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竖起宣传栏
倡导新风尚

近日! 梅溪街道办事处八一社区在辖区

内安装以"远离赌博#健康生活$等为主题的

宣传栏!为居民营造温馨家园%

本报记者 赵 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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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所门前建! 迷你花园"

本报讯# 记者袁延武$黑松%南天竹%

三角枫%月季%桂花%金银花%丹参&&在
城区七一路同乐巷光明诊所门前 '不
到两平方米的空地上 ' 种了近二十种
形形色色的绿色植物 ( 火红的月季花
开得正艳 '婷婷碧竹修直挺拔 '三角枫
盆景下怪石突兀 ' 金银花的绿藤顺着
大门向上爬&&这里简直是一个 ! 迷
你花园")

这些花的主人名叫王炳奇'今年
$%

多岁'别看他的年纪不大'却是一位! 资
深"的爱花人) 王炳奇说'他从小就喜欢
这些花花草草'并且走到哪里就种到哪
里) 以前'他的诊所在永安路'他在诊所
门前也种了许多花草'如今他搬走好几
年了' 那些花花草草却依然让他牵挂'

有时间就想回去看看) 不过值得高兴的
是 ' 那些花草在后来的爱花人的照顾
下'生长得很好)

搬到同乐巷后'王炳奇就开始在这
里! 见缝插绿") 门前的路面全部硬化

了'他就找来花盆%废弃的水池等'装上
土'种上绿色的植物) 提起这些花草'王
炳奇有说不完的话 *! 这棵丹参是在方
城挖来的'那棵黑松是从南召的山上移
栽来的' 那棵枸杞树是鸟衔来的种子'

掉在盆子里长出来的&&"虽然工作很
忙'但给这些花草浇水+施肥'是他每天
必做的! 功课"'他笑着说'也算是! 忙里
偷闲"吧,

在诊所里面输液的赵女士说' 开门

见绿'这些花草让诊所看起来更温馨'也
更卫生'所以'街坊邻居有个头痛发热的
都喜欢到这里来) 就是没病'没事儿的时
候'也想站在这里聊会儿天) 如果沿街的
门店都能像这家门店一样'多一点绿色'

少一些占道经营' 这样南阳市小街小巷
的面貌将会是另一番模样)

&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绿色社区!如

果您身边有这样的爱花人! 请拨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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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社区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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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奇正在悉心照料花草 本报记者 袁延武 摄

征集好男儿
为国服兵役
! !

昨日! 卧龙区梅溪街道办事处幸福社区

的工作人员在辖区通过张贴兵役登记通知等

形式!号召适龄青年积极服兵役%

本报记者 于 欢 通讯员 赵 伟
李明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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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医 堂
侯延平 副主任医师

先后在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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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等地从事泌尿外科临
床教学及科研工作

(%

余
年) 曾荣获! 国际民族之
星"称号'其多项成果被载
入 - 新医学. +- 中华性学
辞典. ) 擅长前列腺疾病+

男性不育症+性功能障碍+泌尿生殖感染+

生殖整形+肛肠+痔疮等) 并受到患者的一
致认可)

王立权 副主任医师
曾在沈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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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从事临床泌
尿外科教学及科研工作
(%

余年) 有较丰富的临床
经验' 先后两次参加阿联
酋皇家医疗队工作三年 )

擅长泌尿外科疾病+ 前列
腺疾病+性功能障碍+不孕

不育 +包皮整形 +痔疮 +腋臭等 '深受患者
的欢迎及信赖)

专家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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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休息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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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址*南阳市卧龙岗上
0/.

医院# 住院部三
楼$市内乘

-

路+

#

路+

-#

路+

)(

路+

)/

路公
交车即到

!!!!!*+ "#$ ,-./0123444

精确对症施医者之术 诚挚之心保男性健康
!!!!!!

男人 '肩上的压力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
家里的顶梁柱'理所当然应该承担一切的责
任) 女人可以依附男人'辅助男人/但男人不
行' 必须要勇于挑起这一切&&久而久之'

沧桑岁月积累下来的疾病'成为男人心里一
种无言的! 痛",

前列! 腺"圈 走不出去的痛

近年来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男性疾
病呈逐渐上升趋势'尤其是前列腺疾病问题
开始频频侵扰中青年男性'成为众多男性的
下腹之患'让众多男性身心受挫'尝尽苦头)

长期的前列腺不适会造成失眠+ 全身乏力+

头痛+神经衰弱等症状 '严重时可导致睾丸
下坠+下腹钝痛+性功能障碍'甚至会引发男
性不育+睾丸坏死 +肾脏积水及慢性肾功能
衰竭等)

专家推荐000! 场效消融系统"* ! 场效
消融系统"通过高能物理场'在腔内应用'产
生生物效应'改变前列腺小管脂质外膜的细
胞排列顺序'使药物顺利通过脂质外膜进入
前列腺小管内发挥功效'以达到治疗的目的
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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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准确*! 场效消融系统"集尖端定
位系统' 能够对病变部位进行实时寻迹'并
通过监视器动态成像'能在可视的情况下将
能量场精确送到病变部位)

*1

安全高效*! 场效消融系统"独有的安
全保障系统'确保每一次消融治疗都在安全
的轨道上进行)

(1

不易复发*场效消融系统的临床疗效
十分理想'许多患者成功地接受了此项治疗
技术'并且复发很少)

男人小! 包袱" 隐藏大麻烦

包皮过长+包茎是众多男人存在的普遍
问题'男性公民中每

!

人就有
-

人是包皮过
长'每

*%

人中就有一位包茎患者'虽属普遍
存在的小问题'但却隐藏大麻烦'不容忽视)

包皮过长+包茎可影响男人一生的健康, 少
年时期影响生殖器正常发育'作为家长应早
发现'早治疗'免得给孩子留下难言之隐/青
壮年时期可影响夫妻生活' 容易造成疼痛+

阳痿+早泄+不射精+男女生殖疾病反复交叉
感染等/老年期易诱发生殖器病变)

专家推荐000韩式微雕绣式包皮整形
技术*韩式微雕绣式包皮整形技术采用韩国
光离子全数码生殖整形系统'是当前国际包
皮整形技术中最先进最可靠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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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安全000由万例手术无事故专家亲
自手术'整形操作娴熟+流畅 +规范 /手术人
员全程无菌操作/ 超净化无菌恒温手术室'

有效避免普通手术室带来的高感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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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精准000精确定位 '避免非规范手
术后包皮过短或过长的尴尬/采用专为亚洲
男性设计的整形方法避免传统手术带来的
术后并发症'而且术后无痕)

(1

更有效000解除因包皮过长和包茎对
青少年生殖器发育的阻碍及危害'避免包皮
垢积累而导致炎症等'更好避免夫妻交叉感

染引发的女方妇科病'有效改善夫妻生活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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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000术后无需住院不耽误正常
工作学习'随治随走/手术在睡梦中完成'只
需

-!

分钟'全程无疼痛感'有效避免手术恐
惧心理)

泌尿生殖感染! 男"言不难治

泌尿生殖感染之所以反反复复'久治不
愈'其主要原因是病因和病种繁多 '临床难
以准确对症下药) 经过反复讨论及上万例临
床病例证明*! 个性化动态综合疗法"治疗速
度快+治愈率高+治愈后不易复发'是治疗男
性泌尿感染切实有效的疗法)

专家推荐000个性化动态综合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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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性化"*是整套疗法的核心'可根据
每一位患者的疾病表现 +程度 +身体状况和
心理情况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案'临床实现
动态跟进治疗'避免无论哪一类疾病都是一
种治疗方法+一种模式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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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化"*是整个疗法的表现形式'就
是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根据治疗效果及时改
变'完善治疗方案和措施'观察药物反应'调
整药物剂量'避免一种药物或一种方法用到
底'避免对患者身体+疾病治疗+经济上带来
的损失和不利 '以达到最有效 +最直接的治
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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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疗法"*在! 个体化+动态化"的基
础上采用中西结合'药物和先进设备结合治
疗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