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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作为亚太地区覆盖地
域最广的一次性健康研究——— 2013

亚太地区性行为和性满意度调研报
告于 9月 25日在北京正式发布。会
上，国际性医学会主席麦克马洪博
士和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候任主
任委员姜辉教授共同介绍并解读了
本次调研的结果。

通过调研，发现目前在整个亚
太地区性满意度状况令人担忧，包
括中国在内的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
过一半的夫妻或伴侣对于性生活感
到不满意。而性满意度低的原因并
非仅仅是由于缺乏性生活次数。调
研结果显示，中国夫妻或伴侣的平
均每月性生活次数为 9次，明显超
过亚太地区7 . 7次的平均水平，然而
中国夫妻或伴侣对性生活感到不满
意的比例依然超过50%。

因此会上，麦克马洪博士和姜
辉教授也再次呼吁大家要“重视性
健康问题”。本次调研历时半年，共
有3567人参与，调研对象年龄在18-
45岁之间，男性和女性各占50%，涉
及中国、澳大利亚、韩国、马来西亚、
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9个亚太国
家及地区。

亚太地区过半夫妻

对性生活不满意

近日，获“美丽笑脸齐
鲁行”公益活动免费救治的
邹平县“白癜风男孩”张国
豪，经华海白癜风医院两个
月的治疗，病情已恢复80%。
据成爱华院长介绍，小国豪
不仅病情恢复较快，而且精
神也变得乐观开朗起来。

小国豪今年8岁，母亲早
年弃家而走，父亲靠打工养
家，他一直由奶奶抚养。除
外，还要照顾其叔叔一家全
部患有智障的四口人。两年
前小国豪前额与头部又不
幸患上大面积顽固白斑。考
虑到其家庭的特殊性，华海

白癜风医院破例将其纳入
免费救助计划。

据了解，华海白癜风医
院研发的“黑白同治”新技
术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面
向全国推广以来，已造福数
万白癜风患者，医院也被国
家卫生部门授予“全国三好
一满意”示范医院等荣誉。
今年7月该院启动了“美丽笑
脸齐鲁行”救助贫困患者公
益行动，将免费救助17名12-
30周岁脸部患病的患者，为
100名患者部分救助，另外，
还将为全国1000名患者免费
试治，活动截止到12月31日。

获救助“白癜风男孩”

小国豪恢复良好

鼻炎小毛病

常犯危害大

告诉你一个鼻炎方

鼻炎发作要命，鼻涕不停，
头昏脑涨喉咙干，睡觉用嘴呼吸
很难受。治鼻炎首先就是要快！
得了鼻炎，你是否鼻塞、鼻痒、流
鼻水、打喷嚏？

得了鼻炎，孩子是否经常头
晕头痛，记忆力减退，学习成绩
明显下降？

鼻 炎 小 毛 病 ，年 年 犯 危 害
大。有没有一种少花钱就能帮助
鼻炎人群走上健康之路的好方
法？

这里告诉大家一个有用的
办法就是用百润德鼻爽理疗贴。
该贴每晚只需睡觉贴 6 小时，省
时、省事、省心，真正实现了花小
钱办好事的目的。此方法简单方
便，不影响工作和学习。目前，该
贴在山东省可以买到现品，患者
可拨打 0 5 3 1 - 6 8 6 8 3 0 7 8咨询。据
了解，如有反复发作的过敏性鼻
炎、慢性鼻炎、鼻窦炎人群很值
得一试。百润德鼻爽理疗贴适用
于单纯性鼻炎、肥厚性鼻炎、鼻
窦 炎 和 干 燥 性 鼻 炎 、过 敏 性 鼻
炎、慢性鼻炎副鼻窦炎等。皖医
械广审 (文 )第2013040017号。

飞飞秒秒激激光光重重启启我我心心灵灵之之窗窗

“恢复得很好，大姐，双眼
视力都是1 . 0。”听到潍坊眼科
医院黄旭东教授这句话，我心
情无比得激动。

我是一名退休教师，平时
喜欢读书看报，一年前开始觉
得看东西模糊，以为是老花
眼，也没在意，慢慢得模糊越
来越重，总觉得眼前像遮了一
块棉花，电视看不清了，书看
不了，感觉就像通往精彩世界
的窗户一下子关闭了。我到医
院去检查，医生说我得了白内
障，建议我手术治疗。之前听
说过白内障手术，也跟大家一
样害怕手术万一没成功眼睛
失明，反复到各大医院咨询。
了解到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
是微创手术，切口小，不需缝
合，但只要有切口的手术就存
在感染的可能，之前在报纸上

就看到过因白内障手术导致
失明的事情，使我对手术产生
了恐惧。

偶然的机会，得知潍坊眼
科医院在国内率先引进飞秒激
光治疗白内障，便开始搜集相
关的资料。了解到：利用飞秒激
光完成切口的制作、撕囊、晶状
体的碎核过程，手术者只需将
已粉碎的晶状体吸出并植入人
工晶体即可。以往人为操作的
步骤现在几乎都可以依靠计算
机控制飞秒激光来完成，精确
度及安全性大大提高，术后感
染的发生几乎没有，同时手术
过程更快、更安全。

第二天女儿就带我来到
了潍坊眼科医院，黄旭东教授
针对飞秒激光给我做了更详
细的解释：飞秒激光不仅能够
减少眼内感染发生几率，还有

许多优势。首先，手术切口的
制作是引起手术源性散光的
主要原因，影响术后看东西的
舒适程度，飞秒激光制作切
口，真正达到了零误差，有效
解决了术后发生散光问题，保
证了术后良好的视觉质量，同
时切口密闭性好，减少了术后
眼磨、眼干、流泪等不适症状，
使得患者获得好的舒适度。其
次，减少了传统白内障手术引
起的角膜水肿等术后反应，缩
短了患者术后恢复时间。再
次，通过飞秒激光操作，减少
了由于人工晶状体位置不准
确引起的术后不适及人工晶
体偏位等问题，保证了术后完
美视觉质量。

了解了这么多，我打消了
顾虑，并在潍坊眼科医院接受
了飞秒白内障手术。手术非常

顺利。术后第二天，打开纱布之
后，感觉周围的世界一下子都
变得清晰明亮了，心里的大石
头也终于放下了。医生告诉
我，由于术前设计合理，手术
同时还解决了我眼睛的散光
问题，让我看东西比以前更舒
服了。从前只是听到飞秒激光
的好处，现在终于切身体验到
它的神奇了。

手术后到现在，我一直都
依照术后要求保养眼睛，眼睛
没有出现任何不舒服，且视力
一直保持1 . 0的水平。我想这种
喜悦又美好的心情是大多数
飞秒激光手术后患者们都感
受过的吧！感谢潍坊眼科医院
给我们白内障患者带来新的
世界，感谢你们为我重新打开
了心灵的窗户。

（马健利 赵静静）

本报记者 高扩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时间
的长短，而在于其生活是庸
庸碌碌，还是不断开拓。山东
医学影像学的拓荒者连世海
先生，用自己的一生诠释生
命的厚度。

1939年出生于荣成贫苦
农家的连世海，14岁背井离
乡，投身革命。在文登师范这
所抗大式的学校里，田地边
听讲，双膝上写作，顶着硝烟
战火打下知识根基。1945年
年初，连世海加入了八路军
和陈毅的第三野战军，在孟
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中成
长。后经卫校培训，进入华东
国际和平医院担任军医助
理。194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1948年秋天，解放济南
的硝烟未散，他就随部队开
进济南，参与接收省立医院。

当时的连世海认为，自己与
科班出身的医生相比，技术
上有很大差距，因此他热切
地盼望有一天能到高等学校
去深造。机遇降临了，1950年
夏天，医院党组织保送连世
海到山东医学院调干班学
习，一学就是三年。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
所首席专家、山东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柳澄回忆，“六十
多年来，他的几乎所有重大
决策都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都代表了当时的最前沿水
平，这正是连世海教授最令
人敬佩的独特风格：敢于挑
战，勇于创新。”

学成回到省立医院放射
科工作的连世海，又牺牲了
三年多的休息时间，见缝插
针地回山东医学院补习生
理、病理、解剖、组织胚胎等
基础理论课。也正是在此时，
连世海开始向传统治疗挑

战，发明了直接夹取胆道蛔
虫的“连氏钳”。周恩来总理
闻讯后大加赞誉，并特批钢
材制造。该发明获得国家科
技奖。

1957年以后，连世海则
先后对“胆道蛔虫”、“整复肠
套叠”、“食道癌”、“胃底贲门
癌”、“膈肌食道裂孔疝”的Ｘ
射线诊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工作，并写出了十多篇论文，
成为专业权威。但他深知，只
有尽快培养更多的人才，才
能满足最广大群众的诊疗需
求。1970年代，没有校舍，他
跑了东郊跑西郊，请求地方
和部队干校的支持。利用人
家学生离校实习的机会，借
宿办学；没有教师，他就和省
市各大医院联系，从放射医
生中挑选水平高的轮流讲
课；没有教材，他发动医务界
年长医生编写，组织学生刻
印。笫一期训练班终于办起

来了！自1974年起，先后办了
6期，为全省各级医院培训了
6 0 0 多名放射医生。同期，
1975年，山东省放射医学研
究所成立。1 9 8 4 年，条件基
本成熟时，上级又在他的建
议下同意将省放射研究所
改为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
究所，其十几项科研项目通
过了国家鉴定，两项达到了
国际水平。

作为山东省医学影像学
研究所的奠基人之一，连世
海曾经先后五次走上首都国
庆观礼台，多次受到过毛泽
东、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中央
领导人接见，两次被国家授
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先后出
席党的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2013年5月16

日 7时，这位享年 8 8岁的老
人，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他活
到老学到老的一生则让人久
久回忆。

连连世世海海：：山山东东医医学学影影像像学学的的拓拓荒荒者者

医界背影

10月16日上午9：00-11：30，齐
鲁医院泌尿外科将开展“关爱中老
年女性健康，关注尿失禁”门诊咨询
活动，届时知名尿失禁专家史本康
教授将亲自坐诊，为您提供全面、具
有针对性的咨询服务。因门诊时间
有限，仅接受前 15名预约患者，届
时，凭借预约时登记姓名、联系方式
即可参加免费咨询义诊。欢迎广大
患者到齐鲁医院门诊楼2楼泌尿外
科诊室2诊室咨询问诊。

齐鲁医院举办

“关注尿失禁”义诊

“敬老爱老服务月”掀起敬老热潮
互动征集活动正在进行

本报讯 9日本报启动
的“敬老爱老服务月”活动，
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参
与。短短几天，本报收到数
百条敬老爱老祝福语。

枣庄王先生是一位8 0

后，他在自创的祝福语中表
达了对母亲的感恩：“无论
海枯石烂，你的爱在儿女心
中自始至终永不改变”……

互动征集活动将继续
进行，欢迎您发表对父母长
辈的健康祝福，讲述您对老
年人养生的经验心得，还可
发布您的全家福照片，与广
大读者分享。本报将选取部

分“敬老爱老祝福语”、“健
康老人养生心得”及“最美
全家福”予以刊登，并通过
齐鲁晚报网、齐鲁晚报官方
微博、官方微信等进行展
示。即日起至10月25日，您可
以将投稿内容发送电子邮
件至 jkdk120@163 .com，也可
登录齐鲁晚报网专题网页
参与活动。

活动期间本报还将联
合省内知名医疗机构等举
办大型义诊体验活动和健
康公益大讲堂等系列活动，
为广大读者提供现场义诊
咨询。 （本刊记者）

少吃主食的减肥效果很难长期维持，而且因为缺乏碳水化

合物，容易导致神经系统能量不足，出现低血糖等不良发应。而

长期主食摄入量不足也会给身体造成极大危害，身体所需要的

碳水化合物不足，而碳水化合物具有解毒功能，一旦缺乏，血液

中有毒的废物不能及时排除，就会造成肤色暗淡、脸色难看。

不吃主食易脸色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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