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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春节! 看着别人喜滋滋地带
着老婆孩子回家过年时! 海口的阿玲
"化名#觉得特别落寂$ 自打三年前结
婚后!阿玲就希望生个宝宝!和丈夫其
乐融融地回家过年$但等呀等!都三年
过去了!每年都是他和丈夫两人回$

%三年多了一直都没能怀孕! 我
们想孩子都快想疯了$& 阿玲说! 他
和丈夫生活都稳定! 彼此相爱! 结婚
后小俩口一直希望生个宝宝$ 从婚后
第二年开始! 他们就计划要宝宝! 但
阿玲一直没有怀孕 $ 这样过去一年
后! 阿玲和丈夫有些着急了! %不会
是我们俩哪个有问题吧

!

& 阿玲的丈
夫先提出疑惑$

在这种情况下! 阿玲的丈夫到医
院做了精液检查!结果是精子数量'质
量没问题! 此时丈夫把怀疑的目光投
向了阿玲$ 此时!阿玲心里很是委屈!

带着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医院进
行了不孕不育的各项检查! 检查结果
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导致的不孕$

%这两年 ! 我们医院跑了不少 !

钱也花了无数! 可肚子却始终鼓不起
来$& 就在阿玲难过的时候! 今年回
家过年时 ! 听说村里一个人不孕多
年! 后在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赵医生

的精心治疗下! 终于喜得贵子$ 于是
过完年后! 阿玲就和丈夫老公慕名而
至! 找到了赵主任$ 经全面检查后!

赵医生说! 阿排卵障碍较重是造成阿
玲多年不孕的主要症结 $ 找到根源
后! 如接受系统的治疗! 怀孕的几率
还是比较大的$

名医牛招

中西医结合治不孕范围广

从事不孕不育临床工作多年的海
南中西医结合医院不孕不育科专家赵
会认为! 中国人有 %不孝有三! 无后
为大& 的传统观念! 据有关权威部门

的统计数据显示! 在近些年来离婚人
群中! 由于不孕不育造成的离异的夫
妇占有很大的比例$ 近年来! 由于社
会压力大' 工作节奏快' 精神紧张'

环境污染' 生活不规律等原因! 不孕
症的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不孕不
育症的发生率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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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孕不育的治疗方面! 目前!

采用的中西医结合现代技术治不孕不
育适用范围广! 在临床上多用于治疗
月经不调' 闭经' 子宫' 卵巢功能不
健全 ' 多囊卵巢综合症引起的不孕
症! 同时对输卵管阻塞性不孕! 男性
少精' 精子不液化' 精子成活率低等
引起的不育症也有很好的疗效$

赵主任认为! 一些医生仍采用传

统的方法治疗不孕不育症! 如口服激
素'外科手术等单纯手段!效果差强人
意$相形之下!%中西医结合现技术&在
诊疗过程中!医生根据病人的情况!抓
住最佳时机做出针对性的治疗$

健康春之声

女性发生不孕不育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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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春节! 看着别人喜滋滋地带
着老婆孩子回家过年时! 海口的阿玲
*化名)觉得特别落寂$ 自打三年前结
婚后!阿玲就希望生个宝宝!和丈夫其
乐融融地回家过年$但等呀等!都三年
过去了!每年都是他和丈夫两人回$

%三年多了一直都没能怀孕! 我
们想孩子都快想疯了$& 阿玲说! 他
和丈夫生活都稳定! 彼此相爱! 结婚
后小俩口一直希望生个宝宝$ 从婚后
第二年开始! 他们就计划要宝宝! 但
阿玲一直没有怀孕 $ 这样过去一年
后! 阿玲和丈夫有些着急了! %不会
是我们俩哪个有问题吧

!

& 阿玲的丈
夫先提出疑惑$

在这种情况下! 阿玲的丈夫到医
院做了精液检查!结果是精子数量'质
量没问题! 此时丈夫把怀疑的目光投
向了阿玲$ 此时!阿玲心里很是委屈!

带着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医院进
行了不孕不育的各项检查! 检查结果
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导致的不孕$

%这两年 ! 我们医院跑了不少 !

钱也花了无数! 可肚子却始终鼓不起
来$& 就在阿玲难过的时候! 今年回
家过年时 ! 听说村里一个人不孕多
年! 后在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赵医生

的精心治疗下! 终于喜得贵子$ 于是
过完年后! 阿玲就和丈夫老公慕名而
至! 找到了赵主任$ 经全面检查后!

赵医生说! 阿排卵障碍较重是造成阿
玲多年不孕的主要症结 $ 找到根源
后! 如接受系统的治疗! 怀孕的几率
还是比较大的$

名医牛招

中西医结合治不孕范围广

从事不孕不育临床工作多年的海
南中西医结合医院不孕不育科专家赵
会认为! 中国人有 %不孝有三! 无后
为大& 的传统观念! 据有关权威部门

的统计数据显示! 在近些年来离婚人
群中! 由于不孕不育造成的离异的夫
妇占有很大的比例$ 近年来! 由于社
会压力大' 工作节奏快' 精神紧张'

环境污染' 生活不规律等原因! 不孕
症的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不孕不
育症的发生率约为

"&!

(

$%!

$

在不孕不育的治疗方面! 目前!

采用的中西医结合现代技术治不孕不
育适用范围广! 在临床上多用于治疗
月经不调' 闭经' 子宫' 卵巢功能不
健全 ' 多囊卵巢综合症引起的不孕
症! 同时对输卵管阻塞性不孕! 男性
少精' 精子不液化' 精子成活率低等
引起的不育症也有很好的疗效$

赵主任认为! 一些医生仍采用传

统的方法治疗不孕不育症! 如口服激
素'外科手术等单纯手段!效果差强人
意$相形之下!%中西医结合现技术&在
诊疗过程中!医生根据病人的情况!抓
住最佳时机做出针对性的治疗$

健康春之声

女性发生不孕不育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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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 没孩子+ 去年! 没孩子+ 今年! 还是没孩子,,

周明华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昨天举行新

闻发布会# 提出将就社会关注度高$

影响教育改革发展全局的
$%

个重大

问题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包括是否取

消高中文理分科等问题% "报道见本

报昨日
./

版#今日第
0

版$

中学文理分科的确弊端重重#因

此#坊间有一些论调&高中文理分科#

让我们损失了一大批真正的自然科

学家和真正的人文$ 社会学科的大

师'文理分科是导致人才培养水平下

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加剧了我国

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分离%

打量这一观点# 其潜台词即是#

应该早日废除文理分科% 可问题是#

废除了文理分科#是否民族素质就大

为提升#是否就会大师频现( 答案自

然不容乐观% 众所周知#高中文理分

科之所以大行其道 # 除了历史背

景)))沿袭和复制前苏联教育模式#

一个最不容回避的因素即是与应试

教育大有干系%

可以断言# 如果应试教育不休#

仅仅取消文理分科#这种浅表化的小

手术自然于事无补%可以想见的一个

后果是#高中生因为文理合科而大大

加重学习负担% 笔者曾读到一篇博

文#作者反对取消文理分科#理由是&

看看在读的高三学生是怎样度日的*

一天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一

科一张试卷# 恨不得把一秒钟分成

(%

份% 这是文理分科后的状况#要是

不分科呢( 再加三张试卷总共八张#

怎么让我们受得了呢*不妨让我们专

心地去学理或文吧*

现在#一些人谈起那些远去的文

理兼修的大师#总是喟叹不已#比如

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 才华横

溢#术业多攻#除了数学#在历史$音

乐$画画$诗词等方面也皆有所长%除

了陈省身#还有苏步青$钱学森等大

师都是文理兼修% 不妨作一假设#如

果这些大师在学生时代也终日为应

试教育奴役# 他们还会在少年时#有

时间和闲心钻研其他兴趣爱好吗(

因此#如果应试教育不休#文理

合科又有何益(要想实现取消文理分

科后的愿景#首当其冲的就应该是祛

除应试教育# 施行真正的素质教育#

否则单纯取消文理分科不仅达不到

预期效果#反而加重学生负担#客观

上助长应试教育% +原载!西安晚报",

正方!支持取消分科! 现

在的大学生理科的不知历史

地理常识和传统文化"文科的

对日常的物理化学生物知识

一窍不通# 太失败了!

反方!反对取消#学生学习

任务太重" 不利学生身心健康

成长# 应试教育已经让学生喘

不过气来了" 如果再取消文理

科"会增加学习科目"这样学生

任务更重"为了上大学"压力更

大"这样学生还要不要命#

第三方!关键不在分科不

分科" 关键在高考考哪几课#

现在如果不分科后"所有课都

考"学生压力增大# 如果只考

一科"压力就小# 另外怎样考

也是大问题# 总之教改应该是

使学生减负"教改后不能增加

学生负担"有利于学生全面发

展"有利于社会进步#

是否取消高中阶段的文理

分科#目前至少有这样几种可能

性#一是彻底取消文理分科而九

门课全学#二是保留文理分科而

将分科时间延后到高三'三是取

消文理分科并降低理科的难度%

教育部应该允许这些可能方案

分别在各地实施#等实践有一定

结果后 #再来比较其利弊 #并完

善和选择%

)

叶雷
*

应试教育不死文理合科又有何益

$

月
+

日!成都晚报"称#

,

日晚#

央视邀请的两位研究养老保险专家

首度提及公务员养老金问题% 清华

大学杨燕绥教授称# 公务员养老金

制度改革一定要改# 改革方案正在

讨论# 是不是跟企业或跟事业单位

同步#可能有点差异#但肯定要改 #

择机进行%

作为社会福利系统
-

养老金确实

不该 -一国
.

制. 了% 不管是说企

业养老金少了
-

还是其他单位的养老

金多了
-

是应该 -就低 .

-

还是应该

-就高.

-

就养老金的公平性来讲
-

都

在当打之年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

在退

休之后受到的待遇就不该有大的差

别% 至于贡献的多少# 这在工作时

的工资奖金中就已经体现了# 这种

差异不应该带上一辈子% 所以# 当

前亟待恶补国家职工养老金公平这

一课%

由于国情#我们还不能就下定论

是该提企业的养老金#还是该削公务

员的养老金%如何补#不补又能咋样#

以及由谁去推动-补课.等#由于问题

的复杂性而尤显紧迫% 如今#这两名

权威专家高调发言#称公务员养老金

改革不可阻挡#这固然让人看到了将

要实现-补课.的希望#但毕竟还在方

案讨论中%对方案的讨论情况以及出

台时间#将又是一个-择机.过程%

说实话#我一看到-择机.就后背

沁汗#我国推出燃油税-择机.了
',

年'而公车改革在讨论与-择机.中反

复折腾#一晃十多年至今还没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说法%

但愿公务员养老金改革的 -择

机.试点推出#不会又是一-择机.就

是漫漫十年长路%+原载!扬子晚报",

9:;<=>?@ABC7DE8FGH%

石城客

IJKL4MM

网 言 网 语

豁出去了
也许这是一种需要$ 一种因距

离产生的需要! 一种距离产生的精
神上的需要! 或者是距离产生的一
种肉体上的需要! 或者说是一种被
诱惑$

)))

$+

岁的黄昌彪是重庆蓓蕾

鲜花网络配送中心老板# 近日他在

网上用 -重庆蓓蕾花儿. 的网名说#

他代客户送花给男友或女友时# 多

次看到收花的男女却和另外一位异

性亲昵相处% 他感到很矛盾# -作

为花店老板# 我不能违背职业道德#

把事情告诉送花者 ' 但不说出来 #

又对不起我的良心# 如鲠在喉* 其

实我也怕发出来影响花店生意# 但

权衡再三还是决定豁出去了%.

%将汉字简化及拼音化的做法并

不科学& 可谓走上了一条歧途'(

)))国学大师季羡林教授对简

化字大行其道$ 古文今译表示担忧%

%除了挤挤挨挨的人头& 前面有

什么& 一点都看不到)(

)))北京高三学生李木子花

$///

美元观礼# 结果连奥巴马影子

都没看到%

%造假人一辈子都在达摩克利斯

剑之下(

)))浙江大学校长 $ 中科院

院士杨卫回应浙大博士后论文造

假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