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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客贴图

新媒热点

为进一步加大方城旅游对外

宣传力度，通过摄影镜头挖掘和

展示方城牡丹花风姿以及方城精

心打造的万亩油菜花风姿，向全

国宣传推介方城优美的乡村风

情，营造民众到方城游园赏花的

良好旅游氛围，南阳网、方城县

旅游局、光影中国网特联合举办

“2019 中国·方城第三届牡丹花

节 暨 万 亩 花 海 旅 游 节 ” 摄 影

大赛。

此次大赛由南阳报业传媒集

团、方城县人民政府主办，南阳

网、方城县旅游局、光影中国网

承办。大赛主题为“方城牡丹

花、油菜花及其他花卉”，重点

展示方城的牡丹、芍药、海棠、

连翘以及 1 万多亩油菜花的美丽

风姿和美丽乡村面貌，歌颂方城

旅游建设的工作特色、成就，作

品要求主题鲜明，积极向上，内

容健康。大赛征稿时间为 4 月 4
日至 5 月 6 日，欢迎全国各地摄

影爱好者参加。

此次大赛参赛作品必须是在

4月 4日至 5月 6日期间创作的作

品，之前的作品严禁参赛。国内

外摄影家、摄影爱好者均可投

稿。参赛作品必须是在方城境内

拍摄的作品，自然风光、人文景

观、民俗风情等均可。投稿作品

风格与题材不限，单幅或组照均

可，彩色、黑白均可，照片仅可

作亮度、对比度、色彩饱和度等

适度调整，不得作合成、添加、

造型等技术处理。所有获奖作品

的版权归方城县旅游局所有。在

南阳网所属的“光影中国网”开

设“2019中国·方城第三届牡丹

花节暨万亩花海旅游节摄影大

赛”专栏，参赛者请将投稿作品发

布在“2019中国·方城第三届牡丹

花节暨万亩花海旅游节摄影大

赛”专栏。联系人：光影梦华，电

话 ： 18625611033， 邮 箱 ：

676504670@qq.com。

大赛将组织专家评审，邀请

省内外相关专家组成评委会，对

所有稿件进行评审。大赛设一等

奖 2名（其中设航拍类作品一幅或

组）,奖金各 5000 元（含税）；二等

奖 3名，奖金各 2000元（含税）；三

等奖 5名，奖金各 1000元（含税）；

优秀奖 50 名，奖金各 200 元。获

奖作品将在方城县委橱窗展览。

特别声明：应征稿件应为原

创作品，作者应对作品的合法性

负责，如涉及侵犯著作权、肖像

权等问题，全部责任由作者本

人承担。主办单位、承办单位

不承担任何责任。在其他比赛

中获得奖项的作品不允许重复

投 稿 ， 一 经 发 现 取 消 参 赛 资

格。本次活动不收费，应征稿

件邮寄和制作等费用自理。主

办方对投稿文件在邮寄途中的

损坏和丢失不负有责任。获奖

作品的使用权归方城县旅游局

所有，主办单位在相关非商业广

告宣传中使用，不再另付稿酬，

投稿人只要投出应征稿件即视为

同意以上约定。主办单位对本次

大赛活动拥有最终解释权。5
（李润）

观万亩花海 游生态方城
—2019中国·方城第三届牡丹花节暨万亩花海旅游节摄影大赛启动

小张的微信里关注了几十个

公众号，每天每个时段都在更新，

有的是播报新闻，有的是讲述情

感故事，有的则是事件评论，内容

丰富，“每天都能从这些公众号中

学习到好多知识”。

在互联网时代，个人的观点

和言论可以更加方便地传播，从

早期的博客、论坛，到现在的微信

公众号、微博，这些内容传播平台

催生了一批自媒体，其中一些在

社会上还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但

在自媒体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

免出现了一些问题：虚假新闻、夸

张表达、低俗内容等。加强治理，

让自媒体“嗨”得正，走上良性发

展的轨道迫在眉睫。

自媒体成为一种职业

“人们可以通过自媒体随时

追踪、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也

可以随时讨论、发声，网络空间的

个性化信息更加丰富，因此部分

用户成为自媒体从业者，以经营

自媒体为职业。”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

师陈思说。

马欢 2018年从某行业媒体跳

槽到了一家互联网企业，但是并

没有间断他一直经营着的自媒

体，自媒体已经成为他的第二职

业。从事自媒体是一次偶然的机

会，他的一篇文章在网络上引起

了大量关注转载。从那之后，他

就开始投入精力从事自媒体。如

今，马欢的公众号有接近 10 万的

粉丝，每篇文章基本能够有 1万的

阅读量。

马欢并不是个例。伴随着自

媒体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

把自媒体作为一种职业来从事。

马欢只是兼职来做，还有不少人

是全职来做，自媒体成为他们谋

生的手段。

自媒体的类型也是五花八

门，马欢的公众号主要是关注职

场 ，帮 助 年 轻 人 更 好 地 适 应 职

场。有的则是关注财经，分析社

会经济大势。还有的关注武侠小

说，借用武侠小说来比照现实社

会。可以说，自媒体做的是自己

感兴趣的内容。

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靳戈表

示，自媒体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市场

空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化产

品市场有效供给不足，而这为自媒

体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提升自媒体质量

“文化产品市场上的总供给

量虽然较大，但是契合人民群众

的情感需要的作品比较有限，存

在很多的无效供给。”靳戈说。

这些无效供给中还有许多会

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比如“网

络水军”。自媒体“网络水军”

“制假售假”流程清晰，从把脉

客户需求到定制文案内容，从组

织传播平台到扩大传播效果，形

成一条成熟产业链。更有甚者还

传播谣言索要钱财，造成极其不

好的影响。

陈思在采访中分析了产生这

种现象的原因：首先，不同于传

统媒体，自媒体的信息监管相对

滞后，难以保障信息的真实性和

导向性；其次，以点击量、点赞

量为主要评价标准的自媒体也许

会为博取眼球、取悦广告商而降

低自身的职业道德标准。因此要

着力提升自媒体的质量，提升自

媒体传播内容的品质，营造良好

的网络舆论环境。

现在有许多农民自媒体，通

过文字、图片、短视频等来展现

农家生活，推销自家的产品，既

接地气，又能帮助营收。四川省

泸州市三块石村的刘金银，每天

直播自己的生活：扫地、做饭、

喂猪、插秧、打鱼，展现真实的

农村生活，获得 10 万多的粉丝。

此外，还有很多政府部门纷纷进

驻自媒体平台，比如杭州市公安

局的说唱警花冯书婷，在短视频

中展示基层民警遇到的形形色色

的事件，而她解决问题的方式也

赢得了粉丝的点赞。

“引导作用不容忽视，通过树

立典型、给予支持等手段，探索自

媒体与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模式，

使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在文化产品

供给上形成优势互补。”靳戈说。

自媒体不是法外之地

互联网的匿名性使得监管难

以及时到达，但这并不代表不监

管，自媒体更不是法外之地。要

运用法治手段，落实法律责任。

一段时间以来，国家相关部门针

对自媒体的乱象开展了集中治理

行动，对微博等平台也进行了约

谈，要求其落实平台责任、严格

管理。

靳戈说，立法是最重要的一

个方面，既要明确自媒体言行的

底线，又要明确自媒体的正当经

营权利，保障其经营秩序。

现在对自媒体的监管，大部

分都是在内容上的监管。未来需

要更多地从源头上监管。“要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不仅仅是在发生

问题后亡羊补牢，更要有前瞻性，

提升自媒体的准入门槛。”陈思建

议，要提升从业者对行业要求、行

业风险的认知，提高自媒体的违

法成本。

平台也需要担负起更大的责

任。平台是第一道关，如果能在

第一道关的时候把握好，那就能

减少风险发生的可能，促进自媒

体行业良性发展。

“升级平台的过滤算法，更精

准地将不适宜大众传播的信息拦

截下来。”陈思表示，因为自媒体

信息量非常巨大，全部实行人工

审核并不现实，这就需要平台的

过滤算法具备更加智能化的语义

分析、图片和视频解析等，通过

技术的手段来帮助实现对内容的

审查和监管。4
（据人民网）

自媒体要“嗨”得正

春天的故事
春光明媚，气温逐渐回

暖，花开了，树绿了，居民们

纷纷结伴到户外亲近自然，

踏青、闻花、赏绿，遍赏春日

美景。光影中国网摄影师用

镜头定格了一组居民享受大

好春光的精彩瞬间，与广大

读者分享。4 （魏 柯）

①我给妈妈拍照

邵新汴 摄

②放学归来

曹立祥 摄

③舞春风 张银武 摄

微言大义

“这些请假条，其实就是学生
们的日记本，不仅是他们绘画水平
日益精进的体现，也是记录他们生
活中那些小事的留声机。”

在人们的印象中，请假条都是

有固定模板的，标题、称呼、事

由、时间、此致敬礼、日期、落

款，这些要素一个都不能少，否则

就不是一张完整的请假条。可是，

你见过把请假事由绘制成图画当作

请假条交给老师的吗？近日，河南

工学院艺术设计系“手绘假条”走

红网络，网友们看到这些请假条后

纷纷点赞。

“没想那么多，不救他，会造
成第二次碾压，情况会更严重。”

在郑州经五路与黄河路交叉

口，川流不息的车流中，一名 4岁
幼童不慎从台阶上摔倒，被过往的

轿车撞伤，躺在马路旁边。危急时

刻，一名途经此地的外卖小哥周大

坤迅速将孩子救起送医，并为其垫

付近 3万元手术费。连日来，大家

纷纷为周大坤救人的行为点赞，称

赞他是“最美的外卖小哥”。

“熄灭出门时忘关的台灯、回
家前让空调提前启动，物联网通信
芯片随时随地就能让在外面的主人
了解家中的电器运行情况，并自如
地进行远程控制。”

3月 29日，记者从河南省科学

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有限公司获悉，

由其承担的省重大科技专项“物联

网近距离双网络混合通信芯片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已进入产业化阶

段。这意味着我省拥有了物联网高

性能通信芯片的自主技术及产品，

将进一步增强我省在物联网建设中

的话语权。5

草长莺飞的季节，谣言也气势汹

汹！近期这些谣言在网络上热传，快

来一起看看，你中招了吗？

谣言 1：微信免费时代结束。
真相：网上关于微信将要收费的

各类信息均属谣言。微信针对个人用

户是不收费的。网传的谣言称：“明天

下午 6点以后开微信要先付 25元钱”，

转发此消息超过 18个人，你的微信图

标会变成蓝色。该信息有两处明显疑

点：第一，信息中的这个“明天”具体是

指哪一天，并没有说明；第二，信息中

提及的“图标会变成蓝色”其实是微信

时刻视频的明显标识。用户发布时刻

视频后，他发朋友圈的时候，头像的右

上角也会有蓝色标志，并不是什么身

份标识。

谣言 2：重度用眼导致失明。
真相：有谣言称，想害孩子就给他

一部手机，一个孩子玩手机游戏，白天

夜里偷着玩，重度用眼，导致视网膜黄

斑病变从而失明。国家级青少年图文

综合科普月刊《知识就是力量》发文予

以澄清：导致黄斑病变的原因很多，包

括遗传因素、年龄、自身免疫性疾病、

糖尿病、肾病、营养不良等都有可能造

成黄斑病变。但目前来说，还没有直

接证据证明玩手机会导致黄斑病变。

谣言 3：吃完鸡蛋后不能立即吃柿
子。

真相：这种说法完全是危言耸

听。实际上，我们现在吃的柿子都是

经过脱涩处理的甜柿子，它所含的鞣

酸含量其实非常低，甜型柿子在自然

成熟后鞣酸的含量就很少了（0.5%以

下），几乎没有涩味，正常食用根本不

会导致形成结石，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地吃。5 （据新华网）

生活中常见的网络谣言

网络辟谣

“不虚美，不隐恶”，这是班固对司

马迁所著《史记》的高度评价，也同样

可用于对人的评价：实事求是，客观公

正。然而最近，一种名为“夸夸群”的

社交聊天群组在各大高校兴起，在群

里，无论你说什么，都会收到其他群成

员的疯狂夸奖。笔者认为，与其信口

开河胡乱夸人，还不如脚踏实地去学

习、工作。虚夸无益且害人，虚夸之风

不可长！

日前，有媒体记者偶然进入了某高

校的“夸夸群”，一进群，就被“夸友”们

赞得“飘飘欲仙”。夸人的人没有见过

记者，更不了解记者，这样的夸赞不但

有违真心，还让人产生媚俗之感。

据了解，仅在清华大学，类似“夸

夸群”的群组就有十多个。“夸夸群”也

逐渐扩散到更广的范围，大有燎原之

势。夸奖的话大多千篇一律，没有新

意，更无诚意，完全是逢场作戏。

对此，情感专家张晓彤认为，近来

“夸夸群”的火爆也是一种“速食文化”

的体现，短时间内可能会带来一些愉

悦感，但很快就会失去效果。没有缘

由、过度的夸奖，会让人心生厌恶，起

不到作用。

笔者认为，虚夸不但起不到作用，

还会带来不少负作用。夸赞容易让人

迷失自己，产生骄傲心理。五岁就能

作诗吟对的天才方仲永，在功利驱使

下，在夸赞声中，不专注学问，结果在

二十岁左右，已“泯然众人矣”。

虚夸风不可长，当夸赞失去了激

励作用，人们对夸赞漠然、习以为常的

时候，学习、工作的动力也就大大减

弱。也许有人会说，笔者言重了，只是

娱乐一下而已。但谁能保证“方仲永

现象”不会发生？谁能保证夸赞不会

沦为“晋升者”溜须拍马的话术？

社会需要正能量，社会风气对青

少年的影响巨大。再说，无谓的虚夸，

浪费的是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笔者坚

持认为：不要跟风，不要沉浸在虚夸的

氛围中，不能自拔！虚夸之风不可长，

盛年春光自斟量！4
（张中科）

虚夸之风不可长

南阳网网评

春天是万物蓬勃生长的季节，是

百花争艳、百鸟齐鸣的季节，是人们争

相踏青赏花的季节……一切都是那么

欣欣然！光影中国网 2019年第 4期月

赛以“春天的故事”为主题，鼓励光影

中国网摄影师们走出家门，通过摄影

作品来定格春天的美好，反映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第 4期月赛已

于 4月 1日启动，欢迎广大摄影爱好者

踊跃投稿。

影赛设一等奖 1 名，奖现金 300
元；二等奖 5名，各奖现金 100元；三等

奖 10名，各奖现金 50元；优秀奖 20名。

月赛征稿时间为 4 月 1 日至 30
日，参赛者年龄、性别及地域不限，

拍摄题材不限，创作形式、风格手法

不限，参赛作品内容健康向上。请将

个人参赛作品对应发布到 《影赛园

地》 专栏，发布参赛作品时请选择分

类“4月月赛”，避免漏选。提交作品

必须为本人原创，如发现抄袭、盗用

等情况将被取消参赛资格。每人参赛

作品限 5 （组） 以内，组照每组不超

过 5 张图片；图片最长边长不低于

800 像素，文件为 JPG 格式。彩色、

黑白数码照片均可。参赛作品不得做

签名、水印等修饰。

详情请登录光影中国网（sy.01ny.
cn）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光影中国

网 微 信 公 众 平 台 （ 微 信 号 ：

gyzg01）。5 （张 景）

光影中国网四期月赛征稿

网友聚焦

详
情
请
扫
描

②② ③③

①①

油菜花开满眼春 景德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