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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早泄都是困扰广大男性的常见

男科疾病，同时也危害着男性的健康。 它妨碍

着男性性生活和谐，威胁千万个家庭。 那么如

何治疗早泄呢？ 早泄的手术治疗方法是什么？

爱民医院男科刘主任介绍， 阴茎背神经远

端部分切除术就是通过降低阴茎龟头的敏感性，

提高射精的阈值，来延长性生活时间。 近几年开

展以来，手术技术趋于成熟，疗效确切，于是国内

一些医院纷纷开展此手术，一些继发性早泄患者

也进行手术，手术费用甚至超过万元。

这项手术并非人人都能做，因为阴茎背神

经切断术治疗原发性早泄有其手术指证：年龄

一般要小于或等于 40 岁； 阴茎勃起的角度一

定要超过 90

°

；排除心理素质不佳因素；戴安

全套有效者；局部表皮涂药有效者；适度饮酒

有效者；口服抗抑郁药有效者。 如果早泄患者

不符合这些指征，则疗效就不能保证。

爱民医院温馨提示：早泄敏感神经选择性折

断术也就是所谓的阴断术。 它治疗早泄的原理如

下：阴茎感觉通路起始于阴茎皮肤、阴茎头、尿道

及阴茎海绵体内的感觉器，发出神经纤维融合形

成阴茎背神经束、加入其他神经纤维成为阴部内

神经，而后经骶神经的背根上升到脊髓，感受器

激活后，通过阴茎背神经、阴部神经、脊髓、触觉

信息传递至下丘脑和皮质层进行感知。 健康在

线：http://www.hbaimin.com/ （小语）

宫颈良性病变是妇科最常见的疾病之

一，包括宫颈糜烂、宫颈息肉等。 这些主要表

现是阴道分泌物增多， 也有可能出现血性分

泌物或同房时出血。 如果长时间不愈，个别病

人有癌变的可能。 另外，也可导致不孕症。

对于宫颈炎症的病人， 传统治疗方法是

物理治疗和药物治疗，如激光治疗、微波治疗

等。 这种治疗，对不伴有颗粒型、乳突型增生

的轻中度宫颈糜烂有较好的疗效。 大多可一

次治愈，但对于宫颈深度糜烂，宫颈肥大伴有

糜烂，一次治愈是比较困难的。

宫颈息肉是在慢性炎症刺激下导致的一

种局部颈管黏膜增生。 子宫本身有排异的作

用， 这种功能使得增生的黏膜自基底部向颈

口外突出而形成息肉。 有的根部附着于颈管

深部，如果从颈口外部摘除，由于根部炎症，

或可导致复发。 而在宫腔镜下摘除，既可在直

视下从根部切除， 还可以发现颈口外看不见

的颈管内息肉。

以上用传统物理和药物治疗方法无法一

次性或在短期内治愈的宫颈良性病变， 均可

以通过宫腔镜手术的办法，达到治愈的目的。

它的特点是：镜下直观病灶，不用麻醉，无痛

苦，出血少或不出血切除病变组织，术后不影

响工作， 可以预防组织癌变， 使广大妇女受

益。 健康热线：3326120

早泄的手术治疗 宫腔镜治疗宫颈良性病变效果好

限枪令这个老虎屁股

奥巴马铁了心要摸一摸

校园枪击案震惊全球，美国政府将重启枪支销售禁令

美国宪法第二条修正案规定 :人

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

据统计，美国平民持枪总数达 2.83 亿

支，每年新枪销量达 450 万支。

既然拥有枪支是宪法规定的权

利， 要想全面禁止私人持有枪支恐怕

是个不可能的任务。要彻底禁枪，就要

修正美国宪法， 这必须获得参众两院

2/3 议员的支持和 3/4 州的同意 ，难

度极大。所以，有关枪支的讨论只能集

中在管理枪支的技术性措施上。

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民主党总体

倾向对枪支加强管制， 而共和党几乎

反对任何管制。共和党人认为，需要去

管的不是枪，而是使用枪的人。

枪支管制的高峰出现在克林顿执

政时期 。 民主党控制白宫和国会的

1992 年，美国通过了让购枪者必须等

待一个星期才能拿到枪的《布雷迪法

案》。 1994 年，《禁止进攻性武器》法案

生效，规定 10 年内禁止生产、销售、购

买和进口冲锋枪、机枪、大口径自动步

枪等 19 种攻击性武器，以及大容量弹

匣和灭焰器等枪支零件， 但是不收缴

和禁售已经制成的上述武器。然而，民

主党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在当年的

中期选举中， 民主党失去了在国会的

优势席位。

小布什上台后， 对于枪支的管理

更加松懈， 因为布什是全国步枪协会

的主要资助对象 。 2000 年总统大选

中， 布什明确反对制定和实施新的枪

支管制措施， 由此获得该协会 140 万

美元的捐助。

2004 年 9 月，《禁止进攻性武器》

法案到期。民主党曾作过一些努力，但

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拒绝进行讨论。 很

多民主党议员由于面临改选， 也不敢

去捡这块烫手山芋。 法案何去何从就

取决于总统布什的态度。 2004 年也是

选举年，但全国步枪协会说，它一直要

到禁枪令到期以后才决定支持哪位候

选人， 这无异于警告布什不要轻举妄

动。结果，布什一方面口头承诺支持法

案延续，另一方面又按兵不动，导致禁

枪令自动失效。 财大气粗的全国步枪

协会不仅能通过金钱左右政坛， 也让

政治家们心里明白———每支枪的背后

都有一个拿着选票的选民。

针对奥巴马 18 日的表态，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说， 类似的枪击事件以

前一再发生， 但白宫和越来越多的民

主党议员认为，这一次将会发生改变。

约翰·霍普金斯枪支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沃尼克说：“我不认为加强枪支管理

的政治障碍已消除， 但这次确实感觉

到有些不同， 也许是因为这次丧生的

是 20 名儿童，也许因为奥巴马不必寻

求连任。 ”

12 月 17 日， 美国伊利诺伊州一

家体育用品商店， 工作人员向顾客介

绍一款手枪。 （据《都市快报》）

女王参加内阁会

200年来头一遭

伊丽莎白二世打破惯例

走进唐宁街 10 号引争议

英国《每日邮报》12 月 18 日报道，当

地时间 18 日上午，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

世现身唐宁街 10 号出席内阁会议， 打破

了维持了 200 多年的惯例。 她是自 1781

年以来，首位在和平时期出席内阁会议的

君主。 时逢其登基 60 周年，内阁大臣们还

为其准备了餐具垫贺礼以表敬意。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当日身穿斯图尔

特·帕文设计的宝蓝色羊毛裙及配套的大

衣，一到唐宁街 10 号，便跟首相卡梅伦在

门前的大圣诞树前合影。 在位 60 年，卡梅

伦是她会见过的第 12 位首相。 随后，女王

在卡梅伦与外交大臣黑格之间落座。 会议

讨论了一些政务问题及阿富汗的情况。

会上， 卡梅伦特意为女王献上 60 个

一套的餐具垫。 60 个餐具垫每个都是白金

汉宫的一景，这是由大臣们自掏腰包集资

订购的。 女王没有就会议议题发表任何实

质性评论，她一共就开口两次，一次是提

议女王演讲能否缩短时间，另一次就是预

祝大臣们圣诞快乐。 会议进行了约 30 分

钟后，女王即在黑格的陪同下离开，前往

外交部办公楼访问。 在那里，女王收到了

第二份大礼———黑格宣布南极洲上的一

部分英属地将以她的名字重新命名。

根据英国惯例，女王作为国家元首一

般不插手政府事务。 虽然英国首相会定期

向她汇报政务，但女王一般只是象征性地

批准政府决定，而不会过问政务细节。 自

1781 年以来 ，只有伊丽莎白二世的父亲

乔治六世曾在二战期间到访过丘吉尔的

战时内阁，但那属于非常时期，和平年代

国王不出席内阁会议的惯例此前从未被

打破。

这次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出席内阁会

议，自然引起多方争议。 伦敦政治经济学

院教授罗德尼·巴克认为， 这项活动安排

“不明智”，这意味着女王“知道她不该知

道的，听到她不该听到的”。

（据《半岛都市报》）

震惊全球的康涅

狄格州枪击案有望成

为美国社会“控枪”辩

论的转折点。 18 日，美

国白宫表示，奥巴马支

持民主党方面计划提

出的重启攻击性枪支

联邦销售禁令议案。

当天，一些昔日对

控枪立法持反对态度

的议员也开始考虑转

变立场。 同时，美国最

大私人枪械持有者和

生产商组织———全国

步枪协会打破先前沉

默，承诺对枪支的获得

采取限制。

奥巴马将重启限枪令？

美国白宫 18 日传达总统奥巴马的

控枪立场 。 白宫发言人卡尼说 ，奥巴马

将“尽权限内一切努力”，支持民主党参

议员戴安娜·范斯坦于明年早些时候提

交议案 ，重启对攻击性枪支的联邦销售

禁令。

范斯坦说， 民主党将在 2013 年新国

会开幕第一天就此提出议案。她将在议案

中把至少 100 种半自动攻击性武器列入

“黑名单”，遏制这类武器的转让、进口和

持有。

此外，卡尼还说，奥巴马还有意限制

高容量弹匣销售， 加强对枪支展销会的

监管。

枪支展销会一直遭美国控枪支持者

反对， 因为在这种展销会上购枪不需要

接受背景检查。 美国康涅狄格州桑迪胡

克小学 14 日发生枪击案，造成 20 名儿童

与 6 名成人死亡。 康涅狄格州警察先前

说，桑迪胡克小学枪击凶手亚当·兰扎行

凶过程中随身携带三支枪， 包括一支半

自动步枪以及数以百计装入弹匣的子

弹，每个弹匣可装 30 发子弹，足以让他杀

死更多人。 因此，不少控枪支持者希望禁

止高容量弹匣的销售。

这是自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惨剧

后， 奥巴马首次对控枪立场作出的最清

晰的表述。

白宫表态后不久，在美国国会中，

一些昔日对控枪立法持反对态度的议

员也开始考虑转变立场， 其中就包括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哈里·里

德等重量级人物。

里德说， 对于控枪这一“烫手山

芋”，存在任何可能性。“我们必须面对

现实，在保护民众安全方面，我们显然

做得不够。 ”里德曾在 2004 年投票反

对延长攻击性枪支联邦销售禁令。

全国步枪协会 A 级会员、西弗吉

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曼钦 18 日说，大

容量弹匣和突击步枪不是打猎所需，

是时候超越口头上的争执坐下来进行

一场常识性的讨论， 以合理的方式向

前推进 (控枪 )了。 ”

出现立场转变的， 还包括同样是

A 级会员、弗吉尼亚州参议员沃纳。沃

纳说，尽管他将继续捍卫《宪法第二修

正案》赋予美国民众拥有武器的权利，

但也将直视现实， 对枪支的获得加以

限制。

全国步枪协会是成立于 1871 年

的民间团体， 最初是一个运动协会，

旨在推动狩猎、打靶射击以及提高枪

支安全，但后来演变成专门从事捍卫

枪支权利的游说集团。这个组织势力

庞大 、资金雄厚 ，是美国最有影响力

的政治组织。 目前，全国步枪协会拥

有 420 万名会员，每年的预算开支超

过 8000 万美元， 经费主要来源于会

员费和捐助。

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发生后，全

国步枪协会成众矢之的， 在社交媒体

上几乎失声。

18 日 ， 全国步枪协会发表声明

说：“我们为发生在纽敦的骇人且毫无

道理的谋杀事件所震惊， 深感悲伤与

心碎。 ”

声明还说， 全国步枪协会之前保

持沉默，是出于对遇害者家庭的尊重。

协会准备提供有意义的帮助， 确保这

类事件不再发生。该协会计划于 21 日

举行新闻发布会。

“拥枪派”纷纷改口

限枪的代价

伊丽莎白二世和首相卡梅伦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