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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肿瘤专家、零毒抑瘤创始人、上海
中医药大学博导何裕民教授认为：利用中医
零毒抑瘤和西医治疗手段相结合的办法，使
病灶逐步保持稳定， 并减小其对机体的破
坏，是肿瘤治疗最可行的、最人道的方法。

对多数肿瘤患者来说， 他们患的只不
过是一种与冠心病、 高血压一样的慢性疾
病，可能诊疗比较棘手，治愈周期长，但绝
非不治之症。有些恶性肿瘤要比冠心病、糖
尿病等好治得多! 不少肿瘤患者5年后可完
全稳定，选择少量用药，而冠心病、糖尿病、
高血压患者却只能终身服药。

一般来讲， 老年人患肿瘤的发病率较
高，但发展趋势、发展进程比较缓慢，不像
年轻人患上肿瘤后发展较快。相对而言，老
年人的新陈代谢比较慢， 细胞（包括癌细
胞）的代谢也会较慢。真正明确死于癌症的
老年人其实是相对有限，不会超过40%。

何裕民教授有这样一个病例， 一位湖
南籍的女士， 其母生的是胰腺癌， 并非晚
期，门诊结束后，她拿出一张清单询问何教
授能否给病人服用。 其清单中记录着十几
种她认为对母亲有帮助的药品。如：蕃茄红
素、硒、西洋参、虫草等；针药也有十多种，
如：斑蝥、蟾蜍等以毒攻毒中药制剂，胸腺
五肽、 干扰素等生物制剂。 何教授看着清
单，一脸的无奈。其女强调：只要能治好我
妈的病，再难、再贵也不在乎！

面对这种情况，何裕民教授认为：肿瘤
治疗，“护胃为要”，守护胃气最重要。补充
试剂吃得太多，会造成胃部不适，会加重肝

肾功能的代谢负担。长期服用带有毒性的药
物，也会有慢性中毒的隐患或产生肝肾功能
的损伤。 就如每天服用微小剂量的砒霜，也
许并不会危及到生命， 但是长时间的摄取，
人总有被“毒垮”的一天。

北京卫视《养生堂》何裕民教授五集专
题节目预告：

播出时间：5月15日-19日
每晚17:20主讲内容：患上肿瘤怎么办？

如何活得更好更久？不同的肿瘤究竟应该如
何治疗？如何康复得更好？有时不治是最好
的治疗！

何裕民著《癌症只是慢性病》由定王台
图书城新华书店及何裕民教授长沙工作室
共同推荐！工作室电话：0731-85568758

何裕民教授北京卫视《养生堂》支招：患了肿瘤，怎么办？

日前，华商基金在其官方网站与官
方微博中同时开展“画龙点精”互动绘
画游戏评选活动， 旨在帮助投资者通过
生动有趣的游戏形式更好地了解主题
投资的含义， 同时全面认识目前正在各
大银行和券商发行的华商主题精选基
金的投资特点。

据记者了解，自“画龙点精”绘画游
戏开展以来，生动活泼的绘画游戏受到
广大投资者的追捧。 投资者通过对一条
无色龙不同部位的着色，不但可以展示
自己的艺术才华， 更重要的是在娱乐过
程中学习到主题投资所涉及的投资理
念、选股方法等知识。每周，华商基金还
会利用其官网微博，让广大网友对每周
入选的画作进行投票， 选票优胜者将得
到华商基金为此次活动精心准备的心
动大礼。 ■见习记者 黄文成

“画龙点精”受欢迎

在五一小长假期间重大利好的支持
下，A股五月迎来喜人的开门红。 同时，
主板以及中小板退市方案征求意见稿发
布之后，ST板块大幅下跌，但以贵州茅台
为代表的绩优股则屡创新高。 在这种市
场格局中，平安大华投资研究部总经理、
正在发行的平安大华策略先锋拟任基金
经理颜正华提出， 未来的主要投资思路
是：“蓝筹+新兴”，达到攻守平衡。

颜正华指出，当经济增长周期进入
衰退末期，股市进入底部区域，往往是
最好的入市时机。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
衰退末期， 一季度GDP增速为8.1%，创
下近几年历史最低水平，预计全年GDP
增速都会保持在8.3%左右的水平。中央
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较高，8%的增速
应该是决策层的容忍下限。

■见习记者 黄文成

“新兴+蓝筹”攻守平衡

自从2009年5月1日上市以来， 竞彩
已经陪伴彩民朋友们走过三载春秋，极大
丰富了彩民的娱乐生活， 为助推公益事
业，倡导健康、向上的彩票文化作了突出
贡献。在销量屡创新高的同时，中奖喜讯
频传，湘西更是有位“牛人”，在短短三天
时间之内揽获了竞彩1469353元奖金。

5月11日至13日，湘西自治州保靖县
繁华路95888竞彩店一位高手通过倍投

“幸运三连中”， 共喜获1469353元的奖
金。在一叠中奖彩票中，周五开奖的法乙
联赛最后两轮，他采用“四串一”玩法倍投
了1200余倍，中得奖金469700元。另外，
他还购买了周日的比赛，其中意甲收官之
战帕尔玛VS博洛尼亚双选胜平，其他4场
都单选，“五串一”玩法每张投注99倍，共
500张票，喜中奖金770714元。此外，他还
精选了8场比赛，单挑倍投3762倍，投入

7524元，喜获奖金193676元，另有部分奖
金在竞彩店内兑出。

提醒广大爱好足彩和竞彩的彩民朋
友，随着欧洲五大联赛的结束，可选择投
注的重点赛事变少， 大家可把关注目光
放在一些小联赛和低级别联赛上面，选
择适合的赛事进行投注。只要你眼光准，
分析到位，竞彩也能给您带来惊喜。

■杨姝

竞彩达人“幸运三连中” 揽获奖金146.9万元

欧债拖累A股？借口罢了
近期， 面对欧债危机带来的不确定

性以及南海的紧张局势， 我国A股市场
也随之出现了调整。Wind数据显示，5
月9日，上证综指下跌1.65%，深证成指
跌幅更是达到2.19%， 主力资金出逃迹
象明显，市场进入弱势格局，资金也在避
险情绪的驱使下寻找“避风港”。

据悉， 中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目前就在工商银行等渠道发行， 据其
拟任基金经理刘俊表示，面对目前A股
市场整体低迷、波动较大、债市存在投
资价值的市场背景，以保本基金介入市
场，利用债市迅速累积安全垫，在保本
的基础上择机赚取股市上涨收益，不失
为理想的投资方式。当市场处于债市回
暖、股市较为低迷的阶段时，恰恰是保
本基金运作的最佳时期。

■见习记者 黄文成

以保本基金入市好处多多

基金动态

期货日评

周二郑糖早盘继续小幅低开， 盘中
止跌震荡走高， 尾市期价得到拉升收于
高点附近，主力合约SR1301报收于6146
元/吨，上涨36元。郑糖急跌过后短暂企
稳属意料之中，暂时还看不到好转迹象，
近期郑糖走势得密切关注原糖在20美分
的支撑力度， 预计郑糖近期将在此位置
展开弱势震荡。

IF1205主力合约周二大幅低开，盘
中低位震荡，尾盘小幅拉升后回落，报收
于2604.2点，下跌15点或0.57%，报收低
开假阳线。成交量和持仓大幅减少。期指
贴水13点。

现货沪深300指数周二受欧美股市

大幅下跌影响跳空低开，早盘低位震荡，
下午拉升翻红，报收2617.37点，上涨1.84
点或0.07%，成交量环比小幅萎缩。

沪深300指数技术上看， 周二报收
探底小阳线，回补跳空缺口，盘中一度
下破30天、60天均线，5日均线下穿20天
均线，KDJ的J在10以下有钩头迹象，
MACD绿柱加长， 短线有反弹的要求，
但5日均线2635点附近是反弹的强阻
力，收盘不站上5天线2635点不宜看多。
周三关注周边股市的走势和成交量的
变化。

周三操作上建议投资者继续观望。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郑糖急跌过后短暂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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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商品指数（GSCI） 创建于1991
年， 目前是国际市场上资金跟踪量最大的
商品指数。2007年2月份，标准普尔公司从
高盛公司手中购买了该指数， 所以被重新
命名为标普高盛商品指数（S&PGSCI）。

期货知识

什么是高盛商品指数？

其实，易赛澜14日已经预见到了下
跌，既然与欧债危机无关，那他的依据
又在哪里呢？

“我之所以看淡后市， 主要是因为
上证综指已经跌破了55日均线。” 易赛
澜指出，55日线似乎已经成为近一年来
股市的晴雨表。从历史记录来看，跌破
55日均线通常是一个向下的信号。往前
追溯，今年3月28日，去年11月17日，去
年7月25日，去年4月26日……这些日子
上证指数收盘时都跌破55日均线，随后
沪指都迎来了一股向下的压力，股指连
续走低，持续时间都在两周以上。

根据自去年4月26日以来股指跌破
55日均线之后的表现看，大盘要重回55
日均线之上， 最短用了14个交易日，最
长超过60个交易日。因而他认为，在利
好刺激之下，上证综指仍然跌破55日均
线，后市走势趋弱几乎已成定局。

■见习记者 蒋晓丹 记者 李庆钢

55日均线

A股连跌两天了，股评家们开始连篇
累牍地关注欧债危机，并一股脑地归罪于
千里之外的这场争论。不过湖南本地的投
资者们却针锋相对地反驳，“炒股一二十
年，这类‘外部干扰’论调事后看差不多都
是无稽之谈”，因为“A股其实是一个相对
封闭的世界”。

15日收盘后， 超过一半的分析师表
示，欧债危机的加剧是导致此次大盘回调
势如破竹的主因。“连频发的蓝筹股利好
都没顶住， 沪深300ETF基金刚进场就亏
了3%”,股评人士郭世忠甚至认为，A股明
显受到了欧债危机和欧洲市场的影响，若
外围因素不能得到缓解，那么A股的此轮
反弹将就此结束。

“这种‘欧债危机将拖累大盘反弹’的
观点，都是纸上谈兵而已。” 湖南资深股民
易赛澜表示， 每逢股市出现破位下跌时，
总会有一些股评家随即站出来，为投资者
找到所谓的市场下跌“借口”，而欧债危机
加剧几乎成为了他们的口头禅。 如果真
觉得是被欧债拖累导致亏损，“那你可以
洗洗睡了”，易赛澜认为，这种“找借口型”
选手其实不适合投资。

而在湖南资深投资人士吴镇南看来，
股市出现破位下跌， 首先应该考虑国内原
因。另一位资深投资人士李布维更直言，投
资者不该人云亦云。

■见习记者 黄文成

55日均线是晴雨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