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快加盟 寻爱行动

南国情缘俱乐部 征集单身男女会员

情缘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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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上午! 海口大雨"

!

点还

不到! 我们办公室的电话就响起" 一名

男会员告诉我们! 他今天专门请假从某

市县赶到海口来! 主要任务就是赴一名

女会员的约" 电话中! 男会员难掩喜悦

和期待" 他说为了这次见面! 他昨晚一

宿都没睡好! 今天也无心上班! 早早就

向单位告假启程来海口"

原来! 这两名会员几天前经我们牵

线后! 双方在电话中交谈了几次! 彼此

感觉很不错! 于是女会员便提出邀请 !

约男会员
"$

日来海口见面" 为了早日见

到自己心仪的女孩! 男会员不顾瓢泼大

雨准时赴约! 真是为爱风雨无阻啊"

!

月
%&

日! 我们又获悉一个喜讯#一

名女会员刚刚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

为了让男女会员有更进一步的交流

了解! $制造% 更多的缘份! 这个周六!

我们专门策划组织了一场
$

分钟交友活

动& 报名参加这个活动的会员十分踊跃&

在这周的 $红娘% 工作中! 我们还

碰到了一个关于年龄的问题& 一位
$!

岁

的离异女会员! 想找跟她年龄相仿的伴

侣! 但我们为她联系了几个差不多年纪

的男会员! 都碰了 $钉子%# 这几位男会

员都不想找跟自己年纪差不多的伴侣 !

都想找比自己小几岁甚至小十岁八岁的&

为此红娘这线没法牵起来&

还有一位也是离异的
'(

出头的女会

员! 也想找跟自己差不多年纪的& 虽然

有男会员看中了她! 双方条件也挺般配!

但就因为男会员年龄比她大了
)(

岁! 所

以她拒绝了与该男会员联系&

其实在爱情的世界里! 年龄' 身高'

房车应该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吧! 如果两

个人彼此有感觉! 个性又适合! 那暂时

抛开那些 (硬件%! 先接触' 相处一下!

应该也无妨吧& 也许缘分! 就在这些被

条件卡住的人中呢& "唐海珍 王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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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海南总队医院为解决男性健康烦恼推出的(先生热线%

*&$'++++

'网络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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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以后!读者反响热烈!来电一度让专家接到手软!也有不少患者

朋友直接到
!"#$%&' !" ()*!+,-./01234567

向郭主任当面请

教!据统计!平均每日约有一百个电话打进(先生热线%!其中有不少是咨询病毒疣'疱疹

的!专家记录了热线咨询当中的典型问题!希望对患有这类疾病的朋友有所帮助&

849: #$%! &&&&

一位先生在热线里问到!"我患病毒疣
&

年多

了#在很多医院治疗过$但一停药器官上就长

出增生物%丘疹$而且越来越多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

另一位先生提到!"我患有疱疹
$

年了$一
直治疗中$但就是除不了根$现在我爱人也
传染上了$隔一段时间久复发一次$非常痛

苦$请问郭主任$现在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吗& (

目前$大多数医院都采用激光%冷冻%电灼%

涂药等外治法$或结合更昔洛韦%干扰素等
抗病毒和免疫制剂治疗$ 但这些办法只能将表面
的病灶去除$将病毒暂时抑制住$本身已经存在体
内的病毒仍能无法清除杀灭$ 反而促使病毒迅速
躲到细胞里面$进入

4

休眠
4

状态$但当人体肌体免
疫下降时)如感冒%劳累%熬夜%饮食不当等*$或当
病毒

4

睡醒
4

时$体内的病毒就会再次分裂复制$导
致复发$更可怕的是$这时侯的病毒复制速度会更
快$引起病毒变异和恶变的严重后果$病人会感觉
到增生物和水泡长得特别快+

治疗病毒疣% 疱疹的关键就是能否将体内
的病毒彻底杀灭$ 近段时间由武警海南总

队医院携手国内几大权威机构联合攻关$ 吸取分
离法%免疫法和基因法的精华$研究出治疗病毒疣%

疱疹革命性新疗法,,,-生物吞噬
5

基因激活克
毒(疗法$该疗法就是能将病毒清除的疗法$把细胞
内"睡眠(的病毒激活$释放出来$将其彻底排尽$干
扰病毒的整合$ 把变异的病毒转移为对人体有益
的自然杀伤细胞)

67

*$进而对病毒进行追踪攻击$

是医学界又一大突破$创下了治疗病毒疣%疱疹不
复发之先河.

()

*)

*)

()

!

!

"

"

'#()*+,-

武警海南总队医院为解决男性健康烦恼推出的
8

先生热线
4*&#'++++

'网络交流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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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以后 !读者反响热烈 !来电一度让专家接到手软 !也有

不少患者朋友直接到
!"#$%&' '" ()*!+,-./01234567

向李教授当面请教 !据统计 !平均每日约有一百个电话打进
4

先生热线
4

!其中约有

':;

是咨询男性功能障碍的 !已成为威胁男性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 & 专家记录了热

线咨询当中的典型问题 !希望对患有
<=>

男性功能障碍
?

的朋友有所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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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我
$'

岁$夫妻生活时有一个困扰$就是夫
妻生活时间过快$现在似乎更严重了

@

导致
现在夫妻关系紧张$ 我想问一下专家我这属于啥
原因$严重吗&

我今年
%&

岁$ 长期有过度的不良生活方
式$ 而且发现早晨的生理反应消失了$夫

妻生活时间很短$感觉很勉强$采用过很多方法
疗效不佳$请问现在有什么好办法&

造成男性生理功能障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如遗传因素/生理病理因素%精神因素%女方
因素等# 大多数患者男性生理功能障碍是由于生
理病理因素造成的# 男性的生理功能障碍患者往
往由于男性器官的感觉神经兴奋性比正常人高#

而导致男性生理功能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引起
男性生理功能障碍的诱因之一. 如不规律的生活
状态#睡眠不足及对烟%酒%咖啡等刺激物的嗜好
等等#都会导致男性生理功能障碍.

以往#对于
<=

只能开一些安慰作用的药
物#无法根治-硬件0上的问题.现在#国际

男科学界公认最先进的方法就是
8

敏感神经阻断
术
8

# 武警海南总队医院由男科权威李教授亲诊#

只需在男性器官皮肤上切一微小切口#

):

分钟即
可完成手术. 达到提高男性功能#延长夫妻生活
时间的目的. 该手术安全%快速%微创%无痛#术后
无不适感#不影响到男性的生育功能#在海南地
区属率先开展#且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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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史晓晖 实习生 何国鹏 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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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娘手记
B

C

男会员一宿无眠

冒雨跨市县赴约

第一印象很重要 女会员精心打扮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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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甘心做$剩女% 主动出击寻找心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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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工作忙没时间 老爸上阵相儿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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