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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鲁鲁银银行行杯杯””营营销销秀秀首首期期接接近近尾尾声声
小报童们在实践中成长着、收获着……

镜头下的细节还原匠心
之专注，光影中的斗拱展现古
建之神韵。近日，“雪花纯生匠
心营造”中国古建筑摄影大
赛·斗拱山东分赛区第二场外
拍活动与一行摄影爱好者走
进了山陕会馆和灵岩寺古建
筑群，感受清代聊城商业之繁
荣，寻觅千年古刹佛迹梵影。
用镜头感怀古建筑细节之美，
用摄影作品传承中华古典文
化。除外拍活动外，“雪花纯生
匠心营造”中国古建筑摄影大
赛·斗拱山东分赛区作品征集
仍在火热进行中，投稿时间截
止至8月8日，广大摄影爱好者
可继续踊跃投稿。

外拍首站，雪花古建筑摄
影采风团队来到位于聊城的
山陕会馆，整个建筑布局紧
凑，装饰华丽，堪称中国古代

建筑的杰作。值得称道的，山
陕会馆山门的如意斗拱共有
六层，承托着金碧辉煌的琉璃
瓦顶，巍巍壮观、富丽堂皇。这
种细节处展现出的神韵，倾诉
着山陕商人雄厚的财力和对
传统文化的专注。

感受过山陕会馆的雄浑
大气，雪花古建筑摄影采风团
队又来到“海内四大名刹之
首”—济南灵岩寺，感受千年
古刹的佛韵丰厚。寺内有八角
九层气势雄伟的辟支塔，斗拱
错落的千佛殿，精美绝伦的墓
塔林等几十处景点，每一处诉
说都是历史的映照与精华，激
发着影友们用影像呈现古建
筑从细节处延伸的气度底蕴。
“作为土生土生的济南人，

之前也到过灵岩寺，但这次采
风，却让我深深震撼于古人的

匠心智慧。每看一眼，每拍一
张，都仿佛感受到心灵的涤荡
与灵魂的共鸣。”济南影友张
先生感叹道。

外拍期间,为满足各位影
友的心愿，活动主办方特别邀
请省内知名摄影专家夏斌全
程指导，并开展古建筑摄影专
题讲座，与广大影友分享如何
用摄影语言诠释古建作品，并
注入自己的独特理解，引发了
影友们的热烈讨论。

除外拍活动外，主办方华
润雪花啤酒还将在山东多地
举办古建筑摄影展。而作品征
集活动仍在火热进行中，详情
请关注山东分赛区专题网页
http://sd.sina.com.cn/s/zt/
archfans2015/或关注“华润雪
花啤酒山东”官方微信，点击

“我要投稿”，上传参赛作品。

雪雪花花匠匠心心营营造造，，细细节节铸铸就就神神韵韵
——— 2015“雪花纯生匠心营造”中国古建筑摄影大赛·斗拱 山东分赛区外拍收官

日前，癌症治疗已从药物治疗时代
进入了细胞治疗时代，而细胞免疫治疗
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技术，被美国NIH
赞誉为“21世纪能够彻底治愈肿瘤的唯
一手段”。据北京CTC肿瘤生物治疗中心
权威专家吴琼介绍，细胞免疫治疗之所
以有这么高的赞誉，主要由于此疗法快
速高效，安全无任何副作用，五年生存率
高达68%以上。

快速高效

两周闪杀体内癌细胞

为了更加深入真实的了解此技术，
记者登陆CTC肿瘤生物治疗中心官网
(http://www.ctc307.com/)查看，官网中指
出：细胞免疫疗法是利用增强和恢复机
体免疫系统的免疫功能来达到治疗肿瘤
的目的，被成为继手术、放疗、化疗之后，
治疗癌症的第四疗法，快速高效，而且安
全无任何副作用。除此之外记者还采访
到CTC肿瘤生物治疗中心权威专家吴

琼，他指出：细胞免疫治疗不同于传统疗
法见效漫长，此疗法快速高效，一个疗程
只需两周，不仅可以快速清除体内残余
癌细胞，而且激活免疫系统监视功能，诱
导免疫记忆，长期抗癌，疾病有效率高达
80%以上。

奇迹见证

上万癌患已延长生存期

疗法再怎么神奇还得看实际的康复
效果，据CTC肿瘤生物治疗中心数据统
计，到目前为止，已诊治包括肺癌、肾癌、
胃癌、肝癌、前列腺癌、乳腺癌、卵巢癌、
大肠癌、黑色素瘤、白血病等各类恶性肿
瘤及血液病患者上万例，五年生存率高
达68%以上。其中包括很多已经被医生宣
判无法治疗的晚期患者，接受治疗后症
状有所缓解，生存期大大延长。为了让更
多癌患受益于此疗法，CTC中心已开通
免费康复热线：010-63806099，届时权威
专家详细为您解惑答疑。

癌癌患患遇遇上上美美好好时时代代：：免免疫疫疗疗法法有有望望治治愈愈癌癌症症

本报聊城7月28日讯 不知
不觉中，本期营销秀已经要接近
尾声。过去的日子中，有雨斜风
狂，有炎炎烈日，小报童们遇见
的，有和善的微笑，也有冷眼的拒
绝。但是无论是什么，坚持下来的
他们都在活动中收获着，成长着。

在小报童中，任成科和陈延
旭应该算是他们的大哥哥了，该
上初三的他们每天都出现在卖报
大军中，离开了家长的守护，两个
腼腆的男生在卖报的过程中，踏
踏实实迈出了自己人生的第一
步，去触碰这个社会。

“我们俩年纪比较大了，也不
像弟弟妹妹们那么萌，报纸不是
很好卖，所以跟他们‘竞争’，压力
还是很大的。”任成科在采访中略
显“老成”地对记者说，“所以我只
能每天在卖报之前先把报纸上的

内容看一遍，了解一下头版头条、
今日大事，这样向人家推销，别人
才会买。”

而当记者问到来参加此次营
销秀的原因时，腼腆的陈延旭一
直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在整理
者手中的报纸，沉默许久的任成
科慢慢说道：“我们都觉得自己性
格太内向了，想要通过这次活动
来锻炼一下自己。”在过去12天
中，每天50份的报纸订量虽然不
算多，但是稳扎稳打的任成科和
陈延旭的确让记者和其他人看
到，他们比以前开朗了，沟通能力
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腼腆内向
的两个大男孩在锻炼中迈出了自
己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28日，他们的份数提高到150
份，“最后几天了，冲刺一下希望
能拿奖”。

王家兄弟俩结伴卖报
今年八岁的王世鹏跟哥哥已经

是第二次参加小报童的活动了，通
过他的妈妈了解到，之所以会让孩
子参加这项活动，是因为去年这个
时候有小报童在路边向她销售过报
纸，看着孩子们努力的身影，她当即
就决定让自己的孩子也来参加，第
二天便到报社给兄弟俩报了名。

有了去年的卖报经验，今年
的王世鹏卖起报来已经有了不少
的窍门，并且还积累起了不少老
顾客，最多的时候一上午能卖到
220份，他低着头小声说：“我现在
卖报排名第四呢。”话语间无不透
漏出孩子天真的小小骄傲。相比
于弟弟，哥哥可能卖的要少一些，
通过妈妈了解到，哥哥因为要上

补习班的缘故会少卖一些，本来
不想让哥哥再参加，但哥哥坚持
一定也要参加，要陪弟弟一起卖
报。能够看得出掩饰不住的高兴
与欣慰在妈妈脸上绽开。

当问到挣了钱有什么想法时，
王世鹏告诉记者自己想要跟爸爸
妈妈去旅行，而且兄弟俩现在已经
有了自己的一个目标，就是买一辆
自行车，然后再用剩下的钱给自己
跟哥哥买一些学习用品，说到这
里，王世鹏低下头羞涩地笑了，孩
子的单纯可爱显露无疑。

不少家长感言，小报童的活动
尽管很累，但也开始让孩子慢慢接
触社会，学会了分享与独立，懂得
了成长路上的责任与担当。

报名第二期营销秀夺大奖吧
本报聊城7月28日讯 第一

期小报童卖报将于30日截止，微
信投票也将在同一天截止。第二
期小报童持续招募中，8月1日培
训，卖报时间是8月2日至8月14
日。第二期小报童奖品依然有苹
果ipadmini、儿童智能手机、邮票
纪念册等众多大礼。活动期间,周
一到周五有专版报道小报童们的
表现。欢迎小朋友们踊跃报名，争
夺大奖。

齐鲁晚报2015“齐鲁银行杯”
报童营销秀设有微信互动环节 ,
可以通过关注本文旁的“齐鲁银
行”微信号参与进来,方便快捷。

营销秀期间 ,小报童们可以
将自己的卖报照片放到齐鲁银行
微信号上,通过关注量,微信上将
单独评选出“最佳风采奖”,奖品
有苹果ipadmini、儿童智能手机、
邮票纪念册等众多大礼。小报童
的关注量将乘以20%得出的数目

作为卖报份数一并加到卖报总数
中去 ,最终按照总数的多少评出
卖报金银铜等奖项。

想报名当个小报童？您可以
带着孩子的两张一寸彩色照片、
个人户口页复印件 ,到齐鲁晚报
编辑部报名点(兴华西路古楼街
道办事处2楼),咨询电话8277092。
也可以扫描二维码或者搜索微信
公众号“齐鲁今日聊城”通过微信
报名。

小报童张本翔打出一个胜利的手势。

小报童在路口向路人推销自己报纸。

三名小报童开心卖报。

高加睿小报童将报纸给顾客。

卖报排名

1 赵佳豪 4020

2 何嘉辉 3490

3 李文淑 2600

4 王世鹏 2080

5 姚旭奥 1951

6 王紫慧 1340

7 袁一菲 1330

8 于兴顺 1100

9 许金秋 1050

9 黄启明 1050

11 王亚欣 1040

12 李乐源 990

13 耿文宇冉 950

13 刘一鸣 950

15 刘传肖 860

16 张博豪 810

17 单秀文 805

18 任成科 700

18 陈延旭 700

20 刘继成 680

21 张本翔 650

22 王学礼 640

23 孟凡博 630

23 葛兆磊 630

微信排名
排名 姓名 票数

1 王世鹏 5754

2 王世聪 5644

3 赵文川 5638

4 张博豪 2947

5 李乐衡 1567

6 何嘉辉 1537

7 王家翔 1408

8 魏晨曦 1395

9 杨国藩 1294

10 许金秋 1250

11 赵佳豪 1141

12 袁一菲 1113

13 杨士可 1045

14 杨子墨 1021

15 吕晓涵 851

16 李文淑 847

17 刘一鸣 823

18 王学礼 646

19 王亚欣 642

20 李佳怡 589

20 许静雯 589

22 张本翔 551

23 高加睿 506

(截止到28日1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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