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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孩子是改变人生的大事。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您和家人在安全、

关爱的环境中迎接宝宝。 

把您的愿望告诉我们。我们希望为您提供医护选择。如果您制

定了“分娩计划”，请与医生或助产士讨论。 

您来医院的时候，请带上您的分娩计划和这本小册子。 

请仔细阅读这本小册子。本手册意在帮助您规划住院事宜，了

解来医院生孩子要注意哪些事项。 

 
 

  

您的分娩体验 Your Birth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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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降生前 Before Your Baby Comes 
 参阅我们网站上的《妊娠与宝宝健康指南》 

（网址：fraserhealth.ca/pregnancy），了解所 
需信息，有备无患。 

 完成所有的血液检测和其他检测。 

 吃健康的食物，身体经常活动（包括运动）。要了解更多

关于孕期健康饮食的信息，请查看我们网站上的《孕期健

康饮食》（网址：fraserhealth.ca/pregnancy）。  
您也可以致电 8-1-1，咨询 BC 省健康联线 
（HealthLink BC）营养师。 

 定期去看妊娠医生或助产士。告诉他们您的任何担忧。 

 如果您吸烟、喝酒或吸食毒品，请向医生或助产士咨询相

关求助事宜。 

 去看牙医，定期检查牙齿并洁牙。 

 登记分娩。 
• 怀孕初期，登记加入我们的最佳开端计划(Best 

Beginnings Program)，与各种支持和服务

建立联系。您可以在此找到在线产前登记表： 
fraserhealth.ca/pregnancy。 

• 咨询医生或助产士您是否还需要在您分娩

的医院登记。  

http://www.fraserhealth.ca/pregnancy
http://www.fraserhealth.ca/pregnancy
http://www.fraserhealth.ca/preg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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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产前班。向公共卫生机构咨询所在区域的产前班情况

（见第 37 页）。 

 向医务人员查询您的乙型链球菌检测结果。在这里写下结

果。 

 

 请阅读《宝宝的最佳机会》（详见第 5 页）。 

 务必为宝宝准备好安全的婴儿床和安全的汽车座椅（参阅

第 6 页和第 7 页）。 

 

 

 

 
寻找安全 - 如果您处于不安全的关系之中，请寻求帮助。

怀孕期间或宝宝出生后，身体暴力、性暴力或情感暴力

会增多。这不是您的错。 

求医 
• 去素里纪念医院(Surrey Memorial Hospital)或阿伯茨福德医院

(Abbotsford Hospital)的急诊室。要求见“法医”护士。 
• 给拥抱诊所(Embrace Clinic)打电话或发邮件 1-855-775-7223 

 embrace@fraserhealth.ca 
• 在紧急情况下，拨打 9-1-1 

如需咨询和其他支持，请致电或发送电子邮件： 
• VictimLinkBC (tinyurl.com/y7stqf5d) 1-800-563-0808 
 VictimLinkBC@bc211.ca  

• 菲莎健康危机热线 1-877-820-7444  

我是乙型链球菌  阴性  阳性 

file://fraserhealth.org/dfs/fha%20share/Professional%20Practice/PATIENT%20EDUCATION/PtEdMaterials/Maternity/Having%20your%20baby/healthlinkbc.ca/babys-best-chance
mailto:embrace@fraserhealth.ca
https://www2.gov.bc.ca/gov/content/justice/criminal-justice/victims-of-crime/victimlinkbc
https://tinyurl.com/y7stqf5d
mailto:VictimLinkBC@bc211.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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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分娩医院 Tour your delivery hospital 
在此虚拟参观您的分娩医院和产科：
fraserhealth.ca/pregnancy。 

• 点击产科医院。 

 

怀孕及宝宝健康指南 
 
 
关于怀孕和育儿之旅的信息。 
 
产前登记表 
尽早登记我们的“最佳开

端”公共卫生计划，与我

们的社区服务建立联系。 
 
 

计划怀孕 
怀孕前要考虑的事情 

怀孕 
关于怀孕之旅的健康信息。 

待产、分娩和产后初期 
充分了解分娩流程将有助

于您为此做好准备。 
 
 
 

产科医院 
了解产科医院的停车、病房、

参观和探视时间。 

哺乳 
起步和常见的哺乳难题。 

照顾宝宝（0-6 个月） 
查找关系到您和六个月以

内宝宝的健康信息。 
 
 
 

照顾幼儿（6-24 个月） 
查找关系到成长中 6-24 个月幼

儿的健康信息。 

孕期和产后的抑郁和焦虑 
抑郁症可在孕期、产后初期或

产后第一年任何时候开始。 

 

• 在名单上找到您的分娩医院，了解您在那家医院要注意

哪些事项。 

• 虚拟参观用多种语言提供。 
 
 

http://www.fraserhealth.ca/preg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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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宝宝做准备 Getting Ready for Your Baby 
宝宝的最佳机会（Baby’s Best Chance）
是为宝宝做好准备的重要信息来源。这

本书是 BC 免费提供的资源，定期更新。 

若要在线查阅此书，请访问 
healthlinkbc.ca/babys-best-chance。 

如果您无法上网，可以去公共 
卫生部门领取一本。 

您可以在《宝宝的最佳机会》中重点阅读以下主题： 
− 怀孕 
− 产程和分娩 
− 为人父母 
− 给宝宝哺乳 
− 宝宝护理 
− 您在此过渡期内的感受 
− 给大孩子做好心理建设，迎接新出生的弟弟妹妹 

 
 

 

便捷提示：如果您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搜索“Baby’s Best 
Chance”，就可以打开这本在线书籍并将其保存，方便快

速访问。 

https://www.healthlinkbc.ca/babys-best-ch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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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购婴儿床 Shop for a Crib 
这里介绍一些确保宝宝婴儿床尽可能安全的提示。 

购买婴儿床和床垫时： 
 选择符合联邦政府有关结构、装配、使用和警告规定的婴

儿床。 
注意：销售、进口、生产或宣传传统的升降式围栏婴儿床

（床的一侧或两侧围栏可以升降）是非法的。 
 确保婴儿床是 1986 年以后生产的（并且没有升降式围栏）。

1986 年以前生产的婴儿床不符合政府规定，是不安全的。 

 检查竖条间距是否小于 2 英寸（6 厘米）。 

 选择厚度在 6 英寸（15 厘米）或以下的床垫。 
 选择表面平整结实、无损伤的床垫。 
 确保床垫紧密贴合框架。最好床垫是为婴儿床配套设计的。 

使用婴儿床和床垫时： 
 组装婴儿床时，请仔细遵循说明。 
 确保正确固定侧栏。 
 床单应绷紧。 
 经常检查床垫。如有损坏应更换。 

记住：始终让宝宝仰面睡觉。 

关于安全睡眠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fraserhealth.ca/pregnancy。  

http://www.fraserhealth.ca/preg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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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购汽车安全座椅 Shop for a Car Seat 
如果使用得当，汽车安全座椅在拯救生命和减少伤害方面非常

有效。法律规定每次乘车都要使用汽车安全座椅。作为父母，

您有责任确保孩子坐在汽车安全座椅上，即使在出租车上也一

样。关于确保儿童安全的责任，出租车司机是被免责的，但是

父母没有被免责。 

关于您计划使用的汽车安全座椅，请回答以下问题： 
 您的汽车安全座椅符合《加拿大机动车安全标准》吗？ 

（汽车安全座椅底部必须有“Canada Transport”（加拿大

交通部）全国安全标志。进口和使用不符合加拿大标准

的汽车安全座椅是违法的。） 

 汽车安全座椅是朝后的吗？ 

 宝宝的身高体重符合制造商对汽车安全座椅的限制规定吗？ 

 您知道如何将宝宝安全地放在汽车安全座椅上吗？ 

我们建议您不要买二手汽车安全座椅。如果您决定购买二手的

汽车安全座椅，请回答以下问题： 
 您知道它的历史吗？ 

 有没有发生过事故？ 

 有没有召回的情况？ 

 有没有过期？ 

 您有汽车安全座椅用户手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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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住院行装 Pack for the Hospital 

您 您的伴侣 

 睡衣 

 舒适的室内鞋履（拖鞋、人字

拖） 

 内衣裤若干 

 哺乳文胸 

 个人护理用品，如肥皂、牙

刷、牙膏、洗发水 

 卫生巾 

 胸垫 

 音乐播放器，例如 MP3 播放

器 

 零食和特色食品** 

 水瓶 

 做笔记用的纸笔 

 家居服 

 这本小册子《生孩子》 

   

   

   
 
 
请把首饰和其他贵重物品妥善放在

家里。 

 淋浴用的泳衣 

 枕头、毯子或睡袋 

 零食** 

 相机/手机和充电器 

 个人护理用品 

   

   

宝宝 

 尿布 

 尿布湿巾 

 汽车安全座椅 

 回家路上用的若干服装和毯子 

   

   

 
 

**  如果病房里没有冰箱，请带一个小冷藏箱来冷藏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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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孩子的时候到了 It’s Time to Have Your Baby! 
孕妇在产程初期最好待在家里。 
知道什么时候该去医院绝非易事。我们了解您可能需要某些帮

助来决定什么时候去医院。 

先打电话 - 如果您在阵痛或有疑问，您的医生或助产士可能希

望您直接打电话给他们。如果是这样，请先打电话给您的

医生或助产士。 

以下情况请给我们打电话： 
• 您觉得您需要来医院检查产程的情况。 
• 您对您的产程有任何担忧。 

咨询护士。 
无论白天晚上，随时致电咨询 

我们可以通过电话给您提供宝贵建

议，帮助您决定是否需要来医院做检

查。 

所有医院的电话号码都印在这本小册

子的背面。 
 

请参阅《宝宝的最佳机会》，了解何时该来医院的完整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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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医院 Arriving at the Hospital 
入院生孩子的流程，各家医院略有不同。有些医院要求您直接

去产科（待产和分娩）。其他医院要求您先在入院处停留一下，

办理入院手续。在医院下班时间，可能会要求您办理急诊入院

手续。请参阅本小册子背面，了解分娩医院的入院流程。 

您在阵痛或有任何其他怀孕方面的担忧时，请不要等待急诊

部医生诊治。告诉急诊室工作人员您需要看产科。 

一旦进入待产和分娩区，护士会做以下工作： 
• 检查宝宝的心跳。 
• 检查您的产程进度。 
• 打电话给您的医生或助产士。 

您和医生或助产士一起作出是回家呆上一会儿还是留在医院的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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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医护团队 Your Healthcare Team 
在您的产程中，除了医生或助产士外，还会给您指派一名护士。

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让同一名护士照料您。 

菲莎卫生局是一个学习场所。我们信奉与现在和未来的专业人

士分享知识和经验。经常会有各个医疗卫生专业的学生在我们

这里工作，协助我们医护您和您的家人。 

您可能会遇到： 
− 护理专业的学生 
− 医科学生 
− 住院医生 
− 急救医助专业的学生 
− 其他医疗保健专业的学生 

医护待产妇女的经验对他们的教育至关重要。我们希望您了解，

您可以选择是否让学生参与您的医护。 

我们希望您会欢迎这些学习者参与照护您的分娩体验。 
 

 



12 

生孩子 - 住院 

产程支持 Labour Support 
在产程中有合适的人给您提供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这

能提高自然分娩（阴道分娩）的几率，降低您对止痛药的需求，

还能缩短产程。 

除了您的医护团队外，我们还欢迎您的伴侣/配偶、家人、朋

友或陪产员陪伴您。您想要多少人支持您都可以。只要能继续

安全地照护您和您的宝宝，我们就不会限制支持人员的数量。 

我们希望您有一个积极而安宁的地方待产和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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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程舒适 Labour Comfort 
虽然良好的分娩支持是最有效的舒适措施之一，但您可能需

要额外的支持帮助减轻产程疼痛。 

额外支持示例： 
− 使用分娩球 
− 洗热水澡 
− 坐在温水浴池中（某些医院） 
− 服止痛药 

止痛药可包括： 
− 吸入笑气（称为安桃乐） 
− 肌肉注射或静脉滴注麻醉剂 
− 通过针头将麻醉药物注射到脊髓周围空间（称为硬

膜外麻醉）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硬膜外麻醉的信息，请索取资料：

硬膜外分娩镇痛(Epidural Analgesia During Labour)。 

有关这些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咨询您的医生或助产士，或参阅

《宝宝的最佳机会》。 

 
 
 
关于待产、分娩和产后初期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fraserhealth.ca/pregnancy。 
 

http://www.fraserhealth.ca/preg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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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 The Birth 
所有产房都是私密病房。 

无论您是阴道分娩还是剖腹产，您的安全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我们会给每位待产女性指派一名护士。这名护士会在您的整个

分娩过程中给您照护和支持。 

您还可以让家人或朋友陪伴您。我们只要求您的家人和朋友在

需要时遵从我们的指示。 

 
剖腹产 Caesarean Section (C-Section) 
有时候，对您和宝宝来说，最好和最安全的选项是剖腹产。如

需更多信息，请参考《宝宝的最佳机会》或 
分娩之力(Power to Push) 网站(powertopush.ca)。 

不管剖腹产是您怀孕之初就计划好的还是意料之

外的，我们都会随时帮助您。我们希望这段时光对您而言是安

全而幸福的。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我们会尽力让妈妈和宝宝贴肤接触。如

果出于安全原因不能让宝宝和您待在一起，您的宝宝可以安全

地和您的伴侣或支持人员贴肤接触，直到您和宝宝团聚。（关

于贴肤接触的更多信息，参见第16页。） 
 

http://www.powertopush.ca/


15 

剖腹产后的阴道分娩 VBAC (Vaginal Birth After Caesarean) 
您以前做过剖腹产吗？ 

大多数女性剖腹产后可以安全地尝试阴道分娩。尝试正常阴道

分娩的女性大多都能成功分娩，宝宝也同样健康！ 

医生或助产士能： 
• 回答您的问题。 
• 帮助您探索什么对您是最重要的。 
• 为您做下次分娩决定提供支持。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Power to Push 
(powertopush.ca)。 
 

 
（图片经BC妇女医院许可使用） 

 

http://www.powertopush.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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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宝宝共处的最初时刻 First Moments With Your 
Baby 

宝宝降生后，我们将宝宝放在您的胸口或腹部，中间没有毯子

隔开。我们把这称为“贴肤”拥抱。我们往往会等一分钟左右

再钳夹脐带。这让您的宝宝得到更多宝贵的脐带血。 

贴肤接触有助于： 
− 让母婴都得到平静和放松 
− 给宝宝保暖 
− 让宝宝学习含乳头吃奶 
− 引发您的体内产生泌乳荷尔蒙 
− 宝宝的心率和呼吸速率保持平稳 
− 宝宝的血糖保持在正常水平 

 

如果您无法与宝宝贴肤拥抱，我们可以将您的宝宝放在您的伴

侣或支持人员身上。 

我们认为最好一直贴肤拥抱宝宝，直到第一次喂奶后。我们

通常会等到这次喂奶后再给宝宝称重。 

在宝宝出生后最初 48 小时内，尽量多与宝宝贴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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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宝宝喂奶 Feeding Your Baby 
母乳对宝宝最有益。母乳对早产儿或有特殊医疗需求的婴儿尤

其有益。 

像任何新技能一样，哺乳对母亲和宝宝来说都是需要时间学习

和练习的。在哺乳姿势、让宝宝含住乳头吃奶，知道宝宝什么

时候饿了，什么时候吃饱了等方面，有些女性需要帮助。我们

会随时帮助您，让您充满信心地喂养和照顾宝宝。 

出于医疗或个人原因，女性可能会用婴儿配方奶代替母乳，或

既喂婴儿配方奶又喂母乳。为了帮助您决定如何喂养宝宝，我

们可以分享从目前研究成果中了解到的信息。喂养决定并非一

成不变，而是可以改变的。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帮助为人母者

尽其所能达成其喂养目标。我们在此随时支持您，不管您决定

是用母乳、配方奶还是两者都用。什么对您的宝宝最好，完全

由您决定。 

您出院回家后，当地卫生部门的公共卫生护士会在 1 到 2 天内

打电话给您，看您是否需要额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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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孩子 - 住院 

母乳的好处： 
 保护宝宝免于感染和疾病 
 易于宝宝消化 
 温度始终合适 
 易于提供 
 随时可喂 
 随着宝宝的成长而变化 
 免费 

喝母乳的宝宝能获一定程度的保护而免于患上某些病症，例如： 
− 腹泻和呕吐 
− 感冒、流感、耳朵感染、胸部感染 
− 糖尿病 
− 肠道问题 
− 肥胖 
− 婴儿猝死综合征(SIDS) 

用母乳喂养宝宝的母亲能获一定程度的保护而免于患上： 
− 2 型糖尿病 
− 绝经前乳腺癌 
− 其他生殖癌症 

 

捐赠人乳 Donor Human Milk 
BC母乳银行（Women’s Milk Bank）向有需要的儿童提供经过巴氏杀

菌的捐赠母乳。得到这种人乳的宝宝大多是生病的宝宝，他们的母

亲无法用母乳喂养，或无法分泌出足够的母乳来喂养宝宝。母乳银

行向 BC省的数家医院提供经过巴氏杀菌的捐赠母乳。 

如果您泌乳很多，您的宝宝喝不完，可以考虑捐赠“人乳”。 

在此了解更多信息： bcwomensmilkbank.ca 
 

http://bcwomensmilkbank.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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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 Your Hospital Stay 
您的病房 Your room 
我们的医院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产科单元：单间产房、待产和分

娩/产后房。 

单间产房是指您和宝宝住在您分娩所用的那个房间里，直到

您出院回家。 

待产和分娩/产后房是指您在私密的产房分娩宝宝。然后您和

新宝宝搬到另一个病房，一直在这里呆到出院回家为止。 

首选床位 Preferred Accommodation 
如果您想要一个私密房间，或者您只想和另外一对母婴共用一

个房间（称为半私密），您可以在入院时提出要求。这称为

“首选床位”。这项服务是收费的。延伸健康福利(Extended 
Health Benefit)计划承保首选床位的全部或部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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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孩子 - 住院 

我们以家庭为中心 We are family-centred 
以家庭为中心意味着我们尊重您的价值观、信仰和偏好。我们

承诺让您始终知情，参与决策，并欢迎您参与医护的各个方面。 

我们希望确保您得到家人的支持，因此，如果您住的是私密病

房，我们鼓励您的伴侣或另一位支持者（成年人）陪伴您和宝

宝过夜。只要有可能，我们很乐意提供简易床或舒适的椅子供

留宿。请记得给您的支持者带上床上用品。 

 

照片和视频 Photos and videos 
欢迎您在住院期间拍摄家人的照片和视频。 

请不要把背景中的其他病人或其他访客拍进去。为保护他人的

隐私，未经同意，任何人不得在医院拍摄其他病人或访客的照

片或视频。 

如果您想拍摄医院工作人员的照片或视频，请先征得他们的同

意。如果工作人员拒绝，请尊重他们的意愿，并按对方的要求

停止拍摄。我们可能会要求您在某些医疗程序中不要使用录制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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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 Meals 
您的膳食（母亲的膳食）一天三次送到您的病房。如果您有任

何过敏症或特殊饮食需求，请您在刚到医院时告诉我们。 

如果您想从家里带食物来，请向护士询问。 

每家医院都有餐厅或咖啡店，家人和支持者可以在那里购买食

物。请了解餐厅的营业时间。 

无烟无味 Smoke-free and Scent-free 
医院内及医院场地各处均禁止吸烟。这包括使用电子烟、蒸汽

烟和大麻。如果需要，住院期间您可以得到尼古丁贴片或口香

糖。请告诉护士。 

许多人对香味敏感或过敏。只能使用无香味的肥皂和洗发水。

不要喷香水或古龙水。 

住院时间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您在医院住多久取决于您的健康和宝宝的健康。也取决于您的

分娩方式。 

采用阴道分娩的妇女通常在宝宝出生后住院 24 小时。 

采用剖腹产的妇女通常在剖腹产后至少住院 48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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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孩子 - 住院 

访客 Visitors 
您可能想尽快与家人和朋友分享这段时间，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您或许应该限制访客数量，这样您就可以休息并熟悉宝宝。 

为了让您和宝宝有一个最好的开端，请记住以下几点： 
• 宝宝及其母亲需要大量的时间学习和练习哺乳。 
• 母亲需要大量的安全贴肤接触时间来协助分泌乳汁，并

了解宝宝的早期饥饿提示。 
• 当别人抱着您的宝宝时： 

− 母婴贴肤接触被打断的时间变长了。 
− 宝宝吃母乳的机会减少了。 
− 您可能会错过宝宝早期的微妙饥饿提示。 

我们鼓励您在欢迎访客的同时，将您的宝宝安全地贴肤抱在怀

里。 

如果您不好意思要求访客让您休息，请向我们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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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产科病房是一个宁静的地方。请要求访客保持安静，

彬彬有礼。最好的探访地点是您的病房或等候室，而不是走廊。 

为了保护您、您的宝宝和其他人，我们要求访客： 
• 在探视之前和之后以及触摸您或宝宝之前和之后，要

清洁双手。 
• 如果感觉不舒服或接触过传染病，应该呆在家里，不

要来探视。 

如果您有其他孩子来看望新出生的弟弟妹妹，我们建议要确保

他们已接受过最新的儿童免疫接种。这有助于保护您的新宝宝。 

分享消息 Sharing news 
朋友和家人经常想给医院打电话，了解您和宝宝怎么样了。您

需要知道我们始终保护您的隐私。没有您的同意，我们不会分

享您的个人信息。 

家人和朋友最好直接打您的手机联系您。如果您没有手机，请

选定一人，由此人通知其他人。请告诉我们那个人是谁，这样

我们就知道可以把信息提供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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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孩子 - 住院 

宝宝的健康 Your Baby’s Health 
住院期间，我们会问您是否可以给您的宝宝做一些检测，给您

的宝宝一些药物。这些检测和药物在 BC 省都是常规，有助于

指导宝宝的护理。 

宝宝做检测时，始终欢迎父母在场。 

面向所有宝宝 Offered to all babies 
维生素 K 注射液 - 众所周知，宝宝出生时维生素 K 水平较低。

维生素 K 在形成血凝块时起着重要的作用。没有维生素 K，

小伤口会持续出血很长时间，小损伤会导致大片瘀伤。出

生后只需在腿上注射一次维生素 K 就可以预防这种情况。 

新生儿筛查 - 宝宝出院前，我们用针刺一下宝宝脚后跟，把血

液采集到卡片上，进行血液检测。我们把卡片送到 BC 儿

童医院的省级化验室。化验室检测宝宝血液中 20 多种罕见

但可以治疗的疾病。 

该检测通常在宝宝出生后 24 小时做一次。如果宝宝出生后

不到 24 小时就回家，我们会在您出院前做检测。检测必须

在两周内再做一次。请向医生或助产士咨询做第二次检测

的事宜。 

 
  

您知道吗，在进行疼痛操作（如针扎或针刺脚后跟）时哺乳

或贴肤怀抱宝宝能减轻疼痛？请询问我们，在进行任何疼痛

操作时，您能否为宝宝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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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霉素眼膏 - 这是一种放进宝宝眼睛里的抗生素软膏。这种药

有助于防止宝宝在出生过程中可能接触到的细菌造成的眼

睛感染。请咨询医务人员什么对宝宝最好。 

听力筛查 - 这是一项检查宝宝听力有无问题的检测。BC 早期

听力计划(BC Early Hearing Program)是一项在全省检查所

有婴儿听力的计划。为了做这项检测，我们将一台小型机

器带入母亲的病房。这个检测不会伤害婴儿。 

严重先天性心脏病(CCHD)筛查 - 这是一项无痛检测，将一种

叫做脉搏血氧仪的小型设备置于宝宝的手部或脚部。它能

检测出宝宝血液中含氧量低的情况，有助于在宝宝表现出

任何心脏缺陷的体征之前就知道宝宝有无心脏缺陷。 

面向某些宝宝的推荐检查 Recommended for some babies 
胆红素水平 - 如果宝宝的皮肤或眼睛看起来有点黄，我们可能

会检查宝宝的胆红素水平。如果宝宝的皮肤和眼白变得非

常黄，这称为黄疸。我们要么使用一种叫做“胆红素计”

的小仪器（用光来检测胆红素），要么做一次血液检测。 

血糖仪检查 - 如果宝宝心神不宁或颤抖，或者有可能出现低血

糖（叫低血糖症），我们会检查宝宝的血糖。我们用针刺

一下宝宝的脚后跟，取一滴血进行检测。患糖尿病的母亲

所生的宝宝、早产儿或出生时患有某些疾病的宝宝更有可

能出现低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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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孩子 - 住院 

宝宝的第二晚（出生 24 小时后）Your Baby’s 
Second Night (After 24 hours) 

第一个晚上，新生宝宝通常会睡觉，要从这次艰巨的旅程中恢

复过来。出生 24 小时后，宝宝有贴肤接触的强烈需求。您可

能会发觉您的宝宝老是醒来，想吃奶，晚上尤甚。一些女性认

为这说明她们没有足够的乳汁。不是这样的。这是形成乳汁源

源不断供应的自然方式。宝宝吃奶会触发您的身体分泌更多的

乳汁。这有助于您的身体为今后几天积累乳汁供应量。宝宝吃

奶越频繁，您的身体分泌乳汁就越多。另外，宝宝的肚子起初

很小，一次只能吃一点点奶。 

这最初 48 小时可能非常累人。您自己也经历了一次艰苦的旅

程。您可能会感到有点疼痛。您可能会有很多访客（无论是在

医院还是在家里）。一个完全清醒的宝宝会让人筋疲力尽。 

最初几晚的计划： 
• 白天要睡一会儿。 
• 用止痛药治疗疼痛。 
• 让一位家人陪床，晚上不睡，特别在晚上 11:00 到凌晨

3:00 之间。 
• 对自己好点。提醒自己这个阶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 与支持您的人和支持哺乳的人为伍。这有助于您获得更

正面的体验。 

如需更多信息，请向护士 
咨询新生儿哺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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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双手： 
• 用餐、吃零食和服药

前 
• 给宝宝喂奶前 
• 上过厕所后 
• 在进入和离开病房前 

 
您和宝宝的安全和安保 Safety and Security for 

You and Your Baby 
宝宝腕带 - 所有宝宝都会在降生时得到与母亲腕带相匹配的腕

带。这些腕带要一直戴到出院回家为止。 

绝不能让宝宝独自呆着。 

务必要查看照护宝宝的医务人员的身份卡。在菲莎卫生局工作

的每个人都必需佩戴有照片的身份卡。 

如果您的宝宝需要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进行检测或接受医疗程序，

我们始终欢迎您陪宝宝同去。 

帮助我们防止细菌传播： 
• 经常清洁双手。也要请您的访客清洁双手。 
• 如果您能起床，就用肥皂和水在

水池边洗手。当手上有明显污迹

时，一定要用肥皂和水洗手。 
• 如果无法起床，则要求用免洗酒

精擦手液清洁双手。 

您可以在我们为您和宝宝提供医护之前，

问我们是否清洁过双手。  

尽管我们一天 24 小时都有安保人员，但您有责任保管好自己

的物品。 

您可能会听到火警铃声。我们定期进行消防安全演习，为紧急

情况做好准备。如果您听到火警，请回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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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孩子 - 住院 

支持和服务 Supports and Services  
支持 Supports 
在您住院期间，有许多人和部门为您的医护提供协助。 

其中包括： 
− 口译员 
− 牧师或属灵关怀人员 
− 社工 
− 原住民联络员 
− 营养师 

服务 Services 
小厨房 – 每个产科单元都有小厨房供患者使用。小厨房备有

冰、牛奶、果汁、咖啡和茶。 

自助餐厅 – 欢迎患者和访客使用医院自助餐厅。餐厅有各种

食物和饮料。餐厅营业时间每天不尽相同，务请查询餐厅

开门和关门时间。 

等候室 – 每个产科单元都有一个等候区。这是家人和朋友等

待“新生命降临”的舒适场所。如果您的病房没有足够的

空间，这里也是宝宝出生后接待访客的好地方。 
  



29 

手机 – 欢迎您携带和使用手机。这是您家人直接联系您的好

方法。医院里有些地方您不能用手机。如果您不确定，可

以问我们。 

无线上网 - 许多医院都提供无线上网。请询问护士您的病房里

有没有无线上网。 

礼品店 – 大堂里有一家礼品店。您可以找到卡片、礼物、报

纸和各种用品。 

停车 - 有很多地方可以停车，但大多都收费。我们的停车场由

一家私人公司管理。您会在医院入口处找到说明和付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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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孩子 - 住院 

意外情况 The Unexpected 
转院 Transfer to another hospital 
您到医院分娩时，我们可能会把您转到另一家医院，原因有三

个。如果需要将您转移到另一家医院，您可以坐救护车或者自

己的车，这取决于转院的原因。 

1. 母亲 - 有时，母亲的健康状况需要专科医生照顾，而这样

的专科医生只有大医院才有。一些女性在怀孕初期就知道

自己需要专科医护。有些疾病直到怀孕后期才会出现。无

论哪种情况，让这样的女性在合适的医院得到所需的医护

是最安全的做法。 

2. 宝宝 - 我们希望确保您的宝宝在最安全的地方降生。如果

您过早出现阵痛迹象（早产），或者您的宝宝有特殊医疗

需求，我们可以将您转到设有新生儿加护病房(NICU)的医

院。 

3. 分流 - 有时同一时间有许多宝宝出生，产房满员了。如果

是这种情况，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可能会将待产女性转移

到还有空床位的医院。我们称之为“分流”。尽管这种情况

不常发生，但您应该知道有这种可能性。菲莎卫生局

(Fraser Health Authority)所有的产科都遵循同样的指引，

力求提供同样的服务。 

我们的优先任务是： 
 给予您和您的宝宝应有的关注，以及 
 为我们的所有病人提供安全的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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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加护病房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NICU) 
如果您的宝宝出生后需要某些额外的护理和监测，我们有专科

医生为他们提供帮助。儿科医生也随时待命。当宝宝需要额外

的医疗护理时，会被送到新生儿加护病房。 

如果您所在医院没有新生儿加护病房，我们会安排将宝宝转到

有这些特殊病房的医院。我们会尽力把您和宝宝都转到这家医

院。 

NICU 的工作人员鼓励父母参与

宝宝的医护。协助方式之一是让

母亲哺乳或挤出乳汁喂宝宝。另

一种方式是，在宝宝健康状况允

许的前提下，由父母尽可能多地

将宝宝贴肤抱在怀里。 

如果您的宝宝需要在 NICU 中接

受额外医护，可以询问您如何能

参与宝宝的医护。 
 
 
 
 
 

 
关于新生儿加护病房 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fraserhealth.ca/NICU。 

http://www.fraserhealth.ca/N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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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孩子 - 住院 

妊娠丢失和悲伤 Pregnancy Loss and Grief 
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失去了宝宝，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难过。 

失去宝宝给人打击很大，但这不是您的错。妊娠丢失通常是女

性人生中的隐私事件。有时很难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求支持。 

您并非孤立无援。  
我们备有相关资源和社区支持的信息： 
 fraserhealth.ca/pregnancy。 
搜索“pregnancy loss and grief” 
（或使用此直接链接 tinyurl.com/ycmzkjjz）。 

 

 

  

http://www.fraserhealth.ca/pregnancy
https://tinyurl.com/ycmzkjj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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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回家 Going Home 
现在该考虑准备出院回家了。 

 确保您有一张安全的婴儿床，并已备妥待用。 

 确保您有一个安全的汽车座椅，并已备妥待用。 

 在您来医院之前或住院期间，填写有关正确

选择和使用汽车安全座椅的汽车座椅安全清

单（更多信息请查阅第 7 页）。 
在您回家之前，护士会与您一 
起查对该清单。 

 写下您想问的任何问题。 

 尽量多向护士学习。 

 参加医院开设的课程，为您出院回家做好准备。 

tinyurl.com/y4gwr7qy 

https://patienteduc.fraserhealth.ca/file/car-seat-safety-choosing-a-safe-car-seat-for-your-25452.pdf
https://patienteduc.fraserhealth.ca/file/car-seat-safety-choosing-a-safe-car-seat-for-your-25452.pdf
https://tinyurl.com/y4gwr7qy


34 

生孩子 - 住院 

在家照顾自己 Caring for yourself at home 
无论这是您的第一个宝宝还是第四个宝宝，进入这个新角色对

任何女性来说都不是易事。 

为确保照顾好自己，请自问以下问题： 

• 我今天至少吃过三顿饭吗？如果我还饿，我吃的零食
健康吗？ 

• 我享受过体育活动吗，比如推着婴儿车带宝宝散步？ 

• 我短暂休息过吗？我有没有对自己好一点吗？ 
当宝宝睡着的时候，或者当您的伴侣可以照顾宝

宝时，您自己可以打个盹，看点书，洗个澡，或

者只是在外面坐一坐。 

• 我有没有和我的伴侣、朋友或家人谈论过我的感受、
忧虑或关切？ 

• 我见过能理解我感受的支持人士吗？ 
公共卫生护士会向您介绍产后支持小组。 

• 我有没有和伴侣分担照料宝宝的工作？ 

 

 

（改编自《怀孕后的身体》，BC 省健康家庭，2013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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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支持 Support at Home 
您回家一两天后，所在社区的公共卫生护士会打电话给您。 

这位护士会询问有关您和宝宝的健康及喂养情况。欢迎您向这

位护士询问任何问题或谈谈您回家后的任何担忧。请随时向这

位护士求教哺乳和宝宝护理方面的问题。这位护士还可以给您

提供社区支持服务方面的信息。 

回家后 7 天内安排看医生或助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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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孩子 - 住院 

网站和资源 Websites and Resources 
菲莎卫生局妊娠和宝宝 Fraser Health 
Pregnancy and Baby 

fraserhealth.ca/pregnancy （或 tinyurl.com/y7uu7sec） 

轻松在线获取健康信息和资源 

主题： 
产前登记 照顾宝宝（0 到 6 个月） 

计划怀孕 照顾幼儿（6 至 24 个月） 

怀孕 孕期和产后的抑郁和焦虑 
 

待产、分娩和产后初期 新爸爸 

产科医院 SmartMom 程序 

哺乳  

 
 

其他网络资源 
BC 省汽车协会 BC Automobile Association, BCAA bcaa.com 

BC 省健康家庭 Healthy Families BC healthyfamiliesbc.ca 

BC 省健康联线 HealthLinkBC healthlinkbc.ca 

BC 省健康联线文件  
 healthlinkbc.ca/services-and-resources/healthlinkbc-files 

哺乳联盟 La Leche League lllc.ca 

分娩之力 Power to Push powertopush.ca 

怀孕信息 Pregnancy Info pregnancyinfo.ca 

紫色啼哭期 The Period of PURPLE Crying purplecrying.info 

  

http://www.fraserhealth.ca/pregnancy
https://tinyurl.com/y7uu7sec
http://www.bcaa.com/
http://www.healthyfamiliesbc.ca/
http://www.healthlinkbc.ca/
https://www.healthlinkbc.ca/services-and-resources/healthlinkbc-files
https://www.healthlinkbc.ca/services-and-resources/healthlinkbc-files
http://www.lllc.ca/
http://www.powertopush.ca/
https://www.pregnancyinfo.ca/
http://www.purplecrying.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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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莎卫生局公共卫生单位 

Abbotsford 
#104 - 34194 Marshall Road 
604-864-3400 

Agassiz 
Box 104 - 7243 Pioneer Avenue 
604-793-7160 

Burnaby 
#300 - 4946 Canada Way 
604-918-7605 

Chilliwack 
45470 Menholm Road 
604-702-4900 

Delta – North 
11245 84 Avenue 
604-507-5400 

Delta – South 
1826 - 4949 Canoe Pass Way 
604-952-3550 

Hope 
Box 175 - 444 Park Street 
604-860-7630 

Langley 
20389 Fraser Highway 
604-539-2900 

Maple Ridge 
#400 - 22470 Dewdney Trunk Road 
604-476-7000 

Mission 
7298 Hurd Street 
604-814-5500 

New Westminster 
#218 - 610 Sixth Street 
604-777-6740 

Surrey – Cloverdale 
#205 -17700 56 Avenue 
604-575-5100 

Surrey – Guildford 
#100 - 10233 153 Street 
604-587-4750 

Surrey – Newton 
#200 - 7337 137 Street 
604-592-2000 

Surrey – North 
#220 - 10362 King George Boulevard 
604-587-7900 

Tri-Cities – Coquitlam, Port Moody, 
Port Coquitlam 

#200 205 Newport Drive 
Port Moody  
604-949-7200 

White Rock/South Surrey 
15476 Vine Avenue 
604-54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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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raserhealth.ca 
此资讯不能取代医务人员给您的建议。

Stores #266618 (June 2020) Chinese Simplified 

菲莎卫生局分娩医院 

Abbotsford Regional Hospital
阿伯茨福德地区医院

32900 Marshall Road 
Abbotsford, BC 
604-851-4817
直接去产科。

下班时间，请使用急诊室入口。

Peace Arch Hospital 
和平门医院

15521 Russell Avenue 
White Rock, BC  
604-535-4500 Ext.757273
周一到周五上午 6:30 到下午

5:00，去入院处。下班时间和周

末，去急诊室。

Burnaby Hospital 
本那比医院

3935 Kincaid Street 
Burnaby, BC 
604-412-6293
上午 6:00到下午 6:00，去入院

处。下班时间，去急诊室。

Ridge Meadows Hospital 
草原岭医院

11666 Laity Street 
Maple Ridge, BC 
604-463-1818
周一到周五上午 6:15 到下午

3:45，去入院处。下班时间和周

末，去急诊室。

Chilliwack General Hospital
芝里华克综合医院

45600 Menholm Road 
Chilliwack, BC  
604-795-4107
直接去产科。

下班时间，请使用急诊室入口。

Royal Columbian Hospital 
皇家哥伦比亚医院

330 East Columbia Street 
New Westminster, BC 
604-520-4586
周一到周五上午 6:00 到下午

3:15，去主登记处。下班时间和

周末，去主层的急诊入院处。

Langley Memorial Hospital 
兰里纪念医院

22051 Fraser Highway 
Langley, BC 
604-514-6034
周一到周五上午 7:00到下午

3:00，去入院处。下班时间和周

末，去急诊室。

Surrey Memorial Hospital 
素里纪念医院

13750 96 Avenue 
Surrey, BC 
604-585-5638
直接去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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