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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积玉桥学校一化学老师设

立另类奖励! 考第一的学生有机会

在课堂上鸣发令枪!老师称!这个奖

励设想源自刚结束的校园运动会"

运动会上不少学生特别是男生!对

频频响起的发令枪十分感兴趣!都

想体验一把打枪的感觉" 也能引导

孩子关注生活中的化学现象! 一举

两得" #据$武汉晨报%

!"

月
!#

日&

化学课考第一可以打枪 !一

'鸣(惊人!当然!目前还不是校园枪

击案"但刺激程度不亚于网络游戏"

在网上看到介绍!有个游戏!一旦上

瘾!欲罢不能"据说有人砸进去了几

百万" 在游戏里玩什么'杀人()*打

劫(!也可以在游戏里找自己的*神

仙眷侣(!你叫我宝贝!我叫你大叔

+,游戏不过是游戏! 一旦沉湎其

中不能自拔!那就危险了-如果想以

此逃避现实烦恼)麻痹自己!那只能

是妄想"打个比方!一个老实人!每天

给他在地上捡到
!""

元! 百天过后!

这个人也就废掉了!为什么. 因为他

已经丧失了基本生活概念!他完全忘

却了原来那种勤劳简单的快乐!或许

他想回到从前!但他已改变的物质化

欲望化的思想很难让他再快乐起来-

回到课堂枪声的话题!男生'想体

验打枪的感觉(!就奖励他打枪!如果

想玩网络游戏是否也满足其要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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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停车难已经难到了什么程

度 ! 海口交警给出了一个权威答

案" 目前海口机动车保有量
0,

余万

辆# 并以每年
.,1

的速度增长$ 而

海口中心城区汽车行驶总量不下
2,

万辆# 停车泊位缺口
.3

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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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网络评论最近披露的另一组

事实让人气不打一处来$ 海口有大

量的停车场被人为挪作他用了" 海

口万国大都会近万平方米的地下停

车场被人为地更改为商铺并公开出

租 % 南亚广场地下停车场改做商

场% 宜欣广场的大型地下停车场也

有部分变成了超市% 明珠广场的地

下停车场被改为商场&&海口主要

的大商场当初配套的停车场几乎都

被挪作他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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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南海网评论
5

没有人统计这些被占用的停车

场总共有多少停车位# 但我想不会

是一个小数目$ 众所周知# 地下停

车场要改变用途 # 必须经过规划 '

消防等诸多部门的申报' 审批' 验

收$ 如果这些部门不开绿灯# 这些

停车场是变不成商场和商铺的$ 让

人不解的是# 从较早的明珠广场到

最近的万国大都会# 这些年来# 海

口一边在唉叹停车难# 一边却眼睁

睁看着一个又一个配套停车场被挪

作他用$

是主管部门对此不知情吗! 显

然不是$ 当年明珠广场地下停车场

被挪作商用搞起 (万福隆超市 )

时# 民众议论纷纷# 多位海口市领

导在公开场合表态要进行处理# 还

停车场于市民$ 最后 (万福隆) 都

搬走了# 至今也没见着地下商场恢

复为停车场$

地下停车场挪作商用# 租金自

然要比收几个停车费贵得多# 暴利

驱使之下# 老板们自然就会想方设

法找借口' 钻空子去审批$ 无数案

例告诉我们# 哪里有审批# 哪里就

可能有腐败$ 海口一个又一个的地

下停车场经过有关部门审批后被

(合法) 地挪作他用了# 如此行为#

让人不禁怀疑# 这里边是否存在其

他问题! 有关部门为何多年对此一

直坐视不管!

省委书记卫留成指示要关注停

车难问题$ 海口目前也正在研究部

署落实省委书记的指示$ 解决停车

难# 我看不妨把收回被占用' 被挪

用的地下停车场作为突破口$ 目前

海口主城区寸土寸金# 要想新建大

型停车场 # 涉及地皮等诸多问题 #

耗时费力 # 决非三两天可成之事 $

而这些被挪用的停车场# 全是现成

的# 而且数量不小# 一收回来就能

派上用场# 大可缓解停车难$

现在是秋后算账的时候了# 叫

了多年办不成的事# 不知这次能否

借东风痛痛快快地办了!

*原载南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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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停车场被挪用不能这样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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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吧门口被贴上落款为冠县公安局
城关派出所的通知!上书"停业整顿
两个月#!一直到现在!冠县几乎所
有网吧全部关闭$ 冠县网络监控负
责人称!如果不实现实名制!上网者
可以不负责任地随意发表言论!"太
乱%$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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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 针对网吧接纳未成年学

生的问题有关部门出台了很多措

施# 但在网吧业主的软磨硬泡下#

很多措施都名存实亡$ 在没有什么

有效办法之前#唯一的办法只能是

关闭网吧, 没有了逃学的诱惑#逃

学的现象自然会少一些$ 别说关闭

网吧是因噎废食# 我想这不是考验

孩子毅力的时候$ *伯静+

反对 不能否认# 不良现象在

某些网吧确实存在# 但同样不能否

认的是# 正是因为管理的松懈才给

了那些不良网吧可乘之机$ 网吧本

没有原罪# 如果问题得不到根本解

决# 纵使关闭了网吧又能怎样呢!

倘若孩子继续厌学# 没有了网吧他

们难道找不到其他逃学场所吗! 只

要依然有人热衷于捕风捉影# 他们

难道找不到其他散布信息的平台

吗! 网吧确实需要规范# 但动辄以

关闭相威胁说到底还是一种懒政思

维使然$ *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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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珠区#一男子骑电动车载

妻子上班时#十几名身穿便衣的警察

突然冲上来#不问缘由伸手拔钥匙#双

方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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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执法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

是保证道路交通安全$ 现在这一幕

看起来不像是维护安全# 倒像是在

抓捕逃犯$ 而且一辆电动车而已#一

来十几个#还来个便衣埋伏#我就奇

怪了#警力真的这么充裕吗!

执法特别是在行政执法中 #公

民的人格和尊严是不可侵犯的$ 在

这起执法事件中# 一大群人身着便

衣#并没有出具任何身份证明#就在

大庭广众之下强行拦车抢夺# 出于

人的本能# 突遭变故的被执行人当

然会反抗$ 被执行人根本搞不清眼

前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更不知道他

们竟然是交警执法人员# 难免会出

现(不明真相)式的本能(抗法)$

我们的法律作用并不是为了惩

处人#而是要教育人#是维护社会平

安的$重大刑事案件可以采用非常的

手法进行抓捕或诱捕#像这样维护普

通的交通秩序# 面对的是普通的公

民#岂能使用这样的便衣埋伏#如临

大敌的(抓捕)行为!用这种不顾公民

切身感受的伤人式(执法)#不是捍卫

法律# 而是在损害法律的公信力$

*原载-扬子晚报.#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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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
海口市蓝天路 !"号#名门广场$

男性健康专线

!"#$####

图文无关

性功能障碍在男性疾病中是一种
常见的病症$据调查显示!现代男性由
于工作和生活压力倍增! 导致男性性
功能障碍的人群越来越多! 其中患阳
痿*早泄*性冷淡*性疲劳的患者呈明
显的上升趋势!且越来越年轻化$

典型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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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今年
!"

岁!某公司部门经
理$他在事业上!拼搏了二十年!终于从
公司的小职员!爬到了部门经理这个位
置$ 这二十年来!他把重心都放在了工
作上面!除了新婚时那一阵短暂的家庭
温馨生活!等妻子生了孩子之后!爸妈
抱了孙子!他就更是一心一意的工作$

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按理说周先
生该松了一口气了$ 一朝拼搏劲泄下
来!他发现!自己+不行了%$以前工作忙
碌的时候!性生活很少!时间也比较短!

但因为工作繁忙的原因!温和的妻子没
忍心责备忙碌的丈夫$ 如今!好不容易
可以自由欢爱!却发现+机器%不灵光
了$ 妻子渴望的眼神!在周先生心里针
扎刺痛一般$渐渐的!他们有了矛盾!有
了争吵!夫妻感情迅速掉到了低峰$ 面
对医生的交流!周先生无奈地说!在工
作中!别人尊敬他!是整个部门的负责
人$可是一回到家里!他却抬不起头来$

最后!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周
先生到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后! 医生
从周先生的工作经历! 发病过程! 以

及他的一些生活习惯! 过去的疾病治
疗史等! 诊断得的是性功能障碍$

名医点评

",-./0123456

+性功能障碍 &简称
#$

) 患者!

多数都在日常生活中肩负较大压力$%

正在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学术访
问的我国著名男科专家* 海军总医院
中医科主任医师江海身表示! 从上述
周先生的病例来看! 病人的性功能有
所退化! 主要是长期的工作压力! 性
生活的频率过少所导致的 $ 这种情
况! 进行系统的药物治疗和辅以部分
心理行为治疗即可恢复$

江海身教授分析!一般来说!平时

压力大*工作忙的男性易患神经衰弱$

当男性体质下降! 再加上因神经衰弱
无法好好休息时! 就更难有充沛的体
力进行性生活$而一些治疗神经衰弱*

安神* 促睡眠的药物会使交感神经受
到抑制! 对雄性激素刺激的反应能力
降低!导致性欲减退!出现

#$

状况$

江海身建议, 已经出现
#$

症状
的患者应尽早和配偶一起到正规医院
就诊! 夫妻同诊! 配合治疗$ 在医生
的帮助下! 改善生活习惯! 有效缓解
症状! 利于性生活的更好恢复$

名医牛招

789:;<=>?@AB&"#C

对急慢性前列腺炎*阳痿*早泄等

男科疾病!江海身教授介绍说!在临床
上!中西医都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又要
相互取长补短!在治疗上要掌握通常人
们所说的+两把剑%$中西医结合不是单
纯的中药

%

西药!而要从理论与实践上
逐步融会贯通!规范疾病的治疗方法$

在临床研究的基础上! 目前结合
治疗性功能障碍的成熟方案主要是采
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 从专项检测*

心理治疗* 药物渗透* 磁振巩固* 康
复检查等方面进行$ 针对性欲减退*

阳痿 * 早泄等性功能障碍的具体病
因! 在准确查明病因的基础上! 针对
个体差异! 调节大脑交感神经* 脊髓
中枢神经* 恢复前列腺功能$

另外! 江教授指出! 阳痿早泄的
治疗方法上自信很重要! 如果是功能
性病变导致的阳痿早泄! 通过治疗都
是可以治愈的! 在治疗的同时也可以
多参加体育锻炼! 增强自身体质也是
很好的阳痿早泄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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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障碍在男性疾病中是一种
常见的病症$据调查显示!现代男性由
于工作和生活压力倍增! 导致男性性
功能障碍的人群越来越多! 其中患阳
痿*早泄*性冷淡*性疲劳的患者呈明
显的上升趋势!且越来越年轻化$

典型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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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今年
!"

岁!某公司部门经
理$他在事业上!拼搏了二十年!终于从
公司的小职员!爬到了部门经理这个位
置$ 这二十年来!他把重心都放在了工
作上面!除了新婚时那一阵短暂的家庭
温馨生活!等妻子生了孩子之后!爸妈
抱了孙子!他就更是一心一意的工作$

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按理说周先
生该松了一口气了$ 一朝拼搏劲泄下
来!他发现!自己+不行了%$以前工作忙
碌的时候!性生活很少!时间也比较短!

但因为工作繁忙的原因!温和的妻子没
忍心责备忙碌的丈夫$ 如今!好不容易
可以自由欢爱!却发现+机器%不灵光
了$ 妻子渴望的眼神!在周先生心里针
扎刺痛一般$渐渐的!他们有了矛盾!有
了争吵!夫妻感情迅速掉到了低峰$ 面
对医生的交流!周先生无奈地说!在工
作中!别人尊敬他!是整个部门的负责
人$可是一回到家里!他却抬不起头来$

最后!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周
先生到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后! 医生
从周先生的工作经历! 发病过程! 以

及他的一些生活习惯! 过去的疾病治
疗史等! 诊断得的是性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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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障碍 &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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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

多数都在日常生活中肩负较大压力$%

正在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学术访
问的我国著名男科专家* 海军总医院
中医科主任医师江海身表示! 从上述
周先生的病例来看! 病人的性功能有
所退化! 主要是长期的工作压力! 性
生活的频率过少所导致的 $ 这种情
况! 进行系统的药物治疗和辅以部分
心理行为治疗即可恢复$

江海身教授分析!一般来说!平时

压力大*工作忙的男性易患神经衰弱$

当男性体质下降! 再加上因神经衰弱
无法好好休息时! 就更难有充沛的体
力进行性生活$而一些治疗神经衰弱*

安神* 促睡眠的药物会使交感神经受
到抑制! 对雄性激素刺激的反应能力
降低!导致性欲减退!出现

#$

状况$

江海身建议, 已经出现
#$

症状
的患者应尽早和配偶一起到正规医院
就诊! 夫妻同诊! 配合治疗$ 在医生
的帮助下! 改善生活习惯! 有效缓解
症状! 利于性生活的更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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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急慢性前列腺炎*阳痿*早泄等

男科疾病!江海身教授介绍说!在临床
上!中西医都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又要
相互取长补短!在治疗上要掌握通常人
们所说的+两把剑%$中西医结合不是单
纯的中药

%

西药!而要从理论与实践上
逐步融会贯通!规范疾病的治疗方法$

在临床研究的基础上! 目前结合
治疗性功能障碍的成熟方案主要是采
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 从专项检测*

心理治疗* 药物渗透* 磁振巩固* 康
复检查等方面进行$ 针对性欲减退*

阳痿 * 早泄等性功能障碍的具体病
因! 在准确查明病因的基础上! 针对
个体差异! 调节大脑交感神经* 脊髓
中枢神经* 恢复前列腺功能$

另外! 江教授指出! 阳痿早泄的
治疗方法上自信很重要! 如果是功能
性病变导致的阳痿早泄! 通过治疗都
是可以治愈的! 在治疗的同时也可以
多参加体育锻炼! 增强自身体质也是
很好的阳痿早泄的治疗方法$

健康春之声

DE?FBGHI$JK

! !"ÿ$%&!()*+,

"# /$123% ^5678�

" :;<=# >?^&/AB

C% D|FGHIJKL% NOP^

QRGSTUFV�

# XYZ[\]% ^K_`Z%

ab^cKd% ef`Zgha% e

iQNj�

$ klm2no% qlres

tuv% wx$yklAFV{|%

ql/!"}]% ~F���

% �?��w)%����

& �%������% ����

�����A��% D���� �

�� ��R�� �¡% ¢2£¤�

¥¦� *§� ¨©� ª«� ¬�R�

' I���% ^��®K¯

°±A��D¬�� ²�� ³´� µ

¶R·�¸I1�% wx$y¹<�

名医私房药膳

LMNO$PQ

- ²� !%% º% »¼ !% º% $

½¾¿À% ÁÂÃÄ�

. ÅÆÇ #%%ºÈÉÊË% $Ì

ÍÎÏÐg% $Ñ #%% º¬�Ò% Ó

Ô% ÍÂ% Õ��Ö�

+ ³´!×#%Ø% ÙÚÛÜÝ%É

ËÞßÐ%àÞ$Ñá¾âã%äÍ%

å$Ì%ÑÇ&%%ºÍæ� æÅçg%$

èâ'é%åÍ�êëÕ��Ö�

, ìíîïÅ (×' ðñ�ò�

# óôõög÷føùúúûÂ% å

üüýþ�

性功能障碍在男性疾病中是一种
常见的病症$据调查显示!现代男性由
于工作和生活压力倍增! 导致男性性
功能障碍的人群越来越多! 其中患阳
痿*早泄*性冷淡*性疲劳的患者呈明
显的上升趋势!且越来越年轻化$

典型病例

!"#$%&'C)*+

周先生!今年
!"

岁!某公司部门经
理$他在事业上!拼搏了二十年!终于从
公司的小职员!爬到了部门经理这个位
置$ 这二十年来!他把重心都放在了工
作上面!除了新婚时那一阵短暂的家庭
温馨生活!等妻子生了孩子之后!爸妈
抱了孙子!他就更是一心一意的工作$

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按理说周先
生该松了一口气了$ 一朝拼搏劲泄下
来!他发现!自己+不行了%$以前工作忙
碌的时候!性生活很少!时间也比较短!

但因为工作繁忙的原因!温和的妻子没
忍心责备忙碌的丈夫$ 如今!好不容易
可以自由欢爱!却发现+机器%不灵光
了$ 妻子渴望的眼神!在周先生心里针
扎刺痛一般$渐渐的!他们有了矛盾!有
了争吵!夫妻感情迅速掉到了低峰$ 面
对医生的交流!周先生无奈地说!在工
作中!别人尊敬他!是整个部门的负责
人$可是一回到家里!他却抬不起头来$

最后!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周
先生到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后! 医生
从周先生的工作经历! 发病过程! 以

及他的一些生活习惯! 过去的疾病治
疗史等! 诊断得的是性功能障碍$

名医点评

",-./0123456

+性功能障碍 &简称
#$

) 患者!

多数都在日常生活中肩负较大压力$%

正在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学术访
问的我国著名男科专家* 海军总医院
中医科主任医师江海身表示! 从上述
周先生的病例来看! 病人的性功能有
所退化! 主要是长期的工作压力! 性
生活的频率过少所导致的 $ 这种情
况! 进行系统的药物治疗和辅以部分
心理行为治疗即可恢复$

江海身教授分析!一般来说!平时

压力大*工作忙的男性易患神经衰弱$

当男性体质下降! 再加上因神经衰弱
无法好好休息时! 就更难有充沛的体
力进行性生活$而一些治疗神经衰弱*

安神* 促睡眠的药物会使交感神经受
到抑制! 对雄性激素刺激的反应能力
降低!导致性欲减退!出现

#$

状况$

江海身建议, 已经出现
#$

症状
的患者应尽早和配偶一起到正规医院
就诊! 夫妻同诊! 配合治疗$ 在医生
的帮助下! 改善生活习惯! 有效缓解
症状! 利于性生活的更好恢复$

名医牛招

789:;<=>?@AB&"#C

对急慢性前列腺炎*阳痿*早泄等

男科疾病!江海身教授介绍说!在临床
上!中西医都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又要
相互取长补短!在治疗上要掌握通常人
们所说的+两把剑%$中西医结合不是单
纯的中药

%

西药!而要从理论与实践上
逐步融会贯通!规范疾病的治疗方法$

在临床研究的基础上! 目前结合
治疗性功能障碍的成熟方案主要是采
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 从专项检测*

心理治疗* 药物渗透* 磁振巩固* 康
复检查等方面进行$ 针对性欲减退*

阳痿 * 早泄等性功能障碍的具体病
因! 在准确查明病因的基础上! 针对
个体差异! 调节大脑交感神经* 脊髓
中枢神经* 恢复前列腺功能$

另外! 江教授指出! 阳痿早泄的
治疗方法上自信很重要! 如果是功能
性病变导致的阳痿早泄! 通过治疗都
是可以治愈的! 在治疗的同时也可以
多参加体育锻炼! 增强自身体质也是
很好的阳痿早泄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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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障碍在男性疾病中是一种
常见的病症$据调查显示!现代男性由
于工作和生活压力倍增! 导致男性性
功能障碍的人群越来越多! 其中患阳
痿*早泄*性冷淡*性疲劳的患者呈明
显的上升趋势!且越来越年轻化$

典型病例

!"#$%&'C)*+

周先生!今年
!"

岁!某公司部门经
理$他在事业上!拼搏了二十年!终于从
公司的小职员!爬到了部门经理这个位
置$ 这二十年来!他把重心都放在了工
作上面!除了新婚时那一阵短暂的家庭
温馨生活!等妻子生了孩子之后!爸妈
抱了孙子!他就更是一心一意的工作$

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按理说周先
生该松了一口气了$ 一朝拼搏劲泄下
来!他发现!自己+不行了%$以前工作忙
碌的时候!性生活很少!时间也比较短!

但因为工作繁忙的原因!温和的妻子没
忍心责备忙碌的丈夫$ 如今!好不容易
可以自由欢爱!却发现+机器%不灵光
了$ 妻子渴望的眼神!在周先生心里针
扎刺痛一般$渐渐的!他们有了矛盾!有
了争吵!夫妻感情迅速掉到了低峰$ 面
对医生的交流!周先生无奈地说!在工
作中!别人尊敬他!是整个部门的负责
人$可是一回到家里!他却抬不起头来$

最后!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周
先生到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后! 医生
从周先生的工作经历! 发病过程! 以

及他的一些生活习惯! 过去的疾病治
疗史等! 诊断得的是性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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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

多数都在日常生活中肩负较大压力$%

正在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学术访
问的我国著名男科专家* 海军总医院
中医科主任医师江海身表示! 从上述
周先生的病例来看! 病人的性功能有
所退化! 主要是长期的工作压力! 性
生活的频率过少所导致的 $ 这种情
况! 进行系统的药物治疗和辅以部分
心理行为治疗即可恢复$

江海身教授分析!一般来说!平时

压力大*工作忙的男性易患神经衰弱$

当男性体质下降! 再加上因神经衰弱
无法好好休息时! 就更难有充沛的体
力进行性生活$而一些治疗神经衰弱*

安神* 促睡眠的药物会使交感神经受
到抑制! 对雄性激素刺激的反应能力
降低!导致性欲减退!出现

#$

状况$

江海身建议, 已经出现
#$

症状
的患者应尽早和配偶一起到正规医院
就诊! 夫妻同诊! 配合治疗$ 在医生
的帮助下! 改善生活习惯! 有效缓解
症状! 利于性生活的更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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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急慢性前列腺炎*阳痿*早泄等

男科疾病!江海身教授介绍说!在临床
上!中西医都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又要
相互取长补短!在治疗上要掌握通常人
们所说的+两把剑%$中西医结合不是单
纯的中药

%

西药!而要从理论与实践上
逐步融会贯通!规范疾病的治疗方法$

在临床研究的基础上! 目前结合
治疗性功能障碍的成熟方案主要是采
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 从专项检测*

心理治疗* 药物渗透* 磁振巩固* 康
复检查等方面进行$ 针对性欲减退*

阳痿 * 早泄等性功能障碍的具体病
因! 在准确查明病因的基础上! 针对
个体差异! 调节大脑交感神经* 脊髓
中枢神经* 恢复前列腺功能$

另外! 江教授指出! 阳痿早泄的
治疗方法上自信很重要! 如果是功能
性病变导致的阳痿早泄! 通过治疗都
是可以治愈的! 在治疗的同时也可以
多参加体育锻炼! 增强自身体质也是
很好的阳痿早泄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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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障碍在男性疾病中是一种
常见的病症$据调查显示!现代男性由
于工作和生活压力倍增! 导致男性性
功能障碍的人群越来越多! 其中患阳
痿*早泄*性冷淡*性疲劳的患者呈明
显的上升趋势!且越来越年轻化$

典型病例

!"#$%&'C)*+

周先生!今年
!"

岁!某公司部门经
理$他在事业上!拼搏了二十年!终于从
公司的小职员!爬到了部门经理这个位
置$ 这二十年来!他把重心都放在了工
作上面!除了新婚时那一阵短暂的家庭
温馨生活!等妻子生了孩子之后!爸妈
抱了孙子!他就更是一心一意的工作$

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按理说周先
生该松了一口气了$ 一朝拼搏劲泄下
来!他发现!自己+不行了%$以前工作忙
碌的时候!性生活很少!时间也比较短!

但因为工作繁忙的原因!温和的妻子没
忍心责备忙碌的丈夫$ 如今!好不容易
可以自由欢爱!却发现+机器%不灵光
了$ 妻子渴望的眼神!在周先生心里针
扎刺痛一般$渐渐的!他们有了矛盾!有
了争吵!夫妻感情迅速掉到了低峰$ 面
对医生的交流!周先生无奈地说!在工
作中!别人尊敬他!是整个部门的负责
人$可是一回到家里!他却抬不起头来$

最后!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周
先生到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后! 医生
从周先生的工作经历! 发病过程! 以

及他的一些生活习惯! 过去的疾病治
疗史等! 诊断得的是性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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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

多数都在日常生活中肩负较大压力$%

正在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学术访
问的我国著名男科专家* 海军总医院
中医科主任医师江海身表示! 从上述
周先生的病例来看! 病人的性功能有
所退化! 主要是长期的工作压力! 性
生活的频率过少所导致的 $ 这种情
况! 进行系统的药物治疗和辅以部分
心理行为治疗即可恢复$

江海身教授分析!一般来说!平时

压力大*工作忙的男性易患神经衰弱$

当男性体质下降! 再加上因神经衰弱
无法好好休息时! 就更难有充沛的体
力进行性生活$而一些治疗神经衰弱*

安神* 促睡眠的药物会使交感神经受
到抑制! 对雄性激素刺激的反应能力
降低!导致性欲减退!出现

#$

状况$

江海身建议, 已经出现
#$

症状
的患者应尽早和配偶一起到正规医院
就诊! 夫妻同诊! 配合治疗$ 在医生
的帮助下! 改善生活习惯! 有效缓解
症状! 利于性生活的更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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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科疾病!江海身教授介绍说!在临床
上!中西医都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又要
相互取长补短!在治疗上要掌握通常人
们所说的+两把剑%$中西医结合不是单
纯的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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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药!而要从理论与实践上
逐步融会贯通!规范疾病的治疗方法$

在临床研究的基础上! 目前结合
治疗性功能障碍的成熟方案主要是采
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 从专项检测*

心理治疗* 药物渗透* 磁振巩固* 康
复检查等方面进行$ 针对性欲减退*

阳痿 * 早泄等性功能障碍的具体病
因! 在准确查明病因的基础上! 针对
个体差异! 调节大脑交感神经* 脊髓
中枢神经* 恢复前列腺功能$

另外! 江教授指出! 阳痿早泄的
治疗方法上自信很重要! 如果是功能
性病变导致的阳痿早泄! 通过治疗都
是可以治愈的! 在治疗的同时也可以
多参加体育锻炼! 增强自身体质也是
很好的阳痿早泄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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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障碍在男性疾病中是一种
常见的病症$据调查显示!现代男性由
于工作和生活压力倍增! 导致男性性
功能障碍的人群越来越多! 其中患阳
痿*早泄*性冷淡*性疲劳的患者呈明
显的上升趋势!且越来越年轻化$

典型病例

!"#$%&'C)*+

周先生!今年
!"

岁!某公司部门经
理$他在事业上!拼搏了二十年!终于从
公司的小职员!爬到了部门经理这个位
置$ 这二十年来!他把重心都放在了工
作上面!除了新婚时那一阵短暂的家庭
温馨生活!等妻子生了孩子之后!爸妈
抱了孙子!他就更是一心一意的工作$

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按理说周先
生该松了一口气了$ 一朝拼搏劲泄下
来!他发现!自己+不行了%$以前工作忙
碌的时候!性生活很少!时间也比较短!

但因为工作繁忙的原因!温和的妻子没
忍心责备忙碌的丈夫$ 如今!好不容易
可以自由欢爱!却发现+机器%不灵光
了$ 妻子渴望的眼神!在周先生心里针
扎刺痛一般$渐渐的!他们有了矛盾!有
了争吵!夫妻感情迅速掉到了低峰$ 面
对医生的交流!周先生无奈地说!在工
作中!别人尊敬他!是整个部门的负责
人$可是一回到家里!他却抬不起头来$

最后!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周
先生到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后! 医生
从周先生的工作经历! 发病过程! 以

及他的一些生活习惯! 过去的疾病治
疗史等! 诊断得的是性功能障碍$

名医点评

",-./0123456

+性功能障碍 &简称
#$

) 患者!

多数都在日常生活中肩负较大压力$%

正在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学术访
问的我国著名男科专家* 海军总医院
中医科主任医师江海身表示! 从上述
周先生的病例来看! 病人的性功能有
所退化! 主要是长期的工作压力! 性
生活的频率过少所导致的 $ 这种情
况! 进行系统的药物治疗和辅以部分
心理行为治疗即可恢复$

江海身教授分析!一般来说!平时

压力大*工作忙的男性易患神经衰弱$

当男性体质下降! 再加上因神经衰弱
无法好好休息时! 就更难有充沛的体
力进行性生活$而一些治疗神经衰弱*

安神* 促睡眠的药物会使交感神经受
到抑制! 对雄性激素刺激的反应能力
降低!导致性欲减退!出现

#$

状况$

江海身建议, 已经出现
#$

症状
的患者应尽早和配偶一起到正规医院
就诊! 夫妻同诊! 配合治疗$ 在医生
的帮助下! 改善生活习惯! 有效缓解
症状! 利于性生活的更好恢复$

名医牛招

789:;<=>?@AB&"#C

对急慢性前列腺炎*阳痿*早泄等

男科疾病!江海身教授介绍说!在临床
上!中西医都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又要
相互取长补短!在治疗上要掌握通常人
们所说的+两把剑%$中西医结合不是单
纯的中药

%

西药!而要从理论与实践上
逐步融会贯通!规范疾病的治疗方法$

在临床研究的基础上! 目前结合
治疗性功能障碍的成熟方案主要是采
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 从专项检测*

心理治疗* 药物渗透* 磁振巩固* 康
复检查等方面进行$ 针对性欲减退*

阳痿 * 早泄等性功能障碍的具体病
因! 在准确查明病因的基础上! 针对
个体差异! 调节大脑交感神经* 脊髓
中枢神经* 恢复前列腺功能$

另外! 江教授指出! 阳痿早泄的
治疗方法上自信很重要! 如果是功能
性病变导致的阳痿早泄! 通过治疗都
是可以治愈的! 在治疗的同时也可以
多参加体育锻炼! 增强自身体质也是
很好的阳痿早泄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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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障碍在男性疾病中是一种
常见的病症$据调查显示!现代男性由
于工作和生活压力倍增! 导致男性性
功能障碍的人群越来越多! 其中患阳
痿*早泄*性冷淡*性疲劳的患者呈明
显的上升趋势!且越来越年轻化$

典型病例

!"#$%&'C)*+

周先生!今年
!"

岁!某公司部门经
理$他在事业上!拼搏了二十年!终于从
公司的小职员!爬到了部门经理这个位
置$ 这二十年来!他把重心都放在了工
作上面!除了新婚时那一阵短暂的家庭
温馨生活!等妻子生了孩子之后!爸妈
抱了孙子!他就更是一心一意的工作$

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按理说周先
生该松了一口气了$ 一朝拼搏劲泄下
来!他发现!自己+不行了%$以前工作忙
碌的时候!性生活很少!时间也比较短!

但因为工作繁忙的原因!温和的妻子没
忍心责备忙碌的丈夫$ 如今!好不容易
可以自由欢爱!却发现+机器%不灵光
了$ 妻子渴望的眼神!在周先生心里针
扎刺痛一般$渐渐的!他们有了矛盾!有
了争吵!夫妻感情迅速掉到了低峰$ 面
对医生的交流!周先生无奈地说!在工
作中!别人尊敬他!是整个部门的负责
人$可是一回到家里!他却抬不起头来$

最后!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周
先生到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后! 医生
从周先生的工作经历! 发病过程! 以

及他的一些生活习惯! 过去的疾病治
疗史等! 诊断得的是性功能障碍$

名医点评

",-./0123456

+性功能障碍 &简称
#$

) 患者!

多数都在日常生活中肩负较大压力$%

正在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学术访
问的我国著名男科专家* 海军总医院
中医科主任医师江海身表示! 从上述
周先生的病例来看! 病人的性功能有
所退化! 主要是长期的工作压力! 性
生活的频率过少所导致的 $ 这种情
况! 进行系统的药物治疗和辅以部分
心理行为治疗即可恢复$

江海身教授分析!一般来说!平时

压力大*工作忙的男性易患神经衰弱$

当男性体质下降! 再加上因神经衰弱
无法好好休息时! 就更难有充沛的体
力进行性生活$而一些治疗神经衰弱*

安神* 促睡眠的药物会使交感神经受
到抑制! 对雄性激素刺激的反应能力
降低!导致性欲减退!出现

#$

状况$

江海身建议, 已经出现
#$

症状
的患者应尽早和配偶一起到正规医院
就诊! 夫妻同诊! 配合治疗$ 在医生
的帮助下! 改善生活习惯! 有效缓解
症状! 利于性生活的更好恢复$

名医牛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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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急慢性前列腺炎*阳痿*早泄等

男科疾病!江海身教授介绍说!在临床
上!中西医都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又要
相互取长补短!在治疗上要掌握通常人
们所说的+两把剑%$中西医结合不是单
纯的中药

%

西药!而要从理论与实践上
逐步融会贯通!规范疾病的治疗方法$

在临床研究的基础上! 目前结合
治疗性功能障碍的成熟方案主要是采
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 从专项检测*

心理治疗* 药物渗透* 磁振巩固* 康
复检查等方面进行$ 针对性欲减退*

阳痿 * 早泄等性功能障碍的具体病
因! 在准确查明病因的基础上! 针对
个体差异! 调节大脑交感神经* 脊髓
中枢神经* 恢复前列腺功能$

另外! 江教授指出! 阳痿早泄的
治疗方法上自信很重要! 如果是功能
性病变导致的阳痿早泄! 通过治疗都
是可以治愈的! 在治疗的同时也可以
多参加体育锻炼! 增强自身体质也是
很好的阳痿早泄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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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障碍在男性疾病中是一种
常见的病症$据调查显示!现代男性由
于工作和生活压力倍增! 导致男性性
功能障碍的人群越来越多! 其中患阳
痿*早泄*性冷淡*性疲劳的患者呈明
显的上升趋势!且越来越年轻化$

典型病例

!"#$%&'C)*+

周先生!今年
!"

岁!某公司部门经
理$他在事业上!拼搏了二十年!终于从
公司的小职员!爬到了部门经理这个位
置$ 这二十年来!他把重心都放在了工
作上面!除了新婚时那一阵短暂的家庭
温馨生活!等妻子生了孩子之后!爸妈
抱了孙子!他就更是一心一意的工作$

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按理说周先
生该松了一口气了$ 一朝拼搏劲泄下
来!他发现!自己+不行了%$以前工作忙
碌的时候!性生活很少!时间也比较短!

但因为工作繁忙的原因!温和的妻子没
忍心责备忙碌的丈夫$ 如今!好不容易
可以自由欢爱!却发现+机器%不灵光
了$ 妻子渴望的眼神!在周先生心里针
扎刺痛一般$渐渐的!他们有了矛盾!有
了争吵!夫妻感情迅速掉到了低峰$ 面
对医生的交流!周先生无奈地说!在工
作中!别人尊敬他!是整个部门的负责
人$可是一回到家里!他却抬不起头来$

最后!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周
先生到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后! 医生
从周先生的工作经历! 发病过程! 以

及他的一些生活习惯! 过去的疾病治
疗史等! 诊断得的是性功能障碍$

名医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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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障碍 &简称
#$

) 患者!

多数都在日常生活中肩负较大压力$%

正在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学术访
问的我国著名男科专家* 海军总医院
中医科主任医师江海身表示! 从上述
周先生的病例来看! 病人的性功能有
所退化! 主要是长期的工作压力! 性
生活的频率过少所导致的 $ 这种情
况! 进行系统的药物治疗和辅以部分
心理行为治疗即可恢复$

江海身教授分析!一般来说!平时

压力大*工作忙的男性易患神经衰弱$

当男性体质下降! 再加上因神经衰弱
无法好好休息时! 就更难有充沛的体
力进行性生活$而一些治疗神经衰弱*

安神* 促睡眠的药物会使交感神经受
到抑制! 对雄性激素刺激的反应能力
降低!导致性欲减退!出现

#$

状况$

江海身建议, 已经出现
#$

症状
的患者应尽早和配偶一起到正规医院
就诊! 夫妻同诊! 配合治疗$ 在医生
的帮助下! 改善生活习惯! 有效缓解
症状! 利于性生活的更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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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急慢性前列腺炎*阳痿*早泄等

男科疾病!江海身教授介绍说!在临床
上!中西医都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又要
相互取长补短!在治疗上要掌握通常人
们所说的+两把剑%$中西医结合不是单
纯的中药

%

西药!而要从理论与实践上
逐步融会贯通!规范疾病的治疗方法$

在临床研究的基础上! 目前结合
治疗性功能障碍的成熟方案主要是采
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 从专项检测*

心理治疗* 药物渗透* 磁振巩固* 康
复检查等方面进行$ 针对性欲减退*

阳痿 * 早泄等性功能障碍的具体病
因! 在准确查明病因的基础上! 针对
个体差异! 调节大脑交感神经* 脊髓
中枢神经* 恢复前列腺功能$

另外! 江教授指出! 阳痿早泄的
治疗方法上自信很重要! 如果是功能
性病变导致的阳痿早泄! 通过治疗都
是可以治愈的! 在治疗的同时也可以
多参加体育锻炼! 增强自身体质也是
很好的阳痿早泄的治疗方法$

健康春之声

DE?FBGHI$JK

! !"ÿ$%&!()*+,

"% /'123% ^5678�

" :;<=% >?^&/AB

C% D|FGHIJKL% NOP^

QRGSTUFV�

# XYZ[\]% ^K_`Z%

ab^cKd% ef`Zgha% e

iQNj�

$ klm2no% qlres

tuv% wx$yklAFV{|%

ql/!"}]% ~F���

% �?��w)%����

& �%������% ����

�����A��% D���� �

�� ��R�� �¡% ¢2£¤�

¥¦� *§� ¨©� ª«� ¬�R�

' I���% ^��®K¯

°±A��D¬�� ²�� ³´� µ

¶R·�¸I1�% wx$y¹<�

名医私房药膳

LMNO$PQ

- ²� !%% º% »¼ !% º% $

½¾¿À% ÁÂÃÄ�

. ÅÆÇ #%%ºÈÉÊË% $Ì

ÍÎÏÐg% $Ñ #%% º¬�Ò% Ó

Ô% ÍÂ% Õ��Ö�

+ ³´!×#%Ø% ÙÚÛÜÝ%É

ËÞßÐ%àÞ$Ñá¾âã%äÍ%

å$Ì%ÑÇ&%%ºÍæ� æÅçg%$

èâ'é%åÍ�êëÕ��Ö�

, ìíîïÅ (×' ðñ�ò�

# óôõög÷føùúúûÂ% å

üüýþ�

性功能障碍在男性疾病中是一种
常见的病症$据调查显示!现代男性由
于工作和生活压力倍增! 导致男性性
功能障碍的人群越来越多! 其中患阳
痿*早泄*性冷淡*性疲劳的患者呈明
显的上升趋势!且越来越年轻化$

典型病例

!"#$%&'C)*+

周先生!今年
!"

岁!某公司部门经
理$他在事业上!拼搏了二十年!终于从
公司的小职员!爬到了部门经理这个位
置$ 这二十年来!他把重心都放在了工
作上面!除了新婚时那一阵短暂的家庭
温馨生活!等妻子生了孩子之后!爸妈
抱了孙子!他就更是一心一意的工作$

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按理说周先
生该松了一口气了$ 一朝拼搏劲泄下
来!他发现!自己+不行了%$以前工作忙
碌的时候!性生活很少!时间也比较短!

但因为工作繁忙的原因!温和的妻子没
忍心责备忙碌的丈夫$ 如今!好不容易
可以自由欢爱!却发现+机器%不灵光
了$ 妻子渴望的眼神!在周先生心里针
扎刺痛一般$渐渐的!他们有了矛盾!有
了争吵!夫妻感情迅速掉到了低峰$ 面
对医生的交流!周先生无奈地说!在工
作中!别人尊敬他!是整个部门的负责
人$可是一回到家里!他却抬不起头来$

最后!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周
先生到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后! 医生
从周先生的工作经历! 发病过程! 以

及他的一些生活习惯! 过去的疾病治
疗史等! 诊断得的是性功能障碍$

名医点评

",-./0123456

+性功能障碍 &简称
#$

) 患者!

多数都在日常生活中肩负较大压力$%

正在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学术访
问的我国著名男科专家* 海军总医院
中医科主任医师江海身表示! 从上述
周先生的病例来看! 病人的性功能有
所退化! 主要是长期的工作压力! 性
生活的频率过少所导致的 $ 这种情
况! 进行系统的药物治疗和辅以部分
心理行为治疗即可恢复$

江海身教授分析!一般来说!平时

压力大*工作忙的男性易患神经衰弱$

当男性体质下降! 再加上因神经衰弱
无法好好休息时! 就更难有充沛的体
力进行性生活$而一些治疗神经衰弱*

安神* 促睡眠的药物会使交感神经受
到抑制! 对雄性激素刺激的反应能力
降低!导致性欲减退!出现

#$

状况$

江海身建议, 已经出现
#$

症状
的患者应尽早和配偶一起到正规医院
就诊! 夫妻同诊! 配合治疗$ 在医生
的帮助下! 改善生活习惯! 有效缓解
症状! 利于性生活的更好恢复$

名医牛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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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急慢性前列腺炎*阳痿*早泄等

男科疾病!江海身教授介绍说!在临床
上!中西医都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又要
相互取长补短!在治疗上要掌握通常人
们所说的+两把剑%$中西医结合不是单
纯的中药

%

西药!而要从理论与实践上
逐步融会贯通!规范疾病的治疗方法$

在临床研究的基础上! 目前结合
治疗性功能障碍的成熟方案主要是采
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 从专项检测*

心理治疗* 药物渗透* 磁振巩固* 康
复检查等方面进行$ 针对性欲减退*

阳痿 * 早泄等性功能障碍的具体病
因! 在准确查明病因的基础上! 针对
个体差异! 调节大脑交感神经* 脊髓
中枢神经* 恢复前列腺功能$

另外! 江教授指出! 阳痿早泄的
治疗方法上自信很重要! 如果是功能
性病变导致的阳痿早泄! 通过治疗都
是可以治愈的! 在治疗的同时也可以
多参加体育锻炼! 增强自身体质也是
很好的阳痿早泄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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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障碍在男性疾病中是一种
常见的病症$据调查显示!现代男性由
于工作和生活压力倍增! 导致男性性
功能障碍的人群越来越多! 其中患阳
痿*早泄*性冷淡*性疲劳的患者呈明
显的上升趋势!且越来越年轻化$

典型病例

!"#$%&'C)*+

周先生!今年
!"

岁!某公司部门经
理$他在事业上!拼搏了二十年!终于从
公司的小职员!爬到了部门经理这个位
置$ 这二十年来!他把重心都放在了工
作上面!除了新婚时那一阵短暂的家庭
温馨生活!等妻子生了孩子之后!爸妈
抱了孙子!他就更是一心一意的工作$

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按理说周先
生该松了一口气了$ 一朝拼搏劲泄下
来!他发现!自己+不行了%$以前工作忙
碌的时候!性生活很少!时间也比较短!

但因为工作繁忙的原因!温和的妻子没
忍心责备忙碌的丈夫$ 如今!好不容易
可以自由欢爱!却发现+机器%不灵光
了$ 妻子渴望的眼神!在周先生心里针
扎刺痛一般$渐渐的!他们有了矛盾!有
了争吵!夫妻感情迅速掉到了低峰$ 面
对医生的交流!周先生无奈地说!在工
作中!别人尊敬他!是整个部门的负责
人$可是一回到家里!他却抬不起头来$

最后!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周
先生到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后! 医生
从周先生的工作经历! 发病过程! 以

及他的一些生活习惯! 过去的疾病治
疗史等! 诊断得的是性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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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

多数都在日常生活中肩负较大压力$%

正在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学术访
问的我国著名男科专家* 海军总医院
中医科主任医师江海身表示! 从上述
周先生的病例来看! 病人的性功能有
所退化! 主要是长期的工作压力! 性
生活的频率过少所导致的 $ 这种情
况! 进行系统的药物治疗和辅以部分
心理行为治疗即可恢复$

江海身教授分析!一般来说!平时

压力大*工作忙的男性易患神经衰弱$

当男性体质下降! 再加上因神经衰弱
无法好好休息时! 就更难有充沛的体
力进行性生活$而一些治疗神经衰弱*

安神* 促睡眠的药物会使交感神经受
到抑制! 对雄性激素刺激的反应能力
降低!导致性欲减退!出现

#$

状况$

江海身建议, 已经出现
#$

症状
的患者应尽早和配偶一起到正规医院
就诊! 夫妻同诊! 配合治疗$ 在医生
的帮助下! 改善生活习惯! 有效缓解
症状! 利于性生活的更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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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急慢性前列腺炎*阳痿*早泄等

男科疾病!江海身教授介绍说!在临床
上!中西医都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又要
相互取长补短!在治疗上要掌握通常人
们所说的+两把剑%$中西医结合不是单
纯的中药

%

西药!而要从理论与实践上
逐步融会贯通!规范疾病的治疗方法$

在临床研究的基础上! 目前结合
治疗性功能障碍的成熟方案主要是采
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 从专项检测*

心理治疗* 药物渗透* 磁振巩固* 康
复检查等方面进行$ 针对性欲减退*

阳痿 * 早泄等性功能障碍的具体病
因! 在准确查明病因的基础上! 针对
个体差异! 调节大脑交感神经* 脊髓
中枢神经* 恢复前列腺功能$

另外! 江教授指出! 阳痿早泄的
治疗方法上自信很重要! 如果是功能
性病变导致的阳痿早泄! 通过治疗都
是可以治愈的! 在治疗的同时也可以
多参加体育锻炼! 增强自身体质也是
很好的阳痿早泄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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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障碍在男性疾病中是一种
常见的病症$据调查显示!现代男性由
于工作和生活压力倍增! 导致男性性
功能障碍的人群越来越多! 其中患阳
痿*早泄*性冷淡*性疲劳的患者呈明
显的上升趋势!且越来越年轻化$

典型病例

!"#$%&'C)*+

周先生!今年
!"

岁!某公司部门经
理$他在事业上!拼搏了二十年!终于从
公司的小职员!爬到了部门经理这个位
置$ 这二十年来!他把重心都放在了工
作上面!除了新婚时那一阵短暂的家庭
温馨生活!等妻子生了孩子之后!爸妈
抱了孙子!他就更是一心一意的工作$

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按理说周先
生该松了一口气了$ 一朝拼搏劲泄下
来!他发现!自己+不行了%$以前工作忙
碌的时候!性生活很少!时间也比较短!

但因为工作繁忙的原因!温和的妻子没
忍心责备忙碌的丈夫$ 如今!好不容易
可以自由欢爱!却发现+机器%不灵光
了$ 妻子渴望的眼神!在周先生心里针
扎刺痛一般$渐渐的!他们有了矛盾!有
了争吵!夫妻感情迅速掉到了低峰$ 面
对医生的交流!周先生无奈地说!在工
作中!别人尊敬他!是整个部门的负责
人$可是一回到家里!他却抬不起头来$

最后!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周
先生到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后! 医生
从周先生的工作经历! 发病过程! 以

及他的一些生活习惯! 过去的疾病治
疗史等! 诊断得的是性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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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障碍 &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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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

多数都在日常生活中肩负较大压力$%

正在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学术访
问的我国著名男科专家* 海军总医院
中医科主任医师江海身表示! 从上述
周先生的病例来看! 病人的性功能有
所退化! 主要是长期的工作压力! 性
生活的频率过少所导致的 $ 这种情
况! 进行系统的药物治疗和辅以部分
心理行为治疗即可恢复$

江海身教授分析!一般来说!平时

压力大*工作忙的男性易患神经衰弱$

当男性体质下降! 再加上因神经衰弱
无法好好休息时! 就更难有充沛的体
力进行性生活$而一些治疗神经衰弱*

安神* 促睡眠的药物会使交感神经受
到抑制! 对雄性激素刺激的反应能力
降低!导致性欲减退!出现

#$

状况$

江海身建议, 已经出现
#$

症状
的患者应尽早和配偶一起到正规医院
就诊! 夫妻同诊! 配合治疗$ 在医生
的帮助下! 改善生活习惯! 有效缓解
症状! 利于性生活的更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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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急慢性前列腺炎*阳痿*早泄等

男科疾病!江海身教授介绍说!在临床
上!中西医都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又要
相互取长补短!在治疗上要掌握通常人
们所说的+两把剑%$中西医结合不是单
纯的中药

%

西药!而要从理论与实践上
逐步融会贯通!规范疾病的治疗方法$

在临床研究的基础上! 目前结合
治疗性功能障碍的成熟方案主要是采
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 从专项检测*

心理治疗* 药物渗透* 磁振巩固* 康
复检查等方面进行$ 针对性欲减退*

阳痿 * 早泄等性功能障碍的具体病
因! 在准确查明病因的基础上! 针对
个体差异! 调节大脑交感神经* 脊髓
中枢神经* 恢复前列腺功能$

另外! 江教授指出! 阳痿早泄的
治疗方法上自信很重要! 如果是功能
性病变导致的阳痿早泄! 通过治疗都
是可以治愈的! 在治疗的同时也可以
多参加体育锻炼! 增强自身体质也是
很好的阳痿早泄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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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障碍在男性疾病中是一种
常见的病症$据调查显示!现代男性由
于工作和生活压力倍增! 导致男性性
功能障碍的人群越来越多! 其中患阳
痿*早泄*性冷淡*性疲劳的患者呈明
显的上升趋势!且越来越年轻化$

典型病例

!"#$%&'C)*+

周先生!今年
!"

岁!某公司部门经
理$他在事业上!拼搏了二十年!终于从
公司的小职员!爬到了部门经理这个位
置$ 这二十年来!他把重心都放在了工
作上面!除了新婚时那一阵短暂的家庭
温馨生活!等妻子生了孩子之后!爸妈
抱了孙子!他就更是一心一意的工作$

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按理说周先
生该松了一口气了$ 一朝拼搏劲泄下
来!他发现!自己+不行了%$以前工作忙
碌的时候!性生活很少!时间也比较短!

但因为工作繁忙的原因!温和的妻子没
忍心责备忙碌的丈夫$ 如今!好不容易
可以自由欢爱!却发现+机器%不灵光
了$ 妻子渴望的眼神!在周先生心里针
扎刺痛一般$渐渐的!他们有了矛盾!有
了争吵!夫妻感情迅速掉到了低峰$ 面
对医生的交流!周先生无奈地说!在工
作中!别人尊敬他!是整个部门的负责
人$可是一回到家里!他却抬不起头来$

最后!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周
先生到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后! 医生
从周先生的工作经历! 发病过程! 以

及他的一些生活习惯! 过去的疾病治
疗史等! 诊断得的是性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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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

多数都在日常生活中肩负较大压力$%

正在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学术访
问的我国著名男科专家* 海军总医院
中医科主任医师江海身表示! 从上述
周先生的病例来看! 病人的性功能有
所退化! 主要是长期的工作压力! 性
生活的频率过少所导致的 $ 这种情
况! 进行系统的药物治疗和辅以部分
心理行为治疗即可恢复$

江海身教授分析!一般来说!平时

压力大*工作忙的男性易患神经衰弱$

当男性体质下降! 再加上因神经衰弱
无法好好休息时! 就更难有充沛的体
力进行性生活$而一些治疗神经衰弱*

安神* 促睡眠的药物会使交感神经受
到抑制! 对雄性激素刺激的反应能力
降低!导致性欲减退!出现

#$

状况$

江海身建议, 已经出现
#$

症状
的患者应尽早和配偶一起到正规医院
就诊! 夫妻同诊! 配合治疗$ 在医生
的帮助下! 改善生活习惯! 有效缓解
症状! 利于性生活的更好恢复$

名医牛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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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急慢性前列腺炎*阳痿*早泄等

男科疾病!江海身教授介绍说!在临床
上!中西医都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又要
相互取长补短!在治疗上要掌握通常人
们所说的+两把剑%$中西医结合不是单
纯的中药

%

西药!而要从理论与实践上
逐步融会贯通!规范疾病的治疗方法$

在临床研究的基础上! 目前结合
治疗性功能障碍的成熟方案主要是采
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 从专项检测*

心理治疗* 药物渗透* 磁振巩固* 康
复检查等方面进行$ 针对性欲减退*

阳痿 * 早泄等性功能障碍的具体病
因! 在准确查明病因的基础上! 针对
个体差异! 调节大脑交感神经* 脊髓
中枢神经* 恢复前列腺功能$

另外! 江教授指出! 阳痿早泄的
治疗方法上自信很重要! 如果是功能
性病变导致的阳痿早泄! 通过治疗都
是可以治愈的! 在治疗的同时也可以
多参加体育锻炼! 增强自身体质也是
很好的阳痿早泄的治疗方法$

健康春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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