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什么食物可以提高精子质量
更多知识请参考：http://www.allbi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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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属于那一种病．我以前太早手淫，所以造成现在的精液质
量不太好．象果冻似的．看上去好像精液不液化．这对以后生育有影响吗？精液
颜色偏黄色稍微带有乳白色，还有点青．请问专家给予指点．怎样才能把这种情
况彻底治好．尽量避免吃要。你给我说写饮食方面应注意那些．吃什么可以提高
精子质量

答复
这种事是急不来的,有时你越想怀孕就越没有,越怕怀孕反而就怀上了,所以你不
要太着急了,调整好心态,放松心情吧,祝你早日抱上个胖娃娃!:) 增加怀孕的方
法，你可以试试： 为了提高妊娠机会，你们同房时要注意下面两点：
(1)采取合适的性交体位。在排卵期，女方最好采取胸肘位(女方跪在床上，头低
臀高，胸部垫一棉被，两手放在头的前方作扶持，男方则跪于女方的后面)，射
精后 20～30 分钟，女方再恢复卧位休息。如女方嫌这种体位累，也可改为男上
位，女仰卧，射精后用枕头将女方的臀部垫高，保留 30 分钟后再将枕头撤离。
(2)选择排卵期性交。可采用基础体温协助监测排卵日期。每天早上 6～7 时，用
体温计测体温，并用曲线记录下来。月经周期准确的妇女，约在月经周期的第
14 天左右排卵，排卵时体温会下降，翌日体温会骤升，前后体温相差 0．5 摄氏
度左右。排卵一般发生在基础体温上升的前一天或正在上升的过程中，想妊娠可
选择在体温下降的前一天或体温下降的当晚交合。
更多知识请参考：http://www.allbi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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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之前请做好准备给未来宝宝的健康打基础 查清健康状况在妊娠的最初几
周，也许连你自己也不知道已经怀孕。但是，在这段时间内， 胎儿的发育却是
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因此，如果有心要怀孕的话，日常生活中要提早注意保养。
与会专家指出，在孕前准备工作中：
1. 首先要在受孕前的 6 个月内保持与身高相称的正常体重。如果本人是严重的
超重或体重过轻的话，要去看医生并听取如何达 到正常体重的意见。
2. 如果平时患有慢性病，在打算怀孕之前一定要告诉医生，听取医生的用药建
议。
3. 平时服用避孕药的，在准备受孕前 3 个月一定要完全停止服用， 使身体恢复
到正常的月经周期。最好等到有三次月经周期后才怀孕，在此期间可采 用其
它的避孕方式。

注意营养补充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是出生缺陷的高发国家。检测数据
显示，我国每年约有 20 万名到 30 万名肉眼可见的先天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后
数月和数年才显现 出来的缺陷，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 80 万名到 120 万名，约
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 4％－6％。 研讨会上，匈牙利著名遗传学家 Czeizel
教授公布了他所做的一项全球首例人 类预防畸形的科学试验，他采用孕产妇专
用复合维生素爱乐维配方，对 5000 多名育 龄妇女进行了一项长达 8 年的临床研
究，结果证实孕妇从怀孕前期服用多种维生素 补充剂可显著降低新生儿神经管
畸形达 92％以上，减少孕期的恶心、呕吐，眩晕等 妊娠反应发生率 54％左右，
并显著降低其他先天畸形的发生。 因此，孕前除了做到有规律饮食，及时补充
营养外，服用复合维生素预防畸形 也重要。 进补切莫过头从准备怀孕开始，就
一味地吃水果和各种补品，以期达到母婴健康平安的目的 。
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上海准妈妈在“补”的方面可谓下尽功夫。据上海第一妇
婴保健院王德芬教授介绍，不少孕妇盲目过量地补充营养，加上平日休息多活动
少 ，在临床上出现了一半以上的孕妇都超重的现状，妊娠高血压、糖尿病更是
常见现象。孕前和孕期都应补充营养，这种做法是非常正确的，但盲目大量地吃，
则对准 妈妈和胎儿都不利。王教授介绍，怀孕女性在分娩前的体重比平日超出
12.5 公斤以内是比较正常的，高于这个数字则属于超重，很可能会生下超重婴
儿。因此，平日的饮食和进补最好也要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进行。 传统的观
念使我们大多数的女性在结婚后成为被动怀孕者，因此根本无法讨论计划怀孕的
事宜，更谈不到怀孕前的身体锻炼。很多女性在怀孕后发现自己的身体不适于生
育或有可能影响胎儿发育，结果只能忍痛割爱，终止怀孕。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
例子数不胜数，这不仅是家庭的遗憾，而且也会给女性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在
这里我们特别提醒每一对计划怀孕的夫妻，在怀孕前尽可能注意以下事宜： 减
肥： 对于体重超过正常标准的女性，计划怀孕前一定准备好一个周密的减肥计
划，并严格执行。因为，过胖的女性在怀孕后极易出现孕期糖尿病，它不仅可以
对孕妇本身的身体造成危害，而且可以造成胎儿在母体内发育或代谢障碍，出现
胎儿高胰岛素血症及巨大儿。 因此，每位计划怀孕且体重超出正常标准的女性，
在计划怀孕前 3 个月，应注意减少脂肪、淀粉和糖类食物的摄入，并加强体育锻
炼或运动，待体重恢复到正常标准即可怀孕。丈夫们应该帮助自己的妻子合理安
排饮食，与妻子共同锻炼身体或运动，达到怀孕前身体素质的要求。我们相信：
这些夫妻的宝宝也一定是聪明可爱的正常宝宝。 运动： 传统的观念告诉我们，
女性怀孕时大都尽量减少体育活动或运动。而随着科学与医学的进步，越来越多
的证据表明，夫妻双方在计划怀孕前的一段时间内，若能进行适宜而有规律的体
育锻炼与运动，不仅可以促进女性体内激素的合理调配，确保受孕时女性体内激
素的平衡与精子的顺利着床，避免怀孕早期发生流产，而且可以促进孕妇体内胎
儿的发育和日后宝宝身体的灵活程度，更可以减轻孕妇分娩时的难度和痛苦。 同
时适当的体育锻炼还可以帮助丈夫提高身体素质，确保精子的质量。因此，对于
任何一对计划怀孕的夫妻而言，应该进行一定时期的有规律的运动后再怀孕。例
如：夫妻双方计划怀孕前的 3 个月，共同进行适宜与合理的运动或相关的体育锻
炼,如慢跑、柔软体操、游泳、太极拳等，以提高各自的身体素质，为怀孕打下
坚实的基础 怀孕和分娩是女性一生中最重大的事情。大部分人在评价女人时常
常这样说：“一个女性只有经历了恋爱、婚姻、怀孕、分娩、做母亲这一过程，
才算是拥有了一个完整的人生，才称得上是一个完整而成熟的女性。” 大量研究
表明：女性怀孕期间的心理状态与情绪变化直接影响着体内胎儿的发育，影响着

孩子成年后的性格、心理素质的发展。
更多知识请参考：http://www.allbi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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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怀孕期间女性良好的心理状态不仅影响着孕妇，而更重要的是对孩子
的直接影响。 如果婚后你们夫妻都希望尽快要孩子，双方就必须从心理和精神
上做好准备，内容包括：
1、接受怀孕期特殊的变化：妻子形体变化、饮食变化、情绪变化、生活习惯变
化以及对丈夫的依赖性的增加。
2、接受未来生活空间的变化：小生命的诞生会使夫妻双方感觉生活空间和自由
度较以前变小，往往会因此感到一时难以适应。
3、接受未来情感的变化：无论夫妻哪一方，在孩子出生后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
将自己的情感转移到孩子身上，从而使另一方感到情感的缺乏或不被重视。
4、接受家庭责任与应尽义务的增加：怀孕的妻子需要丈夫的理解与体贴，尤其
平时妻子可以做的体力劳动，在孕期大部分都会转移到丈夫身上；孩子出生后，
夫妻双方对孩子的义务与对家庭的义务都在随着时间的迁移而增加。

不论你是正在盼望着怀孕，还是你对此抱有随遇而安的想法，或是对可能发生的
事情感到困惑、担忧、恐惧，甚至在你还没来得及做任何基本准备时已经怀孕，
即使这样，一旦怀孕成为事实，就要愉快地接受它。要知道，怀孕、分娩不是疾
病，而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天下几乎绝大多数的女性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或
将要经历这个阶段。以一种平和、自然的心境迎接怀孕和分娩的到来，以愉快、
积极的态度对待孕期所发生的变化，坚信自己能够孕育一个代表未来的小生命，
完成将他平安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心理准备。这种心理准
备是夫妻双方的。丈夫充分的心理准备可以帮助妻子顺利度过孕期的每一阶段，
并对未来孩子的生长发育奠定坚实的基础。 从女性到妻子，从结婚到怀孕，从
分娩到做母亲，所有的变化都是人生经历的自然过程与阶段。因此，无论是新婚
的年轻夫妻，还是结婚数载的老夫妻，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只要我们以自然与
平和的心理，接受这些自然的事实与过程，用我们聪明的大脑思考，用我们可以
沟通的方式与生活的伴侣及时沟通，共同警惕在每个过程或每个阶段可能发生的
问题或矛盾，并及时处理解决。相信每对夫妻都会以非常健康的心理面对发生在
你们面前的一切；每对夫妻都会相互支持并非常顺利、安全地度过每个自然阶段；
每对夫妻都可以保持结婚时的最佳状态。 早孕是指受孕后的头三个月（即 12
周），又叫妊娠早期，这时期是胚胎形成阶段，所以也可称为胚胎期。此期任何
损害都可能影响胚胎的正常发育，甚至引起早期流产或先天畸形，因此保证早孕
孕妇的健康非常重要。 首先要注意早孕妇女的工作性质和条件，凡是接触有害
物质，如汞、苯、放射线、噪音等工作环境的，就应申请暂时调离这些工作岗位，
以免这些有害因至少影响胚胎发育，造成畸胎。 其次要心情愉快、思想放松。
早孕期有妊娠反应（即“晨吐”现象）者，只要正确对待处理，一般 3 个月后会
逐渐恢复正常。为了避免或减少恶心、呕吐等胃肠道不适，可采用少吃多餐的办
法，注意饮食清淡，不吃油腻和辛辣食物，但一定要坚持进食，否则会影响孕妇
健康，也不利于胚胎发育。孕妇可以吃些带酸味的食品，如杨梅、柑桔、醋等，
以增加食欲，帮助消化。有时也可服用一些复合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或钙剂，以

补充其营养。维生素 B6 可能减轻妊娠反应。不能乱服“止吐药”、
“秘方”或“偏
方”等，以防发生不良后果。 早孕期注意避免感染，特别是病毒性感染。早孕
孕妇若患风疹，就会导致胎儿先天性心脏病、小头畸形、神经性耳聋、智力障碍
等。如果妊娠早期孕妇患了严重感冒，可引起胎儿唇裂、巨细胞包涵体病毒、乙
型肝炎病毒等都可以使胎儿流产、畸形等，所以早孕的孕妇要注意卫生，少上街
或串门，避免接触有病的人群，防止传染各种疾病。一旦有病，应去医师处诊治，
说明自己已怀孕，不能自行滥服药物，一定按医嘱治疗。 另外，家族成员要关
心早孕妇女，尤其丈夫要体贴妻子，早孕期不宜行房事，以免引起流产，帮助孕
妇摆脱妊娠反应的困扰，顺利渡过早孕阶段。 参考资料：太阳石生殖健康 为了
生一个健康、聪明的孩子和保护母亲健康，

孕妇吃喝就要注意以下“十忌”。
一、忌偏食：孕妇长期挑食、偏食，可造成营养不良，影响胎儿生长，所以，孕
妇应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等营养物质和易消化食物，如鸡蛋、瘦、豆制
品、鲜鱼、花生、新鲜蔬菜和水果等。
二、忌饮可乐：孕妇过多饮用可乐型饮料，会损害胚胎，因为可乐型饮料主要是
用可乐果配制而成，而可乐含有 2.6％咖啡因和可乐宁等生物碱。可通过胎盘进
入胎儿体内，危害胎儿的脑、心、肝和胃肠等器官的正常发育。
三、忌营养过剩：孕妇过多地进食肉类、鱼类、蛋类和甜食等，可使体内儿茶酚
胺水平增高，使胎儿发生唇裂、腭裂；孕妇过多地进食运动肝脏，体内维生素 a
明显增高，可影响胎儿大脑和心脏发育，以及出现生殖器畸形。因此，孕妇对营
养丰富的食物不宜吃得过多过饱。
四、忌常喝咖啡：咖啡中的咖啡因可作用于胚胎，与细胞中脱氧核酸结合引起突
变。孕妇常喝咖啡，还有造成流产和畸胎的危险。
五、忌吸烟：香烟的烟雾中有数百种有害物质，孕妇吸烟或被动吸烟后，会严重
影响胎儿的不觉发育。据统计，世界上每年有 8 千多名胎儿死于吸烟或被动吸烟。
这是由于烟雾中的一氧化碳和尼古丁通过胎盘影响胎儿，致使胎钱在宫内缺氧，
心跳加快甚至死亡。
六、忌食农药污染的果菜：孕妇吃了被农药污染的蔬菜、水果后，基因正常控制
过程发生转向或胎儿生长迟缓，从而导致先天性畸形；严重的可使胎儿发育停止
而死亡，发生流产、早产。
七忌常饮浓茶：孕妇常喝浓茶，对胎儿骨骼的发育会有不良影响，严重时导致胎
儿畸形。
八、忌菜肴过咸：孕妇常吃过咸的食物，可导致体内钠潴留，引起浮肿，影响胎
儿的正常发育。
九、忌饮酒：孕妇嗜酒，会导致胎儿宫内发育迟缓，增加早产率和围产期死亡率。
十、忌多吃罐头食品：罐头食品中的化学添加剂对健康人无多大影响，但对孕妇
有时影响很大，它可影响胎儿的细胞分裂，造成发育障碍。

孕前要做好准备。科学的孕前准备是优生的前提，宝宝也会更健康更聪明。 为
防止神经管畸形，孕前 3 个月就应该补充叶酸。
◎如果你决定怀孕，在怀孕前三个月就要作好准备。

◎选择最佳季节受孕，每年农历的二、三、七、八月是受孕的最佳季节。
◎停止口服或埋植避孕药。不能照射 X 线，不能服用病毒性感染或慢性疾病药物。
◎脱离有毒物品，如：农药、铅、汞、镉、麻醉剂等。
◎夫妻都不能抽烟。
◎调整自己的情绪，精神受到创伤或情绪波动如洞房花烛、丧失亲人、意外的公
伤事故等大喜大悲之后一段时间之内不宜怀孕。 ◎到附近医院的妇产保健科咨
询，在医生指导下服用叶酸。
◎要有一定的经济准备。
◎检查你饮用水的质量是否合格，水污染会影响胎儿的正常发育，一定要选择合
适的净化装置。
◎清除夫妻身体内的烟尘与有毒物质，可食用畜禽血、春韭、海鱼、豆芽。 怀
孕前两个月（摘自重庆妇幼保健网） ◎这个月你可以整理你的居室环境，以方
便你怀孕后的行动。
◎把可能绊脚的物品重新归置，留出最大的空间。
◎经常使用的物品要放在你站立时方便取放的地方，清理一下床下与衣柜上的东
西，调整一下厨房用品的位置。
◎把你的晒衣架或晒衣绳适当调低，加长灯绳。
◎在卫生间及其他易滑倒的地方加放防滑垫。
◎在马桶附近安装扶手，使你孕晚期时更加方便。
◎此外尽量使你的工作环境保持良好的通风状态。
◎如果你的居室通风条件不好，要设法安装换气扇或做其它的改善。
◎要养成物归其位的习惯。
◎适量补充优质蛋白质。
◎与你的狗、猫、鸟等宠物隔离 怀孕前一个月（摘自重庆妇幼保健网）
◎这个月你应该调整一下你的梳妆台，把美容品、化妆品暂时放在一边，留下护
肤品。因为孕妇原则上只护肤不美容。
◎你的护肤品应选择知名品牌，以防皮肤过敏对胎儿造成伤害。
◎电视、音响、电脑、微波炉、手机都会造成电磁污染，对胎儿发育极其不利。
已经面市的“护胎宝”防护罩可有效防磁，建议你预先购买一套。
◎准备至少一套孕妇服，两双平底软鞋。
◎受孕时间不要选择长途出差、疲劳而归不满两周的时候。
◎避免月圆之夜受孕，以免产生低智或畸形儿。
更多知识请参考：http://www.allbi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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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准备好作母亲了吗? 随着社会发展，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社会生活压力不断加
重，许多女性将事业放在了做母亲之前。怀孕对她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
事，反而更像是一次意外。 科学研究人员发现，怀孕前强烈希望有孩子的母亲
分娩时就对孩子有一种挚爱的感情。随着孩子的生长，在与孩子的不断交流和心
理沟通中，对孩子的爱也随之不断加深。而那些将怀孕视为意外，对此持消极态
度的母亲，在孩子出生 3 个月时仍没感觉到孩子的可爱，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与孩子接触的不断增多，母爱才逐渐产生和加强。但和那些从孩子一出生就有强
烈感情的母亲相比，其母爱的强度仍有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就是母亲
孕前对胎儿的态度不同。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不仅导致对婴儿关爱程度的不同，对

胎儿也有影响。 怀孕前希望有孩子的母亲，怀孕时会非常高兴，积极期待孩子
的出世。在孕期，她们的情绪是安定的，对怀孕采取的态度是认真的，能积极做
好孕期保健和产时配合。在这样的情况下，胎儿就能健康发育，分娩才会顺利。
而未做好心理准备的母亲，其怀孕期间的情绪是消极的、不稳定的。这种消极情
绪能激起植物神经系统的活动异常，同时引起内分泌变化。由内分泌变化产生的
生物活性物质经血流通过胎盘、脐带进入胎儿体内，从而对胎儿产生负面影响。
而且，由于对产时保健做得不好和产时相对缺乏足够的配合，往往对分娩造成障
碍。 可见，怀孕前应培养热爱孩子，对生孩子持积极的情感，在心理上做好准
备，这样才能使孕妇在孕期保持良好心理状况，克服因妊娠产生的生理上的不适，
保证胎儿的健康。母子感情也才能及早建立，婴儿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关爱，使
母乳喂养得到有力保障，使婴儿更健康地成长。 丈夫怎样为优生创造条件? 优
生优育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和责任，而优生的责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年轻夫妻身
上。
更多知识请参考：http://www.allbi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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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丈夫而言，精子的数量和质量是优生的关键要素，因而精子被称为优生之本。
因此，凡是影响精子质量的因素，丈夫应尽量排除；凡是有利于优生的条件，丈
夫应积极创造。
(1)及时医治生殖系统疾病：在男性生殖器官中，睾丸是创造精子的“工厂”，附
睾是储存精子的“仓库”，输精管是“交通枢纽”，精索动、静脉是后勤供应的“运
输线”，前列腺液是运送精子必需的“润滑剂”。当这些关键部位发生了故障，优
生必然受到影响。例如，双侧隐睾、睾丸先天发育不全者，就无法产生正常的精
子。倘若睾丸、附睾、精囊发生了炎症、结核、肿瘤，造成睾丸萎缩，组织破坏，
大多数精子就是废品。精索静脉曲张、前列腺炎、输精管部分缺损、尿道下裂、
阳痿、早泄等疾患，都会使妻子不孕。还有梅毒、淋病等性病都会直接或间接地
影响精子的生成、发育和活动能力，对生育造成一定危害。所以，丈夫首先要及
时治疗生殖器官疾病。
(2)戒除不良嗜好：吸烟、酗酒、吸毒不仅影响身体健康，而且还是优生优育的
大敌。每日吸烟 10 支以上者，其体内精子的活动度明显下降，并且随吸烟量的
增加，精子畸形率也呈显著增多趋势。饮酒过度造成机体酒精中毒，使精子发生
形态和活动的改变，甚至会杀死精子，从而会影响受孕和胚胎发育。为此，国外
将周末因夫妻酗酒后同房而孕育的畸形儿称为“星期天婴儿”。有资料表明，酒
后孕育的胎儿 60%先天智力低下。一般情况下，男性的精原细胞发育成为成熟的
精子，大约需 80 天左右，即将孕育后代的夫妻，一定要在这段时间戒除烟酒。 近
年来吸烟男性在我国有逐年增多趋势，由此引发的围产儿死亡也非鲜见。常常导
致所育胎儿宫内发育迟缓、早产、胎儿窘迫，弱智儿童发生率增加，危害家庭及
社会。
(3)节制性生活：性生活频繁，必然使精液稀少，精子的数量和质量也会相应减
少和降低。为了保证新生命的正常孕育，夫妻双方节制房事十分必要，尤其是男
方，养精蓄锐更为重要。这一点，对性欲旺盛的新婚夫妇尤应引起注意。
(4)避免接触有害物质：科学研究表明，许多物理、化学、生物因素作用于人体，
对生殖功能会产生损害，使染色体异常，精子畸形，影响胎儿的正常孕育。工作
和生活中接触的铅、苯、二甲苯、汽油、氯乙烯等物质，X 线及其他放射性物质，

农药、除草剂、麻醉药等均可致胎儿染色体异常，增加流产率。
(5)慎用药物：良药苦口利于病，而某些药物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也对生殖功能
造成损害，导致胎儿先天畸形，如吗啡、灭滴灵、链霉素、红霉素、丝裂霉素、
环磷酰胺等对精子都有不良影响。凡因治疗服用损害精子的药物时，一定要避免
新生命的孕育，以免造成终生遗憾。 哪些妇女暂时不宜怀孕? 为了确保孩子健
康，实现优生优育，女方患有心脏病、肝炎、肾炎、肺结核、糖尿病、甲状腺机
能亢进、哮喘、癫痫等疾病，如果在急性期，必须积极治疗，暂时不宜怀孕，待
疾病控制后，身体情况能够胜任妊娠负担或不具传染性时受孕，这样既保护了母
体健康，又可以避免因疾病或用药而造成的胎儿发育异常。

此外，患有阴道炎的妇女应在治愈之后再受孕。 妇女患某些良性肿瘤，如腹腔、
盆腔、乳腺、甲状腺等部位良性肿瘤者，在孕前应手术或药物治疗，以免孕期疾
病加重，难以处理。其他腹腔疾病，如亚急性或慢性阑尾炎经常发作也应在孕前
治疗，以免孕期发作时给手术麻醉和用药造成困难，同时也可避免影响胎儿的发
育或造成流产。 对患上述疾病的妇女，经过治疗，病情有好转或已经痊愈的，
应进行医学咨询，选择合适的时机受孕。 另外有接触某些急性传染病史者，尤
其是可以通过胎盘感染胎儿的传染病，如接触了带风疹病毒的患儿或接触了急性
传染性乙型肝炎、腮腺炎、麻疹等患者，均应进行检查，待排除受感染的可能后
再怀孕。 受孕不仅要考虑健康状况，还要考虑环境因素。有的人长期接触对胎
儿有害的物质，也有的人长期服用某些药物或由于职业的原因，长期接触某些化
学物质，都可影响卵子的发育，应暂缓怀孕。 什么年龄的父母生的孩子最聪明?
在婚姻问题上，人们最关注的是情感；在生育问题上，科学家们的着眼点是则遗
传。 法国遗传学家摩里士 1989 年的研究成果表明，年龄在 30～35 岁的男人所
生育的后代是最优秀的。摩里士说，男性精子素质在 30 岁时达高峰，然后能持
续 5 年的高质量。另一方面，生理学家公认，女性在 23～30 岁之间是生育的最
佳年龄段。这一时期女性全身发育完全成熟，卵子质量高，若怀胎生育，女性并
发症少，分娩危险小，胎儿生长发育好，早产、畸形儿和痴呆儿的发生率最低。
这时夫妻双方生活经验较为丰富，精力充沛，有能力抚育好婴幼儿。若过早地怀
孕生育，胎儿与发育中的母亲争夺营养，对母亲健康和胎儿发育都不好。从而不
难看出，男女生育的优化年龄组合应是前者比后者大 7 岁左右为宜。 近年来，
有关学者发现，一些“神童”与其父母亲的“大差龄”可能有关。如俄国伟大的
作曲家柴柯夫斯基的父亲比母亲大 18 岁，科学家居里夫人的父母相差 14 岁等。
研究者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为：父亲年龄大，智力相对成熟，遗传给下一代的“密
码”更多些，而母亲年龄轻，生命力旺盛，会给胎儿创造一个更良好的孕育环境，
有利于胎儿发育生长，所以这种“优化组合”生育的后代易出“天才”。 优生与
受孕时机有关吗? 人才的培养不是从上学开始的，也并非从出生时开始的，而是
从胎儿时期，甚至从受精时就开始了。 良好的精神状态，对男女的生殖细胞会
产生有益影响。因此，在计划受孕时，除了要注意男女双方的身体是否健康外，
还要选择身体状态最佳、精力最充沛、心情最好的时机，因为这时所获得的受精
卵也是最优质的。 积极的优生学又称演进性优生学，旨在促进智力和体力上优
秀个体的繁衍。优生始于卵子和精子的结合，这就关系到怎样选择最佳受孕时机。
古人云：“良宵佳境，夫妻心情平和舒畅交媾而孕者，其后代不仅长寿，而且智
慧过人。”故有“情深婴美”之说。认为同房时环境静谧舒适，心情舒畅，双方

感情深厚，关系融洽，则气机流畅，精血旺盛，此时交媾而孕，就能生出一个智
慧过人并长寿的个体。“男女情动，彼此神交，然后行之，则阴阳和畅，精血合
凝。”强调同房之前需先有“床前戏”，以唤起性的兴奋，譬如语言的交流，皮肤
的接触，接吻，拥抱，抚摸，使男女性曲线趋于重叠，极大地调动起强烈的欲望，
使男女既同步又高亢，达到美妙的境界，这就是所谓的“神交”。只有这样，才
会孕育出一个优秀的后代。反之，若夫妇不相感应而交合，则有害无益。 中医
认为，人与天地相应，对房事的环境有诸多讲究，如大寒大热的气候、雷电交加
的时刻、嘈杂热闹的声响、愤懑郁怒的心境，皆应避房事。现代内分泌学的研究，
为受孕时机与优生找到了科学的论据。最近，美国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公布了其
研究成果。认为，男女之情的萌发与脑垂体后叶分泌的加压素和催产素有关。在
含情脉脉的床前戏过程中，男女均分泌大量的加压素和催产素，加上过去已知的
性激素，就构成一个有利于生殖的内环境，使排卵、射精、受精、着床等一系列
环节都符合生理的特点，这种内分泌激素的协调、内环境的稳定，无疑能使胎儿
很好地发育成长，使之成为一个智力与体力俱佳的个体。假若房事环境恶劣，心
情不佳，或未做床前戏而骤然行房，则性激素、加压素、催产素必然分泌低下，
不仅造成精神痛苦，而且此时受孕，各种条件均不具备，内环境恶劣，胎儿发育
必然会受到影响。 由此可见，受孕时机与优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要培养一个
优秀的人才，各个环节缺一不可。 生物节律可助优生吗? 生物节律(也就是平常
说的生物钟)是指生物伴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作周期变化的规律。每个人从出生到
生命的终结，每个月都存在着生物节律的高潮期和低潮期。一个人处于生物钟的
高潮期时精力充沛，开朗豁达，心情愉快，并表现出强烈的创造力和丰富的艺术
感染力，而且头脑灵活，思维敏捷，记忆力强，比平时更具有逻辑性；而在生物
节律的低潮期，人体在体力上容易疲劳，做事马虎、拖拉，情绪烦躁易怒，反复
无常，思维反应迟钝，注意力涣散，容易遗忘，判断力降低。在高低潮期交界之
间为临界期，是一个极不稳定的时期，机体各方面的协调性差，易患疾病，易出
差错，易发生事故。 制约人情绪的生物钟周期是 28 天，制约人体力的生物钟周
期是 23 天，制约人智力的生物钟是 33 天。人的这三种生物钟，又是相互影响的，
密切相关的。人的三种生物钟都处于周期线以上时，就会情绪高昂，精力充沛，
智力高，是最理想的状态。 如果健康的男女双方在生物节律的高潮期受孕，就
能生出一个身体健康、智力超群的孩子来，如果一方在高潮期而另一方在低潮期，
出生的孩子先天素质和智力就一般，如果双方生物节律都运行到低潮期时性交并
怀孕，则生出的孩子就可能会体力和智力较差。我们在生活中就常常看到，尽管
父母都聪明伶俐，但其结晶却痴愚鲁钝。反之，“中人之资”的夫妻却生了个出
类拔萃的孩子。
更多知识请参考：http://www.allbi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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