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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健康·性情

格育儿经

孩子尿床拖不得
“真没出息，这么大了还尿

床。”面对孩子尿床，许多父
母都会责怪孩子，殊不知，儿
童3岁后在6个月内，出现2-3
次以上夜间不能自醒排尿的
现象就是病，医学称为“遗尿
症”。

据我国著名遗尿症专家刘
教授讲，85%以上的尿床孩子学

习中等、95%的尿床孩子心理有
问题，尿床已成为儿童健康成
长的重要杀手：1、影响智力发
育，智商比正常儿童低17%-
23%，注意力不集中(小动作
多)，好动，记忆力差(学龄期
儿童时常忘记做作业)，新知
识接受吃力。2、80 . 5%以上的
尿床孩子有自卑、任性、胆

小、暴躁、脾气大等心理疾
病。3、青少年儿童尿床还会
影响第二性征发育，出现小
阴茎、小睾丸、小子宫，成年
后30%-50%有生殖性病变或
障碍，严重者导致不孕不育
症。4、影响发育，个子比正常儿
童矮2-5cm，身体瘦弱或虚胖。

市区王晓菲10岁了，从

小尿床，得天天晚上叫，只要
一天没叫就会尿到床上，不
好叫醒。平时性格很内向，胆
子很小，上课从不主动发言，
作业也经常出错，成绩不太
理想。后来经过咨询省遗尿
康复中心知名遗尿专家并治
疗后，不用大人叫自己就能
起来尿尿了，脸色也比原来

红润多了，期末考试成绩也
提高了很多。

专家提醒：孩子3岁后尿
床非小事，一定要及早治疗，
家长千万大意不得！否则尿
床耽误了孩子的前途，父母
后悔都来不及。
尿床康复咨询热线：
济南86743120淄博8135124

泰安6771933济宁2689120
东营7504120莱芜8598937
临沂8680392德州2068668
菏泽6675892聊城8199120
潍坊8939665日照8960133
滨州3876120烟台6568293
青岛83706826威海2883823
枣庄、滕州6869120
www . nccn . net . cn

格婚恋心理

嵌甲(趾甲往肉里长)、
甲沟炎、手指、脚趾红肿化
脓、血流不止，轻轻触碰如
刀割般疼痛难忍，临床无药
可医，手术拔甲又反复发
作，那该怎么办？

嵌甲、甲沟炎无痛疗法问
世-----“瑞杰甲沟贴”是美
国百斯特历时 6年独家研制
的嵌甲、甲沟炎专用药，它采
用美国精分子印迹分离技术，
浓缩十余味原生中药强力渗
透甲沟组织，深入甲床内部杀
菌消炎，活血消肿，迅速软化
甲刺，使深入肉中的趾甲逐

渐收敛至甲床表面，甲边缘
自然萌出，彻底消除嵌甲、
甲沟炎。当日止痛， 3-5天
消肿，一般 2-3个疗程治好
嵌甲，反复拔甲患者需连用
1-2个月恢复正常。

咨 询 热 线 ：0 5 3 1 -
89055622(买3赠1，免费送货)

经销地址：宏济堂参茸大
药店(共青团路66号)、章丘永
兴堂、泰安神农、临沂华康、聊
城颐生堂、枣庄金星、滕州同
仁、德州三易、滨州康乐、菏泽
曹州、东营供销商场、潍坊华
芝堂、济宁太东

甲沟炎 嵌甲一贴就好

浪漫是她哭时，你温柔
的肩膀和递上的手帕；浪漫
是她忙碌了一天，仍系上围
裙为你做出爱吃的饭菜……
浪漫会给感情增添一抹玫瑰
色，使爱情加倍温馨。可惜，
总有一些误解会影响浪漫感
觉。在美国休斯顿州立大学
心理学教授罗兰·米勒和哈
佛大学社会学硕士莎伦·布
雷姆看来，正是这些误解导
致了爱人们的苦恼和不满，
甚至会成为引爆夫妻矛盾的
导火索：

争吵具有破坏力。有人
以为，只要足够相爱，情侣在
任何事情上都不会起争执。
但舌头和牙齿都有打架的时
候，两个思想独立的人怎么
会不起纷争？
“心有灵犀”很重要。持

这种观点的人会误以为，夫
妻只要一个眼神，就能明白
对方的意思。如果不得不告
诉伴侣我想要什么，就说明
他/她不够爱我。

伴侣一定不会改变。有
了第一次伤害，就会有第二
次——— 此话不假。但这一现

实建立在“你们没有良好沟
通”的基础上。只要我们愿
意，就能为伴侣着想，为对方
做些事，甚至是改变自己。

每一次性爱都该完美。
几乎没有人能在每一次的性
爱中，都获得美妙且令人满
足的感受。事实上，性爱受多
方面因素影响。多数时候，总
有一方在性爱中无法获得高
潮或快感。

男女无法真正沟通。持
有这种误解，是因为你们没
有掌握正确的沟通方法，不
知道如何对伴侣开口。

美好的婚姻不能有瑕
疵。在现实中，两性关系绝不
是“非此即彼”的，和谐幸福
与矛盾纠结，总是交替出现。

很多人都曾有过上述想
法。他们偏执地相信，真爱要
顺其自然。因此相处时只要
出现一点问题，就不知所措，
不会积极、有建设性地解决
问题，甚至宁愿结束这段关
系。这实在是有点因噎废食，
相处时遭遇摩擦是再正常不
过的事，只有不断磨合，感情
才更稳固、坚贞。

六种想法毁浪漫

自“著名脑病专家徐增俊
主任、吴泓主任、李云亭主任
等为脑瘫儿制定 721康复方
案(联合使用神经生长因子
NGF和神经节苷脂GM促进
神经再生基础上，再配合专业
理疗和特殊教育)，提供价值
1368元专业理疗，并亲授穴
位按摩手法；赠权威脑健康杂
志《1+1脑健康乐园》”的喜讯
发布后，报名电话不断，此活
动特寻找5类脑瘫：1、不会说

话或说话
不 清 ，只
能 说 单

字；2、不会走路、脚尖着地，
剪刀步，协调能力差；3、肌张
力高，手不能灵活拿物，腿不
能打弯，灵活性差；4、口眼歪
斜，口水不断；5、智力差。

据悉，南京自然医学会脑
病康复分会钱主任总结的
721康复方案，在全国推广 9
年来，数千名患儿能说话、走
路，甚至上学了。

报名热线：0531-86965398
0533-2288448 0535-7017160
0536-8855362 0537-2134689
0539-3691207 0530-6077233
0543-3689668 0546-8777750

紧急寻找5类脑瘫
活动火热进行 仅剩136个名额

天气一冷，许多人出现
尿频尿急、手脚冰凉怕冷，性
功能减退、易疲劳、出盗汗、
阴囊潮湿等症状，这都是脾
肾亏虚、气血两虚的典型症
状，这是健康的报警信号。治
疗不及时会丧失性本能，增
加其他重大疾病风险。

中南海保健医生王敏清教
授依据唐朝皇室御用秘方研发
的“强龙御液”，利用国际尖端

萃取工艺，使鹿茸、龟甲、巴戟
天、鹿角胶等数十味名贵药材的
活性药用成分浓度更高，滋肾助
阳、益气健脾、气血同补。对尿频
尿急、手脚冰凉、性功能减退以
及脾肾亏虚的其它症状：不分男
女一般一个疗程明显见好，起夜
明显减少，也不怕冷，气血充盈，
性功能显著提升，被国家药监
局批准为国药治疗型药品，属
国家一级保密配方。独特的液

体剂型，有效保留原有药性，吸
收更快更彻底。“强龙御液”喝
一口，“性”福生活天天有！

热线：0531-66960943
(买3赠1 买5赠2免费送货)

经销：宏济堂参茸大药店
(共青团路66号)、章丘永兴堂、
泰安神农、临沂华康、聊城颐
生堂、枣庄金星、滕州同仁、德
州三易、滨州康乐、菏泽曹州、
东营供销商场、潍坊华芝堂

尿频尿急 畏寒肢冷得了啥病

我几十年的前列腺炎治愈了
我是一名退休老干部，

今年69岁，我患前列腺炎几十
年了，什么法子都想了，什么
药都用了，钱花了不少，但就
是治不了病，后来干脆不治
了，反正也老了，活一天算一
天吧！女儿很孝顺，一直四处
为我打听治病的良方，前一
段时间她又托美国的同学给
我捎来了治疗前列腺的进口
药，可是吃了效果还是不理
想，后来 我的战友给我打
来电话说，中国中医研究院
研制的专门治疗前列腺炎和
前列腺增生的纯中药林碧莎
前列安通胶囊效果特别好，
我就抱着最后再试一试的想
法开始购买服用。用药的当
天，尿频现象就有了明显改

善，原先的排尿疼痛感也好
多了，不到一个星期，原先的
尿频、尿急、尿痛、尿分叉等
现象明显好转，等我服用完
三个疗程的药后，症状全部
消失，人也特别有精神，一检
查完全好了。

据悉，由中国中医研究
院研制的最新型国药林碧莎
前列安通胶囊，成功突破包
膜瓶颈，解决了前列腺炎、前
列腺增生久治不愈，反复复
发难题。它能穿透前列腺的
外层包膜，透过炎症形成的
硬结，杀死躲藏在前列腺内
任何地方的细菌，当堵塞腺
管的硬结内细菌被杀灭，腺
管炎症消失，腺管就可以通
畅引流，病菌残留物可彻底

被清除。它还能刺激肥大的
腺泡恢复正常分泌活性并恢
复正常的大小，溶解增生的
纤维组织。再次林碧莎前列
安通胶囊能激活前列腺自身
免疫，杜绝复发。无论病情多
重，病史多长，通过服用林碧
莎前列安通胶囊均能彻底根
治，绿色纯中药，安全可靠，
彻底治愈不复发，不含任何
激素，无任何毒副作用。全国
免费送药上门，药到付款，发
放信誉卡。

位于历山路和解放路交
叉路口东北角泉城大药店引
进了此药，咨询电话是0531-
87921411
北京：010-67027395
上海：021-65288167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对性
爱有一些“害怕”。这毋庸置
疑是影响夫妻关系的最致命
因素。近日，美国婚姻家庭治
疗协会会员玛丽·克莱恩教
授指出，该协会完成的一项
调查显示，性爱恐惧主要来
源于4方面。

没理由地走神。很多人会
在性爱中突然分神。一般，自
信、专注的人分神几率较小。
所以，夫妻要相信自己有能力
缓解身体的紧张感，把性爱当
成一种娱乐。平日可以和伴侣
聊聊性幻想，加强沟通。

到不了高潮，或没那么快
获得高潮。一旦出现这样的担
忧，有些夫妻会互相埋怨。殊
不知，当高潮成为性爱的唯一
目的时，悲剧的种子就已经埋
下。“不是所有人、不是每次性
爱都能获得高潮。尤其是丈
夫，不要硬来。夫妻们还应记
住，高潮虽然需要彼此共同努
力，但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若是能放轻松，结局会更美
妙。”玛丽·克莱恩说。

一方“太快”。这比到不了
高潮强一些。但当丈夫过多担
心自己是不是太快时，其负面

影响就会在性爱中表现出来。
要缓解这一恐惧，夫妻不妨尝
试分床睡，多些性幻想。同时，
在性爱中尽量放慢动作，充分
享受每一丝愉悦。

勃起消失了。一旦勃起
有所变化，男性就会异常恐
慌。这种焦虑情绪对夫妻的
不良影响极大。其实，勃起减
弱了，绝不是某个人、单方面
的问题。而且，有时性爱并不
需要完全勃起。此前，夫妻就
应想好对策，比如可以用亲
吻、爱抚或其他方式，代替实
质性交。

激情中最怕走神格性爱提示

宝宝

别用开塞露

读者王女士问：我女儿
2岁了，经常便秘。现在有
时 3天才大便 1次，而且大
便很粗，每次大便时孩子都
又哭又闹，很痛苦。我听别
人说，每天在固定时间用一
点开塞露刺激孩子排便，连
续7天，孩子就能形成排便
规律。不过开塞露刺激性挺
大，不知道小孩子是否能
用？

专家解释说，像您孩子
这种情况，首先建议不要使
用开塞露，开塞露只可在万
不得已时，临时使用一次。
开塞露虽有效，却易造成依
赖，还有可能掩盖宝宝的肠
道病变。

依照临床经验，如果孩
子两天未大便，首先，家长
马上给他吃 1— 2顿的蔬菜
和粗纤维食物，比如绿叶蔬
菜加上煮得很烂的玉米粥。
吃下去第二天，通常就能便
出来了，非常有效；其次，
是排便习惯的培养。如果孩
子便秘已经成为习惯了，建
议家长选择在晚上，孩子精
神放松时，每天让孩子定时
蹲一会，坚持一周，机体就
会有反馈，把排便习惯调节
过来。

习惯性便秘需要提高警
惕。相当一部分小儿的习惯
性便秘都是由乙状结肠冗长
症引起。建议便秘超过两周
的孩子，立刻到医院看医
生，接受结肠检查，排除肠
道病变。

补铁可用蔬果

藕粉酸奶羹

儿童有时需要零食来补
充正餐的营养不足。专家表
示，奶类食品含铁较少，但
酸奶中的乳酸有利于铁的吸
收，其中的蛋白质特别容易
消化，是孩子补铁的最佳零
食。

原料：脆冬枣5个，番
茄半个，藕粉 20克，酸奶
125克，红糖1勺。

做法：1 .将冬枣去核，
加等量水，用食品加工机打
成浆，取 2 5 毫升无渣果
汁；2 .番茄去皮，打成浆，
取 50毫升； 3 .藕粉用榨好
的果菜汁搅匀，再用热水冲
开，搅成透明状；4 .酸奶放
小碗中，慢慢加入藕粉，直
到比例为 1： 1；加入红糖
即可。

今日健康

订版电话0531-

85196052

巧除脚茧鸡眼脱皮脚气
无需包裹 无需刀割 无痛苦 无腐蚀
脚茧、鸡眼、瘊子、脚裂、手

脚干燥、手茧、粗糙、皲裂、手脚
脱皮、脚气等手脚病，实际上是
由皮肤癣菌、酵母菌和霉菌等
多种特殊真菌入侵皮肤所致。
“日本清足”的成功研发，

可以说是广大饱受疼痛折磨
患者的福音。日本清足采用目
前国际最为先进的靶向生物
剥离技术，使有效成分“HD1”

能迅速软化增生组织，只需一
喷一抹，数秒粗糙皮肤变光
滑，3天手脚干裂脚气脱皮一
扫完；6-10天脚茧，鸡眼、瘊子
完全剥离。一次断根不复发！
健康热线：0531-82875119 市内
免费送货 经销药店：华东大
药店(大观园十字路口北10米
路东)、广济堂(省中医往东50
米)、聚成阁医保大药店(市立三

院)、泉城大药店(甸柳庄)；滨州
康乐大药店；泰安永春堂永宁
药店；枣庄康维；德州新华鲁
抗；潍坊华芝堂医药东风爱心
店；聊城宝芝林；菏泽中和；淄
博三康大药店；烟台华医堂；东
营欣隆；莱芜万泽；日照润生堂
六分店；济宁仁安大药店；临沂
华康；威海渤海大药房；长清华
东、章丘健民；济阳：开元。

五项织秃、补黑、镶稀技术
的全新服务能快速、优效、永久
解决各类男女秃发、白发、稀发

烦恼，无需生发染黑，轻便舒爽，

自然逼真，潇洒优雅，一劳永逸。

噪济南市朝山街49号（二楼）
0531-86918195

噪张店0533-2154505

噪青岛0532-82868916

噪淄博怡露0533-4182242

噪上海总部电话：021-67681797
网址：www .cnhair . net

秃发稀发白发380元起解决
不 用 生 发 染 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