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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药未必苦口：免疫治疗无毒高效受热捧
人们一提到癌症治疗就皱起

了眉头，在人们传统的意识里，一
旦接受手术、放化疗，人都会“脱
了一层皮”，不仅经历了炼狱般的
折磨，而且疗效也不显著，男女老
少都难幸免。其中最美癌症女孩
郑祺宁就是典型代表，18岁不幸
患有霍奇金淋巴癌，接受几期化
疗之后，身体不仅承受着常人无
法接受的痛苦，而且效果也不显

著，年轻的生命摇摇欲坠。难道就
没有一种不苦口的“良药”吗？

颠覆传统疗法：良药未必
苦口

对 此 ，笔 者 采 访 到 了 北 京
CTC肿瘤治疗中心的专家，专家
指出：良药未必都“苦口”，除了手
术、化疗、放疗，还有一种无毒高
效肿瘤治疗方法——— 细胞免疫疗
法，该疗法颠覆传统疗法，只需抽

取癌患体内免疫细胞，然后进行
培养扩增，最后采用输液、打针等
无痛无创的方式回输到体内，不
仅能够激活修复破损的免疫系
统，而且可以靶向精准杀灭癌细
胞，疾病控制率高达80%以上，受
到了众多癌患的热捧。

59岁老汉饱受化疗痛苦
免疫疗法让他重获新生

59岁刘老汉被肺癌找上门，

经过几个月化疗下来，不仅天天
呕吐食不下咽，而且体重也下降，
让刘老汉健康的身板瞬间垮了下
来。在朋友的介绍下，刘老汉转院
到了北京CTC肿瘤治疗中心，接
受了两个疗程的细胞免疫治疗。
两个疗程期间，没有出现任何恶
心、呕吐等副反应，而且治疗后，
肺部肿块也消失不见了，让老汉
重获新生。

结论：良药未必苦口，而细胞
免疫治疗就是其中的代表，到目
前为止采用细胞免疫治疗已经让
数以万计的癌患实现康复治疗，
如果您也想和刘老汉一样重获新
生，可以拨打肿瘤康复热线：010-
63806099进行咨询，届时将有权威
肿瘤专家给您详细解答，肿瘤康
复的机会就在眼前，笔者希望您
能牢牢抓住。

沪港通进入“冲刺期” 借道杠杆指基享红利
数据显示，沪港通效应

下大盘上升趋势明显，“反弹
急先锋”杠杆指基的投资价
值凸显。Wind数据显示，截至
9月16日，今年杠杆指基平均
上涨12 .39%，信诚中证800有
色B等16只杠杆指基涨幅超
过20%。当前市场处于震荡上
升阶段，相对于直接跟踪指

数表现的指数基金，杠杆指
基可有效放大收益，是分享
沪港通红利的不错选择。

信诚基金数量投资总监
吴雅楠也表示，随着10月沪
港通的启航，以及蓝筹ETF
期权上市的箭在弦上，蓝筹
股有望迎来风格切换的持
续行情，“海外QFII已经见

机启动，国内机构资金也有
配置需求。在经济定向刺激
和货币定向宽松的联合政
策催化下，低估值的金融和
有色等蓝筹板块迎来估值
修复行情。分级基金的杠杆
份额放大了蓝筹股的弹性，
为投资者提供了有效的反
弹工具。”

牛市若隐若现量化基金“捷足先登”
7月中下旬以来，A股

市场明显转暖。尽管投资者
对于未来股市是否走牛尚
有分歧，但三季度以来偏股
型基金已展现出不错的赚
钱效应。尤其是以高仓位为
特点的量化产品，在这次逆
转行情中“捷足先登”，为持
有人带来了可观的回报。据

Wind数据统计，截至9月11
日，最近三个月长信量化先
锋、大摩量化配置和申万菱
信量化小盘等9只量化基金
平均回报为17.96%，明显优
于同期可比383只普通股票
型基金13.41%的平均水平；
其中长信量化先锋表现最
为突出，近三个月回报达

26 .29%。Wind数据显示，截
至9月11日，今年以来该基
金已经斩获35 .22%的总回
报，位居同期可比383只普
通股票型基金第7位；最近
一年、最近两年和最近三年
回报分别为36 .99%、57 .91%
和25.88%，长跑能力同样不
在话下。

茌平经济开发区多措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
为确保出生人口性别比

结构合理，促进人口性别均
衡发展，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茌平经济开发区以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
从健全制度入手，狠抓五个
关键环节，强力推进出生人
口性别比综合治理。截至目
前，已对两例非法流引产，非
法销售终止妊娠药品案件进
行调查，初步形成了打击“两
非”的高压态势和综合治理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效机制。

抓专题培训。茌

平经济技术开发区对批准生
育计划的育龄妇女进行孕前
的专题培训。培训内容主要
是严禁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
非法流引产的有关法律规
定，并与当事人签订责任书，
切实履行告知义务；抓孕情
监控。对批准生育计划的人
员每月定期到计生服务站进
行孕情监测。对不按时查体
的人员，社区计生专干必须
入户随访，及时掌握孕情，对
出现问题的及时上报；抓流
引产审批。对出现流引产情

况的，要求当事人按流引产
审批程序进行审批，并出具
到市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流
引产鉴定的证明；抓调查询
问。对流引产鉴定发现问题
的或是不按规定履行流引产
鉴定手续的，由区打击“两
非”办公室对当事人进行调
查询问，并做出初步结论；抓
案件查处。对调查发现涉嫌

“两非”问题的进行立案，并
迅速组织公安、市场监管、卫
生、计生等有关部门进行重
点查处。 (张菁)

冯官屯：开展开展“出生人口缺陷宣传周”活动
2104年9月12日是我国第

十个“预防出生缺陷日”，为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卫生计生
委、中国残联关于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出生缺陷预防宣
传周活动”通知精神，茌平县
冯官屯镇人口与计生部门举
行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主
题宣传活动，从而拉开“出生
缺陷预防宣传周”活动帷幕。

深入宣传预防出生缺
陷重大意义。该镇在集市上
设立计划生育宣传台，向过
往群众发放预防出生缺陷

宣传材料，向过往群众认真
讲解近亲结婚的社会危害，
利用宣传橱窗、横幅及沿街
单位商铺LED屏等，对出生
缺陷预防知识进行专题宣
传，引起广大居民群众对预
防出生缺陷关注和积极参
与，让更多人了解出生缺陷
发生原因，自觉参与婚孕期
医学检查，做到早发现、早
治疗，及时采取措施预防出
生缺陷的发生；举办新生儿
预防出生缺陷知识讲座。当
日下午，该镇还组织辖区居

民参加以“健康宝宝、幸福
家庭”为主题的“出生缺陷
预防知识讲座”，采取图文
并茂的多媒体方式，通俗易
懂，生动直观地向广大群众
宣传“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减少出生缺陷和残疾”的科
普知识；开展系列咨询活
动。联合卫生院在辖区举行
现场咨询义诊活动。面对面
地接受群众咨询，向群众讲
解母婴健康知识及优生优
育的道理，介绍预防出生缺
陷重要意义。 (靖庆军)

城城区区一一辆辆1133路路公公交交车车雨雨中中起起火火
所幸无人员受伤，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

本报聊城9月17日讯 (记者
郭庆文 通讯员 张乐辉)

9月17日早上6点40分左右，城区
一辆13路公交车在建设西路附
近突然起火，所幸车上没有人，
未造成人员伤亡。报警后，3辆消
防车赶到现场救援，十多分钟后
大火被扑灭。

17日早上6点47分，聊城公
安消防支队香江中队接到报警
称，建设路香江一期交运西侧一
辆公交车突然起火，急需救援。
接警后，3辆消防车、18名消防官
兵立即赶往现场救援。4分钟后，
救援队到达现场，公交车火势已
经非常大，无法辨别是几路公交
车。

“火是从前面开始着的，引
燃了后面。”现场一位目击者称，
早上一直下着蒙蒙细雨，着火时

他正在店里干活，闻到烧焦味出
来才发现公交车着火了，随后附
近已经开门的商户纷纷拿出自
家的灭火器帮忙灭火，但由于大
火蔓延得很快，火势很大，无法
控制。

消防救援队到达后，立即向
着火的公交车喷水。十多分钟
后，大火被扑灭，公交车内已是
一片狼藉。记者赶到现场看到，
着火的公交车靠边停放在路
北，附近树木大片树叶被烧得
焦黑。

“车上没有人，司机在旁边。”
一位目击者称，着火时公交车司
机去路对面吃早饭了。据在现场
灭火的消防官兵介绍，接到的第
一个报警电话是公交车司机打来
的，着火时车上没人，无人员受
伤。由于建设路车辆较多，造成道

路短暂拥堵。
17日上午11点多，记者拨通

了公交车司机的电话，他表示着
火的是13路公交车。据了解，13路

公交车从聊城二中发往香江大
市场，此次公交车着火的地点就
在终点站附近。目前，公交车起
火原因仍在调查中。

本报继续征集

爱心长跑公益人士

本报聊城9月17日讯(记者
刘云菲) 12日，顺屹家居发

起第二届“为了爱，跑起来”大
型公益长跑助学活动。本报联
合主办，全城寻找贫困学子和
爱心长跑公益人士。活动自发
起以来，引发众多关注，许多
爱心人士纷纷想伸出援助之
手。贫困学子、爱心长跑公益
人士可继续报名参与活动，报
名 电 话 ：0 6 3 5 — 8 4 5 1 2 3 4 、
18663007011。组织方在核实贫
困生家庭情况后，将所捐爱心
款项现场转交受助学生。

冠县柳林镇夫仁寨村的
小帅，今年14岁。小帅刚五个
月大时，爸爸因病去世，妈妈
经受不住打击，整天以泪洗
面，在2003年，也因肺癌去世。
年迈的爷爷奶奶艰难地抚养
孩子长大。爷爷马绍华说，他
和老伴都 6 0多岁了，不能劳
作，就靠另外两个儿子给赡养
费。房子也是儿子们的，谁出
去打工，他们就和孙子住在
谁家。老伴患有脑血栓，瘫痪
在床六七年，常年吃药，一家
人生活很困难。

马绍华说，小帅特别懂
事，从小就知道爷爷奶奶的苦
衷，非常疼爱他们。孩子平时
省吃俭用，旧衣服舍不得扔，
坏了就缝一缝补一补，“他从
小上学就是一个人，刮风下雨
下雪，从来不让我们去送和
接。每天晚上下了自习，回家
就去看他奶奶，给他奶奶洗身
子，按摩手脚，还帮着我们洗
衣服，什么都会做。”

本报继续征集贫困中小
学生家庭，爱心长跑公益人
士。活动中，组织方将举行爱心
长跑运动，参与爱心长跑的公
益人士自愿捐款。本报将跟踪
报道核实贫困生情况后，组织
方将所捐爱心款现场转交受助
学生。

消防官兵正在现场灭火。 本报通讯员 张乐辉 摄

大大学学生生玩玩微微信信玩玩出出创创业业团团队队
从“朋友圈”认识后创业打算注册公司

有这么几位大学生，他们从微信“朋友圈”中认识，玩着玩着，一来二去，发现了商机，打
造微信第三方平台，形成了一个创业团队。运营一年多以来，他们在此次聊城创业大赛中崭
露头角，打算注册公司，实现自己心中的创业梦。

艰难地“吃螃蟹”

30岁的“喜哥”，这是团队对
王双喜的称呼，王双喜到了而立
之年，放弃了固定的工作，从零
开始。一直做网络的他，一直有
个晒创意的想法，手中的微信在
他眼里，可否变成商机，他一直
摸索。

偶尔，在微信“朋友圈”里，
同龄人靖洪菊，“90后”李妍小
妹，经常互通有无，谈谈各自的
人生感悟。“喜哥”的创意雏形，
得到“亲们”的支持。大家一拍即
合，干脆做个先吃“螃蟹”的人，
尽管意识到了艰难，可是创业的
激情总是按耐不住。

“我只是略微知道一些关于

微信第三方平台建立的技术，后
来又有几个比较专业的朋友，我
们一起学习，琢磨攻克了技术难
关，有了技术保障，大家以为销
路就有了，没想到困难不少。”

“喜哥”说，团队中的人，拿出自
己的钱，开始创业。他也贡献出
了多年的积蓄，一心搞事业。起
初，很多人不认同他们的观点，
三四个月没有收入进账，团队中
的几个人撑不住，不到一个月撤
走了。

玩转微信卖文化

难道这就要被吓倒？在无数
次的打击下，团队意识到，技术
只能是保障，市场才是终极目
标。

靖洪菊学过会记，曾经有过
创业经历，开拓市场，落在了她
的肩上。她开始寻找商业合作，
第一单生意她足足用了半个多
月。第一桶金，终于进账了。“当
时是1万元的收入，虽然钱不多，
我们几个特别兴奋。”靖洪菊说
起来，仍然激动不已。

微信交友平台，很多人不陌
生。但是到了团队手中，他们玩
微信更时髦，微信点餐、微信订
桌 、微 信 喜 帖 、甚 至 微 信 随
礼……多方位的“自媒体”，正是
他们不断开拓的方向。团队打造
的微信第三方平台与商家合作，
以不同类型的宣传活动，来推介
商家，实现双赢。李妍负责策划，
她的任务就是创意的火花实现
成最终的合作项目。

做快乐的创业者

团队运营了一年多，今年他
们参加了聊城市创业大赛，进入
了决赛环节。在创业导师的指导
下，他们对今后的创业路又有了
新的思索。他们对自己的创业项
目非常有信心，打算注册公司，规
模化运作。“喜哥”感叹，自己遇到
了一个好时候，如今对大学生创
业的环境越来越好，尤其一些政
策支持，让他们欣喜不已。“四证
联办，不用跑很多趟，注册公司的
资金没有限制，另外还可以减免
一些房租，这让我们轻松不少。”

聊城创业大赛一位评委说，
大学生创业最怕的就是没自信，
挖个坑换个地方，坚持最重要。

本报记者 刘云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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