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动增强性能力
一项调查显示， 男性保持每周 3 次、

每日 40 分钟的快走， 或进行慢跑、 网球、
游泳、 爬山等运动可以减少男性勃起困难
发生率减少 1/2， 而且保持规律的运动可
以有效减少男性性功能障碍的几率。 运动
为什么能改善性功能呢？

1、 血液流动。 运动能够增加动脉血管
的柔韧性， 使其更容易扩张， 而且使得血
液流经静脉更顺畅。 对男人而言， 血液流
动顺畅， 则勃起更坚挺。 女性也能从中获
益。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两组
女性进行了研究， 她们分别观看一部简短
的旅行电影， 然后观看色情视频。 其中一
组观影前进行了 20 分钟的自行车锻炼。 通
过测量这些女性阴道部位充血情况， 研究
人员发现运动后的妇女看色情视频受刺激
撩拨的程度要高一倍。

2、 提升性欲。 性欲与睾酮水平密切相
关。 美国贝勒大学研究发现， 举重运动能
大大提升体内睾酮水平。

3、 性耐力。 性学专家表示， 性爱是个
体力活， 需要良好的身体耐力。 无论男女，
运动都可以让他们在床上表现更持久。

4、 性高潮。 运动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
掌控呼吸， 性爱时掌握深吸气和屏气等呼
吸节奏， 可以让性爱更加得心应手， 高潮
也会变得更加猛烈。

6、 灵活性。 尽管尝试新的性爱体位需
要想象力， 但更取决于身体素质和身体条
件。 性爱专家表示， 如果身体灵活性不够，
则无法完成一些快感强烈的体位。 伸展性
和强化性锻炼 （如瑜伽） 有助于身体柔软
灵活。

专家们在众多的运动中， 强烈推荐游
泳、 慢跑两种有氧运动。 因为性爱过程中
需要身体的肌力的加入， 游泳恰好是一项
锻炼全身肌肉的运动， 而且游泳对腿部和
腰部的肌肉锻炼有很明显作用。 在勃起功
能障碍患者中， 接受盆底肌肉锻炼者比仅
仅改变生活方式的患者具有更好的疗效。
骨盆肌肉、 耻骨尾骨肌在男性性交中至关
重要， 增强这些部位肌肉， 可以促进和维
持勃起， 增强射精控制和性快感。 需要说
明， 这些性相关肌肉的辨识和锻炼最好在
医务人员指导下进行。

河南焦作煤业集团中央医院
主任医师 是明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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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给儿子喝进口奶粉更
安全， 他却认为价格太贵； 我
说给儿子选个好幼儿园早点上
学， 他却只想让他妈帮带……”
今年 27 岁的小玲， 提起丈夫阿
泉是一肚子气， 觉得两人就是
三观不合， 没法沟通、 没法一
起过。

小玲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工作。 2015 年初， 小玲认识了
在南宁某事业单位工作的阿泉。
阿泉比小玲大 4 岁， 性格温和，
这让性子比较急躁的小玲很是
喜欢。 两人很快相恋， 两个月
后， 小玲发现自己怀孕了。 经
过一番纠结， 两人还是领了结
婚证。

2015 年底 ， 儿子的出生 ，
让小两口在欣喜之余， 生活更
多了忙乱。 休完产假后， 小玲
毫不犹豫马上投入工作。 她认
为养儿子花销很大， 夫妻俩必
须努力工作多挣钱。 可在这一
点上， 阿泉观点相反， 他觉得
钱多钱少不重要， 只要日子过
得安稳， 一家人过得开心就好。
去年， 两人因为该不该给刚满
两岁的儿子提前选个好的幼儿
园再起争执。 两人的言语纷争
也越来越多， 春节刚过， 回想
起这两年共同生活的各种不愉
快， 小玲将阿泉告上法院， 要
求离婚。

小玲离婚的理由很简单 ：
三观不合。 没有家暴、 没有出
轨， 仅是三观不合， 该不该判
决两人离婚 ？ 法官经过调查 ，
给夫妻俩下达了 《离婚冷静期
通知书》， 给小玲和阿泉 3 个月
的 “冷静期”， 让他们有充分的
时间思考、 沟通， 然后再做出
理性的抉择。

笔者在广西省南宁市多家
基层法院走访发现， 面对婚姻
这门人生功课， 很多 80 后、 70
后， 甚至 50 后， 其实和小玲这
样的 90 后一样 “任性”， 他们
的离婚原因均为三观不合。

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
一份 《离婚纠纷司法大数
据专题报告》 显示， 在离
婚案件中， 导致夫妻离婚
的第一杀手是感情不和 ，
占离婚案件的 77.51%。 有
人说， 感情不和其实就是
三观不合的一个托词。 广
西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
李雪梅认为， 现实中就没
有三观完全相合的夫妻 ，
只有求同存异， 尊重、 包
容对方的夫妻。

李雪梅指出， 网络上
有人说， 90 后已经加入离
婚大军， 但是实际上， 闹
上法院的离婚案中， 80 后
当事人所占的比重更多 。
李雪梅认为， 那些所谓三
观不合的夫妻， 实际上都
是因为婚前谈恋爱时 “没
谈好”。 情人眼里出西施，
男女双方在谈恋爱时往往
都会觉得对方什么都好 、
哪里都很优秀， 可一旦走
进婚姻， 却忽然发现对方

变了， 实际上， 那个变了
的 对 方 才 是 真 实 的 他
（她）。 比如， 女方觉得结
婚后就应该好好过自己的
小日子， 可男方却认为应
该孝顺父母， 小两口要围
着男方的长辈转， 矛盾由
此产生。 还有的妻子买套
衣服就花了 500 多元 ， 丈
夫觉得自己一个月工资才
3000 多元， 买这么贵的衣
服， 怎么过日子？ 这些矛
盾在谈恋爱时几乎都不会
被考虑到。

夫妻三观是需要磨合
的， 你喜欢吃牛排， 她则
喜欢吃麻辣烫， 不妨这次
你先陪着她一起去吃麻辣
烫， 下次再让她陪着你去
吃牛排 。 对于遇到问题 ，
自己实在无力解决的的夫
妻， 也可以尝试找婚姻家
庭咨询师进行咨询评估 ，
听取专家的建议， 让夫妻
双方在婚姻过程中共同成
长。 李艳鸣 (广西)

没有三观完全一致的夫妻

【专家观点】 没有三观完全相合的夫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