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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肿瘤

上海取得突破

我国首个可替代手术和放化

疗治疗中晚期肿瘤的纯中药

新药问世

上海在抗肿瘤新药的研发领域

获得突破， 作为上海市重大科技项

目，专门用于中晚期肿瘤的治疗性中

药新药———枫苓合剂在上海问世。

“枫苓合剂”有强大的科研团队，

53 位肿瘤专家参与，采用最新的中药

现代化双合提取突破性技术。 专家预

言，枫苓合剂将全面替代传统的化疗

药物，患者从此可以少花钱，又可无

毒副作用治疗肿瘤， 为无法手术、不

宜放化疗的晚期肿瘤病人带来生存

希望。

上海、浙江、广州、江苏等 13 个

省市通过长达 7 年大样本临床实践

证明：枫苓合剂主要用于治疗胃、肝、

食道、胰腺、肠以及肺、鼻咽、乳腺、宫

颈、前列腺等处的肿瘤，缩小肿瘤比

例超出国家标准 3.3 倍， 安全性是放

化疗的 4.66 倍。

我国著名肿瘤药效学专家严惠

芳教授指出：从缩小肿瘤、消除癌痛、

稳定病情等角度看，枫苓合剂是她 20

年来测试过的效果最好的治疗肿瘤

的药物，是可替代手术和放化疗治疗

中晚期肿瘤的纯中药新药。

枫苓合剂是国家科技部创新基

金资助项目，由于效果突出，已率先

列 入 上 海 医 保 目 录 （医 保 编 号

Z0131200010020），患者可放心购买。

为了让河南患者也能用到此药，在郑

州市大学路 40 号 （郑大一附院急救

中心向南 50 米）金秋大药房，安阳市

彰徳路春草大药房（海鑫购物广场南

侧）和洛阳市中州中路开心人大药房

二楼（王城公园对面）已分别引进并

成立枫苓合剂专家咨询服务处。

专家预约热线：

0371-66912589

� � � � � � 0372-5065712

� � � � � � 0379-63285795

卵巢囊肿

对女性健康

造成的影响

卵巢囊肿不仅对女性健康造成

影响， 还影响到女性朋友的美丽，甚

至会导致女性不孕，所以一定要积极

应对卵巢囊肿。 那么，我们该如何正

确对待卵巢囊肿呢？

爱民医院妇科张淑利主任提示：

了解卵巢囊肿必须先了解卵巢囊肿

的症状，以便提前预防和自查。 卵巢

囊肿在临床上多表现为： 小腹疼痛、

白带增多、月经失调 ，且小腹内通常

有一个坚实、无痛的肿块。 当囊肿影

响到激素生产时，可能出现诸如阴道

不规则出血或毛体增多等症状。 囊肿

发生扭转，则有严重腹痛腹胀 、呼吸

困难、食欲降低、恶心及发热等。 较大

的囊肿会对膀胱附近造成压迫，引起

尿频和排尿困难。 尤其当这些症状比

较严重、 出血频繁且同时出现时，女

性患卵巢囊肿的可能性更高。

专家提醒 ：预防卵巢疾病，重视

卵巢的健康。 发育期的少女每隔 3 年

应进行一次 B 超检查，成年育龄女性

一年应进行一次 B 超检查，绝经期的

女性不能因为完成生育而忽视 B 超

检查，不再重视卵巢的健康。

爱民医院开展腹腔镜微创技术，

为众多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子宫内

膜异位症患者解除了病痛困扰，无需

开腹，仅做 3 个 5 毫米大小的切口即

可，腹部不会留下疤痕。 尤其是术中

能全面观察腹腔，减少漏诊率和腹腔

感染，深受年轻女性患者的欢迎。

苹果总算

“红”

了

17 年来首次分红 暂别“铁公鸡”恶名

囤积了将近 1000 亿美元现金后，美国苹果公司终于肯说，不需要把这些钱全攥在手中。 这家全

球“最值钱”企业 19 日宣布，将以派放股息和回购股票的方式回馈股东，预计计划启动后前三年的花

费为 450 亿美元。 不过公司高层和行业分析师说，苹果分红后仍然“不差钱”。

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19 日通过电话会议

宣布， 苹果定于今年 7 月 1 日起每股每季度派放股

息 2.65 美元，年化分红额为 10.60 美元，相当于苹果

当前股价的 1.8

％

。 预计头一年分红总额为 100 亿美

元。

同时，苹果决定自下一财政年度、即今年 9 月 30

日起回购股票， 计划持续 3 年， 回购股票总价值为

100 亿美元。

按照美国国际战略和投资集团分析师布雷恩·

马歇尔估测， 苹果囤积大约 980 亿美元现金和有价

证券。

库克 19 日说，分红和回购股票不会影响企业运

营选项。 苹果将维持一定量“战备金”以应对投资机

会，分红和回购股票“不会为我们关闭其他的门”。

有媒体认为，苹果公司决定向股东派息，不仅标

志着该公司现金理念发生变化， 也显示出首席执行

官库克与股东的沟通方式出现了转变。 此前，随着手

机 iPhone 和平板电脑 iPad 等产品在全球热销，现金

流向苹果滚滚而来， 投资者敦促苹果以分红形式平

衡资产负债表。 库克为此暗示，关于现金流去向的考

虑， 他的选择将比前任、 已故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

夫·乔布斯更为宽泛。

此前， 苹果和谷歌公司是美国仅有的市值超过

1000 亿美元，却不愿给投资者分红的技术类企业，是

有名的“铁公鸡”。 苹果上月底成为第六家市值越过

5000 亿美元的美国上市企业，前五家分别是微软、英

特尔、思科、埃克森美孚和通用电气。

苹果上次决定分红还是在 1995 年，原定每股派

息 12 美分，后因苹果管理层更迭和计算机市场份额

缩小而中断。

乔布斯 1996 年重返公司后发现，苹果的现金几

乎花光。 因此他一直拒绝分红，主张“持币”以保障运

营空间。 他经常告诉同事， 他反对把现金返还给股

东。 他认为对股东更加负责的做法是用好钱，而不是

将钱用于分红。但在去年 8 月份库克被任命为 CEO，

10 月份乔布斯去世之后，苹果的方针出现了转变。

以年化红利与股价比例计， 苹果股息收益率低

于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上市企业平均值 2

％

。 对比苹

果，美国微软公司每股分红为股价的 2.5

％

。

以绝对数值计， 苹果这次分红在美国企业中属

佼佼者。 苹果每年 100 亿美元的红利支出仅少于美

国电话电报公司和韦里孙通信公司， 而后两家企业

以分红为主要手段吸引投资者。

“我既有些吃惊又有些失望。 ”长期关注企业分

红的美国分析师赫什·科恩说，“他们派送股息是好

事，只是在我看来，苹果的策略并没有改变。 ”科恩原

本预计苹果会以股价 3

％

的力度分红。

而用 BGC 合伙公司分析师科林·吉利斯的话

说， 对于不少手握苹果股票的人来说，“有一些分红

总好过什么也没有。 ”

“敛财”前景更好

分析师普遍认为， 分红

和回购股票后，苹果依然“不

差钱”。

部分得益于手机 iPhone

和平板电脑 iPad 等产品热

销， 这家企业在去年 9 月结

束的财年中收入 310 亿美元

现金，今年的“敛财 ”前景更

好。 这意味着，即使动用现金

分红和回购股票， 苹果的现

金流仍将保持增长， 尽管增

长步伐有所减缓。

分析人士指出， 分红将

提高公司股票吸引力， 而回

购股票将导致流通股数量减

少， 意味着股东持有的实际

股份增加， 这两者均将推高

公司股价。 而苹果宣布分红

之后， 也将吸引更多股市共

同基金投资苹果， 因为不少

共同基金规定不能购买不分

红企业的股票。

自苹果管理层今年 1 月

暗示分红以来， 苹果股价已

经上涨了 37

％

， 而自从公司

前首席执行官乔布斯去年 10

月 5 日去世以后， 苹果股价

已经累计上涨了近 60

％

。

（综合新华社、《北京晚报》）

今年 7 月起分红

有名的“铁公鸡”

太相信 GPS

游客开车下海

三名日本游客在澳大利

亚陷入尴尬境地： 他们根据

GPS 的指示前往一座小岛 ，

却把车开入大海 500 米 ，直

到车辆无法继续前行。

这三名游客来自日本东

京。 上周四，他们从澳大利亚

昆士兰州莫雷顿湾驱车前往

附近的北斯特布鲁克岛。

出发前， 这三名游客为

这辆租到的现代汽车设定

了 GPS 地标，并根据指示前

行 。 出发后不久 ，他们就发

现原本坚实的路面渐渐变

得泥泞不堪 。 然而 ，他们仍

然对 GPS 系统保持信心，继

续往前开了约 500 米， 直至

他们的车陷入泥沼 ，彻底抛

锚 。 更糟糕的是，海水开始

涨潮 ，这辆现代轿车渐渐没

入水中 ， 迫使他们放弃自

救， 下车等待救援 。 下午 3

时许 ， 当地救援人员赶到，

帮他们把车拖了出来。 由于

进水严重，他们租来的车最

终宣告报销。

游 客 之 一 野 田 尤 子 表

示， 她一直听从 GPS 的指示

前进：“它反复声称一定会把

我们引导到目的地。 ”外界质

疑他们为何一直开到海里 ，

她解释说：“我们在澳大利亚

这几天一直下雨， 我们以为

泥泞的路面是由于下雨造成

的， 完全没有意识到这里已

经是大海了。 ”

（据《北京晚报》）

为躲萨达姆死刑令

男子藏地窖 22 年

自家房子里挖个洞

据悉，沙马里躲避的地窖是自己挖的，仅有 1 平

方米左右，地窖宽仅 50 厘米，长约 2 米，内有一张破

旧的地毯， 一些简陋的炊具， 一台收音机以及一本

《古兰经》。报道称，沙马里的逃亡生活是 1979 年开始

的。 在萨达姆时期，沙马里被指控是反萨达姆政权的

伊斯兰达瓦党成员，从而被迫走上了逃亡的生涯。 辗

转逃亡一年左右， 沙马里和他的母亲在自家的房子

里挖了个洞， 那个狭小的空间成为沙马里 20 多年的

“家”。

据沙马里称， 他的母亲在地窖中安装了一根通

向地面的塑料管，让我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而沙马

里的家人由于害怕他被发现遭到逮捕， 只能偶尔来

看望他或给他送来新鲜食品和生活用品。

政府说他不算政治犯

起初，沙马里每天祈祷，希望萨达姆政权很快就

会被推翻。 但随着时间推移，沙马里越来越绝望。

沙马里称，地窖中的那段岁月可谓度日如年，尤

其是与外界隔绝的滋味令他几乎发疯。 沙马里回忆

称，几年后当他的弟弟被判死刑并被处决时，他无法

参加葬礼，只能躲在地窖中悄悄哭泣。 而当母亲病倒

了、无法给他送来食物和水时，恐惧的沙马里以为自

己这下必死无疑， 而这个肮脏的地窖将成为他的无

名坟墓。

由于狭小地窖内的生活条件非常糟糕， 沙马里

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在“入住”地窖仅仅几年后，他

的牙齿就全部掉光了。 直到 2003 年 4 月美英联军攻

下巴格达，沙马里才终于得以离开地窖。 沙马里说：

“我从没想过会离开地窖过正常的生活。 有时候，我

觉得自己就像个死人，生活在黑漆漆的地窖，唯一能

做的就是祷告和听新闻。 还有几次，我爬出地窖，在

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周围的村子里四处流浪。 ”据沙

马里回忆，在一次午夜漫步，他无意间撞见了自己 4

岁的侄子，但因为他长期生活在地下，使得他蓬头垢

面，孩子还以为遇见了鬼，吓得晕倒了。

虽然伊拉克政府补偿前政治犯并且为前政治犯

提供就业援助，但沙马里并不符合条件，因为沙马里

的监禁是他自己造成的。 沙马里还补充说：“政府不

认为我是政治犯，对于赔偿或者得到一份工作，都需

要被监禁的证明。 我母亲是唯一的证人， 但政府认

为，我母亲的证明不能被认可。 ” （据《半岛晨报》）

据媒体 18 日报道，在萨达姆·侯赛因残暴政权时

期，一位名为贾瓦德·沙马里的伊拉克男子被判处死

刑，为躲避此劫，沙马里在地窖里躲藏了 22 年。

通过收音机沙马里得以了解外界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