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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最近，妇女仍然从自己的母亲和姐妹那里

得知关于分娩的知识。生命诞生在家庭所熟悉的舒

适感中。家族仪式和传统确保了妇女对自己给予分

娩的能力充满信心，并且由那些在整个产程和分娩

的过程中向她们提供支持和鼓励的家庭成员和贤明

的妇女所包围。团体的助产士参加了几乎所有的分

娩。 
 

当分娩于20世纪早期转入医院时，妇女们丢失

了来自于其所属团体的女性的有价值的支持和鼓

励。护士提供了支持，但是她们经常负责多名产妇

而无法持续停留在一名产妇的床旁。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里，拉玛泽国际和其他机

构成功地游说以允许父亲走进产房。父亲向产妇提

供了特殊的情感支持。现在，二十一世纪中，妇女

再次发现由通晓分娩知识的妇女所提供的额外支持

的价值。 
 

妇女通常假设护士、助产士、或者医生将在

整个产程中与其在一起。在某些分娩场所内，助

产士和护士能够为产妇及其家人提供持续的支

持。但是，在很多分娩场所内，现实是其他的责

任经常阻碍了助产士和护士与产妇持续地呆在一

起。即便当一名助产士正在护理仅仅一名产妇

时，另外有一名有经验的妇女在场提供情感和身

体支持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您的宝宝出生之前，您应该决定谁能够为

您提供持续的支持。您可能会选择朋友或者亲

戚，或许您会决定雇佣一名朵拉（doula），即一

名专业的产程支持人员。 
 
为什么持续性的支持如此重要 

产程凭借其力量可能会使您（和您的伙伴）

感到惊讶。配备一名具有分娩经验的妇女始终陪

伴在产程的现场向您和您的伙伴保证产程正在正

常地进行，会有助于你们两个对付产程。一名具

有分娩经验的妇女同时还知道如何提供温柔的抚

摸和建议的体位，这会有助于产程的进行和您的

舒适。您可以让生过孩子的朋友或者亲戚陪伴在

您的身边，她们愿意提供这种类型的持续性支

持。如果您不这样做，那么您可以考虑雇佣一名

朵拉。 
 
朵拉的作用 

根据《朵拉书籍》，朵拉是“一名经验丰富的

产程侍者，她在整个产程和分娩过程中向产妇及其

丈夫或者伙伴提供情感和躯体支持，在某种程度

上，在产后仍继续提供支持。”1 

 
朵拉将在整个产程和分娩过程中与您和您的伙

伴始终在一起，提供躯体、情感以及信息方面的支

持。除非您要求要和自己的伙伴单独呆一会儿，否

则您的朵拉绝对不会离开您一小会儿。朵拉会与您

和您的伙伴一同合作，从而帮助您拥有一个您所期

发扬正常分娩的护理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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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分娩类型。她可以帮助您步入盆浴或者淋浴、与

您和您的伙伴一起散步、按摩您的背部、双手或者

双脚。朵拉会协助您做出关于疼痛药物处理的决

定。如果您告诉朵拉您希望拥有一个未经医学干预

的分娩，那么她会帮助您实现这个目标。在分娩

后，朵拉通常会陪伴您 1 至 2 小时以帮助您进行母

乳喂养。 
 

朵拉没有接受过实施任何医疗或者护理职责的

培训，并且不应该提供医疗建议。但是，她们可以

帮助您理解医疗事件。她们还可以鼓励您将您的优

先选择告诉医院的工作人员。如果您产程的发生途

径与您的预计不同，那么朵拉可以帮助您澄清您的

感受并回顾您的选择。 
 

朵拉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您拥有一个积

极的分娩经历记忆。在分娩后，您将记住分娩的积

极方面，并且她会回答您提出的任何问题。如果分

娩没有按照您的计划进行，朵拉将在您的身边倾听

您的心声并提供支持。 
 
关于持续性支持的研究 

关于在产程中由朵拉提供持续性支持的利益方

面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根据一个有关以证据为基

础的护理的世界权威性信息资源—科霍恩妊娠与分

娩团体的信息，研究证明在产程和分娩中针对产妇

的持续性支持毫无疑问是有益的。与在产程中接受

常规护理的产妇相比，具有持续性、一对一支持的

产妇出现下列项目的可能性较少： 
 剖宫产 
 胎头吸引或者产钳分娩 
 局麻（例如硬膜外麻醉） 
 止痛（疼痛药物处理），以及 
 对其分娩经历不满意或者否定比例的报道 

 
科霍恩的作者还发现，当支持是由外行人（具

备或者不具备特殊培训）所提供的，即那些专门因

为提供支持而出现在分娩现场的人，该产程的结果

往往好于由常规医院人员提供支持的产程结果，这

些医院人员包括护士、助产士以及助产士学生。评

论家认为现代医院环境的特点，例如当前的组织结

构，使得医院人员很难提供持续性的产程支持。2 

 
朵拉与产程伙伴 

很多伙伴希望参加自己孩子的分娩并且向他们

身边重要的他人提供支持。但是，大多数男士和一

些妇女对于分娩没有任何经验。当宫缩越来越强以

及产妇因疼痛而挣扎时，伙伴可能会被吓住。他或

她可能没有经验知道产程正在准确地按照其应该的

方式进行。此时伙伴越来越难打消产妇的疑虑。大

多数伙伴当一名有经验的妇女出现并能够提供产程

正在顺利进行这样令人放心的信息时，方可长嘘一

口气。 
 

一名优秀的朵拉会尊重产程伙伴发出的暗示。

如果您的伙伴坐在您的身旁，握着你的手，看着您

的眼睛说着勉励的话语，那么朵拉不会干扰你们二

人之间的这种亲密联系。取而代之的是，她此时会

为您和您的伙伴提供一些无关紧要的支持和鼓励。 
 

然而，如果您需要额外的支持，那么朵拉会与

您的伙伴一同合作，在您的伙伴提供目光交流和勉

励性话语的同时，她会按摩您的后背或者足底。或

者，朵拉会建议您更换一种活动，例如冲个温水澡

或者在走廊里散步。朵拉可以向您的伙伴展示如何

提供有效的均衡压力或者按摩。当您的伙伴需要上

厕所或者吃些东西时，朵拉同样可以提供支持。 
 

 

 
为持续性支持做计划 

一名具有分娩经验的朋友或者亲戚可能愿意向

您和您的伙伴提供持续性支持。只要这些妇女相信

您有能力分娩自己的宝宝并且愿意在产程中始终陪

伴在您的身边，那么她们就不需要像朵拉那样的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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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今很多妇女发现雇佣一名朵拉是确保

她们在整个产程和分娩中得到持续性情感和身体支

持的最佳方法。您可以从您的分娩导师、健康护理

提供者、或者北美朵拉协会（http: // www. 
dona.org ）那里得到参考信息。一旦您选择了朵拉，

您将在产前至少预约一次朵拉的会面，一起讨论您

和您的伙伴希望拥有的分娩类型。应该与朵拉共同

讨论对您重要的舒适感方法，包括医疗处理。 
 

 

 
一些医院或者分娩中心可能向全部或者部分

客户提供朵拉的服务。如果在产妇和朵拉之间存

在语言障碍，那么她们二人通常会发现目光交流

以及轻柔的抚摸会克服常见语言的缺陷。 
 

有些健康计划将要求您支付朵拉服务的费

用。您可以提前致电询问该项服务是否为可收回

费用的服务，如果它们不是，则可申请朵拉保险

覆盖。保险公司和健康计划可能不知道通过提供

持续性支持，朵拉降低了诸如剖宫产这样的与干

预措施有关的健康护理费用。 
 
来自于拉玛泽国际的推荐 

拉玛泽国际赞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承认持续

性产程支持的意义犹如正常分娩中的一项关键因

素的主张。拉玛泽相信所有妇女都应该有权使用

持续性产程支持，而不受经济或者文化背景的阻

碍。拉玛泽鼓励所有妇女为涵盖持续性情感、身

体、以及信息支持的分娩环境制定计划。 
 

凭借承诺始终与您和您的家人呆在一起、对

身体和情感舒适感方法中的知识、以及相信您天

生具有分娩自己宝宝的能力，一名具有分娩经验

的支持妇女会在产程和分娩中对您的护理做出独

一无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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