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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女人， 或多或少都会被妇科
疾病困扰。 疾病就像一个不能说的秘
密，难以开口难以名状更无法摆脱。其
中， 盆腔炎性疾病就是让女人痛苦的
“秘密”之一。

4月14日，有“送子观音”之称的
湖南省中医院妇科主任匡继林接受采
访时称， 目前盆腔炎成妇科高发病，
“每天接诊的患者中至少有一半都是
这个病。”

匡继林表示，如果盆腔炎性疾病没
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正确治疗，很有可能
引起一系列的后遗症。急性盆腔炎后不
孕发生率为20%-30%， 而盆腔炎后异
位妊娠（也就是平时所说的宫外孕)的
发生率更是正常妇女的8-10倍。

什么样的原因致使这么多女性患
上了盆腔炎？

匡继林介绍说， 引发盆腔炎的有
包括年龄、性活动、下生殖道感染、宫
腔内手术操作后感染、性卫生不良、邻
近器官炎症直接蔓延以及盆腔炎再次
急性发作在内的七个高危因素。

“最重要的两个原因就是性生活
不洁以及宫腔内手术操作后感染。”匡
继林表示， 经期性交或者月经期间没
有良好的卫生习惯都有可能引起盆腔
炎症。

“除了引起其他病症，盆腔炎性疾
病如果没有及时根治， 复发的可能性
达到23%。”

而根据美国研究资料显示， 盆腔
炎性疾病的高发年龄为15-25岁。年
轻的女性可能因为性活动频繁， 较少
应用避孕套更容易患上盆腔炎。

如何预防盆腔炎性疾病？ 匡继林
建议：“首先肯定是要避免人流， 然后
就是经期之内不能同房， 要注意性卫
生。万一已经人流，一定要注意调理，
人流之后一个月绝对不能同房。 术前
术后都要避免炎症发生。”

此外，匡继林反复强调，盆腔炎性
疾病属于慢性炎症，一定要及时治疗，
而中医综合治疗针对此病疗效显著。

■记者 洪雷 实习生 田依灵
通讯员 陶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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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北上进京豫，疫情加重？
14日新增11例患者，单日最高
迄今全国已有60例，13人死亡 我省发布春季流行病防控指南

最近，一种被称为“深海植物伟哥”的新型
男性健康品亮相湖南，引起了巨大轰动，市民议
论纷纷……

植物也能提升男性功能？太不可思议了吧！反
正免费的，领一盒试试，说啥都没用，有效果才行！

好的东西就该大家分享， 有效果才敢搞赠
送，试试看就知道！

类似的好奇和疑问频频出现， 所有人都渴
望了解麦尔施壮 TM效果究竟怎么样？

诺奖成果： 一氧化氮与男性功能有
什么必然联系？

上个世纪末， 伊格纳罗等医学家因一氧化
氮对扩张血管的重大发现而获得了 1998 年诺
贝尔医学奖，为人类健康做出了杰出贡献。 诺贝
尔医学奖颁奖词中这样说道： 这项发明的重要
性尤其显现在治疗心脏疾病、 休克以及对性无
能的新药的发展上。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一氧化氮促使血管扩张
的作用， 但却忽视了一氧化氮对性生活以及男
性勃起的重要作用。 其实，勃起的原理也是由一
氧化氮分泌使海绵体扩张，增加血流量，从而增
强勃起功能。 一氧化氮既不可从外界吸入体内，
也不可手工加入血液， 一氧化氮分泌的源头在
哪里呢？

修复、 加强 NANC 是全面提高男性
性功能的关键

研究发现产生一氧化氮的唯一途径就是非
肾上腺非胆碱能（NANC）神经的分泌，勃起时间
长短由 NANC 神经产生的一氧化氮多少决定。
而随年龄增长，NANC 神经渐渐出现老化、损
伤，分泌的一氧化氮也越来越少，导致男性勃起
时间短、硬度不够。

经医学家研究证实， 褐藻独有的活性成分
有强大的修复功能， 对 NANC神经起到对抗老
化、修复磨损、增强机能的重要作用。 使困扰多
年的身体差、底子薄、欲望低、时间短等症状从
源头上得到改善。

天然、安全、持效， 带给男性空前强
大的生理功能

美国威姆诗尔曼国际集团成功打造全球首
款从深海褐藻萃取的男性健康品———麦尔施壮
TM（英文名male�stronger，意译为男人更强壮）。麦
尔施壮 TM 采用纯手工采摘的深海褐藻， 高科技
萃取活性精华， 结合古法酿造的麦酒为介质进
入人体， 精准直达对性功能起调控作用的关键
部位 NANC 神经源头进行全面修复， 有效增加
海绵体血液供应。

麦尔施壮 TM 浓缩高浓度的褐藻活性精华，
仅需三天一瓶，持续 72 小时精彩，体力、精力充
沛，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不管是 70岁老翁还是
年轻小伙，底子薄、身体差、力不从心都得到改
善，轻松达到一种自由态，恢复 20 岁的冲动，30
岁的状态，40岁的控制力， 让男人享受久违的愉
悦，获得更高乐趣，关键时刻持久更给力。

麦氏风暴来袭
邀您免费体验 亲身见证功效
即日起拨打全国免费男性关爱热线

400-682-6669�及 021-38613518 或发送 SD+
您的收件地址和姓名到 15021612188 即可免
费领取价值 92元商务装一瓶。 亲身感受下麦尔
施壮 TM 带来的全新冲击！ 享受重新挺起来后那
种妙不可言，每天精力充沛，干劲十足，成为每
个家庭必备的床头用品。 本次应广大新老客户
要求，同时每天推出 50 套特惠装，先报先得，购
完即止。 公司承诺：一瓶管三天，保密配送，7 天
内无理由退货服务。

“深海植物伟哥”亮相
湖南惹争议 吉食健广审（文）第 2011120010号

盆腔炎成妇科高发病
专家全方位教你预防疗养

14日当天，全国新确
诊11例H7N9禽流感病
例，为历日来最高。其中
河南增2例， 浙江增4例，
江苏增2例， 上海增3例。
上海有2例之前确诊患者
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

截止到14日下午，全
国一共 60人确诊感染
H7N9禽流感。13例患者
死亡。

北京患儿
病情已稳定

4月13日凌晨，经中
国疾控中心复核， 北京
市综合判定首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
患者姚某，女，7岁，居住
在顺义区后沙峪镇古城
村中心街。 患者父母在
居住地从事活禽贩卖工
作。

北京地坛医院14日

表示，姚某病情目前已稳
定，当天早上体温35.9℃。
此外，患者的母亲13日因
身体不适，已经送往医院
进行检查，尚没有发现其
他异常情况。

河南2例
1人为厨师

河南省卫生厅14日
通报，该省的周口、开封
当天各确诊 1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 两名
患者为河南省首次发现
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
病例。

患者马某，男，34岁，
开封尉氏县大桥乡人，厨
师。目前病情危重，正在
积极救治中。

患者张某，男，65岁，
现住址为周口市川汇区，
农民，与家禽接触机会较
多。目前患者病情稳定。

北京市确诊首例人
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使H7N9疫情首次突破
之前三省一市的范围；
同时， 首例密切接触者
中的确诊病例在上海市
出现。

这些新情况是否意
味着疫情在加重？ 国家
防控措施会不会作出相
应调整？ 公众该如何加
强防护？ 记者就此采访
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

记者：上海密切接触
者中出现了人感染H7N9
禽流感确诊病例，是否表
明疫情出现了人传人？

答： 上海市病例顾
某，男，56岁，与上海市确
诊病例於某为夫妻。4月
12日晚，我委与上海市卫
生计生委共同组织相关
专家研究认为，根据目前

所掌握的资料，尚不足以
判定顾某的发病是由於
某传染所致。

记者：现在北京也出
现了疫情，这是否说明疫
情在加重？国家防控措施
会不会增加或调整？

答：监测显示，目前
病例仍呈散发状态，所有
的病例间均未发现人传
人的证据。专家认为，目
前疫情形势未发生显著
变化。各疫情发生地正按
照相关预案规定，积极开
展疫情防控工作。

记者：如果在更多的
地方出现确诊病例，实验
室检测方面是否有充分
的准备？

答：目前，我国所有
流感网络实验室均已具
备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
毒PCR核酸检测能力。

■据新华社

H7N9疫情是否在加重？

… 权威访谈

近段时间， 有关人感染
H7N9禽流感的新闻充斥着各
大媒体的头条。事实上，根据湖
南省卫生厅最新疫情公告，在
目前我省流行疾病当中， 还看
不到H7N9禽流感的踪影。相
反，其它流行病早已如期而至。
省卫生厅近日发布春季流行
病防控指南， 让我们来看看，
有哪些病更需加倍小心。

甲型H1N1成流感主流

在报告的疫情中， 甲型
H1N1流感无疑是最受关注的
流行病。据省卫生厅发布的月
份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信息，
3月份我省甲型H1N1流感病
例300例，死亡2例。省疾控中
心流行病学监测结果表明，目
前湖南省的流感病例主要为
甲型H1N1和H3N2两种，其
中H1N1占九成以上。

“根据历年监测结果，春季
是流感高峰时期，而H1N1流感
已是流感中的主流， 近期的发
病率可能还会继续升高。”

专家教你防流感

省疾控中心流行病防治
科副科长刘富强介绍，预防流
感，强调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习惯。具体如下：

1、 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充
足睡眠，勤于锻炼;2、注意个人
卫生， 经常使用肥皂和清水洗
手；3、 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
遮住口鼻， 然后将纸巾丢进有
盖垃圾桶；4、流感流行期间，避
免前往人群拥挤密集或通风不
良的场所；5、 避免接触出现发
烧、咳嗽、流涕等流感样症状或
肺炎等呼吸道疾病的病人。

“三合一”疫苗有效

接种流感疫苗仍是预防
流感最有效的手段。有需要的
市民可到接种点接种，目前流
感疫苗是“三合一”的，即可同
时预防甲型H1N1流感、甲型
H3N2流感、B型流感，疫苗发
生效用的时间一般在注射15
天后。 ■记者 洪雷

要防的不只是H7N9
这些流行病离得更近

… 湖南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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