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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CTC肿瘤生物
治疗中心的细胞免疫疗法因
绿色高效刷爆肿瘤圈。据了
解，CTC的细胞免疫疗法因采
用无创无痛的方式回输“自己
的细胞”治疗自己的癌症，无
排异反应更安全高效，癌症就
像小感冒轻松被解决，受到众
多癌症患者们的热捧，被癌症
患者亲切的称为“21世纪最绿
色的癌症治疗方法”。

采用自己的细胞治疗自
己的癌症 无排异反应更绿
色安全

CTC中心的细胞免疫疗
法通过提取患者自身的单个
核细胞，经国家标准GMP实验
室培养、扩增、激活、负载抗原

后，回输到癌症患者体内，可
以达到抑制或杀灭癌细胞目
的，从而防止肿瘤的复发转
移。

采用打针、输液等无创无
痛治疗方式 癌症就像小感
冒轻松被解决

传统疗法往往对癌症患
者身心伤害很大，不仅让癌患
心理感到恐惧，而且对身体造
成巨大的伤害。细胞免疫治疗
的到来解决了癌患们的燃眉
之急。细胞免疫治疗采用打
针、输液等无创无痛的方式，
不会有任何痛苦，癌症就像小
感冒轻松被解决，而且治疗周
期极短，一个疗程只需两周。

整体有效率高达80%以上

近万名中晚期癌症患者走
向健康生活

自2001年以来CTC中心
已治疗包括肺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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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晚期患者近万余例，整体有效
率高达80%以上，在提高患者
生存质量、减少肿瘤复发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为了
让更多患者受益于细胞免疫
疗法，CTC中心开通了就诊绿
色通道，你可登录官网：http://
www.ctc307 .com/或拨打24小
时专家热线：010—63806099，
无需排队等待，就可提前预约
专家。

CCTTCC免免疫疫疗疗法法刷刷爆爆肿肿瘤瘤圈圈

绿绿色色高高效效受受热热捧捧

““史史上上最最优优质质””相相亲亲会会明明天天举举行行
700多位高学历单身男女现场寻缘

本报聊城4月29日讯(记者
邹俊美 ) 经过十几天的筹

备工作，本报相亲会将在5月1
日跟大家见面，届时水城史上
最优质的一次相亲会将在恒大
名都为大家奉上，5月1日、2日、
3日足足举办三天，如果放假了
你没去旅游，就来相亲会吧，一
定会让你度过浪漫的“五一”假
期。

29日，经过初步统计，此次
相亲会有700多位单身青年报
名，最大的亮点是云集各行各
业的高学历人才，700多人中本
科学历270多人，研究生60多
人，博士5人，剩下的人中专科
学历的居多。此次相亲会有来
自各行各业精英，涵盖公务
员、事业编、医生、教师、军官、
银行职员、大型国企员工、私
企老板、在读研究生等多种职
业。其中医生、教师较多，据不
完全统计医生和教师均有100

多名。
此次相亲会中，“89年”到

“91年”出生人的较多，因为此
次相亲会是面向社会的大型
公益相亲会，据不完全统计，
报名者中年龄最大的50多岁 ,
最小的22岁。男女比例约为1:
1。约有5%左右的离异丧偶人
士报名相亲会。这部分人中,以
35岁左右的男、女士居多。

看着相亲会一天天临近，
已报上名的单身朋友，肯定既
紧张又兴奋，本报特别提醒报
名者，从心理学来说，第一印
象很重要，所以报名者去相亲
会时一定要注意着装，适当的
装扮是需要的，至少对自己和
对方的尊重。但别过于性感和
夸张，着装的颜色可以选择能
让人见了就有轻松感的浅蓝、
淡绿、粉红、薰衣草等颜色。

本报温馨提示：相亲会上
不要盲目撒网，记者参加在往

届相亲会中看到，很多相亲者
在心动就贴环节中，广撒网，不
管合不合适自己的就把联系方
式贴上，但相亲成功率很低。相
亲者要重点击破，寻找合适自

己并且符合对方择偶要求的人
贴条，然后重点击破，给对方建
立好的第一印象。本报祝福每
一位参加相亲会的人都能有情
人终成眷属。

将创建首批循环

经济示范乡镇
本报聊城4月29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罗韦娜 ) 记
者从聊城市经信委获悉，自今年
起，聊城将创建循环经济示范乡
镇，每年十个左右乡镇或办事处
进行创建，今年首批创建循环经
济示范乡镇正在申报阶段。

据悉，《聊城市循环经济发展
“十二五”规划》把构建循环经济
型乡镇列入发展重点，通过创建
一批循环经济示范乡镇，促进经
济发展的方式转变，走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之路。为此，聊城市
经信委组织开展循环经济示范乡
镇创建工作。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开始，每
年选择10个左右乡镇开展全市循
环经济示范创建活动。通过创建，
创建乡镇的循环型生产方式初步
形成，各主要品种废旧商品回收
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乡镇驻地
建筑、交通和基础设施绿色化水
平显著提高，生产系统与社会生
活系统的循环化程度明显提升，
绿色生活方式普遍推行，形成浓
厚的绿色循环文化氛围，循环经
济发展长效机制基本建立，循环
型社会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生
态文明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通
过创建，各创建乡镇的资源利用
水平提高幅度超出全市平均水
平。

创建循环经济示范乡镇，主
要任务是构建循环型生产方式，
形成循环型流通方式，推广普及
及绿色消费模式，健全社会层面
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创新发展循
环经济的体制机制。

本报聊城4月29日讯(记者
张召旭 通讯员 石亮珍 ) 为
巩固卫生县城创建成果，进一步
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保护
大气环境，阳谷县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启动了露天烧烤专项整治
活动。对主城区内私自占用店外
人行道等公共空间摆放烧烤工
具、桌椅等62处露天烧烤经营店
铺进行全面取缔，依法督促整改，
并劝告引导商户搬迁至城区外环
设置规范的烧烤集中经营区。

目前，该项活动取得了显著
成效，实现了城区无露天烧烤、城
区外烧烤经营规范、秩序井然的
整治目标。

阳谷城区全面

取缔露天烧烤

为了提高相亲会的成功
率，本次相亲会特举办三天，
每天相亲内容都不一样，五月
一日主要进行“心动就贴”环
节，相亲者在收到贴条后要及
时跟贴条者联系，如有觉得合
适的人，第二天可以找主办方
安排见面，有意向牵手的在第
三天参加互动相游戏，增加对
彼此的了解。

五月一日开幕式结束后，
开始心动就贴环节，主办方为
每一位会员制作相亲卡，悬挂
起来，相亲者看到自己心动的
人，用便签写上自己的联系方

式，贴到对方的相亲卡上。收
到贴条的人要及时跟贴条者
联系，觉得有合适自己的，有
意向见面的，五月二日可以找
大会工作人员安排见面会。相
亲者可拿着贴条者的电话，找
工作人员帮你们安排见面聊
天，所以如果你第二天不去的
话，有可能与缘分擦肩而过。
觉得有意向牵手的，第三天我
们还为相亲者准备了互相了
解环节，可以一起参加互动小
游戏，实验二人的默契配合
度。

三天时间都会有8分钟约

会的相亲方式，8分钟约会是
男女双方面对面坐下，每8分
钟后，组织者会按铃，女士不
动，男士按照号码移动到下一
个交谈对象的桌子旁，开始另
外8分钟的谈话。

本次相亲会更特别增添
了如真心话大冒险、气球寻
宝、魅力秀场等等一系列创新
活动 ,彻底打破传统意义上的
相亲模式 ,将相亲活动打造成
一场别开生面交流盛会 ,在您
觅得良缘的同时更能享受到
一个别样的小长假。

本报记者 邹俊美

三天里每天相亲内容都不一样

新闻延伸

此次相亲会报名人数较
多，工作人员较少，虽然工作
人员对信息进行多次审查，但
也有可能出错，如果您发现自
己报上名了，但相亲会上没有
发现自己的信息，你可以找工
作人员现场再次报名。如果您
的信息出错了，也可以找到工
作人员及时更正。请体谅工作
人员的辛苦工作，予以配合。

特别提醒:请您慎重选择
并认真核实信息，主办单位不
承担任何与此相关的责任。

喷绘信息或登报信息以
报名资料为准，如出现错误，
主办单位承诺及时更改，不承
担其它责任。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温馨提醒

本报聊城4月29日讯(记
者 王尚磊 通讯员 范勇
杜泽敏) 记者了解到，自本月
下旬，交警联合多警种严查各
类交通违法以来，交通环境明
显改善，今后酒驾、毒驾、涉牌
套牌等违法现象将重点整治，
整治酒驾延长夜间查处时间。

记者从市交警部门获悉，4
月20日以来，多个部门、多警种
配合，全市重点查处非法营运、
非法载人、无牌无证、非法停车

等各类交通违法行效果显著。
“之前门口的路被车堵住，

出门不方便，现在早上六点，交
警就开始上路执勤，一排排违
法占道停放的机动车前都被贴
了罚单，现在敢随便停车占道
的现象少了很多。”居住在向阳
路边的小区居民明显感觉到交
通环境整治以来的改变。

交警部门表示，今后将围
绕校车、客车、货车、渣土车、危
化品运输车、农村面包车、低速

载货车七类重点车辆和超速、
超员、超载、疲劳驾驶、酒驾、毒
驾、涉牌设证七种违法行为，强
化路面管控，创新勤务模式，最
大限度将警力、警车、装备投向
路面，保持对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的严管态势。

“延长夜间查处时段，打击
非集中时段各类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并及时信息录入、案卷制
作工作，杜绝“说情风”。”东昌
府交警大队民警表示，将对辖

区饭店、KTV、酒吧等营业场
所周边道路进行集中检查，采
取定点与巡逻相结合等方式，
加大检查力度和密度，切实把
住酒后驾驶员的进出通道。同
时根据酒后驾驶违法行为发生
规律，加强对主要道路的巡逻
管控，重点加强对7座以上客运
车辆的检查，严查客运车辆酒
后驾驶、超载、超员、涉牌涉证
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杜绝发
生恶性交通事故。

整整治治酒酒驾驾延延长长夜夜间间查查处处时时段段

本报聊城4月29日讯(记者 杨
淑君) 近日，青年女作者延晓平精
心写作的《游笔水城》出版。这是一
部反映古城历史文化和保护改造成
果的新闻报道集。

据悉，延晓平是聊城市莘县人，
毕业于聊城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曾在《祝你幸福》杂志社等媒体单位
工作。

《游笔水城》涵盖了东昌古城的
方方面面，既有街巷胡同、名门望
族，也有文物古迹、民间珍藏、艺术

人物等。从古城保护与改造工程发
端之时起，她就一直坚持采写古城
历史文化的相关报道。为了写好一
篇文稿，她常常约请好几位老居民
了解情况，其中耗费的时间、精力可
想而知。不少文稿在报端发表时就
受到了古城老居民和文史爱好者的
普遍好评。有的老人将她的文章每
期都保存起来。她还擅长采写那些
困难群体的五味生活，专长于人物
专访，用饱含深情的笔触抒写人间
真情与大爱。

青青年年女女作作者者出出版版《游游笔笔水水城城》

本报聊城4月29日讯(记者 杨
淑君) 近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一部全面反映冀鲁豫抗日根据
地斗争的纪实文学新作由中共党史
出版社出版。该书名为《钢铁濮范观

华北小延安》，由聊城市退休干部
李体元、延保玉合著，全书23万字。

《钢铁濮范观 华北小延安》真
实记录了冀鲁豫根据地在抗日战争
时期的历史，重现了苏村、八公桥、
朝南等重大战役，歌颂了党政军民
鱼水情深、同仇敌忾的精神风貌。书
中着重刻画了刘少奇、黄敬、宋任
穷、杨得志、杨勇、马本斋、赵建民等
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形象。

冀冀鲁鲁豫豫抗抗战战纪纪实实文文学学新新作作出出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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