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前举办的北京车展上，
进口、合资品牌争奇斗艳，自主品
牌也不示弱， 比如汽车湘军代
表———老牌SUV劲旅猎豹汽车，
就带来了由全新力作Mattu领衔
的SUV全明星阵容： 即将上市的
Mattu首发亮相，2019款 CS9、
2018款CS10、CS3�BEV电动车和
CT7皮卡等联袂登场。

Mattu是猎豹首款高端产
品。 这款车剑指WEY和领克，被
媒体评价为宝马发动机、 保时捷
外观、 奔驰级内饰的全新紧凑型
SUV， 在定价方式上采用了最代
表民意的全民定价。据悉，Mattu
的最终价格将由数百万网友历时
近一个月票选决定， 并在上市发
布会时正式公布。 ■记者 胡锐

【案例】 和女友私密生活
不和谐，三年不敢结婚

对于自己的隐疾， 罗盛之
前没有太多担忧，认为随着身体
的成熟会自行痊愈。直到三年前
他认识了女友小晴，这才有点紧
张了。“我们两个人感情很好，但
是私密关系不和谐。 她尽管不
说，但是我心里有压力。”

罗盛坦言， 早泄是很隐私
的事情，自己觉得丢脸，不敢和
家里人说，更不敢去医院治疗。
“只能自己偷偷治。” 开始他是
吃一些强肾的药品， 后来又食
疗，例如动物的腰子、生蚝等，
传说中的“功能”韭菜更是餐桌
常备，却一直没有效果。

这样交往了三年后， 双方
家长先后提出结婚的想法，小
晴也同意， 但是罗盛自己却不
敢结婚。“怕自己好不了， 耽误
小晴， 以后两个人生活不幸
福。”罗盛把自己的想法跟小晴
说了，她很感动，鼓励男友接受
专业的治疗。

2017年底， 罗盛来到长沙
南仁医院求诊。 该院主任医师
周小田接诊后， 详细对他进行
检查， 了解病史， 确定罗盛的
“隐疾”是年少时过度手淫导致
的。 周小田建议他手术进行根
治，并详细制定手术计划，最后
罗盛选择了该院最先进的“内
置生物套隔离术”。

【危害】 六成以上男士患
有早泄等隐疾

现在手术进行了3个多月，
罗盛恢复情况良好， 和小晴的
关系也更亲密了， 求婚计划正
在准备中。

除了年少时错误的生殖习
惯，当今社会竞争激烈、工作和
生活压力大， 也导致中国男性
的“性健康”问题堪忧，不规范
用药、 社会偏见等现象严重影
响了男性健康。 据有效数据统
计，六成以上的男士患有早泄、
ED等“男性隐疾”。 和罗盛一
样， 由于受东方传统文化的影

响， 很多患者认为早泄是一件
不光彩的事， 所以选择拖延病
情，给治疗带来很大困难。

“不要大惊小怪，切忌讳疾
忌医，应及时到正规专业医院就
诊。”周小田表示，早泄的危害很
多，可能让男性丧失自信，加重
病情，形成恶性循环。此外，早泄
会长期伴有精神不振， 神疲倦
怠，夜寐不安，精薄清冷，心悸不
宁等，影响工作和生活。长期的
隐患，甚至导致一些夫妻间的感
情受到影响，甚至家庭破裂。

在治疗性功能障碍方面，
曾经都是采用口服药物和手术
隔离神经的办法， 这样的传统
诊疗办法风险大、 疗程久。目
前， 长沙南仁医院引进了国内
先进的治疗技术， 其中罗盛选
择的“内置生物套技术”，便是
业内顶尖的技术之一。

【技术】 这是颠覆男性功
能障碍领域的研究成果

据介绍， 内置生物套技术

最早是由北京协和医学院泌尿科
王海、张海林、白明、曾昂等教授
提出的一种新的治疗早泄的外科
手术方法。

该技术是一项革命性的技
术， 通过采用医学高倍显微镜
精准定位阴茎背神经组织数
量，并快速找出敏感神经所在，
确定其阀值，精确确定需要“脱
敏”的神经。

内置生物套隔离术通过在
阴茎背神经上植入覆盖脱细胞
异体真皮（手术恢复后生物补
片成为自身组织的一部分 ，在
早泄脱敏的同时还能达到增粗
效果），在阴茎体的皮肤和海绵
体之间形成一道人为的组织屏
障， 在增加背神经上软组织厚
度的同时， 降低性生活摩擦时
的敏感度。

从本 项临 床研 究 观察 来
看 ，该手术具有切口小 、出血
少、恢复快等优势 ，是一项相
对安全的微创手术，是男性性
功能障碍领域一大颠覆性研
究成果。 ■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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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爱3年不敢结婚，南仁医院为他根治“难言之隐”

告别“隐疾”，这个“520”他决定求婚
年少时有手淫的坏习惯，而且过度不

自制，24岁的罗盛（化名） 患上了早泄的
“难言之隐”。和女友交往3年，感情受到影
响，他不敢提出结婚，遭受着巨大的心理
压力。“经过很久的思量， 在女友的鼓励
下，我做了手术治疗。”今年2月，罗盛在长
沙南仁医院接受了“内置生物套隔离术”
治疗，目前恢复状况很理想。“520到了，我
决定求婚， 开启幸福生活的新篇章。”5月
17日上午，回到南仁医院接受复查的罗盛
表示。

在日前开幕的第十五届北京
国际汽车展览会上， 广汽传祺以
“祺享新时代”为参展主题，携全
球首发亮相的传祺GM6及全系
明星阵容闪耀展台， 用突破传统
的理念、 领先的科技勾勒出充满
无限可能的未来生活图景。

传 祺 GM6 借 鉴 传 祺
i-lounge概念车稳中有动、威猛
大气的设计语言，让家用MPV呈
现出越级的档次感。以“心动、型
动”为设计哲学，传祺GM6还加
入了“海豚跃动”般的主题腰线，
营造出极富情感的独特性格。

■记者 胡锐

猎豹汽车Mattu
将采用全民定价

广汽传祺GM6
全球首发

汽车资讯

“
南仁医院特聘专家顾问王维新、周毅教授为患者手术现场。

近日， 华人影视孵化中心 （简称 “华影中
心” ）搬迁至长沙雨花区，这也意味着华中地区
最大的影视及网红孵化中心落户长沙。

据笔者了解，此次华影中心落户长沙将全面
打造影视项目的孵化、融投资、路演、拍摄制作以
及演艺经纪、文化会展、品牌植入、品牌发布、科
技等完整的影视文化全要素的开放式综合服务
平台。

围绕着影视 IP、影视融资、演员、导演、旅游
景区拍摄场地、网红、短视频 APP、影视衍生品电
商等要素开拓影视传媒、文化旅游、动漫游戏、金
融行业、电子商务等多个市场。

中国影视及短视频新引
擎华影中心落户长沙
立足湖南辐射全国说到 520就想到了浪漫，好像在这一天发

生的所有故事，都写满了爱意，就连霸气十足
的小狮子，也忍不住要向深爱的狮粉表白了。

今年 520， 东风标致向 255 万狮粉高调
示爱， 打造专属于狮粉的 “520超级品牌日
狮粉大狂欢” 。 在“口碑激活年” 之下，满怀
诚意， 将浓浓爱意传递给一路相伴的每一位
狮粉！

【狂欢 Party就等你来 high】

5月 20日、21日两天，“东风标致 520超
级品牌日 狮粉大狂欢” 将落地武汉 M+购
物中心 B2 中庭 （武汉市江汉区江汉路 187
号），开启狂欢 Party。 这次，狮粉将作为派对
的主人，在活动当天敢爱直言，大声说出与小
狮子的故事，表达对小狮子的爱意。 此外，狮
粉们还可以通过极富趣味的互动体验活动，
深入感受蕴含“设计之美、品质之实、科技之
悦” 的全新品牌价值。 活动现场，除了刚刚在
北京车展亮相的全新品牌形象大使雄狮雕
塑， 也有潮流颜美的 Art� Toys� LEO'Z小狮
子玩偶， 生动有趣的体验区让大小狮粉都能
玩 high起来，提醒你一下，别忘了把美照分
享至朋友圈，把精美礼品领回家哦！

惊喜还不止这些， 东风标致和全球十大
必看展览 TeamLab携手进行跨界合作。促成

此次的跨界合
作，正是两个品
牌相互契合的
“艺术与科技”
理念。TeamLab
的作品，以科技
手段，让艺术的
呈现更如梦似
真，深邃奇幻的
光影绝唱，使观
者放松身心沉
醉其中，这与东
风标致 “设计
之美、 品质之
实、科技之悦”
有着不谋而合的默契。

这个曾经一票难求的人气展览， 如今登
陆武汉，狮粉们只要参与现场的互动环节，即
有机会赢取入场门票， 期待两个行业佼佼者
如何打造一场科技化的梦幻仙境吗？ 小狮子
诚邀你来现场一探究竟。

【狂欢持续 豪礼加持送不够】

东风标致带来的惊喜还远不止于此。 即
日起登陆天猫 Tmall和腾讯汽车平台， 还可
参与“东风标致 520超级品牌日 狮粉大狂

欢 豪礼送不停” 活动，老狮粉们可以赢取
免费单次保养等回馈大礼；新狮粉们购车时，
全系车型享至高全额购置税补贴＋至高 36
期 0利率＋至高 12000元置换补贴 （以上促
销各车型略有不同，同一台车不能同时享受，
详询当地经销商），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再赢
取 1000元购车礼金，多重豪礼送不停！ 活动
期间， 东风标致全国经销商还会以丰富多彩
的回馈活动，将这份爱意持续升级。

今年的 5月 20日，因为有了“东风标致
520超级品牌日 狮粉大狂欢” ，所以显得格
外美好，但是这份美好才刚刚开始。以后每年
的 520，东风标致都将成为狮粉们共庆。

高调示爱！520狮粉大狂欢，我们等爱，也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