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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的文化长廊西侧摆满了各种活动

的展板：“校园模拟双选会”、“模

拟炒股大赛”、“手机摄影大赛”

等。在“模拟炒股大赛”、“外文歌

曲大赛”的展板前不时有同学围

观讨论。据社团联合会主席刘明

浩介绍，学校现有社团 125 个。

“毛泽东研究协会”和“读者协会”

还是今年的全国百强社团。小宇

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大一新

生，看到大学有那么多社团，她一

连报了 3 个。“参加社团活动，既

是自己的兴趣所在，还可以结交

很多志同道合之人。”

目前，东营职业学院已注册的

社团有 46 个。9 月底，职业学院举

行了轰轰烈烈的社团纳新活动。东

营职业学院摄影协会于 2003 年 6

月成立，学校为其配置了专门的办

公室，今年协会纳新时就有 200 多

人报名参加，据摄影协会会长刘超

介绍，协会经常组织会员到清风湖
等景区采风，而且每周五晚上都有

老师在固定的教室讲解 PS 课程。

他还说：“学院的各种会议、活动、

晚会等都是由我们摄影协会的会

员负责拍照。”

社团组建 花样迭出

热闹开场 尴尬收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也有一

些社团参与人员较少，如天文协

会、电影协会等。

据了解，经常有一些社团开
张时红红火火，纳新的时候人也

不少，可到了学年末就只剩下几

十人，两所学校都有一小部分社

团长期处于名存实亡状态。也有

一些社团虽然活动办得有声有

色，但参加的成员却日渐减少。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工商管

理专业大二的学生赵凯，大一时
报名参加了 4 个社团：爱心超市、

读者协会、玲珑蛋雕社和模拟联

合国。后来随着好奇心淡化，时间

紧张，读者协会、玲珑蛋雕社和模

拟联合国的活动都不参加了，坚

持下来的只有爱心超市。中国石
油大学(华东)工商管理专业大四

的李媛说，她大一时报名参加了

学校里的科协，大二时由于专业

课增加，事情逐渐增多，就很少参

加社团的活动了，到大三大四就

开始考研或找工作，再也没有时

间参加社团的活动了。

职业学院的收藏者协会是成

立较早的社团之一，据在该校毕

业的张昆介绍，收藏协会在前几

年很火，但现在逐渐冷落下来了，

“毕竟都是学生，对收藏不太了

解，也没有藏品来源和经济支

持。”

大大学学生生社社团团

谁谁冷冷落落了了谁谁？？
文/图 本报见习记者 李金金

天文爱好者协会、电影协会、玲珑蛋雕协会、大学生心理协
会……如今，高校社团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创意层出不穷，各种
社团可谓五花八门。大部分社团组织者希望能让更多的大学生
通过加入社团充实大学生活，但他们创建社团的热情却很少能
得到大学生们的响应，多数属于“种下龙种，收获跳蚤”。

据了解，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拥有大小社团 125 个，东营职
业学院也有 46 个社团。社团纳新时报名的人数较多，而能坚持
活动的却寥寥无几。社团管理部门只好对一些开展活动不理想
或人数较少的社团组织予以降级或撤销。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社团

联主席刘明灏介绍，校学生活

动组织分为校会、科协、青协和

社团联，社团是社团联的分支，

社团还有等级之分。为方便大

学社团的管理，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社团联合会印制了《大

学生社团活动指南》。

东营职业学院负责社团管

理的燕德丽老师说，社团逐年

增多，为确保社团的质量并保

证其顺利开展活动，社团管理

很严格，参与人员少或开展活

动不积极的要取消，类型相似

的会合并。燕老师还介绍，成立

社团要有共同的爱好，内容要

健康、积极向上，符合大学生的

特点。燕老师强调，大学生应以

学习为重，参加社团的活动是

在完成学业的基础上，不能因

为社团的活动耽误课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学生从社团活动展板前走过，却很少有人驻足。

社团管理

也许您正与癌魔积极斗争中，也许您

已放弃了治疗，不管您现在选择什么样的

方式，如果您还没用过第六代的原子微量

抗癌国药神麒口服液，请您不要轻易放弃

治疗，给自己一次机会，也许神麒口服液就

能救您一命，帮你度过难关……

由于人体肿瘤的发病部位和人体体质

的不同，决定了没有一种药可以什么癌症

都治，也没有一种药有效率能达到 100%，

神麒口服液为了能让肿瘤患者少走弯路少

花冤枉钱，特推出“科学抗癌，免费用药”大

型救助活动，凡满足以下 3 点不需要任何
费用就可领取神麒口服液三盒(价值 596

元)可通过 0546--7686689 提前预约。

1 . 因种种原因没用过神麒口服液的肿

瘤患者
2 . 神麒口服液不是什么癌症都治，只

对食道癌 . 胃癌 . 肺癌 . 肝癌 . 肠癌 . 恶性淋
巴癌有特效。

3 . 免费领药时，须带病人身份证，病

历，CT. 等相关证明 .

神麒口服液用疗效说话，用事实证明，

经大量临床验证，服用神麒口服液 4--10

天疼痛，乏力，厌食，失眠等症状减轻，患者
精神状态转好；75% 的肿瘤患者 20--30 天，

咳血，积水，胸闷，发热等症状消失；3--6

个月患者病情得到控制，部分肿瘤的转移

病灶及原发病灶开始缩小，体质逐渐恢复，

些时即可根据医助专家的指导，依据患者
恢复情况设定停服时间。

格特别提示：神麒口服液不是神药，也

不是百分之百有效，如果有效请您把握住

宝贵机会继续服用，早日达到康复。如果没

有效果，请您选择其他治疗方案

神麒口服液东营专销地址：东营市春

天平价大药房(淄博路与云门山路交叉口
向东 100 米)

康复专线 0546--7686689

治疗肿瘤用药免费了

牛皮癣又名银

屑病，是一种顽固性

皮肤顽症。主要表现
为红色斑疹、丘疹或

斑块，皮肤层层脱屑

和瘙痒，严重时连成

一片，上面覆盖着多

重银白色鳞屑，去掉
鳞屑可见点滴样出

血。

中研国际银屑病研究总院联合美国病理

学专家、遗传学专家、基因免疫学专家们。针
对牛皮癣的病理病因，辨证施治，克服西药之

弊端，充分发挥中药之长处，采用世界最新的
纳米和基因转化技术，从一百余种纯天然药

物中，精心提炼，高倍浓缩研制出，治疗牛皮

癣抗复发特效药“清毒克癣王”该药具有以下
几大特点：

一、新世纪最新科技成果：“清毒克癣王”

利用微囊渗透技术，药物有效成份能迅速达到
患病部位，快速崩解，血药峰等迅速升高，并靶

向聚集病灶周围，阻断病源体的营养来源，阻

断毒素的DNA 分子复制，有效止痒止痛，祛屑

生肌。二、调理脏腑、标本兼治：调平衡阴阳、凉

血通络、活血化瘀之功效，能疏肝理气、祛风散

邪、补益肝肾，彻底改变患者血热、血燥、血瘀

的体质，综合调理。三、药效强劲：细胞分裂调
节素能够象胶一样吸附于缺陷区域细胞，反复

渗透进入缺陷组织内部，使药效高于其他药物
150 多倍。四、免疫保护、杜绝复发：本品溶纠正
基因异常、调节免疫功能紊乱、改善微循环障
碍、清除血液毒素于一体，疗效可靠，愈后绝不

复发、绝不反弹。五、绿色安全、无需辅药：“清
毒克癣王”为纯中药制剂，不含任何激素成分，

使用中对人体肠胃、肝肾、神经、血液无任何不
良影响，绝对安全。单独使用即可治愈牛皮癣，

避免了患者使用注射、激素药物、清洗、涂抹等

引起的病情加重、血管扩张、损害脏器和产生

的药物依赖性。六、疗效确切、适用广泛：该药

经 600 余万例国内外患者临床验证，无论病史
多长，病情有多重。用药 7-10 天可止痒止痛，20

天皮损变平、肤色变淡，一个月恢复 50%，3 个

疗程可治愈，皮肤恢复正常。七：改变以往服药

期间严格忌口；充分利用食物营养。而所谓的

发物，海鲜，牛羊肉，鸡肉，酒均是血肉有情之

品，均属温补食品，药补不如食补，长期忌口必

然会导致气血更虚，越虚病越严重，形成恶性

循环。保证健康体质，在享受生活中达到康复。

“清毒克癣王”的问世，已成功治愈了数万名患

者，创造了医学奇迹，震惊了整个医学界，改写

了牛皮癣长期不能根治，愈后复发的历史。

黑龙江吴先生，13 年前不幸患上了牛皮
癣。皮肤干燥、脱屑、瘙痒、小红点，尤其是在

秋冬季节，症状加重，遍体鳞屑，晚上睡觉奇
痒难忍，皮损部位血迹斑斑、痛苦万分。在领

导和同事面前真是无地自容。为治好顽症，四

处求医问药，一次次治疗，希望一次次破灭。

正当万般无奈之际，北京卫生系统的老战友

向他推荐了【清毒克癣王】。他立即打电话：

010-86698336 咨询，得到专家肯定的答复后，

立即订购了三个疗

程的药品，服用一周

后，病情立即得到有

效控制，干燥开裂的
皮肤渐渐开始愈合，

大面积银宵脱落，瘙

痒逐渐减轻，服完三

个疗程，原来板硬的
皮肤变得光滑有弹

性，身体全面康复，顽症彻底治愈，回访 3 年

一切正常，未见复发。

本院承诺：凡服“清毒克癣王”15 天无效

者可直接与本院联系。十年内复发的患者凭
金卡可享受免费治疗直至痊愈。

温馨提示：为落实卫生部“拯救牛皮癣患

者、济贫帮困、欢乐送万家”的指示精神，从即
日起，药费优惠 50%，原价 860 元，优惠以后
的价格为 430 元一疗程，早一天行动，早一天

康复。

咨询订购电话：010-86698336

86698332王教授

专家短信订购电话：18701653094

医疗机构：中研国际银屑病研究总院(北京平

谷开发区科兴路 88 号)

官方网址：www.xdkxw.com(也可网上订购)

3 1 5 防伪密码标记 新世纪最新绿色国药

多年的牛皮癣 四个月治愈了
全国免费送药上门药到付款 让老百姓满意的良心药、好药、放心药

自 2010 年 12 月 1 日起，

主题为“喜悦三重奏”的东风
Honda 年末倾情感恩活动将

在东风 Honda 全国 284 家特

约销售服务店全面展开。只要

您到店体验东风 Honda 三大

明星车型 CIVIC(思域)、CR-

V 或思铂睿(SPIRIOR)就能获

赠缤纷礼品，而现场购车的朋

友更有多重极致的惊喜大礼。

据东风 Honda 相关负责

人介绍，本次年末感恩回馈活

动历时 4 周，截止于 12 月底。

其旨在倾情回馈广大东风
Honda 车主的同时，让更多车
友 能 够 零 距 离 体 验 东 风
Honda 三大明星车型的驾乘
魅力。活动期间，广大消费者
到店、赏车、试驾都能获赠精
美礼品，成功挑战店头各式刺

激、妙趣横生的互动游戏还能

赢取相应的缤纷好礼，而现场
购车的车主更有机会获赠

CIVIC(思域)限量版笔记本电
脑、3G 无线上网卡及品牌车
载导航仪等诸多尊贵而超值

的心动大礼。

作为东风 Honda 的三大

主力车型，CIVIC(思域)、CR-

V 与思铂睿(SPIRIOR)此番联

袂登场可谓群星璀璨、备受瞩

目。CIVIC(思域 )是第八代
CIVIC 全球上市以来最重要

的一次改款升级，精致融汇了

“外观、内饰、动力、节油、安

全”五大核心优势，领先业内

的高保值率以及完美兼具高

功率、低油耗的产品特征使
CIVIC(思域)的销量一直傲视

群雄，无愧为国内中级车市最

具魅力的精品车型。CR-V 堪
称城市 SUV 的巅峰之作，一

直在国内 SUV 市场保持着
“销量第一、节油第一、安全第
一、质量第一、产品魅力第一、

环保第一和保值率第一”的七

个 No. 1，无以比拟的超高性

价使 CR-V 的用户目前已突

破 40 万，缔造了城市 SUV 的
销量神话。

如果你倾心中级领军车

型 CIVIC(思域)的时尚与魅力，

或钟情高端运动车思铂睿

(SPIRIOR)的豪华操控，或想见
证城市 SUV 代表作 CR-V 的
王者雄风，那就赶紧行动吧。东

风Honda“喜悦三重奏”年末感

恩活动将让我们走近明星车

型，共谱这个冬季里最华丽的

乐章！

“喜悦三重奏”东风 Honda 岁末倾情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