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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

□记者 魏应钦

本报讯 检查精液是不孕
不育夫妇前来就诊的第一项
检查，然而治疗不孕不育的道
路才刚刚开始，严重的误区就
马上显现出来了，下面就来看
看有关精液检查的常见误区。

据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
育诊治中心医生席文举近日
介绍，精液检查是不孕不育夫
妇男方首先进行的一项常规
检查，以了解男方精液的量、
精子的数目、精子的存活率、
活动率和精子的形态。在多
年的临床不孕不育症治疗中
发现，现有不少患者对精液检
查的认识有下面几个误区。

误区一：身体一直很健
康，精液检查没必要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觉得
生不出孩子是女方的事，丈夫
总怪妻子“一块盐碱地，种啥
都不长”。所以，有许多不孕
不育夫妇治疗多年，但一直是
女方在医院奔波，男方不愿做
最基本的检查。

误区二：精液检查结果正
常，那就是女方的问题

在门诊治疗中，有许多丈
夫是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
待着精液检查结果的，一旦被
告知此次化验结果指标在正
常范围内时，会长长松口气，
告诉自己的妻子：“我是好的，
那是你的问题。”这种非此即
彼的判断其实又是一个错误
的观念，因为精液检查结果正
常不等于可以生育。

精液常规检查结果只可

以从精液的量、气味、颜色、液
化时间和精液中精子的数量、
活动率、形态等有一个大致的
了解，而精子内部结构是否正
常、受精能力和遗传物质是否
完整是无法得知的。即只能
了解其“外在形态”，却无法知
道其“内在质量”。

另外，在所有的不孕不育
夫妇中，约有10%属于原因不
明性不育，夫妇双方目前可以
做的所有检查都是正常的，但
就是不能怀孕。有的夫妇由
于不能生育而离婚，当再次结
婚时，又很容易怀孕了。所
以，如精液检查结果正常，而
女方做进一步的检查后也基
本正常，那男方还要做进一步
的检查。

误区三：精液检查一次就

行了
在不孕不育门诊中经常

发现，有些患者在拿到第一
次的精液常规检查报告后，
就急于想知道自己的情况好
不 好 ，可 不 可 以 使 女 方 怀
孕。其实这时下结论为时过
早。我们知道，男性精液的
状况受外界因素的影响非常
大，与取精与上次射精的间
隔时间、取精前两周有无洗
桑拿、有无服用影响精子活

力的药物、检验人员和仪器
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一次精液的检查有时不
能完全正确反映精液的真实
状况，为此，世界卫生组织特
别要求精液常规检查要在两
周内连续检查两次以上才可
以根据结果下诊断。所以，我
们在拿到报告后不要急于下
结论，特别是结果不正常的，
有时要连续检查3次后才能明
确。

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提醒：

男性不育检查谨防三大误区

□本报记者杨岸萌 文/图

风轻叶嫩，人间四月。
河滨公园北门附近的柏

树林里，一位穿着黑色运动
服的女士正在锻炼（如图），
从3年前开始，她的身影几乎
每天都会出现在这里。她叫
王玉玲，今年 58 岁，抗癌 4
年，从外表看，她与正常人没
有任何区别。

4月15日至21日是第28
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4
月 16日上午8时许，记者来
到公园北门，这里是平顶山
市曙光抗癌俱乐部的锻炼地
点之一。结束 50 分钟的锻
炼，静坐一会儿，王玉玲开口
讲述了她的抗癌经历。

“一定要走出去”

年轻的时候，王玉玲是
一位爱唱爱跳爱笑的“活跃
分子”，性格很开朗。大龄结
婚，婚后生子，哺乳期总是积
奶，孩子一岁的时候她去检
查发现患有乳腺增生。到
2004年，乳房经常性疼痛，检
查发现乳腺增生情况加重。

“其实我的饮食、作息都
很有规律，但是个性比较倔
强，总爱生闷气，遇到一点小
事就会生气。”王玉玲说，十
几年来，她的乳房总是断断
续续疼痛，疼了吃药，不疼了
停药，反反复复很长时间。

“当时毕竟还年轻，也没有很
在意。”

2014 年退休，2017 年儿
子高考。高考前一段时间，
王玉玲的压力也很大，总是
感觉胸闷，检查发现是心脏
二尖瓣重度脱垂，要动手
术。怕影响孩子高考，直到
儿子考试完才做了开胸手
术。为利于伤口康复，术后
她胸部打了3个月绷带。当
年年底，她感觉左侧乳房不

舒服，最终确诊为乳腺癌。
得知病情，她感觉天都

要塌了，内心极度崩溃。在
丈夫和孩子的安慰、鼓励和
支持下，5个多月时间她做了
8次化疗。

“2018年5月做的切除手
术，在家休养了将近一年。
身体能够自理，丈夫和孩子
上班、上学去，我一个人在家
闷得慌，还容易胡思乱想。”
王玉玲说，经历两次病痛，她
感觉就像生命重来了两次，
与生命相比，其他一切都不
是啥事儿。“癌症患者就怕想
不开，我当时就想自己不能
一直待在家，一定要走出
去。”

“珍惜生活放宽心”

通过朋友介绍，王玉玲
加入了平顶山市曙光抗癌俱
乐部。俱乐部秘书长任广义
一开始就给她讲，过来锻炼
要有信心、决心、恒心，这“三
心”对康复非常重要。任广
义还给她介绍俱乐部的会
员，这里所有的人都曾罹患
癌症，但是靠着自己不懈锻
炼郭林抗癌健身法，正在一
天天变好。

到俱乐部没多久，俱乐
部副理事长兼郭林抗癌健身
法“教练”辛全花为了让王玉
玲重拾信心、下定决心，到南

阳讲课的时候带着她。“那时
候我把身份证、银行卡、医保
卡都准备好带着，就害怕万
一出啥事。现在想想，她也
太大胆了，我身体这样还敢
带我去。”

“她来的时候身体还很
虚弱，走一会儿就要坐下来
休息。好在她想得开，能下
定决心坚持锻炼，现在都能
骑着电动车来回跑和买菜，
管着一家人的吃喝拉撒。”辛
全花说，只要坚持锻炼，都会
慢慢好起来的。

走出来，看到那么多同
伴都在为了生命拼搏，与癌
症抗争5年、10年、20年的大
有人在，王玉玲心情上放松
很多，再加上锻炼效果不错，
和俱乐部其他人能够无压力
地说笑谈论，她感觉终于找
到了属于自己的“组织”。她
说，每个人患病原因不尽相
同，但是就她来说，生病的最
大原因可能是情绪总不好，
等想开了，心态平和了，眼前
所见大有不同，身体各方面
也慢慢好转起来。

“最好的良药，是自己的
心情。”王玉玲说，她接受采
访，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给
大家提个醒儿，希望我们每个
人都珍惜现在的生活，放宽心
看待遇到的所有事情，享受
现有的生活，远离病痛。

抗癌4年：放宽心，走出去

本报讯 众所周知，脚心、
腋窝和腰部等很少被他人触
碰的隐私部位，一旦被挠就很
容易让人哈哈大笑。多项心
理学研究结果表明，挠痒痒是
充满爱意的沟通方式，有益拉
近人际关系。《美国计算机学
会人机交互作用汇刊》刊登一
项最新研究发现，挠痒痒还可
以有效缓解压力。

为更深入地了解挠痒痒
的具体作用和机理，德国吕贝
克应用科技大学与新西兰奥
克兰大学研究人员联合设计
了一个能触发笑声的“挠脚
心”脚部搔痒装置。该装置通
过磁力驱动刷子刺激脚底不
同部位，以产生痒感。为确定
脚底最怕痒的部位和最能引
发笑声的刺激模式，研究人员

对13名（7女6男）参试者进行
了两项挠脚心测试，并使用李
克特量表评估了参试者脚底
不同区域的“痒感级别”。结
果显示，男女参试者的痒感平
均得分分别为 3.83 和 5.57。
这表明，女性的脚底比男性更
加敏感。

研究还发现，脚底痒感部
位也存在着两性差异，女性足
弓中心附近和男性脚趾是最
敏感的。另外，美国《衰老》杂
志还刊登英国利兹大学一项
以 95 名参试者为对象的研
究，发现每天用小电流“挠耳
朵”，坚持两周可恢复55岁以
上参试者自主神经功能。研
究人员发现，挠痒痒确实有益
缓解压力，稳定情绪，改善睡
眠和延缓衰老进程。（陈林烽）

对于患过敏性鼻炎、哮喘
的人而言，最头疼的就是糟糕
的室外环境，空气质量差时，
为了避免引起身体不适，有些
人就宅在家里不出门。哈尔
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过
敏原检测中心主任杨春表示，
其实，家中也有很多潜藏的过
敏原，如果不注意同样会加重
过敏症状。

卧室。人们一般待在卧
室里的时间要更多一些，所以
尤其要注意，应经常用吸尘器
吸走书籍、小摆设和家具上的
灰尘。此外，美国过敏、哮喘
和免疫学会建议，哮喘患者房
间内不要铺地毯，并在床垫、
枕头和其他床具上放置防尘
螨的外罩。平日用高温洗涤
模式或者用热水清洗床上用
品，以杀死尘螨。

厨房。最好把食物都放
在密封的容器里，厨房的厨余

垃圾桶要选择有盖的。饭后
及时清洁台面、橱柜和地板
上的食物碎屑，清洗餐具，防
止蟑螂出没。洗碗池和冰箱
周围要定期清洁，抽油烟机
的漏油盘也要定期倾倒，这
些地方容易滋生霉菌，污染
环境。

客厅。不少人喜欢在客
厅里放盆栽作为装饰，然而，
并不建议有哮喘或过敏性鼻
炎的患者在居室内摆放盆
栽。因为盆栽土壤中也隐藏
着霉菌，浇水后会将霉菌释放
到空气中。此外，有些植物的
花粉也是常见的过敏原。最
好把植物移到室外或阳台。

浴室。浴室内一般较为
潮湿，容易滋生微生物，所以
应经常通风换气，平时勤检查
洗脸池下方和抽水马桶周围，
确保没有漏水，以免加重潮湿
程度。 （生命）

防过敏原首先要防尘

新研究发现：

挠痒痒可减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