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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的夫妻生活是促进双方感情
的重要途径，夫妻生活时间的长短也
标志着家庭婚姻的质量。可是男性一
旦发生早泄，和谐的夫妻生活规律就
会受到严重影响。早泄不仅会给男性
朋友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还会因为
影响夫妻生活，危及婚姻。这样的例
子屡见不鲜。

婚姻围城轰然倒塌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陈先生

加入了“快男”的行列，也让他的婚
姻围城轰然倒塌。老婆走了，他们的
爱情也随之烟消云散，他只能靠着曾
经的回忆独自度过每一个黑夜。每每
提及这，陈先生都泣不能言。每天下

班后回到家里，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和
冰冷的墙壁，他都觉得绝望无比。

早泄，带走了他曾经的幸福，也
带走了他的爱。他说，夫妻感情和
睦，家庭关系和睦，都要靠和谐的夫
妻生活来促进，如果夫妻生活质量下
降，女方得不到满足，这些都会受到
影响。希望有类似情况的同仁能正视
早泄疾病，尽快治疗，恢复幸福生活。

早泄让男人战斗力直线下滑

海南中医药研究所附属琼岛医院
男科专家指出，治疗早泄要找准病
因，这个道理虽然大家都明白，但是
在实际治疗过程中，有不少患者对此

几乎一无所知。陷入了一味延长夫妻
生活时间的误区，比如说用多层安全
套，使用外用延时喷剂等，这些手段
虽能解一时痛痒，但长期使用，不仅
效果越来越差，还会导致早泄的心理
习惯被进一步强化，病情更会加重。
所以找准早泄的病因加以治疗是治愈
的关键。

适度的手淫本身对体不会造成伤
害，但长期过度的手淫就容易引发早
泄，同时还伴有消瘦、乏力、疲劳、
失眠等症状。顽固性早泄的男性可能
由于先天性龟头神经过多过于敏感所
致，正常情况，阴茎敏感神经的分枝
应该是两根，可是原发性顽固性早泄
的病人却很多。大部分早泄都跟心理

因素有关。心理性因素造成的早泄，
一般包括对夫妻生活了解不多、心情
特别激动紧张、夫妻关系不融洽等。

附属琼岛医院男科专家还介绍
说，早泄，最直接的危害是影响夫妻
幸福，伤害夫妻感情影响家庭和睦。
大多数人即使发现病情，也不愿面
对，总是逃避，害怕丢面子害怕妻子
的责怪。一来二去，病情反而越来越
重，早泄必须积极面对与治疗。

阴茎背神经阻断术
挽救家庭分裂

医院专家组表示，早泄让男性朋
友无颜面对伴侣，早泄剥夺了他们的

男性尊严。“微创显微阴茎背神经阻
断术”仅需在阴茎背部冠状沟皮肤上
做微小切口，剥离筋膜暴露放射状分
布的阴茎背神经，除中心部神经分支
外，根据阴茎神经分布多少，决定切
除远端神经的根数，以部分降低其敏
感度，从而延长射精时间。高倍微创
显微阴茎神经微控术结合中西药物融
合调理来治疗早泄，拟补了传统早泄
技术的不足和缺陷，具有创伤小、愈
合快、见效快等一系列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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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爱可以重来 当婚姻遭遇早泄，海南中医药研究
所附属琼岛医院先进技术挽救家庭分裂

失主抓住小偷想“私了”
反被骗走电动车

南国都市报7月3日讯（记者何
慧蓉 通讯员吕莹玉）一名男子苹果手
机被人“顺”走，抓住小偷后他竟与
小偷做赔偿“交易”，试图“私了”。
没想到，却被小偷以借钱为由骑走了
电动车，让其后悔不已。

这个“机智”的小偷是周某
某，男，30岁，湖北省汉川市人。
周某某不但骗了受害人文某某，还
将朋友李某骗来，“抵押”在现场，

等他借钱来赔偿手机。他究竟是怎
么做到的呢？

2013年10月3日21时许，周某
某在海口市美兰区大英路统一电脑店
里的桌子上，“顺走”被害人文某某
一部黑色苹果手机。随后，周某某将
这个手机卖掉。手机被偷后，文某某
为了找回手机，通过电脑店内的监控
录像记住了周某某的长相。2013年
12月20日17时许，文某某在海口市

美兰区椰林路路口发现周某某，他一
把将周某某抓住。但是，文某某没有
报警，而是与周某某商量怎么“私
了”。两人经协商，周某某同意赔偿
文某某人民币2000元，私了此事。
但周某某称身上没钱，就打电话叫朋
友李某过来。李某到现场后，周某某
为了让文某某和李某相信其离开现场
是去找人借钱，便交给李某一枚假的
金戒指，让李某在现场等候他。

周某某让朋友留在现场，文某某
便相信了周某某真的是去找人借钱。
周某某说，如果骑电动车去找人借
钱，速度更快，文某某还真的相信
了，将自己的一辆电动车“借”给周
某某。然而，周某某骑走电动车后并
没有去借钱，而是将手机关机，并将
电动车骑回自己的住处存放，后将电
动车予以转移。发现周某某关闭手机
后，文某某才去报案。

2013年12月23日22时许，周
某某在其住处被抓获。对于以上事
实，周某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供认不
讳。海口美兰区法院认为，周某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手机
和通过以借用电动车的手段窃取他人
电动车，两次盗窃共计价值人民币
4583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
盗窃罪。依法判处周某某有期徒刑9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小偷“金蝉脱
壳”摆脱失主，落
入法网被判刑

南国都市报7月3日讯（记者吴
岳文）6月23日，屯昌县枫木镇一家
摩托车维修店的老板娘杜昌英在店门
前捡到1370元现金等物，多日寻找
失主无果，着急的她在店门口张贴了
失物招领启事，最终完璧归赵。老板
娘拾金不昧的举动在当地传为佳话。

7月3日，记者在枫木镇见到了杜
昌英，她正在维修店里干活，双手沾满
了油污。这个摩托车维修店不大，里
面堆满了各种配件。“哎呀，这是一件
小事，把钱还给失主是应该的，占为己
有就昧了良心。”说起捡钱一事，杜昌
英摆摆手，有些不好意思。

几年前，杜昌英和丈夫在枫木镇
开了这家摩托车维修店。“现在生意不
好做，但还能维持生活。”她笑着说。

6月23日，杜昌英像往常一样在
店里忙活，她走出店外，突然发现店门
口散落着一张张百元大钞，以及两张
彩票和一张总金额为580元的金店收
条。她以为失主很快会找上门来，未
料等了一个星期，失主却始终没露面。

想到失主丢了东西一定非常着
急，几天来杜昌英吃不好睡不香。为
了寻找失主，她想了不少办法。她询
问附近的街坊邻居，都没有失主的任
何信息。杜女士和丈夫想了一招，在
自家店门口张贴失物招领启事。

7月1日，女子李克花急匆匆赶
到摩托车维修店，对杜昌英说，这钱
很可能是她丢的。李克花介绍，她住
在枫木镇一个村庄，6月23日，她到
店里修过车，回家后发现钱不见了，

但她也记不起是在哪里丢失的，丢钱
后还遭到家人的责备，这段时间她的
心情很不好。经核实，李克花说的现
金、彩票以及银条的数目都对得上。
杜昌英把财物如数归还给她。李克花
很感动，临走时她拿出一个红包，塞
给杜昌英表示感谢，但是被杜昌英谢
绝了。

“我原以为丢失的财物再也找不
回来了，后来才听别人说，镇里一家
摩托车维修店门口张贴了失物招领启
事，就赶过来看看。没想到真的是自
己丢的钱。杜大姐真是活雷锋啊，她
的心肠太好了！”李克花激动得有些
语无伦次。

“杜大姐是个大好人，很热心，
经常帮助别人。”杜昌英的邻居说。

南国都市报7月3日讯（记者王
燕珍通讯员王晓娟钟兴）刚出生的
早产男婴被放在一女式蓝色挎包
里，被丢弃在公交站旁，民警接到
报警后赶到现场，将男婴送往医院
救治。由于多方调查找不到男婴父
母，7月3日上午，省港务公安局海
口港港区派出所和省人民医院的工
作人员将这名身体健康的男婴送往
海口市福利院。

6月23日凌晨3时48分许，省港
务公安局海口港港区派出所接到110
出警指令：有群众报警称在海口秀英

区海港路凯威大酒店门前公交车站
旁发现有一名弃婴。该所民警到达
现场后将现场保护起来，并及时通知
了120急救中心。民警在现场只发
现有一个女式蓝色挎包，挎包里有一
名被浴巾包住的婴儿。经120医护
人员当场检查，该婴儿为男性，疑是
刚出生不久，脐带还未经处理。当
晚，该所民警协同120工作人员将男
婴送往海南省人民医院进行检查，后
留院观察。经民警多方调查，仍然无
法核实该男婴的身份及来历。

经过省医院医护人员一段时间

的精心治疗和看护，该男婴的身体
状况和精神较为良好。7月3日上午
9时许，该所民警和省医院的工作人
员一起将该男婴送到海口市福利院。

记者了解到，虽然男婴是早产
儿，但是孩子身体很健康，没有疾
病，得知男婴被遗弃，有不少好心
人表示愿意收养男婴。

警方提醒男婴的父母，遗弃孩
子是违法行为，如果家里有困难，
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寻求救助。同
时，民警希望男婴的家长看到报道
后，尽快到福利院将孩子领回。

屯昌一家维修店门口出现散落的百元钞票

老板娘贴告示找到失主

健康男婴被弃公交站旁
已被送海口福利院，警方希望男婴父母现身

南国都市报7月3日讯（记者
吴岳文）记者7月3日从琼中教育
局获悉，6月30日，琼中阳江中
学4名男生于结伴到河里游泳，
其中1人不幸溺亡。

当天中午1时45分，阳江中
学初一学生汪某到阳江派出所报
案称，他和3名男同学到加喜河
水电站下游河段游泳，同学卢某
某潜入水底后，过了几分钟，还
不见他游上水面。同学们万分紧
张，试图搜救都无果，随即赶到
派出所报警。几名民警迅速赶往
现场。

阳江派出所林所长告诉记
者，经过三四分钟才救出卢某
某。经现场急救人员诊断，卢某
某已死亡。这一悲剧的发生，让
卢某某的父母伤痛欲绝。

当日下午，琼中成立调查处
理小组，会同阳江农场、阳江学

校等单位积极开展善后工作。记
者了解到，经有关部门安抚，死
者家属情绪稳定，已领取先期丧
葬费用1万元。

琼中教育局有关负责人提
醒，现在天气炎热，家长一定
要看好自己的孩子，要求孩子
不到水边玩耍，不擅自结伴游
泳，遇到险情要紧急求援，不
盲目施救。

记者了解到，溺水造成死亡
是我省中小学生“头号杀手”。我
省所发生的学生溺水事故多发生
在周末、节假日或放学后。在地
域上，多发生在农村，地点大多
数是无人看管的江河、池塘等野
外水域。溺水的学生多为小学
生、初中生，且男生居多。事发
时多是自行结伴游玩的过程中，
有的是结伴下水游泳溺亡，有的
是救落水同伴导致多人溺亡。

南国都市报7月3日讯（记者
贺立樊）由于车钥匙未拔出，三亚
市民余女士的电动自行车遭人顺
手牵羊，直接给骑走了。虽然电
动自行车已经破旧，但是余女士
仍然懊恼万分，因为电动车里还
有上万元的押金凭条和信用卡。

据余女士介绍，她与男朋友
在三亚市商品街开了一家商铺，
7月2日，余女士骑电动车来到店
里办事，随手将车子停放在了店
铺附近，便匆匆走入店里。余女
士一时大意，忘了拔下电动自行

车的钥匙，就在一眨眼的功夫，
当余女士走出店门时，电动车已
经没了踪影。“车子倒不是关键，
因为已经旧了，重要的是车子坐
垫下的储物格里放了多张银行
卡、信用卡和现金，还有男朋友
出差省外的报销单和身份证，还
有一张上万元的押金单。”余女士
说，车子丢了还可以再买，但是
车里的票据、银行卡却难以补
办，这让她十分懊悔。

目前余女士已向辖区派出所
报案。

4名男生结伴游泳 1人溺亡
琼中有关部门调查，死者家属获丧葬费1万元

电动车没拔钥匙瞬间被偷
三亚女老板车内银行卡证件全丢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