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chengdu.cn

开启新邻居时代

2012

年

8

月

22

日 星期三美编 杜一

社区热线

86612222

S4

很多中老年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不知从何时夜尿开始增多，白天也出现了尿频、尿急的现象。哪怕是寒冬腊月，都得从暖烘烘

的热被窝里爬起来上厕所。很多人错误地认为肾虚了就会出现这些问题，或者这些问题在老年男人身上本来就很“正常”。据泌尿外科专

家王炜教授介绍，这些老年人的症状不是什么肾虚，而是良性前列腺增生（简称前列腺增生）。

“绿激光”显神效 十年增生一朝治愈

8月15日中央电视台三套《向幸福出发》现场上演了一场食品领域里的经典“魔术”：各种添加剂闪亮登场，在几瓶水的勾兑下，

果汁、乳饮料等纷纷出炉，而且味道极好。著名主持人李咏在观众的起哄声中，被迫喝下添加剂饮料。权威营养师解读：喝添加剂饮料

对人体没有任何营养。

央视现场上演饮料“勾兑”魔术

你爱喝餐饮场所的鲜榨饮料吗？你

爱喝含乳饮料吗？你爱喝果汁吗？你知道

这些饮品都是什么东西做成的吗？

凡是看过

8

月

15

日中央电视台三套

《向幸福出发》 节目的人应该都记忆犹

新：几瓶矿泉水，几种添加剂，一个玻璃

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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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孩子李闻琦手中，如同魔术一

样，几分钟变出一杯香味浓郁、色泽鲜艳

的苹果汁，果汁里共有三种成分：色素、

香精、矿泉水，跟苹果完全扯不上一点关

系。更神奇的是，含乳饮料也能勾兑！栏目

中，北京营养师俱乐部理事长———王旭峰，

他没有用任何乳制品， 现场用香精和色素

调出了“如假包换”的含“乳”饮料，色香味

俱全，在增稠剂的作用下，那种饱满、浓厚

的感觉也恰到好处。尽管色香味俱全，但节

目主持人李咏还是喝得很艰难， 在搭档王

冠和现场观众的不断起哄中， 他不得不抿

下一口。据王旭峰介绍，一些街边奶茶、奶

昔以及商场里的果汁饮料、 蔬菜汁等饮品

大都由添加剂勾兑而成，不含任何牛奶、果

汁和蔬菜成分。 而这些饮品对人体没有任

何营养可言。

专家提醒：买饮料切记查看配料表

成本十几块钱的各种添加剂， 可以勾

兑好几箱果汁， 半滴奶精香精就可以勾兑

一大瓶含乳饮料。 摄入这种添加剂对健康

本身肯定是没有任何好处的。王旭峰认为，

尽管国家允许正常使用食品添加剂，但是

不排除很多厂商为了最大限度减低成本，

改善口感，大量滥用添加剂，对消费者身

体带来危害。而且许多食品添加剂在当前

来说，对人体的潜在风险也并没有完全准

确的认识。

王旭峰告诉观众， 为了让消费者有知

情权， 国家强制食品企业必须在产品瓶标

上标示出详细的产品配料表，他建议消费者

购买饮料一定要看配料表，尊重知情权就是

尊重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饮料食品 添加剂越少越好

对于食品添加剂是否安全的疑问，全国

政协委员、著名分析化学专家叶建农有自己

的观点：现在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已是一个

较为普遍现象，一般成人每天吃进的各种添

加剂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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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 而目前绝大多数添加剂的毒

理作用都并不清楚。比如，三聚氰胺，之前根

本没人做过毒理实验，但添加到食品中却能

增加蛋白质含量，于是有人就铤而走险地添

加了。即使是已经纳入国家标准的食品添加

剂如果过量使用，也会对人造成不可逆转的

伤害。如果超量使用，甚至可能引起致癌等

严重后果。

那么什么食品饮品最好？ 通常来说，越

是天然的，就是越好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国

外，天然矿泉水卖得比啤酒还贵；野生鲥鱼

上千元一斤，而饲养的只卖几十元一斤的根

本原因。

业内专家指出：

当前很多饮料的配料表

中，都是一大串各种添加剂。因此，在目前标

准缺失、监管空白的大环境下，无论是食品、

饮品，市民在选择饮料时，应该尽量选择添加

剂少，甚至没有添加剂的饮品才是最好的。

央视现场见证饮料勾兑奇迹：

“果汁饮料”全由添加剂勾兑

绅仕医院六位一体分型疗法，有效治疗阳痿的里程碑

目前，治疗阳痿、早泄的传统方法，主要有内科治疗、海绵体

内注射血管活性药物、阴茎背神经阻断术、负压被动勃起法和行

为疗法，但治疗效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为了攻克男性阳痿、早泄的病因及其治疗，成都绅仕男科医

院经过研究并临床试验，推出迄今为止治疗该病的最佳方案，即

临床上采用进口先进全电脑多普勒（

D O PPLER

）检测仪、美国

BIO

性敏感神经检测仪， 能迅速准确有效地检测出性功能障碍

的病因， 并采用美国性科学研究会联合美国辉瑞公司等世界顶

尖科研专业机构进行多年技术攻关研制而成的六位一体分型疗

法。该疗法针对男性

ED

疾病的复杂病因，将对

ED

疾病的完整治

疗细分为六个紧密关联的环节， 治疗中充分考虑每位患者的个

体差异，灵活辨证施治，科学有序，切中要害，确切有效，改变了

多年来

ED

疾病治疗效果不理想的局面，堪称是国际医学发展的

重要里程碑。

六位一体分型疗法是目前世界上具有最先进的、 能迅速地

促进阴茎速勃并结合中药补肾，起到巩固稳定疗法。一般患者经

治疗一至两个疗程即可达到目的。对治疗阳痿、早泄、遗精、具有

见效快、不伤身体、无副作用的特点，并能促进新陈代谢，使肾精

充足，肾气旺盛，勃起持久，精关开闭有序，达到心肾相交，力可

从心之优点。本疗法对中老年患者效果尤其显著。

六 步 连 环 重 点 施 治 全 面 调 理

六位一体分型疗法，从六个方面入手，治疗阳痿早泄取得显

著的效果，主要包括：

1、专项检测，明确病因：

针对

ED

的复杂病因，运用多普勒阴

茎动脉血流分析仪、美国

BIO

性敏感神经检测仪，男性性功能动

态诊断系六联疗法是一种以科学检测为基础、 以先进设备为支

撑、以综合治疗为主体的先进疗法。统一性激素检测系统、尿动

力学分析仪等尖端仪器， 对与

ED

相关的十多个项目进行专项检

测，准确查明病因。

2、精神因素，心理治疗：

由性心理专家与患者进行深层心理

沟通，明确患者潜意识中的障碍根结，采取相应的针对性心理治

疗，有效消除患者心理障碍，增强患者康复的信心。

3、中西结合，辨证施治：

使用精选药物，针对性调节性神经、

性腺轴和阴茎动脉血管上皮细胞功能，增加血流量，激活海绵体

动力，改善勃起硬度，恢复正常的射精阈值。对内分泌问题、生殖

系统炎症、 血管供血不足等引起的性功能障碍进行辨证施治、分

类诊治。中西结合，科学组方，调理气血、疏通经脉、消除炎症、提

高免疫力，促进疾病康复。

4、电子通络，穴位治疗：

运用先进的性功能障碍综合康复仪

进行电脉冲激、负压吸引、气动按摩等多项物理治疗，调节大脑皮

质功能，兴奋脊髓性中枢活动，并通过专用器具施治于阴茎及有

关穴位，扩张阴茎动静脉血管，激活海绵体动力，增粗阴茎海绵体

的体积。

5、真空负压，磁振巩固：

通过真空负压、抽吸训练，兴奋脊髓

性功能中枢，帮助阴茎勃起，增强阴茎海绵体血液充盈和减少血

液回流，提高阴茎硬度和维持勃起时间，增加阴茎肌肉活力改善

阴茎的主动勃起功能。运用磁振康复系统产生的生物磁振效应和

高能电磁场改善阴茎的主动勃起功能， 同时利用模拟阴道温度、

中药液按摩及电脉冲等功能，有效调节阴茎的被动勃起功能。

6、康复检查，杜绝复发：

康复检查是在征得患者同意的情况

下，全面了解患者的性生活状况，及时解决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

心理问题，巩固治疗效果，这是保证患者痊愈的关键一步。

成都绅仕男科医院特别开设专家在线咨询服务，由权威专家

在线为您解答相关疾病问题，根据病情给予专业的个性化的指导

意见，提供专业治疗方案，并为您病情保密。

如需帮助， 您可以进入成都绅仕男科官网：w w w .cdsssz.

com 在线咨询或拨打咨询电话：028-87356666。

六位一体分型疗法

解决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演出者焦虑

天天工作疲惫不堪，晚上经常开夜车，所以实在“性”趣

索然。每次都是满怀信心，结果都是无言的结局。我想了很

多办法，甚至调好闹钟。不用说啦！可以想象，满脑子都是滴

答声，简直像催魂铃，表现自然失望。医生说，这在医学上叫

做演出者焦虑。焦虑是

ED

的前奏。现在，我最大的焦虑是，

我怎样才能不焦虑？

醉里挑灯看剑

我是做外贸业务的，行话说半年不出手，出手吃半年，

其中压力可想而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酗酒。我原

以为，饮酒既可以解压，又能增强性功能。结果适得其反，每

次都以失败告终……老婆最厌恶我酒后的丑态， 常常扔出

一句：不行就算了！我当时酒全醒了。仰叹：醉里挑灯看剑，

男人不举真失败啊！

最近，网上一句网友的调侃话风靡一时：世界上最遥远的距

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ED了。ED是指阴茎持

续不能达到或者维持勃起以满足性生活。 性学专家们说， 遭遇

ED（阳痿）男人的几率近10%。阳痿的学名叫做勃起功能障碍，

ED比过去使用的带有贬义色彩的“阳痿”一词更确切。

如何鉴别ED男？如何绕开ED男？如何拯救ED男……凡事宜

未雨绸缪，勿临渴掘井。

前列腺增生导致尿频

老人经常尿湿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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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张大爷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很

好，退休后就在家里调养身体，对于高血压

和糖尿病这两种疾病，张大爷倒能应付，但

让张大爷和家人苦恼的是十年前， 张大爷

出现了排尿费力的症状，表现为尿不成线，

尿以淋漓为主，排尿时需要用力，小便次数

多。这些年过去了，如今发展到最多一天超

过

20

次以上。同时伴有严重的尿急，害得老

人经常来不及找厕所而尿湿裤子， 这让他

和家人都痛苦不已。 最开始张大爷以为是

年纪大了肾虚导致， 所以这些年来都在补

肾。可年复一年地补，不见好转反而加重，

这样的生活让张大爷痛苦不已。 张大爷今

年单位组织退休员工到医院体检， 体检出

来确诊为重度前列腺增生， 但因老人前列

腺增生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多家

医院都拒绝为他实施手术， 老人只得口服

药物进行治疗， 但几个月过去了排尿困难

症状丝毫未见缓解，还得想办法手术治疗。

后来张大爷听说一个牌友也患上了严重的

前列腺增生，经过绿激光技术得以治愈，张

大爷抱着试试的态度找到了美国“绿激光”

PV P

技术四川省示范诊疗基地。

家人选定“绿激光”

十年痛苦一朝治愈

据泌尿外科专家王炜教授介绍，前列

腺增生是男性常见疾病，早期的症状是尿

急、尿频和夜尿次数增多。后期会发展到尿

无力、尿线细、尿不尽等排尿困难，有的人

需要

3- 5

年， 而有的人则几个月的时间就

发展到了排尿严重影响生活的地步，张大

爷就是这样一位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治疗，

病情发展到了不治疗就无法生活的境地。

张大爷的家人在得知绿激光技术已经

成功帮助了上千位患有前列腺增生的老人

重新恢复顺畅排尿，包括

90

岁高龄的老人，

包括众多合并有糖尿病、脑梗塞、肾功能不

全以及其他心血管疾病而无法实施传统手

术的患者。前不久，张大爷顺利接受了绿激

光的治疗， 如今张大爷已经恢复了正常生

活，再也不用过尿频尿急尿不尽的生活了。

如果你是一位前列腺增生患者； 如果

你怀疑自己患上前列腺增生； 如果你想找

一种更好的技术治疗前列腺增生， 请拨打

028- 86410987

专家热线咨询 。 我们倡导

“先问诊后就诊”， 希望每一个老年患者早

日摆脱前列腺增生的困扰， 过上有品质的

晚年生活。

链接：

治前列腺疾病 先问诊后就诊

前列腺作为男性特有的生理组织，随

着年龄的增加将会给男性们带来很多烦

恼。除了最为典型前列腺增生以外，前列腺

炎也是一个高发疾病。由于部位隐蔽，一般

的药物和理疗都很难达到前列腺的深层部

位，所以给很多人的治疗带来了困难，也让

很多人在治疗上走了弯路。近些年，前列腺

癌也出现高发趋势，很多人谈“癌”色变，容

易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在此，作为一家公立

的三甲综合医院，倡导“先问诊 后就诊”模

式，通过一个

电话028-86410987

，为广大

男性朋友服务， 让你们花最少的时间和金

钱，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