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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裕民 著名肿瘤专家，世界杰
出华人奖获得者，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导

“化疗不是巧克力！”这句话有一个值
得深思的故事。笔者有一位患者，求诊时
肠癌转肝，化疗没控制住，后以零毒抑瘤
为主，结合靶向治疗，控制得很好。后因副
作用， 停用靶向治疗，8个月后 Ca199上
升。 化疗科主任建议他补几次常规化疗，
他征询我的意见，笔者认为可以。依经验，
长时间的零毒抑瘤治疗后，大多数化疗药
的耐药性可以克服，故主张他只做3～4个
疗程，见好就收。2个疗程后，在无身体不
适的前提下Ca199已正常。 因化疗后并无
明显的不适，患者又行巩固治疗2个疗程，

对此，我们都很满意。
然而， 化疗主任又建议他再做4个

疗程，认为转移癌必须乘胜追击。他内心
很矛盾， 找笔者商量。 笔者给他出了个

“馊”点子，他的亲戚与一位化疗专家十分
熟悉，不如由亲戚出面，请这专家吃顿饭，
饭桌上再好好咨询化疗问题。“你以为化
疗真是巧克力啊！” 饭桌上该化疗专家既
带有调侃，也带有自我解嘲式的回答。

笔者的患者中，太多的人赌最后一次
化疗，希望下一次化疗能发生奇迹，奇迹
没发生，这次化疗却成为“压死骆驼的最
后一根稻草”， 故需谨慎！

（何裕民教授于5月15日-19日17:20
做客北京卫视《养生堂》，解析肿瘤的正确
治 疗 与 康 复 。 工 作 室 电 话 ：
0731-85568758）

何裕民著《癌症只是慢性病》节选之七

“化疗不是巧克力！”

本报5月7日讯 今日下午， 由中国
艺术摄影学会和省高速公路管理局主办
的全国高速公路建设成就摄影大赛颁奖
典礼在长沙举行， 同时也拉开了这次摄
影佳作巡展帷幕。《彩霞辉映地下宫》（组
照）、《大通道》（组照）、《云天飞翔》（单张）
等三幅作品脱颖而出，摘得一等奖。

据了解，本次摄影大赛共收到来自
全国1652名参赛者的摄影作品21499幅
（组），168幅（组）作品“入展”。摄影大赛
旨在全面、形象地反映中国高速公路建
设23年的巨大成就和发展现状，展现湖
南高速公路跨越式发展的辉煌成就和
气势恢宏、波澜壮阔的建设风采。

■见习记者 黄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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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未晓芳

本报5月7日讯 第七届中博会开
幕在即，境内外客商踊跃参与。今日，
记者从组委会秘书处了解到，来自67
个国家和地区的320个团组的重点客
商2612人已确认参会。其中，境外客
商约占5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过
百家境外企业都是带着项目来参会
的。

三菱重工
想在湖南建环保工厂

三菱重工是日本最大的军工生产
企业，业务涵盖机械、能源、交通、节能
环保等领域。今年1月初，三菱重工株
式会社董事菱川明来湘考察时表示，
想在装备制造、 节能环保等领域与我
省开展合作。

“如今， 我们正在开发环保工厂

项目， 让工厂的能源利用率达到最
高。” 三菱重工中国有限公司长沙事
务所所长韩志纲透露，三菱重工正在
湖南寻找湘江水污染、 垃圾处理、生
活污水处理等领域的合适项目，如果
找到，将以技术投资或合资形式开展
合作。

54家世界500强
来湘参会考察

除三菱重工外， 过百家境外企业
都将带着项目来我省参与第七届中博
会。瑞士银行高管将来湘考察，有意向
在湖南开设代办处或分行。

今年3月成立中国总部的日本永
旺集团也有意向在长沙县建立大型城
市综合体项目，有业内人士透露，已经
选好地址，中博会期间或会签约。

省商务厅副厅长刘权透露，博世、
梅塞尔、三菱重工、中信资本、壳牌、瑞
士银行等54家世界500强及跨国公司
会来湘参会。

其中梅塞尔集团全球总裁、副总
裁、花旗银行集团董事长、家乐福全
球副总裁、奥特莱斯全球总裁、沃尔
玛中国区高级副总裁等高管将出席
大会。

百余外企带项目来“相亲”
中博会我省很忙：三菱重工想来建厂、瑞士银行或来开分行、
苏里南政府要将水稻、整体建筑技术引至拉美

高速公路建设成就
摄影佳作巡展启幕

本报5月7日讯 记者今日获悉，截至目
前，共有21位境外副部级以上政要确定参加
本届中博会。包括澳门特首崔世安、香港特
区政务司司长林瑞麟、台湾国民党中评会主
席团主席张荣恭、日本滋贺县知事嘉田由纪
子等，很多参与政要都带了企业和项目来。

如位于南美洲北部的苏里南政府考察
团重点考察了隆平高科和远大住宅工业项
目， 准备中博会期间把我省的水稻技术、整

体建筑技术引进到拉美地区。
■记者 未晓芳

新闻链接

多地政要
将参加本届中博会

长沙市楚雅医院引进美国哈佛大学DNA生物分子定型定量检
测仪，只需一滴血或分泌物就能准确、快速查出高、低危型病毒和类
型、数量及复发原因。 运用科研新成果，可一次性靶向杀死神经节、
细胞核内病毒并游离出来， 数小时内患者可亲眼目睹毒素排出体
外，全面清除体内残余病毒，斩断复发根源，修复自身免疫系统，并
产生抗体。 成功突破了采用激光、手术、药物等单一治疗无法断根的
弊端。 此疗法见效快、费用低。 是久治不愈患者的福音。

地址: 长沙市车站北路 121号楚雅医院四楼（火车站往北直走 500米，乘
101、142、139、148、302、501、602、731、805、112、901 路，竹园路口下车）

网址：www . chuyaminiao . com

专家预约
0731-

长沙楚雅医院泌尿性疾病顽固性
复发性

“基因激活排毒、血液渗透疗法”国家保密配方震撼问世，
一次性治好病毒疣、疱疹，当天见效，标本兼治，确保不复发
病毒疣、疱疹为何容易复发

病毒疣（HPV）是乳头瘤病毒感染，为生殖器、肛周长菜花、肉芽
状增生物。 疱疹（HSV）由单纯疱疹Ⅰ-Ⅱ型感染，为生殖器长水疱、红
肿、溃疡。 该病毒变异快，复发程度高，一般常规治疗无法彻底根治，
一旦人体免疫下降，病毒会再次分裂、复制及变异，反复发作易癌变。
国际尖端技术震撼问世 病毒疣、疱疹关键要排毒除根

专家、教授为您健康保驾护航 全面解决病毒疣、疱疹复发难题
基因激活排毒、结合WHO推广药物静滴血透。针对长期采用

常规保守治疗，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患者有特效。 经北京、上海、
昆明等十八家医院临床验证，治愈率极高。（此疗法湖南省楚雅医
院独家使用，任何医疗机构不得仿冒。 ）

郑重
承诺

凡经本院规范治疗， 偶有
个别复发者免费治疗彻
底。外地患者随治随走，为
患者保密。 节假日不休。

就诊请到四楼病毒疣、疱疹治疗中心

84147922

中国湖南省病毒疣 、疱疹生殖研究基地

攻克基因激活
排毒

寻找多年反复发作病毒疣、疱疹患者优惠大活动
活动类容：体检费、挂号费全免、治疗费、药费优惠 10 %
活动时间： 5 月 4 日 - � 6 月 10 日

本报5月7日讯 近日， 长沙开福区
国税局面向辖区所有纳税人、 区直机关
单位和乡镇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网上
送税法，疑问在线答”活动。

该局借助税源专业化管理启动后建
立的手机短信平台和税企QQ群，每天将
最新的税收法律法规、税收优惠政策、办
税注意事项等涉税资料及时上传共享，
指派业务能力强的骨干每天网上在线
“候诊”，并在手机短信平台开设“税法小
讲坛”，每天向区直各单位发送税收宣传
邮件。

■通讯员 彭斯斯 见习记者 潘海涛

长沙开福国税局
巧借电子平台宣传税法

利率期货是以债券类证券为标的物的
期货合约，而其中又以国债期货占大多数。

什么是利率期货？

期货知识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开户热线:0731—82893316
咨询热线:0731—82893222
公司网址:www.dsf.cn�

欧美经济数据偏差，欧美股市跌
幅较大，原油跌破100美元，后期经济
预期下降，周一国内基本金属跳空低
开，全天呈现弱势震荡行情。操作建
议：以短线交易为主，设好止损。国际
原糖的持续弱势给销售淡季中的郑
糖带来了压力，郑糖在6500一线展开
震荡但是否就此企稳筑底还需观察，
预计近期弱势仍将继续。 沪深300指
数技术上看，多方仍然把握着市场的
方向，周二关注消息面的变化及成交
量的变化。 操作上中线看多不变，日
内短线高抛低吸，注意止损。

欧美经济预期下降 基本金属跳空低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