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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问：我还没有孩子，体检时查出子宫

长有肌瘤，请问患子宫肌瘤还能怀孕吗？

爱民医院妇科专家答：子宫肌瘤是女性最

常见的良性肿瘤， 子宫肌瘤患者的不孕率达

30%至 40

％

，远高于一般人群。 肌瘤可影响精

子通行和胚泡的着床， 壁间肌瘤不仅影响受

孕，还常引起流产或早产。即使能受孕，到了妊

娠晚期， 也会因子宫收缩力异常而引起早产、

阻碍分娩或造成产后大出血。

先天性无子宫、幼稚型子宫及无宫腔的实

性子宫等发育不良或畸形都会影响生育能力。

子宫后位或严重后屈、子宫内膜炎症、宫腔粘

连都是造成不孕的原因。 约 75

％

的子宫内膜

异位症患者有不孕史， 它引起子宫后位粘连，

活动差，输卵管粘连；异位子宫内膜还可以产

生更多的前列腺素，导致子宫和输卵管肌肉的

强烈收缩，干扰精子与卵子的运行和孕卵的着

床，因此造成不孕。

爱民医院腹腔镜微创技术， 不需开腹，切

口小，仅需做 3 个 5 毫米大小的切口，术中损

伤小，手术时间短，出血少，术后痛苦小，治疗

后 6 个小时病人即可下床活动， 两三天可出

院，腹部不会留下难看的疤痕。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爱民医院

腹腔镜微创技术在妇科临床上已得到成熟运

用， 是备受医生和患者青睐的人性化手术，为

众多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症等

患者解除了病痛困扰。 健康热线：3326120

男性勃起功能障碍———阳痿，一直是人们

避讳的词语，但调查显示，这个疾病要比人们

想象的严重。

爱民医院泌尿外科专家提示，作为如今都

市病的高发病种之一，性功能障碍对男性心理

的伤害比别的男性疾病更大，造成家庭破裂的

一半原因来自于夫妻生活不和谐，严重打击了

男人的自尊心和威严。 此外，多数常见的涉及

男性健康的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肾疾病、

前列腺疾病、内分沁疾病等器质性疾病，以及

精神方面的疾病和不良的生活方式等，都会以

男性性功能障碍的形式表现出来，可能是心理

因素，也有可能是疾病因素，甚至可能是威胁

生命的大病， 很多患者虽患病有数年之久，但

由于羞于启齿，讳疾忌医，致使病情越来越重，

失去早期最佳治疗时机，甚至抱病终生。 注意

生活方式的改变避免劳累过度， 烟酒过量，减

缓工作压力，并正确认识和及时规范治疗是治

愈性功能障碍的关键。

爱民医院在我市独家引进的“太阳神男性

康复治疗仪”， 不仅具有先进精密的诊断分析

系统， 可检查男性生殖系统的血管和神经病

变， 具有全自动人工智能精子质量分析能力。

而且对于功能性阳痿、习惯性早泄、阴茎短小、

青少年发育迟缓、中老年性功能衰退、经常性

梦遗，都有独特的治疗康复作用，对于不同年

龄阶段 ED 患者的性功能检查有显著效果。 健

康在线：http://www.hbaimin.com/（小语）

男性不必避讳功能障碍疾病

子宫肌瘤可导致女性不孕

以安全名义再度突破公民隐私权底线

公交车装窃听器，美国正在这么干

有了这套系统，警方可监听到任何一位乘客的谈话

综合国外媒体 12 月 26 日报道， 美国政

府正在全国多个城市的公交车上秘密安装

“窃听器”，用于监控乘客的谈话。批评者纷纷

对此表示担忧， 认为此举粗暴侵犯了公民的

隐私权。

据了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俄

勒冈州尤金市、 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等至少 8

个城市已经着手开展安装工作。 有了这套设

备，警方就可以听到任何一位乘客所说的话。

在旧金山， 美国国土安全部门拨款 590

万美元， 计划 4 年内在 357 辆巴士和有轨电

车上安装音频监听装置， 未来还可能安装到

其他的 613 辆公共交通车辆上。

考虑到现在已经广泛安装的摄像头，专

家担心录音装置的安装会进一步挑战公共场

所的公民隐私权底线———公交系统工作人员

与执法人员在没有搜查令和法院授权的情况

下就可以访问公交窃听系统。

虽然美国政府已经在使用其他多种高科

技监控手段，譬如联邦调查局（FBI）安装的声

音和脸部识别系统、 国家安全局使用的电子

监控系统，但在公交车上安装“窃听器”，还是

引发不少争议。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隐私法专家安妮塔·

艾伦表示，这一举措“令人震惊”。“增加录音

设备是很敏感的事情，令人感到不适。 ”也有

安保专家表示 ， 这不幸地说明了一个趋

势———美国执法部门正以改善安全为幌子，

不断加强对普通民众的监控力度。

（据《钱江晚报》）

日本新任

官房副长官

记者会上晕倒

12 月 26 日晚， 日本第二次

安倍内阁组阁后举行了首场记

者会，新上任的官房副长官衫田

和博在记者见面会上突然痉挛

晕厥， 被在场警卫送往医院。

（注：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相当于

政府秘书长） （据网易）

中国联合国会费大增 成第六大缴费国

联合国于本周出台了新的成员国会费负

担方案， 中国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比例由目前

的 3.2%升至 5.15%， 成为缴纳联合国会费第

六多的国家，而美国、日本、英国等承担的会

费则有减少。

日本《读卖新闻》感慨，和 2000 年时的顶

峰相比， 日本承担的联合国会费已经减少了

一半，与此同时，日本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也在

下降。文章称，随着中国承担联合国会费比例

的增加，中国将更加重视联合国的作用，在国

际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力。

会费比例变化：中印俄增长，日韩欧减少

联合国会费的分配比例是以各国支付能

力为原则制定的。 但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印

度、 巴西等新兴国家承担更多联合国会费的

争吵已持续多年， 美国则长期以各种理由拖

欠联合国会费。

最新的会费分配方案中， 美国依然是缴

纳会费比例最高的国家，为 22%。日本位居第

二，负担 10.83%的预算 ，较上一期减少了近

2%，而较 2000 年峰值时期的 20.57%相比，更

是只有当时的一半。 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

国家同意增加联合国会费缴纳金额， 中国承

担的联合国会费比例由 3.19%升至 5.15%，超

过加拿大和意大利， 成为缴纳联合国会费第

六多的国家。 巴西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比例从

1.6%增长至 2.9% ， 印度 将 从 0.5%提 高 至

0.66%，俄罗斯也有大幅增长。

英国、 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及韩国的

分摊比例则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韩国从上次

的 2.26%降至 1.99%。 分居下个预算年度第

三、 四 、 五位的国家中， 德国负担比例为

7.14% ， 而 法 国 和 英 国 则 分 别 为 5.59%和

5.18%。 法新社 26 日引述不具名西方外交官

的话称， 这是欧洲经济危机所引发后果的开

端，最终必须出现更多变化。

日媒解读：中国将发挥更大影响力

联合国会费的下调让日本媒体感慨万

分。《产经新闻》26 日称，21 世纪以来，日本承

担的联合国会费比例不断下降，相比 2000 年

时的 20.57%，日本对联合国的财政贡献已经

被拦腰砍掉一半， 这显示了日本经济实力日

益低下的悲观现实。

《东京新闻》称，由于财政困难和综合经

济世界排名的不断下滑， 日本作为联合国主

要财政贡献者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 这次虽

然勉强守住了第二大贡献国的位置， 但负担

比重已经降到 1983 年时的水平，不得不令人

担心日本未来在联合国内发言的影响力。

富士电视台评论说， 倡导国际协调主义

的日本一直期待在联合国扮演更重要的角

色， 但是自身财政支付能力的下降在制约这

一设想。 不断萎缩的会费负担使日本在联合

国成为领导者之一的努力欠缺说服力， 也会

动摇外界对日本参与国际合作能力的信心。

对于中国会费的上涨，《读卖新闻》称，这

反映了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急剧提升，

中国对联合国影响力正在大幅增强。 日本时

事通讯社 26 日说，中国是联合国主导者之一

的地位已经反映在财政贡献方面，近年来，中

国拒绝外界对其免费搭乘便车的指责， 同意

大幅增加会费负担比例， 借此来体现应负的

国际责任， 并试图进一步扩大对联合国事务

的影响。 （据《新闻晚报》）

美国前总统

老布什病情恶化

据新华社休斯敦 12 月 26 日专

电（记者 张永兴）美国前总统乔治·

布什近日因出现发烧加剧等病情恶化

症状， 已住进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卫理

公会医院重症监护病房。 他的发言人

吉姆·麦格拉斯说，目前“家人和他在

一起，他依然清醒，能与医生交谈”。

据当地媒体报道， 麦格拉斯 26

日说，现年 88 岁的老布什自 23 日起

住进重症监护病房，医生说其状况已

比之前好转， 但 26 日晚老布什的发

烧又有所加剧。

麦格拉斯说，医生对现在的治疗

持“谨慎乐观”态度。

老布什于 1989 年至 1993 年担

任美国第 41 任总统。

印度轮奸案风波后

又爆出多起强奸案

少女遭轮奸去报案

又被印度警察强奸

印度新德里一名女大学生日前

在“黑公交”上遭到轮奸，这起事件震

惊整个印度， 引起大规模的冲突，各

界舆论都表达极大愤慨，而在此之后

印国内又爆出多起强奸案。 据印度媒

体消息，印度北方邦一名少女遭遇更

为悲惨，她在遭到轮奸后又被负责调

查该案的警察强奸。

《印度时报》12 月 25 日称， 据这

名少女介绍，她上月被轮奸 ，家人在

当地警局报案立案侦查，辛格是负责

调查的警官 ， 当地警方未对此案立

案，辛格接近受害人称将会为其提供

帮助，建议该少女陪他一起到上级警

署副总督处求助。

她没有怀疑随他一起前往， 但辛

格将其带到一家旅馆强奸。 少女求救

后，警方赶来将辛格逮捕，辛格被捕时

未穿裤子。该少女还指控，另一名警官

也强奸了她， 这名警官是辛格的直属

上司， 在警方赶来前， 她已经被他强

奸，不过那名警官尚未受到惩处，她只

能致函给更高领导寻求公正。

受害少女还说，因为此事涉及警

局，她曾被多次威胁，在审判前不要

公开指控辛格，还被威胁不要提起其

上司曾参与的事情。 当地的高级警官

说，他正在证实这名女子的指控。“不

管什么人参与了这件事，都无法逃脱

法律的制裁。 ” （据《半岛都市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