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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男题”不必羞于启齿

■ 本报记者 侯赛

记者走访省内几家三甲医院了解
到，如今到医院泌尿外科咨询ED（阴茎
勃起功能障碍，俗称阳痿）问题的患者越
来越多。

针对男性较为关注的ED问题，记
者近日采访了海南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主任医师王为服教授和海南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梁培育教授。

二孩时代患上“排卵期ED”

今年38岁的吴伟（化名）已经有一

个10岁女儿。政策放开后，夫妻两人开
始积极备孕二孩。但是，一年多时间过
去了，妻子一直没有成功受孕，看到身边
的同事和朋友都顺利怀上二孩，夫妻俩
越发着急。

“很可能是患上了排卵期ED。”王为
服告诉吴伟，“排卵期ED”是一种常见的
心理因素引起的男性性功能障碍。说简
单点，就是急切希望怀孕的妻子，在排卵
期要求和丈夫同房，丈夫却担心无法让
妻子成功受孕，在这种心理压力暗示下，
很多丈夫会出现性欲减退、勃起障碍和
射精障碍。

“‘二孩政策’放开后，门诊中遇到的

这类病患比以往大大增多。”王为服告诉
记者。

ED是男性健康风向标

近年来，30岁以下的未婚患者，已
占医院治疗的ED患者一半左右，而且
大学生的比例越来越大。

梁培育表示，ED年轻化的一个主要
因素是城市男性处于多重压力之下，尤
其是白领阶层，身心疲惫、长期处于亚健
康的状态。亚健康和亚性福其实是相伴
而行的。其次，ED年轻化还与年轻人过
早、过频繁地发生性行为，以及自慰过度

有关。另外，年轻人因盲目攀比性能力
而出现的精神性ED也较多。

“很多人觉得，ED不是什么大事，最
大的后果就是导致性生活质量不高。”王
为服认为，其实，性生活不和谐会严重影
响夫妻感情，最后可能导致家庭破裂。
此外，ED很多时候是其他器质性疾病的
并发症，有特殊的预警作用，被称为“男
性健康的风向标”。

王为服表示，ED就像是冰山一角，
在深海中隐藏了很多现在还看不见的问
题，比如心脑血管疾病问题。因为阴茎
勃起就是一系列的神经血管活动。如果
因年龄、脂肪代谢紊乱、缺乏运动、吸烟、

肥胖等导致血管内皮受损，就会引起血
管扩张或收缩出现问题，因而导致ED
问题。同样，血管内皮受损也是导致心
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

“如果没有及时对ED进行有效治
疗，并及时去除导致血管内皮受损的因
素，那么终有一天，潜伏已久的问题会全
体爆发，出现冠心病、脑血管疾病。”王为
服说。

“除了少数心理因素导致的ED外，
90%以上ED都是身体器质性疾病的直
接结果。”王为服表示，从病因来看，糖尿
病、高血压等器质性疾病都可能引起
ED。可以说，ED的出现，说明患者的健
康已经亮起了红灯。如果仍不积极诊治
寻求改善，则很可能会导致不可逆转的
危害。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发展为永
久性的性功能障碍。

ED问题不是绝症

“男性ED问题并不是什么绝症，只
要接受正规的、科学的诊疗，大部分是能
够治愈的。”梁培育提醒，目前，市面上不
少壮阳药、特效药多含有激素，对健康有
害，这类药物是透支身体功能暂时增强
性功能的，长远来看对身体有很大危害，
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永久性功能障碍和生
育能力丧失，不能盲目使用。

医生提醒，男性患者怀疑有性功能
障碍时，一定要及时到权威医疗机构接
受正规检查和治疗。同时，及时改掉吸
烟、酗酒、暴饮暴食、久坐、熬夜及过度手
淫等不良生活习惯，并到心内科及神经
内科检查，及时发现心脑血管疾病，并加
以预防及治疗。

■ 本报记者 侯赛

10月28日是世界男性健康日，“关
爱男性健康，构建圆满家庭”是今年的活
动主题。近日，针对平时被男同胞们容
易忽略或难以启齿的男性疾病，记者采
访了省内多位主任医师。

专家强调，男性健康不仅仅指男性
生殖方面的问题，还包括脱发、前列腺疾
病等问题。对于男性疾病患者来说，羞
于启齿仍是就诊率低的原因之一。另
外，不正规医疗机构的各类偏方、秘方也
是让男科疾病常被耽误或者过度治疗的
症结所在。

脂溢性脱发遗传因素居多

脱发是让很多男性感到苦恼的健康
问题。

据海口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王泉

江介绍，脂溢性脱发在男性20岁—40
岁时高发，大多和遗传相关。父亲如果
患有脂溢性脱发，儿子脱发的可能性很
高。脂溢性脱发的发病原因和雄性激素
有关，症状一般是头顶脱发，两侧的头发
和枕部的头发保留下来。

对于民间流传的生发偏方，比如辣
椒治脱发法、生姜治脱发法等，王泉江表
示，这些都没有科学依据。遗传因素导
致的脂溢性脱发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感
觉到自己的头发薄了，应该赶紧到正规
医院进行治疗。

部分前列腺炎可自愈

据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泌尿
外科主任梁培育介绍，前列腺炎由多种
复杂原因和诱因引起，主要临床表现是
尿道刺激症状和慢性盆腔疼痛，如排尿
时有烧灼感、尿急、尿频、排尿疼痛、生
殖器疼痛不适等。约50%的男性，在一
生中的某个时期，会受到前列腺炎的影

响。其中，50岁以下的成年男性患病率
较高。

“前列腺炎经常被一些不诚信的医
疗机构和医生夸大病情，很多患者被忽
悠了。”梁培育表示，前列腺炎的临床诊
断标准比较模糊。一般的病症做相应
检查、化验往往就能诊断，而前列腺炎
的类型仅仅靠症状来诊断。有时检查
不出问题，但是如果患者自述有症状，
就容易被扣上前列腺炎这个帽子。

另外，前列腺炎的发病和心理因素
有很大关系，偏爱特殊类型的人群，尤
其是敏感、爱钻牛角尖的人。这类人一
旦被扣上前列腺炎的帽子，就很难解
脱，容易产生心理负担，不理智地一味
花钱治病。

“前列腺炎其实不易导致严重的后
果，部分患者不用治疗就能自愈。有人
认为，患上前列腺炎会影响生育，其实这
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切。”梁培育指
出，现在，对于前列腺炎的过度诊断和过
度治疗现象很严重，甚至导致一些人出

现抑郁和焦虑等心理性疾病。

前列腺肥大别忽视

前列腺肥大（又称为前列腺增生），
是一种常见多发病。随着年龄增长，前
列腺肥大的患病比例会越来越高，症状
也会越来越多，主要表现为尿频、尿不
尽、夜尿增加、排尿困难等，容易影响生
活和睡眠，导致一系列并发症，比如反复
尿路感染、尿血、膀胱结石，甚至引起尿
毒症等严重后果，所以不应被忽视。

梁培育表示，前列腺肥大有很多疗
效很好的药物可以控制，但发展到一定
程度，药物效果欠佳，就应考虑手术治
疗。目前这类手术都能做到不开刀，通
过膀胱镜用激光或电切的方法，把尿道
周围肥大的前列腺切掉，就可缓解上述
症状。

医生提醒，一旦出现排尿困难等前
列腺肥大症状，要及时到医院检查，进行
规范的治疗。

男儿有病勿轻谈 | 大部分ED可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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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平山医院（以下简称“平山医
院”）是我省第二家省属精神病专科医
院，担负着全省民政病人收治任务及中
南部市县200多万人口的精神疾病预
防、治疗和康复工作。医院地处美丽的
五指山市，空气宜人，风光明媚，是精神
康复治疗的理想之地。

建院近30年来，随着医疗体制改革
的不断深入以及医学科学的发展，“生
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的确立，以及
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三位一体
性的出现，加之勇担社会责任，以保障人
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维护社会安定为己
任，医院的精神康复项目越做越强。

医者仁心
引导患者重塑健康人生

身为一名在精神病防治领域深耕已
28年之久的精神科主任医师，平山医院
院长林展认为，精神疾病是可以治愈和
预防的，重要的是手段和措施的到位。
在他眼里，精神病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
体，如果单纯靠药物治疗，只能控制病
情，而后期的康复治疗，则是患者社会功
能正常恢复，重新回归社会的关键。

为合理调配精神卫生资源，我省把
全省划分为东部、西部、南部、北部、中部
5个区域，建立重性精神疾病防治网络，
初步建成功能比较完善，且与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精神卫生服务体
系。但作为精神卫生防治体系重要内容
之一的精神康复发展方面，绝大多数精
神专科机构依然停留在药物治疗阶段，
康复指导及训练、治疗手段仍十分欠缺。

2012年以来，在对精神病患者的康
复上，平山医院秉着“症而不病，病而不
残，残而不障”的原则，以“全员全过程康
复治疗”的重要思想为指导，设立康复
部，成立康复训练中心和康复农场，彻底
打破过去精神病患者“集体关锁”传统管
理模式，对病人实行“分区、分类、分级”
管理，施以人文关怀，倡导全部、全员、全
过程精神康复，让精神病患者参与室内
和户外的康复治疗，通过家居、劳作、娱
乐等基本生活技能的训练，给精神病患

者增加康复的信心，从而更好地让他们
回归社会，重塑健康人生。

近5年来，平山医院在精神病患者的
康复治疗上，对症下药，并形成自身特色
的康复治疗模式。经过医院科学而规范
的康复治疗，先后有100多名精神病患者
经治疗后，融入社会，过上了正常人的生
活。而确切的康复医疗效果，也使平山
医院品牌声名鹊起：医院住院病人已由5
年前的20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500多
人，流浪病人的死亡率远远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许多当地曾经在岛外和省内大
医院就诊的患者，再也不受舟车劳顿之
苦，直接在平山医院接受康复治疗。

在平山医院，对病人的康复训练无处
不在。每日早上查房后，由护士长和护士
带病人进入科室康复区域进行康复训练
及各项娱乐活动，有棋牌、合唱、课间操、
舞蹈、表演等供病人自助选择参与的项
目。此外，医护人员还对患者进行情感培
养，提高交流能力，帮助患者获得那些能
满足人际交流、家庭关系及应付基本社区
生活所必须的工具性和联络交往性技能。

2012年，平山医院在病房边的空地

上创办了农疗基地，每天该院的医护人员
带着患者来到这里养猪种菜。从下种、浇
水、施肥、除草等全程指导患者操作。经
过一段时间的指导，患者就全部学会了，
一来到菜地，患者们都积极干活。每天早
上，病人还自己卖菜。他们把自己种的小
白菜、茄子、豆角等收好，在医院门口摆
卖，卖给院里的医护人员或患者家属。称
秤、收钱、找钱等，都是患者自己完成，带
队的医护人员只是在一旁监督。

在平山医院，让患者参加户外康复
训练的内容很多，医院还让患者参与医
院的保洁工作，设立爱心超市，安排患者
当售货员。

在家居生活区，患者可以在这里学
习下厨、叠被子等日常生活技能。由于
精神病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差，这
些训练有利于患者出院后顺利融入家
庭。医生还会带患者去逛超市，到农贸
市场购物，训练患者的金钱管理能力；让
患者在主题晚会上表演，锻炼他们的胆
量，找回对生活的自信。

康复训练不仅提高患者主观能动
性、恢复病人自主生活能力、社会适应能

力，而且改善职业功能水平，而促进病人
康复回归社会、融入社会才是最终目标。

来自昌江黎族自治县的患者符某，
有20年的精神病史。2015年被送到平
山医院时，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蹲在角
落里，有时情绪暴躁。医护人员带他到
农疗基地学习干农活时，刚开始他什么
都不会做，只是在那里发呆。在医护人
员耐心指导下，一个多月后，符某不但主
动去拿工具干活，性格也变得开朗了。

爱无疆
医护人员待患者如亲人

走进今天的平山医院，如果不是大
门外及办公楼顶上的招牌，人们根本不
会想到这里会是一所精神卫生医院。

在大家的印象中，医院是一个很冰冷
的地方：白色的墙壁、冰冷的器械、浓浓的
药味……一切让人感觉内心压抑。而在
平山医院，为有益于患者的康复治疗，医
院压缩其他方面的开支，加大对基础设施
的投入，致力于打造更具人文关怀的医疗
环境，体现了医院康复治疗模式的转变。

一方面，医院把病区的墙壁粉刷成
暖色调，并加大对院区环境的美化、绿
化，整个医院生态环境良好，到处绿荫葱
翠。另一方面，医院加强精神文化建设，
在院内开设了一条文化长廊，印有医院
愿景、宗旨、服务理念等文字的灯箱依次
摆放，两旁鲜花拥簇，在长廊里拾级而
上，令人赏心悦目。

“这里的医护人员和蔼可亲，待患者
如亲人。走进平山医院，您会发现这里
是鸟的天堂，花的世界，处处生机盎然；
走进平山医院，您更会发现这里充满温
暖和关爱。这里的医护人员用厚德仁爱
守护患者，至精至诚为患者治疗，让每一
位患者找到家的温暖……”一位患者家
属在写给平山医院感谢信中说道。

在对患者的康复治疗过程中，平山
医院医护人员付出了太多的辛劳和汗
水，甚至是泪水。

由于精神上的障碍，一些接受康复
治疗的患者经常狂躁不安，喜怒无常，随
时可能出现暴力行为。不开心时，会直
接把饭菜撒在地上，更严重者则是对医
务人员漫骂殴打，一些女护士还会遭遇

病人“锁喉”……
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医务人员不

仅要及时把地面打扫干净，还要对患者
笑脸相迎，像哄孩子一样，真正做到打不
还手，骂不还口。正如院方领导所言：做
一名合格的精神病医院医护人员非常不
简单，他们必须能吃常人不能吃的苦，能
忍常人不能受的气。

有些患者在住院期间恰逢生日，医院
科室人员就买来蛋糕为患者过生日，医患
其乐融融，相亲相爱如一家人。遇到不能
自理的康复患者，医护人员每天还要为他
们洗澡、理发、剪指甲、喂饭，甚至大便干
结了要用手替他们去抠，如同“保姆”。对
于该医院的医护人员来说，护理这些病
人，虽然很辛苦，但当看到病人们能平安
健康康复出院，或在医院里开心地生活，
大家从心里面感到由衷的高兴。

“精神病人其实并不像别人想的那
样吓人，他们中有很多都是很聪明、很善
良的，也是很无辜的，是一群不幸的人。
社会上一些人歧视他们，如果连我们都
嫌弃他们，那他们真的没法活下去了。
他们需要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这
是平山医院所有医护人员共同的心声。

也正是他们的付出和对患者发自内
心的热爱，医院先后涌现了以门诊部主
任兼二科主任周家彬、80后护士长米艳
华为代表的全省医疗服务标兵、服务明
星，医院优质服务康复品牌更是得到患
者及家属的首肯。根据医院客服中心患
者和家属反馈的意见，他们对医院员工
的满意度一直在95%以上，很多从医院
康复出去的患者义务充当宣传员。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虽然医院康
复品牌和管理模式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
可，但在平山医院领导班子心目中，目前
精神防治任务还依然繁重，医院唯有不
忘初心，从管理者到全体员工将继续秉
持既定的办院理念和办院目标，按照省
政府和省卫计委指示精神，充分考虑精
神病防治的服务需求，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和水平，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做到
位，才能让来医院就诊的患者享受到更
好的康复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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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生命之光 重塑健康人生
——海南省平山医院发展纪实

患者在康复农场劳动。患者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干手工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