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5日，桑植县向家坪村小学，55岁的郭美容老师在毛坯教室里上课。 记者 武席同 摄

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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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 ED���影响夫妻和谐］
男人单纯的认为 ED 是自己的事，或

者碍于面子而不告知伴侣，一味的为自己
寻找各种借口逃避夫妻生活，往往会引发
夫妻间的信任危机，长此以往，对家庭和
谐以及夫妻关系，都可能产生影响。

调查显示，76%的女性坦言，ED 会产
生非常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当伴侣持续被
ED 困扰时，又没能及时沟通，很多女性
会担心：他的身体有问题了？他心情不好，
还是有什么烦恼？ 甚至部分女性把丈夫
无奈的拒绝认为是心虚的表现， 有了外
遇，怀疑起自己的魅力。

长沙五洲泌尿专科医院男性功能康
复专家指出，很多 ED 患者会经过很长时
间的逃避期和等待期，这时往往会发生夫
妻不和。 因此，出现 ED 最好与妻子及时
沟通。

［男人 ED���伴侣也有责任］
夫妻生活是两人的共同体验，如果认

为 ED仅是男人的事那就太过片面了。事
实上，丈夫 ED，妻子既是最大的受害者，
也很可能是导致丈夫 ED的根源。

但现实生活中， 面对男性偶发性不
举，许多女性要么过于被动，要么怀疑丈
夫有外遇，百般猜疑和刁难，结果造成丈
夫更大的压力，从一次不举慢慢发展成真
正的 ED患者。

此外，男女生理变化规律也对夫妻生
活产生不小的影响： 如女子进入更年期，
许多人开始拒绝夫妻生活，这对丈夫同样
是一大打击，对男性功能产生影响。

长沙五洲泌尿专科医院男性功能康
复专家指出， 临床上， 约 10%的男性患
ED，是由妻子直接或间接导致。

［男人看 ED���最好带上伴侣］
男性看 ED，坚持夫妻同诊同治，更有

利于疾病的康复。 在长沙市专业男科医
院， 性功能障碍患者占门诊量近 30%，但
每 10个患者中， 只有一个是带着妻子一
道就诊的。 即便专家建议带上妻子看病，
但大多数患者都不愿意，他们更希望神不
知鬼不觉的把病治好后，回归正常的家庭
生活。

长沙五洲泌尿专科医院男性功能康
复专家呼吁所有受 ED 困扰的夫妻，一起

面对疾病，共同参与治疗，因为性福需要
双方的努力来共同维护。

在治疗上， 男性因为不好意思往往
表述不清，而妻子反而更加坦然，这有利
于医生对一手资料的掌握，对病情的判断
也更可靠。重要的是，妻子的鼓励配合，能
最大限度的重建丈夫的自信心。而行为治
疗、良好氛围的营造、以及信息的反馈，这
些都需要妻子的密切配合。

分型调治 ED
全面提升男性功能

如果 ED持续时间较长，患者应及时
就医，遵照医嘱进行规范治疗。 因为此时
ED 已经形成病理性的，很难靠自我调理
来达到重振雄风。

长沙五洲泌尿专科医院男性功能康
复专家表示，ED 治疗， 不仅是要恢复男
性的勃起功能， 同样要重树男性的自信
心，从而使夫妻双方对两性生活达到最大
的满意度。 因此，身心同治才能恢复得更
快更彻底。

目前长沙五洲泌尿专科医院在 ED
治疗上，已经成功实践出很多可行性的方
法。 对于功能性 ED，可通过配合药物进
行心理治疗，而器质性 ED，关键在治疗
原发性疾病。综合药物渗透、电子通络、磁
振巩固等疗法，唤醒神经及性腺轴，增加
阴茎血流量，改善勃起硬度，延长勃起时
间，恢复男性功能。更多男性健康问题，请
拨打 0731-85585555咨询。

［ ］

男性求治功能障碍 最好带上伴侣
男性功能障碍（简称 ED）

会明显影响夫妻关系， 致使夫妻
双方要么默默吞下苦果， 要么就
是两败俱伤、婚姻破裂。但无论哪

种结局对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不完
整的。

但是，ED 并不是男人一个人
的事？ 不少男性 ED 的根源就在

妻子。因此，专家呼吁受 ED 困扰
的夫妻，共同面对 ED，一个好的
妻子应该是在 ED 治疗中扮演重
要角色。

【导读】

5月25日 ，桑植县向家坪村小学。这
是一个只有109名学生的“小”学校，孩
子们在脚手架都没拆的毛坯教室里上
课。校长尴尬地说：“本来借老乡家房子
上课的，今天他家办酒，我们只好挪了
出来。”

郭美容老师今年55岁了，任教35年，
退休后又返聘回来教书。 我们注意到她
的教本、 粉笔和教鞭都放在前排同学的
课桌上。这张修补了2处的老桌子既是两
个同学的课桌也是郭老师的讲台。

郭老师说：“1968年建校，1977年我
分配到这来， 这批桌子资格比我还老。
由于经费缺乏，课桌椅都难有，哪里顾
得上我们的讲台，一直都这样放，我们
也习惯了。”

郭老师问：“孩子们，你们想要一张
新课桌吗？”

“想！”童声震耳欲聋。
■记者 张颐佳 实习生 齐亚岚

■记者 刘晓波

十多天前，湘潭县乌石镇羊塘村杨柳
组50岁的贺运霞突发脑溢血， 生命垂危，
不少爱心人士援手相助。一名年轻女子来
到贺家， 自称是湘潭县民政局的处长，租
车将贺运霞送到长沙“治病”。结果，从贺
运霞妹妹手中骗走4000元“救命钱”。

突发脑溢血，好心人捐款
贺运霞住在一幢破败的土砖房里。

他患有精神病的妻子5年前离家出走，10
岁的儿子读小学三年级。

今年5月24日， 贺运霞突然摔倒，昏
了过去，确诊为脑溢血。医生说必须尽快
做开颅手术，但因交不起手术费，贺运霞
只好回家打点滴维持生命。

当地村民纷纷解囊相助。同时，一些
热心人士也为贺运霞父子捐款。

“王处长”带着去医院，拿走4000元
5月31日晚8点左右， 一年轻女子来

到贺家，自称“王艳”，是“湘潭县民政局
的处长”。“王艳”称，要连夜把贺运霞送
到长沙治疗，费用全由民政局负责，家属
只要带点生活费即可。 贺运霞的妹妹贺
女士从镇卫生院叫来救护车， 带着贺运
霞赶往长沙。 上车没多久，“王艳”就向贺
女士要了400元车费。

到了医院，“王艳” 要救护车司机把
贺运霞送到13楼， 让贺女士跟她去挂号
大厅办手续。“王艳”说，要打点医院的领
导，这钱得由家属出。贺女士便将3600元
钱交给“王艳”。这时，“王艳”又说，她要
去拿份报告。 在医院等了两个小时仍不
见“王艳”出现，贺女士才意识到被骗了。

女“处长”30岁左右，不是民政局的
湘潭县民政局负责人介绍，该局根本

没有叫“王艳”的人。
案发后，贺女士向长沙市湘雅路派出

所报了案。6月4日， 湘潭县公安局网络发
言人在网上回复，力争尽快破案。据贺女
士回忆，“王艳”30岁左右，长相标致，打扮
时髦，圆脸，单眼皮，头发及肩。读者如有
线索可拨打湘潭县石潭派出所电话
（0731）57840398。

“民政局干部”接连骗走病人救命钱
湘潭至少已发生4起，受害者均家境贫困，警方介入追查吁请市民举报

自称民政局干部，以“治疗费
全报销”为诱饵，向病人或家属诈
骗钱财。 包括贺运霞家人这次被
骗，今年，类似案件在湘潭至少已
发生4起。受害者均家境贫困，且患
病在身。

●91岁的朱淑媛是湘潭市岳
塘区的五保户。3月1日下午， 一个
20来岁、 高约163厘米的长发女子
叫上的士带朱去株易路口看病，让
老人掏出身上仅有的100元付了的
士费。

●宋某家住湘潭易家湾镇，因
患恶性肿瘤卧病在床。3月1日中
午， 一名30岁左右的女子来到他
家，取走家中抽屉里的钱，在中南
大学铁道学院附近将宋甩掉。

●湘潭县射埠镇的李丙初今
年76岁，为了治疗患有精神病的儿
子， 李家已是一贫如洗。2月24日，
宋家来了一对年轻男女，骗走了李
家仅余的300多元现金。

■记者 刘晓波

6月5日，常德的杨敏先生来电
说：“看了你们的报道， 我很感动，
我正好开了一个家具厂，准备给孩
子们免费制作100张新课桌。”

教了35年，没有自己的讲台
类似案件至少已发4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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