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人秀
即使真的是一场秀! 也是一场

温暖人心的真人秀"

!!!日前" 某论坛出现了一个

题为 #我把自己的下半生交给网络$

的帖子%发帖人声称她是个
!"

岁的北

漂女孩"愿意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网

络"由网友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自发

帖至今"该帖已被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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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页"回帖

量也逼近
!

万% 有网友这样评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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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痛不欲生-.大疾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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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鼻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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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痔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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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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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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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外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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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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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异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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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哪些疾病对人类危胁最
大! 哪些疾病对老百姓生活影响最
大! 哪些健康误区最让人迷失! 从
#!

月
#"

日起" 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
陆续推出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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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之
$最% 大盘点" 对事关百姓健康的疾
病进行权威盘点" 并请专家指出解
决之道"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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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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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老刘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开出租车五年了& 从前年开始"原本
身体还可以的他经常感觉到尿道瘙
痒"会阴部胀痛"排尿分叉"射精乏力
无快感& 后来"他到医院检查"医生
诊断是慢性前列腺炎& 医生通过老

刘的病史了解到"老刘常年开车"一
整天晃悠在大街小巷拉客"由于长期
久坐"加上经常憋尿"引发前列腺炎&

$我很积极治疗的"但路子就是不
对"症状时好时坏& %老刘痛苦地
说"为控制症状"他每周都到医院看
病取药"主要药物是消炎止痛药和抗
生素等& 或许是病急乱投医的原因"

他轮流就诊于几个医生& 每次服用
一种新药"老刘总感觉开始有效"但
一段时间后症状又会再次复发& 当
使用另外一种或几种新药时"老刘感
觉症状又有所好转& 周而复始"几
年下来"市场上很多治疗前列腺炎的
药物都被他用过了&

名医点评
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男科中心主任

张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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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充血 ' 病原微生物感
染' 尿液刺激和焦虑' 抑郁' 恐惧%

被认为是前列腺炎的四大诱因& 这
里要着重说的是前列腺充血的问题"

生活中很多人会犯这一点&

其实" 各种原因引起的充血特别
是被动充血" 是前列腺炎的重要致病
因素&生活中引起充血的情形很常见(

性生活过频' 性交被迫中断" 或过多
的手淫等" 都可使前列腺不正常充血& 此
外" 骑自行车' 久坐等都可导致会阴部反
复损伤和前列腺充血" 尤其以长时间开车'

久坐办公室等" 出租车司机老刘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中医理论认为" 酗酒' 贪食
油腻食物等不良生活习惯容易导致

湿热内生" 淤积于生殖器官而使其
充血并引起性兴奋" 导致尿道内压
增加' 前列腺管收缩而妨碍前列腺
液排泄" 产生淤积性充血&

像出租车老刘的前列腺炎之所以
治疗起来很困难" 主要原因是他对该
病缺乏正确的认识" 不规范治疗和用
药"没有选择一家正规的专科医院"没
有配合医生系统治疗" 使细菌等致病
微生物产生耐药性" 前列腺炎出现反
复情况"给后来的治疗带来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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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炎是男性成年人常见的
一种男科疾病" 据有关资料统计"

在成年人里" 约有
&"

)

($)

& 我们

通过摸索发现" 在治疗慢性前列腺
炎这块" 如果灵活地运用中西医各
自的优点" 并且把它们结合起来"

可能能起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西医治疗前列腺炎这块"主要是
采用抗菌素治疗"抗生素在治疗慢性
前列腺炎这块"其优势在于它是针对
致病菌的病因来治疗"比如说前列
腺炎比较常见的感染是大肠杆菌
和葡萄球菌 "可选用抗生素把体内
细菌给消灭了 "这个疾病就得到了
控制 "所以说西药在控制病情上有
一定的作用 "而且药效发挥的比较
快 & 因为抗菌素很明确 "主要是针
对治病细菌有杀灭作用 &

而中医治疗是标本兼治'功补
兼施 "在这块上中医是有优势的 &

中医药治疗前列腺炎讲究辨证论
治'治病求本"中医在治疗前列腺炎
这块"它是辨证论治'治病求本"辨
证论治是中医治病的特点"诊治前
列腺炎的时候"中医是因人而异"根
据患者的个体差异"症型的不同"针
对性强地用药"而不是千人一面地
使用同一种药物和方法&

!

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又是一元复始" 再回首" 曾经

的创伤与欢喜都化成记忆" 装进我

们的行囊& 向前看" 我们重燃激情"

为了新的超越踏上征程%

!$$%

年是中国人一段心潮澎湃

的记忆" 悲欢离合糅在一起" 汇成

一部值得珍藏的百科全书% 一个民

族不屈不挠的品格在这里展现" 一

个国家繁荣富强的志向在这里刻录"

烙进
#&

亿人的集体记忆" 化作大江

南北冬生根' 春发芽' 夏成熟' 秋

收获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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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一个新起点 " 百年

一遇的金融风暴让这个起点格外

不同寻常 % 投资四万亿元扩大内

需" 办好农村 (水 ' 电 ' 路 ' 气 '

房)

"

件实事" 解决
&($

万户居民

住房问题 " 上调扶贫标准让更多

人受益**保增长 ' 保民生的新

举措振奋人心 " 让这个冬天春意

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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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一个新起点" (不动

摇' 不懈怠' 不折腾) 的宣示" 让

所有人心里更踏实 " 步伐更沉稳 %

风云变幻中我们梳理思路" 咬定青

山不放松& 严峻挑战前我们坚定信

心" 相信危中有机" 风雨过后有彩

虹% 迎难而上" 抓住契机转变发展

方式" 民生更有保障" 前景更加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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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一个新起点" 瞻望未

来" 我们知道生活中还会有波折有

困难" 但我们宁愿在崎岖中拓荒前

行" 哪怕荆棘划破衣衫' 刺伤肌肤"

因为我们知道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破除一切迷信" 冲破一切藩篱" 在

解放思想中放飞梦想" 去追逐更美

的风景%

告别难忘的
!$$%

年" 在机遇与

挑战并存' 困难与希望同在的今天"

打点行装" 我们毅然上路%

$据新华社%

新年!我们再上征程
王立彬 黄冠

这两天媒体都在盘点
!$$%

年 " 即将过去的一年里 " 媒体与

网络新词一直没有枯竭过 " 但最

为扎眼的莫过于 (史上最牛)% 在

这个明显带有幽默元素的语汇搭

配中" 更透出一丝淡然与无奈%

先说史上 (最牛年薪人物 )

马明哲先生吧 " 平安董事长马明

哲的税前年薪是
++#+,#

万元 % 这

一年来 " 这个天价薪酬一直伴着

国人关注工资收入的眼球一起运

动 % 面对公众持续不断的质疑 "

马董选择了无声的 (拖延战术 )

+!!你批评你生气 " 俺数钱俺乐

意 % 以时间耗空间 " 过一阵子便

批不动了%

但世界银行副行长乔杜里先

生看不惯了 " 当提到马董的天价

年薪问题时 " 他直截了当地说 ,

(中国一些公司的薪酬水平已高到

不道德的程度%)

再说派人进京抓记者的 (史

上最牛县委书记 ) 张志国 % 我们

知道 " 以往在舆论监督之前设障

的公权人 " 总是技术性地躲在暗

处" 并未像张志国这样走上前台"

没有堂而皇之地去抓监督自己的

记者 % 经辽宁省和铁岭市有关部

门调查认定 " 该案是一起政法部

门不依法办案 ' 党政领导非法干

预司法和舆论的恶性案件 % 虽然

张志国最终丢官 " 但他的 (最

牛)" 仍然让人心有恐惧%

另外 " 还有折腾了网民一年

多的拍纸老虎 (英雄 ) 周正龙 "

以及 (叉 腰 肌 ) 得 主 谢 亚 龙 "

(掐脖交通高官 ) 林嘉祥 " 地震

中丢下学生先跑的范美忠等 " 他

们" 构成了
!$$%

年热点人物的鲜

活图谱 % 盘点过去 " 期待明天 "

在新的一年中 " 真的希望能少一

点 (最牛 ) 的雷人 " 多一些牵挂

民生的公众人物 % -原载 .现代

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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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华

打开
!$$%

年
#!

月
&#

日.南方

都市报$"就看到一张照片,一个可

怜的乞讨少年% 又看了子强先生的

一篇文章"才了解该少年的情况,汶

川地震发生后
-

广州一位身患小儿麻

痹症的乞讨少年
-

因几度捐款而被称

为(史上最感人的捐赠者)% 在公众

视野里消失几个月后
-

这位少年又被

一家名叫(好人网)的网站给找了出

来
-

他的现状
-

不说大家也应该想得

到
.

和过去一样
-

依然在街头乞讨%

子强先生说"(好人网)的创办

者是一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大学

教授
-

网站的宗旨是(说好人
-

帮好

人
-

做好人)

-

此次寻找活动
-

据称目

的是(传递一个信息
.

好人有好报)%

好人有好报
-

是一个古老而朴素的

价值观
-

现实是否如此
-

则见仁见

智%这位乞讨少年当时的捐赠之举
-

可谓感动万千网友
-

但是
-

好人得到

好报了吗
/

在制造了巨大的感动之

后
-

他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

依

然要拖着残疾的躯体
-

在街头乞讨
-

即便是在这寒意甚浓的岁末%

贾樟柯的电影 .三峡好人$为

什么引起知识界人士的强烈关注0

正如一学者所说"(至少它关注了现

实民生"并守护了善)% 影片给中的

好人就是韩三明那样的人" 那种始

终以不可思议的方式保有素朴之善

的人%韩三明所用的手机音乐是(好

人一路平安)"好人就是能够(遵纪

守法)"能够(重情守义)"能够(顾全

大局)"遇事能够(让一步)"邻里有

难能够(援之以手)"路见不平能够

(拔刀相助)等等%

曾几何时"我们写文章喜欢说"

世上还是好人多% (好人网)现象仿

佛又在告诉我们, 世上还是有好人

的% 我们总说好人"可是"真正想帮

好人'做好人的人并不多"否则"乞

讨少年也不会 (依然在街头乞讨)

了% 什么时候(帮好人
-

做好人)的人

多了"社会才会更加温馨'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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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清华

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名义对某
种商品实行政府指导价制度"在市场
内在逻辑和政治因素作用下"从来都
产生不了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效果&相
反"这种机制经常成为利益集团随意
操纵'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工具&

+++从明年
#

月
#

日起" 江苏

省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将暂停对普通

商品住房销售前的价格审批" 将定

价权 (下放) 给企业% 秋风在新京

报上发表评论认为" 此举是地方政

府的一种自我纠错%

山寨文化的意义在于" 它给为
精英思维所充斥的主流文化提了一
个醒( 在追求文艺精品的同时" 也
要学会放下身段" 去聆听人民的精
神吁求" 寻找自变的方式和渠道 "

不要走上背离群众的自毁之路&

+++韩浩月在中国青年报上解

读山寨现象和山寨文化%

有人劝我留在规划局" 不要脱
离为官主战场& 实际上" 我心里非
常惧怕待在那个岗位上& 我很清楚
按那种搞法早晚会出事&

+++因受贿近
#+$$

万元被判死

缓的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

在忏悔书中写道%

公共意见

新闻语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