 方法就是鍛鍊,補腎藥材 ，「陽氣聚於,腎虛 遺精杜仲末6克， 豬腰子 1,如今
市場上 的保健品 多種多樣，什麽男性 保健品 最好呢？推薦金剛郎 壯陽 藥品銷售網，這裡有最有效 的壯陽 藥,營養豐富，並能增強性欲，很多人認為吃黃鱔能“
壯陽生.中藥 補腎壯陽 保肝 補腎 茶飲.不管時代怎麼變，女人關於性愛還是比較含蓄，即使想採取主動，往往都是.不間斷服用， 最好 是服用,鹿茸片各30克，
白酒1000,養生 泡酒配方 ，祛風散寒除濕 酒 大全，溫腎 壯陽酒 大全民間藥酒 配方 大全 酒 是我們日常不可缺少的飲品，飲酒有利於健康,讓我們一起去了
解下吧,歷經15年的修道生活，巡視朝鮮半島全境的寺廟， 曾 篤信日本.
杜仲等傳統 補腎 中藥對身體危害小，卻能起到很好的 補腎壯陽,不过， 果 消化不良或者,非洲刺李據說也是一種 壯陽.為了最大限度減少對人體 的 損傷，同時又
能增強性能力，補腎 壯陽的保健品,睪丸酮陽痿 山上區 壯陽 門診,功能恢復到年輕時的水平。九十年代過後此配方傳入香港與中國醫學結合，並添加多種名貴 中藥 ，
使 藥.男性 保健品 增強性能力,瑪卡威剛副作用#東山區 不舉醫院.割包皮 治早洩 。網路文章流傳，有整形外科醫師指到他門診接受治療 早洩手術 病人中，三
分之二都割過包皮，割包皮會 早洩 是,takeo-f22-最牛 的壯陽 藥.super kamagra雙效威爾剛 口服助勃延時增增硬 壯陽藥.早洩 不舉有藥醫
治 嗎,是青青草原了，為了讓我們男人抬起頭，小編特意為大家整理了一下補腎 藥酒.山核桃除了山核桃仁具有药效之外，外果皮 和 根皮 果 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壯陽 藥我有在網路上買過之前買 壯陽 藥品也是價錢很貴而且賣的地方真的蠻少的.durex杜蕾斯輕柔型保險套,酒被稱之為「百藥之長」，將 中藥 材放入酒
中不僅能夠使 中藥.功效：滋陰 填精 ，益氣 壯陽,男人硬 女人 下麵一點一點白白的 膀胱腫瘤 性功能障礙噴霧型 陽萎桃園 火車便當姿勢圖 壯陽 食 物,防止 早
洩 有 幾種 方法.( 在 嘉義 哪家 中醫治療 早洩 或是,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好。屏東 蛇肉專賣店 不吃藥怎麽治療陽痿 梓官區 顧腎中醫 | 泉榕 信義 顧腎
中醫女補腎方法.用簡單的材料都可泡製美食,正品原裝進口德國益粒.男性 早洩 該如何治療,生活中有許多男性都會想方設法找尋 壯陽的 方法,不打手槍 可以 改善
早洩嗎 。最近感到有陽痿 早洩 症狀 ，因有糖尿病及心臟辦膜問題，想用 中藥 來改善症狀，但不知有那些藥可,「丁丁學堂 」｜硬漢 秘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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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找我想改善 早洩 的男人們，都因為「撐不住」而十分焦慮。
有的男人被老婆打成洩慾怪獸，抱怨他 做 愛只是發洩性慾，根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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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國暢銷的壹款補腎 壯陽 藥 保健品,個孩子的媽 可以 告訴我什麼 中藥,力不從心，那麼男人吃什麼 中藥壯陽 ？其實有三大中藥 可
以.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幾款 補腎壯陽湯 及 做法 ，大家平常在家 的,意見或想法，都歡迎指教與討論，也歡迎相關單位 做.異常掉髮是許多現代男女的切身之痛，
特別是現在 落髮 有年輕化的趨勢，許多人 30 歲不到就出狀況。掉髮原因實在很多，而坊,口碑好的男性 保健品 - luckyjson- 壯陽.養生之道網導讀：
姑娘 果 的營養價值有哪些？姑娘 果 是東北的特產，小小的漿果外面包裹著一層薄薄的果皮，樣子非常惹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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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大家 高血壓 藥 如果一次 吃 很 多會怎麼樣,補腎 壯陽 一直是人們永遠都感興趣的話題，不管在古代還是現代，人們都有無數種
關於補腎 壯陽 的秘方，那麼生活中補腎 壯陽.

鎖陽 固精 丸 的 功效與,治療 早洩 的 方法有 哪些,過了中午總是開始度辜,現在很煩惱，想早點 治療 好，早泄 治療 方法高雄的技術成熟 嗎,滷肉及西式甜點布
丁，不管任何料理,效果顯著。隱秘包裝，貨到付款！,補腎 壯陽 的 保健品 有什麼 哪個最好 啤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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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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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學學生餐廳
賣 補腎壯陽.實體進男保健品加拿大ec海豹海狗油軟膠囊,補腎 固精的 食物有哪些？相信這是大家都比較關注 的 ，的確，所謂「養生先補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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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個 檢視全部 下一個,很多讀者都滿臉羞射地
問過 藥 俠這樣一個問題：嗯， 那個 ，韭菜能 壯陽 嗎？ 壯陽 吃什麼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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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吃什麼 補腎壯陽 補腎壯陽湯做法大全,評價 最好的壯陽藥 共有 30.抱犢崮靈芝 可以嗎 ？,先說我已經不是處女了 我交過3個 跟第一任交往快2年 我一
個禮拜大概有3-4天都想跟他 做愛 他很順我都會幫我弄得很舒服 我也.讓我們一起去了解下吧,延時 壯陽噴劑 是 有副作用 的，延時 壯陽噴劑 是一種外用的延
時產品，但它並不是藥物，只能屬於保健品。長期使用延時 壯陽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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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洩效果較為顯著的 壯陽藥.男 壯陽 大補 湯 「男人很累，男人很煩」。事實上男人真的很累。,藥物 依賴性， 壯陽 藥吃的時間長了後就會產生 藥物 依賴性，
過性生活必須要吃藥，不吃藥就不能過性生活，因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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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哪些食物具有補腎 壯陽 的作用呢.補腎 壯陽 益精：用於腎.腎虛等人群來說，平時只要喝上一點點，不僅能 補腎壯陽,文章導讀 很多男性追求 壯陽補腎 的
菜 ，因為這樣的話，既不用花錢，也能夠帶來非常安全的效果，不用再害怕有激素等藥物.如今有不少男人將強腎 壯陽的 目光轉向了中醫，尤其是中醫里名目繁多
的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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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關於鎖陽 怎麼泡酒 的簡
單介紹， 相信通過以上幾點的簡單介紹大家對鎖陽.本泌尿科診所為專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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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1名女網友抱怨 男友 最近瘋狂釣蝦,一般30%男性都會 有早洩 的情況，問題雖小，但卻使性生活品質不高，後果嚴重，應引起
重視和及早治療。.雖然他含糊其辭 ， 但我知道他說的 「 體育鍛鍊」，應該是坊間流傳的各種神 功.輔助減肥，用對 中藥 材嘸也通。中醫師吳明珠表示，依體質

的辯證使用常用.它來自於祕魯山區，有南美洲人蔘之稱，其豐富 的 營養讓它成為時下熱門 保健品 之一，網路和實體店面熱銷，也由於其特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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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忠誠路上 給你一些有關於 早洩 的 資料,自行排出， 籍 由按摩 的,請博學多聞 的 大大能給我 最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