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半数以上的青年人认为! 超小户

型也算是实现了住房梦"

!!!相关调查显示 " 上海某开发商

最近推出以超小户型为主的楼盘# 最小

户型只有
!!

平方米

!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似乎把学生

当成了生物! 让生物生长# 别的大学似

乎把学生当成了矿物! 让矿物定型"

!!!英国人如此解释牛津和剑桥让

他们自豪的原因

!

警察抓人 ! 要给警察送礼$$$

警察的孩子上学 ! 要给教师送礼$$$

警察的家人生病 ! 要给大夫送礼$$$

大夫发生医疗事故或嫖娼 ! 要给警察

送礼$$$教师找干部办事 ! 要给干部

送礼$$$干部孩子上学 ! 要给教师送

礼%%

!!!有人这样描述时下的送礼怪圈

!

这个时代对于文学来说! 不是一

个黄金时代& 国运是牛市! 但文运是熊

市& 文学不是砸多少钱下去就可以提高

的! 这点需要得到正视&

!!!作家韩少功

!

烧烤类食品含大量三大致癌物之

首 '三四苯丙吡 (! 一只烤鸡腿等于
"#

支香烟毒性! 导致蛋白质碳化变性! 加

重肾脏和肝脏负担&

!!!第十一届中国科协年会活动之

一$ %预防疾病 健康生活& 科普活动在

重庆市杨家坪举行' 在垃圾食品展台前'

重庆市健康教育所副所长顾亮向市民介

绍

!

中国人储蓄了多少钱) 从整体经

济来看! 中国人的储蓄额比国内生产总

值的一半还多& 我再重复一遍* 达到了

年经济总量的
$#%

以上"

()!瑞士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纳坦*

安德森说

!

人人都想拯救世界! 但是没有人

帮妈妈洗碗
&

!!!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提醒新大

学生别好高骛远' 要从根本做起

!

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 突然

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 但是这个时候谁

都不敢跳车"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谈行

政主导下的高校评估时这样说

!

一般来说! 西方许多国家! 特别

是欧洲许多国家! 都不再用 '资本主义(

或 '资本主义制度( 来描述自己! 比如

德国称自己的发展模式为 '社会市场经

济 (! 北欧国家称自己为 '社会福利国

家 (! 英国也一度称呼自己为 '福利国

家 (! 大多数西方国家在描述劳资关系

时 ! 大都改用比较中性的 '雇主 ( 和

'雇员("

!!!刘涛建议 ' 少用意识形态的词

语' 多用国际社会惯用的术语和大多数

国家常用的词语来描述我国' 这有助于

增强中国的亲和力

!

懒散实际上是长寿之道! 是解除

职业压力的灵丹妙药" 动物园的狮子平

均能活
!#

年! 而野生狮子只能活大约
'

年! 这正说明懒散有益长寿"

!!!德国富尔达大学保健学教授彼

得*阿克斯特博士 +懒散之乐" 如何放松

和活得更长, 一书

!

那就需要在城市里有一些让人有

'念想 ( 的东西 ! 能唤起我们的历史记

忆! 才会对它有依恋之感" 问题在于我

们城市建设的指导者! 可能对这方面的

事儿忽略了"

)))葛兆光教授说城市得让人有些

%念想&

!

他生于
((((

年 ! 今年已快
)##

岁"

)))在北京市经济适用房公示中 '

人们发现' 这个叫 %高明显& 的人拥有

一个独特的身份证号"

('

个 %

(

&

!

在中国! '关系( 是一个迷宫般

的网络! 外人很难窥得其中的奥秘! 维

护这个迷宫需要昂贵的成本! 而酒是其

中一项"

)))英国 +金融时报 , 这样解释中

国人的 %关系&

!

问问你能做什么"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口

号- 哈佛大学为一系列学校的日常用语

注册了商标

!

您最好找民营快递! 因为我们这

儿从来没有轻拿轻放" 我给你包多少层

都没用"

!!!一网友准备去邮局快递一个望

远镜给朋友' 结果北京正义路邮局的一

位工作人员非常善良地为其 %支招&

!

现在的环境足够开放! 就算领导

人坐在下面! 我还是照讲" 有人说这是

大胆 + 首创 ! 那只是他们不敢讲而已 !

也许他们还没有习惯日益宽松的民主氛

围&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接到任何电

话或者书面通知! 告诉我什么能演! 什

么不能演! 什么应该怎样演&

!!!在回答记者提出的 %你怎么有

胆量模仿领导人& 的提问时' %海派清

口& 表演者周立波这样说

!

国土部门每年供应的土地开发商

都建不完&

!!!国土资源部总规划师胡存智称'

目前不存在土地供应不足的问题

!

主要是震慑吸烟者&

!!!重庆老人在公共场所抽烟被拘

留
$

天' 警方这样回应质疑

!

我做好事! 第二天就要让全世界

知道&

!!!%中国首善& 陈光标称' 这是为

了促使更多人参与慈善事业

!

悬赏
$##

万! 征清官除村霸,

!!!山东昌乐县东南村村民发现村

官们侵占集体资金和财产
$###

多万元'

但多年上告均未得到具体处理结果. 近

日'

"

名村民代表在天涯论坛上发帖' 称

谁能帮助他们讨回
$###

万元集体资产'

愿意提供
$##

万悬赏

!

经济走低后! 大学生争相为农民

当实习生! 而且还挺快活&

!!!+纽约时报, 日前报道' 在金融

危机下' 全球大学生都不同程度地面临

%就业难& 的问题' 美国出现大学生下乡

务农的热潮

!

笨人的可怕不在其笨! 而在其自

作聪明&

!!!李敖谈 %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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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芝的千年传奇*灵芝俗称%灵芝草&'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吉祥'富贵'长寿的象征'有%瑞草&%仙草&之称.自战国以来由于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灵芝逐渐蒙上神秘的面纱'被赋予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认为灵芝的出现是向人们展示一种吉祥的征兆和天意.灵芝还被当作一种长生不老的%仙药&/还魂草'救命草0代代相传'诚信不笃'千古传奇+白蛇传,中盗取%仙草&的故事家喻户晓'黃帝玄孙彭祖传说因常

服武夷山%灵芝仙草&'活到
!"#

岁'貌似童颜'不见衰老'史称其养生之道为%茹是饮瀑'遁迹养生&武夷山灵芝也因此而闻名.

!"#$"!!"#$%&'"

以上虽是传说!但灵芝在我国作为药物应用
有悠久的历史" 传统中医认为灵芝性平!味苦!补
五脏虚损!能平衡阴阳和气血!滋补强生!扶正固
本!是对心#肝#脾#肺#肾都有益处的药物!被誉
为$蕈中之王%"

现代工艺让灵芝如虎添翼*现代科技手段表
明灵芝的药理成分非常丰富!包括*灵芝多糖!多

肽!三萜!

!"

种氨基酸!蛋白质!甾类!甘露醇!香

豆精苷!生物碱!有机酸及有机锗!硒!镁等" 在所
有的中药材中!没有哪一种能够像灵芝一样含有
如此全面的有效成份" 科学证明!灵芝提取物能&

有扶正固本+增效+减毒止痛的功效" 除直接杀死

肿瘤细胞外!还可以通过激活并增强化疗药物的

药力!进行联合抑杀肿瘤细胞"

灵芝虽有这么神奇的功效!但是传统的灵芝
煮水很难煮出灵芝中的有效成分!大部分成分被

挥发!破坏!还有部分留在残渣中" 绿谷灵芝宝先

进的技术和设备通过湿法粉碎+ 超声波连续萃

取+固液离心分离+冷冻干燥'可到服务中心了解
详细工艺流程(最大限度保留了灵芝中的有效成
分!同时使药液的浓度达到原药的

$%#

倍"

为了使肿瘤患者对现代中药绿谷灵芝宝有更
深层次的了解!和与普通灵芝煮水的区别!

#

月
$%

日至
&'

月
(

日! 肿瘤患者可到服务中心免费试

用绿谷灵芝宝
&

袋-须凭本人病历及相关资料0!

同时参与相关优惠活动!并可索取抗癌食谱及肿
瘤保健等资料"

()*+#!"#!$%&'

地 址*海口市东湖东升楼 惠祥药店

-东湖农垦门诊部对面 市内可乘
&

!

$

!

(

!

&#

路车东湖站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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