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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南京中科集团成立 30周年，中
科灵芝上市 16周年，集团回馈社会各界及
肿瘤患者对中科灵芝的支持和信赖，现面向
全市住院肿瘤患者及发病一年以内的肿瘤
患者举行试服中科灵芝活动。多年来，因为
其优良的品质和良好的口碑，目前绝大部分
的肿瘤患者在服用中科灵芝抗肿瘤生物制
剂。与中科灵芝一路同行的中科会员，在全

球有120多万人。他们是中科灵芝稳定功效
的最好验证！中科灵芝孢子油也是人类共享
的生命财富。

鉴于中科灵芝成分明确，功效稳定，为了
让更多的常州患者彻彻底底感受中科灵芝的
优良品质和持久功效，即日起可凭本人身份证
及病历申请领取中科灵芝产品3—5瓶（每人
限领一次），详情请致电0519-88173855

住院肿瘤患者可免费领取中科灵芝

首个获国家专利的抗肿瘤产品“中科灵芝
孢子油”与另一种抗肿瘤制剂———爱特（AT）
配成组方后又一次获得国家专利，此组方可以
增强中科灵芝孢子油的抗肿瘤疗效，深受肿瘤
患者青睐。

放化疗是肿瘤临床治疗的基本手段，
临床应用十分广泛但在杀灭肿瘤细胞的同
时也会杀死人体正常细胞，会出现恶心呕
吐、脱发、白细胞下降、肝功能受损等副反
应。临床发现，在放化疗期间配合使用灵芝

孢子油组方，毒副反应明显减轻，白细胞正
常。据了解众多肿瘤患者在治疗和康复期
都在服用灵芝孢子油组方，他们中有很多
顺利度过五年康复期从而走向临床治愈。
许多已经康复的患者还热心的向新病友推
荐这个组方。
“在我们这里，灵芝孢子油组方是最受欢

迎的，肿瘤患者用后普遍反映很好，还会介绍
同病房的人服用”，位于局前街56-2号的中
科灵芝专卖负责人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生物分子分析和基础药
理、免疫药理、分子药理、临床药理的研究，充
分证明了灵芝所包含的化学成分，对抑制肿瘤
的显著疗效甚至特效。美国印第安那波利斯癌
症研究实验室科学家丹尼尔博士发现灵芝中
所含的三萜类、多糖类、核苷酸类、氨基酸、维
生素、微量元素及有机锗等主要成分，其抗肿
瘤活性尤为显著。

1、三萜类化合物：迄今所发现的灵芝三萜
类化合物，大部分有生理活性，其中包括直接或
间接抑制肿瘤生长，参与对肿瘤细胞端粒酶的
破坏，并能很大程度上增强机体非免疫功能，促
进细胞因子产生。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自然界除
灵芝外，其他植物很少含有三萜类，这就决定了
灵芝作为生物药具有抗肿瘤的特效性。

2、多糖类化合物：灵芝中多糖的抗肿瘤活

性表现在：多糖具有抗肿瘤活性的特殊功能；
并且促进骨髓细胞蛋白质的合成，加速骨髓细
胞分裂增殖。

3、核苷类化合物：其中的腺嘌呤核苷具有
很强的抑制血小板凝聚的作用，对延缓和消除
恶性肿瘤晚期容易发生的部分致死血液并发
症有作用。

4、酶类：对于消除或减轻患者在放射治疗
和化学治疗中出现的不良反应，保护骨髓和正
常细胞不受伤害有较明显的作用。

我国自主研制的灵芝生物制剂———中科
灵芝孢子油获得十项国家级核心专利，富集高
度浓缩的有效灵芝三萜及灵芝其它抗肿瘤成
分。该生物制剂经过16年市场验证，获得相当
多肿瘤患者的认可，适合放化疗过程中和放化
疗结束后患者服用。

美科学家揭秘灵芝抗肿瘤成分

灵芝孢子油组方深受肿瘤患者青睐

生源减少，全民择校，高校同质，阴盛阳衰
多省市难以完成高校招生计划，高考改革已成必然选择

《2014年高招调查报告》列举
的一组数据形成鲜明的“剪刀差”：
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在2008年达到
历史最高峰1050万后快速下降，随
后两年部分省市曾出现20%的大幅
度下降，但近年下降幅度趋稳，今年
开始反弹。伴随着报名人数的不断
下降，录取规模继续增长，2013年
全国高考录取率创新高达76%。
“高等教育迈向大众化的进程

正面临喜忧参半的尴尬局面。”中国
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说，高等教
育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曾经“一席难求”的大学不断降低门
槛，但仍难逃适龄人口下降带来的
“生源危机”。

根据报告，北京高考报名人数
已连续第8年下降，去年二三本招生
计划均未完成；河南连续5年生源规
模下降，高招计划已连续2年未完
成；由于采取较为宽松的外来人口
落户政策，广东高考规模连续14年

基本保持增长，但仍多年未实现招
生计划……从各地公布的数据看，
“生源危机已蔓延至全国”。

报告还进一步指出，在2018年
到2020年前后，18岁适龄人口将达
到一个最低谷，然后稳步回升，但无
法再回到上一个高峰。
“‘生源危机’将给高校带来生

存挑战。”陈志文说，高等教育供求
关系的变化使上大学变得容易了，
学生与家长有了更多选择，也给高
校带来直接的压力。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的跟踪调
查，近年来985高校悄然调减招生计
划，以确保生源质量；地处偏远地区
的211高校以及一些农林院校无人
问津，不得不再三征集志愿。
高等教育已从“卖方市场”完全

转入“买方市场”。报告预测：“上大
学更容易”的现实将会加剧“全民择
校”的心理，使高校间的竞争日趋激
烈。

湖北省教育厅公布的《2013年
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共有 67所院校、307种本科招生专
业。其中，62所院校开设有英语专
业，紧居其后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市场营
销、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分别有
57、53、51、49、49所本科院校开设。

从《2014年高招调查报告》引述
的湖北省高校专业设置现状不难看
出，饱受诟病的高校“同质化”现象依
然严重，缺乏特色与定位是全国
2000多所高校的普遍问题。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博
士后刘继安通过对中国大学财政结
构的研究指出，中国多数地方省属院
校收入的三成至四成来自学费，生源
依赖性很强。没有特色和品牌，恐怕
难以为继！

针对这一问题，报告也阐释了关
于“引导一批高校向应用技术型转
型”的国家战略部署。

今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要求建立学
分积累和转换制度，打通从中职、专
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引导

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
校转型。

报告进一步从毕业生就业的角
度佐证了这一国家战略的正确，指出
“地方本科院校，尤其是新增本科，包
括独立学院、民办院校，是我国大学
毕业生就业最难的群体”。

陈志文说，引导地方本科院校转
型不仅是增强高校内生力的必由之
路，也是转变人才培养模式、社会成
才观念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有助于拓
宽并稳定今后一段时期的高等教育
生源。

近年来，在我国人口男女比例严
重失衡的背景下，高校却出现了“阴
盛阳衰”的相反情况。
《2014年高招调查报告》显示：

2009年，全国女大学生人数首次超
过男生；2012年，全国大学普通本专
科生共有2391万余人，其中女生人
数超男生64.78万人。
“女大学生特别是‘女状元’增多

的现象背后，既体现了社会的进步，
也反映出当前考试招生的问题。”陈
志文说，当前应试型的评价体系的核

心是细心认真不出错，这些往往更适
合女性应试者。

针对此现象，报告专章论述了高
考评价体系和招录模式的改革，这无
疑也是高考改革最核心也最敏感的
环节。

今年初，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
明确表示：高考改革方案将于年内
出台，包括考试招生改革的总体方
案和关于高考、外语一年多考、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
考试招生违规处理等 5个配套“实

施意见”。
截至目前，根据教育部的最新表

态，改革方案仍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制
定完善中。但报告根据各地的改革动
态作出一些梳理和预判。如在改革招
生录取制度方面，重点内容包括两个
方面：一是普通高校逐步推行基于统
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
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二是加快
推行职业院校分类招考和统一注册
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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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高考前夕，中国教育在线发布《2014年高招调查
报告》。一系列统计数据表明：虽然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实
现了连续5年下降后的首次回升，但直到2020年前后，我国
18岁适龄人口总体趋势下降明显。在“生源危机”带来的种种
挑战面前，改革已成为我国高校化“危”为“机”的必然选择。

2转型发展 “应用技术型”势在必行

1全民择校 高校间竞争日趋激烈

3阴盛阳衰 “应试型”评价亟待变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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