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地青年招聘会今明举行
地址在新世纪人才市场，求职者可免费入场

本报 11 月 25 日讯(见习
记者 闫西龙) 25 日，记者

从东营新世纪人才市场了解

到，新世纪人才市场与胜利石

油管理局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联合举办的“油地未就业青年

双向选择洽谈会”11 月 26 日

起开始举行。

据新世纪人才市场招聘

部主任田新旺介绍，招聘会于

11 月 26 日、27 日(本周周五、

周六)在新世纪人才市场(西城

西二路华纳大厦三楼)举行。

本次招聘会共 230 家企业报

名参加，提供近千个职位，职

位涉及操作工、技术工、营销
以及企业中高层管理等。求职

者持简历可免费入场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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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1日上午，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共有 152家招聘企业前来招聘，提供近 2000个岗位。胜利学院近 2500名

毕业生参加了双选会。图为双选会现场。 本报见习记者 顾松 本报通讯员 张超 张琳 摄影报道

火爆招聘会

本报 11 月 25 日讯(见习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刘积舜) 9 月

9 日，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

江分公司到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招聘拉开了石油大学专场招聘会

的帷幕，截至 25 日，累计 379 家单

位到石油大学招聘。就业指导中心

累计在就业信息网上发布近 1700

家企业的需求信息，据统计，今年

毕业生超五成已签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011 届

毕业生有 6320 余人，其中博士生

220 多人，硕士 1200 余人，本科

4900 余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1 月 25 日，已有 3500 人就业，总

体就业率超过 56 . 46%，其中本科

生就业率逾 60%。石油工程、车辆

工程、资源勘查工程、建筑环境与

设备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等 5

个专业就业率超过 80%，而油气

储运工程、安全工程、地质学、勘

查技术与工程、测绘工程等专业

也超过 70% 。中国石油大学 (华

东)毕业生就业率连续 16 年保持

在 90% 以上，2004 年被国务院授
予“全国就业先进工作单位”荣誉

称号。

石大明年毕业生签约超五成

本报 11 月 25 日讯(见习
记者 顾松) 25 日，记者在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的

2011 年应届毕业生招聘会上

看到一群默默奉献的人，他们

就是胜利学院的就业形象大

使和就业志愿者协会的志愿

者，这是东营市首家实行就业

形象大使服务的学院。

据胜利学院招生与就业

指导处张超老师介绍，2007

年，胜利学院成立了就业志愿

者协会，协会成员分就业形象
大使和就业志愿者，就业形象
大使由应届毕业生中各系学

生会主席、团总支副书记、辅导

员助理以及班长推荐，经过逐

层选拔产生，今年共有 8 名就

业形象大使，形象大使当选后

再招募志愿者组成团队来服

务每场校园招聘会。

据了解，胜利学院就业志

愿者协会中有 2011 届毕业生

20 人，其中 2/3 的学生已经就

业。就业形象大使李家超说：

“我曾经在系学生会任职过，

2010 年 9 月被评为就业形象
大使，虽然现在还没签约，但

这项工作提升了我的能力。”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大三学生张文海告诉记者：

“自从加入到大学生就业创业

协会以后，感觉更充实了，虽

然我还没有毕业，但我现在就

了解到了就业形势的严峻，让

我能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更

有计划地锻炼提高自己。”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专业的邱琨祁

说：“我是刚刚加入到协会中来

的就业形象大使，作为一名理

工类专业的女生，深知就业形

势的严峻，老师为我们创造充
足的机会让我们与招聘企业
接触，在和招聘企业领导的接

触中，我有了更多毛遂自荐的

机会，无论成功与否，这都是

来之不易的历练。”

就业形象大使

服务校园招聘会

和电影《泰坦尼克号》相似，美

国人 Hella 和罗伯斯也是在一条游

船一见钟情，坠入爱河。但是相差悬

殊的家庭背景，使两个人经历了重

重磨难才得以走到一起。两个人本

打算相濡以沫，共度一生。不幸降临

到这对遭受了诸多磨难夫妻头上，

1994 年，Hella 被查出患了卵巢癌，

并进行了手术切除。术后的几年中，

Hella 病情稳定，一直没有复发，就

在夫妻二人暗自庆幸，躲过一劫的

时候，不幸再次降临。2000 年初，

Hella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上腹有胀

痛感。经医院诊断，可恶的癌细胞又

悄悄地转移到了她的肝部。

为了挽救妻子的生命，丈夫罗

伯斯丢下手头的所有事务，陪同

Hella 走遍了美国的各大医院。每到

一家，罗伯斯听到的几乎千篇一律，

Hella 的病已经不治。对转移性肝癌

患者，美国的医院和医生也束手无
策。深爱妻子的罗伯斯每当听到医
生如此绝情的告白，总是痛不欲生！

他不止一次的对妻子说：“我不能这

样眼睁睁地看着你死去。与其你死，

何如我死！一旦没有了你的日子，我
会很孤单的。相信我，一定会找到办

法的。”

美国加州的医院没有办法了，

不等于别的州的医院没有办法，不

等于全世界都没有办法。绝望中的

罗伯斯突然来了灵感，他从互联网

上张贴 BBS，希望能得到好心人的

提醒和帮助。同时，对网上的各个医

疗机构一一进行访问，去伪存真。终

于有一天，罗伯斯在网上发现了于

保法和他的“缓释库疗法”。

没有片刻的犹豫，罗伯斯当即

决定带着妻子 Hella 到中国治疗，

对生存的强烈渴望也让 Hella 同意

了这个建议。在丈夫的陪同下，

Hella 顺利地住进了保法肿瘤医院。

B 超显示：肝左叶见 4cm×4cm 肿

块，肝右叶见 5cm×5cm 及 3cm×

3cm 两个肿块。

于保法先生是 Hella 和丈夫对

能否治好自己疾病的最后一线希
望。坦率地说，丈夫想挽留妻子在这

个世界上多呆一天，再多呆一天。罗

伯斯心里也有着不能对妻子言说的

顾虑--美国医生都给妻子宣判了

死刑，中国大夫真的能起死回生吗？

然而，让 Hella 和丈夫罗伯斯

绝对没有想到的是，经于保法用“缓

释库疗法”治疗了两个月后，奇迹出
现了：二个月后，再行 B 超检查时，

Hella 肝内转移病灶消失，也未发现
新病灶，腹水消失。

此后，48 岁的 Hella 身体很快恢复

了，不但衣食起居能自己料理，还能

从事游泳、骑车等运动。

不但亲人、朋友们惊讶，就连亲
身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的夫妻俩也
感到特别的惊讶。用 Hella 自己的

话说，她完全是靠顽强的毅力坚持
到大洋彼岸中国医院的，没想到幻

想中的幸运真的出现在了自己身

上。

美国卵巢癌肝转移患者来华治疗取得良好效果

2005 年 5 月 12 日，一次例行的

体检彻底改变了家住济南的李先生

的命运--左肺占位，456 医院诊断

为：“左肺中心型肺癌”。拿到医院诊

断书的那时那刻，他也懵了，就像大

冷的冬天一下子掉进了深深的冰

窖，从头到脚凉透了，剩下的一颗心

在“扑通，扑通”地跳着，手足无措，

很有些惶惶不可终日的味道。家人

也慌了，没想到平时能跑能动，饭量

不小，体重没减的李先生居然患的

是绝症，都赶忙放下手里的工作，再

次陪同李先生来到医院，寻求治疗

的方法。医生给出的建议是手术切

除，并说这是目前最好的治疗方法，

渐渐冷静下来的李先生拒绝了手术

治疗。

电视上见多了、网络上看多了、

身边的人的经历多了，李先生接触

的手术治疗的癌症患者绝大部分不

但没有起到相应的效果，反而让患

者痛苦的离开了人世，就像他自己

说的：“让我接受手术，还不如不治

疗呢！”话是这么说，不治疗家人可

不答应，李先生自己也不甘心。妻子

带着李先生的检查结果走遍了济南

的各家医院，终于在济南保法肿瘤

医院找到了适合李先生的方法--缓

释库疗法，经过咨询，她了解到：缓

释库疗法不用手术，是直接针对肿

瘤进行用药，直接、近距离、迅速杀

死肿瘤内的癌细胞，局部治疗的同

时还具有一定预防复发和转移的效

果。因是直接针对肿瘤部位用药，血

液中没有药物，所以几乎没有副作

用。

2005 年 5 月 30 日，李先生住进

了济南保法肿瘤医院，住院号：

00327，入院检查显示：左肺门占位

病变，大小 3 . 1cm×4 . 1cm。刚住院

时，李先生心里还是非常紧张，虽然

已经了解到缓释库疗法治疗几乎没

有痛苦，但毕竟是穿刺治疗，针刺进

肉里，哪有不痛的。这种感觉一直到

做完第一次治疗才消失--治疗过程
中虽然有些疼痛，但根本不如自己

想象的那么严重，没用咬牙就坚持
完了治疗。经缓释库疗法治疗两次

后，2005 年 9 月 6 日复查显示，肿瘤

缩小超过 50%，后来李先生就定期

到济南保法肿瘤医院复查，病情一

直稳定。

谈到自己的治疗经历，李先生有感

而发：“都说癌症治疗要在鬼门关走

一遭，都说癌症治疗药脱层皮，原来

自己都没当回事，真正自己患病的

时候才发现，说癌症患者是被病吓
死的，倒不如说是被治疗吓死的，怕

手术不能恢复、怕术后转移、怕恶

心、怕掉头发、怕白细胞降低……，

我接受的缓释库疗法就很好，怕的

一样也没有，整个过程不像治疗，更

像疗养，我们癌症病人本来身体就

虚弱，免疫力就低，这种像疗养方式

的治疗比那些机械的治疗更适合。”

五年抗癌路--济南肺癌患者李先生经验谈

编者：缓释库疗法就是肿瘤靶向治

疗新技术，由留美学者、全国人大代表

于保法教授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

床实践，在总结海外百年肿瘤内治疗的

基础上创造发明，获得美国、中国、澳大

利亚发明专利。

适用于肺癌，肝癌，胰腺癌，食道、

胃、肠癌，膀胱、前列腺癌，肾癌，口腔、

鼻咽癌，宫颈、卵巢癌，乳腺、皮肤癌、恶

性淋巴瘤，骨肿瘤等原发或转移的各种

实体肿瘤。

对手术失败、术后复发及转移，不

能或不愿手术者；对放化疗失败或不能

耐受放化疗者同样适用。

缓释库疗法靶向治肿瘤不开刀、无

痛苦、效果好，能延长患者生命，提高生

活质量，捍卫患者尊严！

缓释库疗法咨询热线：0531-88553728 400-613-1120

济南保法肿瘤医院地址：济南市经十西路 309 号(段店立交桥西 3 公里路北，市内乘坐 K56 路、78 路、20 路、7 路大杨庄站下车即到)。

济南保法肿瘤医院，济南市医保定点医院，济南市新农合定点医院。

济南保法肿瘤医院不定期进行免费 CT、彩超、X 线检查活动，读者可来电查询优惠时间和优惠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