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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聚焦

本期焦点

姓 名 工作单位

□陈 霞 唐河县人民医院

□周梅玲 南阳医专二附院

□李 兵 市眼科医院

□陈宇飞 市中心医院

□汤晓雨 市口腔医院

□潘 露 市骨科医院

□王小青 市中医院

□王 硕 南石医院

□黄长亮 南召县人民医院

□常志锋 南阳油田总医院

□翟俊英 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小江 卧龙区妇幼保健院

姓 名 工作单位

□李金海 新野县第二人民医院

□丁大鹏 淅川县人民医院

□王志弘 镇平县人民医院

□严 辉 淅川县上集镇卫生院

□龚富先 桐柏县城关镇东环社

区卫生服务站

□张巍林 方城县赵河镇王岗村

卫生所

□薛铁栓 内乡县人民医院

□张 勇 宛城区瓦店镇中心卫

生院

（排名不分先后顺序）

候选人名单

拍客贴图

乡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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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川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核心水源区和渠首所在地，肩负着

一库清水送京津的重任。淅川县

旅游资源丰富，景区景点众多，近

年来，大力实施“旅游兴县”的发展

战略，形成了旅游发展的集聚效

应，渠首—丹江—丹江小三峡—丹

江大观苑—八仙洞—香严寺—坐

禅谷已成为河南省十大精品旅游

线路之一，丹江风景名胜区被评为

“中国摄影家最喜爱的十大景区之

一”。目前，正在全力以赴创建“丹

江湖”国家5A级景区。为进一步准
确、鲜明地打造淅川旅游形象品

牌，扩大淅川旅游在海内外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淅川县人民政府面向

海内外组织举办“淅川旅游形象主

题口号”征集活动。

此次活动由淅川县人民政

府、南阳报业传媒集团主办，淅

川县旅游局、南阳网承办。征集

时间截至4月1日。所有应征作品
须紧扣淅川旅游发展的战略定位

和特质，能够反映淅川旅游的优

势、特色和品位，并体现淅川旅

游的独特性、差异性，具有较强

的震撼力、吸引力和启发性能成

为淅川旅游的理念识别。作品形

式、文体不限，文字语言只能使

用中文，具有感染力，特色鲜

明，寓意深远，须语句优美流

畅、朗朗上口,文字精练、简明、
易记，字数一般不超过12字。作
品须格调健康向上，易于传播推

广。作品须具有原创性，为最新

原创、未发表过的作品。投稿应

征人须保证所投稿件未侵犯他人

知识产权，凡涉及著作权、版权

纠纷等法律问题，均由投稿应征

人自行承担一切后果。获奖作品

的著作权全部无偿归主办方所

有。应征者对应征作品要作尽可

能详细的说明和阐述。

作品评选分评审委员会初选、

入围作品展示、终选三个环节。在

作品征集、作品评选及投票幸运抽

奖活动期间，公证部门全程参与，

力求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评选

先由有关专家和主办方、承办方负

责人组成评审委员会，对应征作品

进行初选，挑选出50条入围作品。
展示后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对入围

作品进行投票评选，分值占比20%；
投票结束后，由专家评委对入围作

品进行打分，分值占比80%。最终
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作

品。奖项设置（含税）：一等奖1个，
奖励现金2万元；二等奖2个，各奖
励现金3000元；三等奖3个，各奖
励现金1000元；优秀奖20个，各奖

励现金300元。
投稿方式：投稿作者用手机或

电脑打开“淅川旅游形象主题口号

征 集 活 动 ”专 题 网 站（网 址 ：

xclykh.01ny.cn），点击右上角比较
醒目的“投稿”二字，填写网上表格

（含姓名、性别、身份证号、联系地

址、联系电话、主题口号、创意说明

等内容）后，点击提交即可。每条

作品对应一名作者，同一作者可投

稿多个作品，但每个作品都需要单

独填写表格进行提交。如有多条

作品内容相同，以投稿时间为准，

最先投稿的作者为原创，作品有

效，其他作者的作品视为无效。详

情请登录“淅川旅游形象主题口号

征集活动”专题网站查看。

（魏柯）

联系电话：18903770522
上图：鸟瞰渠首 韩自豪 摄

淅川旅游形象主题口号征集启动

乡村的一切皆是闲散而随意的。一声声乡

音，一垄垄麦苗，一道道河渠，一段段乡路……游

走在广袤的南阳乡村，眼前富有魅力的田野风光

让人感受到的是淳朴且自然的气息。点缀在缤纷

色彩中的，是错落别致的民居，还有忙着犁田、忙

着摘菜、忙着储年货的乡民们。一场别开生面的

乡村运动会让冬日的内乡小村热闹非凡。

网友聚焦魅力乡村，定格乡村的色彩，倾听乡

村的声音，寻觅乡村的味道，拍摄出了一帧帧美

图。本期拍客贴图，撷取部分精彩作品予以刊登，

以飨读者。 （魏森）

1月1日，“2017南阳网上大拜
年”专题网站（网址：bn.01ny.cn）上
线，南阳网邀全市各单位、企业及

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共话2016年收
获的喜悦，通过网络瞬间送出对祖

国、对家乡、对社会、对师长亲友、

对自己的新年祝福，共同畅想更加

美好的2017年。
拜年是春节里的一项重要活

动，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

们辞旧迎新、沟通感情、相互表达

美好祝愿的最佳机会。在元旦和

新春佳节到来之际，为进一步展示

各级单位（公司）的形象，总结谋划

“十三五”期间的发展，方便大家传

递祝福、丰富节日期间民众的文化

生活，南阳网特推出“新春大拜年”

活动。网上年味儿越来越浓，网上

拜年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历年来

广受居民和网友好评。在春节上

网高峰期，为企业提供新年贺词、

企业形象视频、图像采集发布，发

表自己的新年祝福寄语，也是企业

感恩回馈新老客户、进行形象宣传

的极佳选择。

登录南阳网（01ny.cn）首页，点
击顶部轮播的“2017南阳网上大拜
年”活动logo链接即可进入网上大
拜年专题。专题网站上线时间为1
月1日至2月28日，伴随大家度过
了欢乐的元旦佳节，更将伴大家迎

来喜庆的春节、元宵节等节日。今

年的网上大拜年专题，内容涵盖企

事业单位拜年、网友拜年以及春节

期间的美食、旅游、购物地点推荐、

常识介绍、查询信息等，非常丰

富。全市各单位（公司）可通过视

频、图片、文字等多种形式向全

市人民拜年，网民们也可积极参

加，网上低碳送祝福。网络传播

时效强，范围广，能将自己的新

年祝福瞬间传递到世界的各个角

落。

南阳网新春网上大拜年活动

点击量高，影响大，是广大企事业

单位展示形象和联络客户的重要

平台，每年都吸引我市众多部门和

单位参与。南阳网将整合各频道

的互动资源，联合推广大拜年活动

专题，利用南阳网、南阳新闻网、

“微南阳”客户端及光影中国网、南

阳房产网等12个专业频道，淅川、
西峡、南召、方城等13个县市区分
网和 200多个乡镇子网，构成市、
县、乡三级新闻传播矩阵；利用12
个专业公众微信（80多万粉丝）、
各县区公众微信构成的“微南阳”

微信矩阵和南阳网官方微博进行

集中报道。同时在纸质媒体刊

发，进一步扩大大拜年专题的影

响力。企业通过参与南阳网拜年

专题，可非常有效提升品牌知名

度。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欢迎

大家通过网上拜年专题，聊收获，

说幸福，展未来，用无纸低碳方式

互致新春祝福。欢迎全市各企事

业单位参与大拜年活动，展播企业

形象，向全市人民送祝福。

（魏森）

合 作 热 线 ：0377-63130372
18567286622

网上送祝福 时尚又低碳

南阳网上大拜年火热开启

竞技数学知识，比拼专业水

平。1月2日，2016年亚洲杯奥数竞
赛南阳赛区颁奖典礼举行。李永

琦、王少杰、李则言、徐英 等12人
荣获金奖；三中、十五小荣获优秀

组织单位奖；张永华等7位老师荣
获优秀辅导老师称号。本届大赛由

世界少年奥数河南组委会、南阳

网、南阳教育网、新学堂教育等联

合举办。

据悉，亚洲国际数学奥林匹克

公开赛是由港澳数学奥林匹克公开

赛发展演变而来，2006年起每年举
办一届，2016年南阳地区举办首届
比赛。本次大赛自去年11月份启
动以来，凭借高规格、严要求在我市

中小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并在

其中选拔出了不少数学方面的优秀

人才。赛后，金银铜奖获得者将代

表南阳赴京参加全国总决赛，与全

国学子一起比拼技艺，同争高低。

大赛具体获奖名单可关注微信

公众号“南阳教育网”（微信号：

nyjy2015）了解。 （王真）

全国赛咨询电话：15038782560
（葛老师）

竞赛结果揭晓 选拔优秀人才
亚洲杯南阳区数学竞赛获奖者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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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是太感谢了，要不是你
们的及时帮忙，俺媳妇的后果就

不堪设想了。”

——家住邓州的江庆带着怀

孕两个月的妻子乘坐K1063次列
车从哈尔滨返乡，在列车行至汝

州时，妻子身体出现不适，几乎出

现昏迷。汝州各界及时施救助其

脱险。

2.“无论获得多少荣誉，我只
想把这些事一直踏踏实实地做下

去。”

——军嫂梅竹将每年省吃俭

用省下的钱，全部用来帮助他

人。如今登上了“中国好人榜”，

用她自己的话说，这只是她很多

荣誉中的一个，记不太清了。目

前她正计划组建一支“好军嫂志

愿服务队”，联合更多的爱心人

士，去帮助更多的身边人。

3.“他的妈妈在抢救，这是我

唯一能做的。同是妈妈，看到孩

子因为饿而哭闹时，根本没有再

想什么，就想喂喂他。”

——24岁的刘女士在省妇幼
保健院剖宫产后，生命垂危，专家

迅速抢救。而另一边，负责照顾

新生儿的助产士，看到刚出生的

宝宝大哭，二话没说，掀开衣服，

用自己的奶水去喂刚出生的宝

宝。

4.“好歹是个伴儿，我没啥愿
望，就想把俺妹养活大。”

——双眼失明的父亲，时而

清醒的母亲，嗷嗷待哺至今未穿

过新衣的妹妹，15岁男孩儿天增
扛起家里所有的重担。天增说啥

也不让将妹妹送人，一定要把她

养大。

微言大义

网络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大大降

低了人们发布信息的门槛，拓宽了

人们表达的渠道，另一方面也助长

了谣言和不实信息的制造与传播。

同时，社交媒体新闻化，使得虚假新

闻的制作成本低、传播快、危害大。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近期

的热点网络谣言吧。

谣言1.微信群二维码过期后，
微信群就会解散。

真相：微信用户在获取群二维

码时会自动设定一个识别有效期，

每个有效期的时间是7天，可不断
更新。二维码有效期属于正常产品

功能，不存在“二维码失效，微信群

就会取消”的情况。

谣言2.国际通用报警求助手
势：“同时竖起食指、中指和小指”。

真相：目前没有任何一家权威

机构公开推广这个手势，此举极为

不靠谱。此外，“掌心画黑点表示帮

忙报警”也不靠谱，国际通用求救信

号目前还是SOS。

谣言3.洗澡先洗头，会导致脑
溢血。

真相：血压高是引发脑溢血的

根本原因。至于洗澡诱发的脑卒

中，原因并不是大脑血管受热膨胀，

而是因为洗热水澡时体温升高、心

率加快、用力过猛引起的血压变化，

有可能诱发脑溢血。

谣言 4.雾霾天不能戴隐形眼
镜。

真相：正规隐形眼镜的材料都

比较光滑，眼泪冲一冲就很难粘上

脏东西。而且隐形眼镜可以盖住眼

角膜，雾霾颗粒基本不可能绕开镜

片钻进眼睛。

谣言5.持教师资格证，可免费
游全国景区。

真相：目前全国仅有部分景点

针对老年证、学生证等有折扣优惠，

教师证在暑期、教师节等特殊节假

日有一定幅度的优惠，并没有“持教

师资格证可以全国免费游所有景

点”一说。 （摘自网络）

盘点生活中常见的网络谣言

网络辟谣

一览内外资讯，搜尽时事新

闻。河南手机报南阳版，由南阳报

业传媒集团主管，南阳网主办。近

期，手机报在内容上主动适应网络

语言习惯，采编生动鲜活、可读可议

的新闻资讯，满足用户的阅读需求。

打开手机报，新闻早知道。河

南手机报南阳版已成为很多南阳人

随时随地了解南阳各地动态的窗

口。根据不同时段用户获取新闻的

需求多样化，河南手机报南阳版在

工作日分早报和晚报，分别于上午

8:30和下午5:30发送。早报以重要
新闻、重要信息为主，突出重要性、

可读性、可议性，实现重要信息的全

覆盖。晚报突出原创性、互动性、服

务性，推出当日新闻，做活做细民生

信息和生活服务内容。周六上午发

一期，让你在周末也能轻松掌握最

新资讯。手机报资费3元／ 月，每
天仅花一毛钱，超8万用户的选择，
让你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

河南手机报南阳版订阅指南：

移动手机用户编辑短信nysjb发送
到10658300即可开通，联通手机用
户编辑短信703发送到10655885即
可订阅，资费均为3元/月。

欢迎各企业或社会团体与手机

报开展栏目冠名等业务合作，合作

热线：0377-63130371。 （魏森）

打开手机报 新闻早知道

年年有余 网友“菊潭古治”摄

乡村运动会 网友“菊潭古治”摄 鹊伴冬耕 网友“风兰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