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气炎热，南阳各公园、游园成市民消暑休闲好去

处。走进新城明珠——泮池公园，清凉气息扑面而来，碧波

连池，绿荫匝地，游走其中，一座深具古典人文气息的园林

跃然眼前，“满城绿色半城水”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光影

中国网摄影师们用镜头定

格了泮池公园里的斑斓画

卷，与广大读者分享！4
（文/魏 柯 图/程远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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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点

网友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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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辟谣

近期这些网络热点谣言，你信了

几个？

谣言一 身体撞树能舒筋活血
真相：专家表示，每个穴位都是有

准确位置的，老年人用背撞树接触的是

一个面，所以很难撞击到需要刺激的精

准穴位，要想达到活血化瘀的目的显然

不科学。不仅如此，此举还潜藏着很多

隐患和风险。需要注意的是，60岁以上

的老年人有骨质疏松、基础疾病如心脏

病、高血压、脑梗等病史的，不主张用背

撞大树的原始方式进行锻炼。

谣言二 婴幼儿游泳好处多，可以
激发早期潜能

真相：美国儿科学会的指南表明，

让婴幼儿学习游泳，目的是为了防止

溺水，而不是为了所谓的潜能开发，让

1岁以下的婴幼儿下水游泳，完全是为

了玩乐罢了。专家表示，让婴儿游泳

的最大危险是，一旦看护不当可能导

致婴儿呛水窒息。婴儿游泳时常常带

着的游泳颈圈，事实上并不适合婴儿

戴，一则脖颈处受力过大，可能造成颈

椎关节的损害，二来游泳颈圈套得过

紧容易压迫婴儿气管或颈动脉窦。此

外，婴幼儿游泳还存在很大的卫生问

题，国内没有针对婴幼儿游泳行业的

统一标准，导致监管严重缺失。

谣言三 著名生物学家研究出抗
寒蚊子

真相：最近一张抗寒蚊子问世的

报道截图热传，该文章来源处标注了

权威媒体，称我国著名生物学家李教

授成功培育出了抗寒蚊子，填补了我

国冬天没有蚊子的空白。事实上，上

述谣言中一眼能识破的漏洞并不少。

比如，权威媒体报道中不可能出现“我

国著名生物学家李教授”这种不符合

规范的称呼。而且从科学常识来说，

冬天出现蚊子并非稀奇事，专家早就

作过科普。蚊子在气温 15℃~16℃的

环境下生命力依然很强。即便是冬

天，如果室内温度较高，也能唤醒蛰伏

的蚊子。4 （据《科技日报》）

即日起，由市委网信办、南阳

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南阳网承办

的“迎 70周年华诞·我与祖国共成

长”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正式启动。

活动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歌颂党、歌颂祖国、

歌颂人民，宣传推介我市在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农业、健

康、民生、社会、生活等 10个方面

取得的辉煌成就，尤其是改革开

放以来南阳的新变化。10月 1日
出生的南阳人还可以通过视频向

祖国表达自己的祝福。

为了与更多网友一起分享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这一盛事，我们

倾情寻找 1949年以及 10月 1日出

生的南阳人，一起来记录生命中

的点点滴滴，用视频展播形式全

方位、多角度展现南阳巨变以及

网民对新中国的祝福。

一、报名及展示时间
即日起至 8月 31日报名，9月

1日至 30日录制视频。

二、活动详情
征 集 活 动 一 ：我 与 新 中 国

同岁

报名时间：8月 31日截止。

寻找：1949年出生的南阳人，

男女不限。

要 求 ：如 果 您 家 里 正 好 有

1949 年出生的老人，请按如下需

求将内容发送至指定报名邮箱，

就有机会入选。

老人的姓名与联系方式、一

张 清 晰 的 老 人 近 照（不 超 过

500k）、一段介绍老人人生经历的

文字（不超过 200字）。

征集活动二：10月 1日出生的

南阳人

报名时间：8月 31日截止。

寻找：10 月 1 日出生的南阳

人，男女不限，年龄不限。

要求：发送本人姓名与联系

方式、一张清晰的近照（不超过

500k）、一段个人介绍文字（不超

过 200字）至指定报名邮箱。

三、视频拍摄
1.活动组织方根据报名人员

情况进行筛选，并电话通知报名

人员到南阳报业传媒集团南阳网

演播室进行拍摄。

2.筛选出 10位 70周岁且户籍

是南阳的老人，分别从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科技、农业、健康、民

生、社会、生活等 10个方面讲述南

阳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南阳

的新变化。时长 5分钟左右。

3.筛选出 10位 10月 1日出生

的南阳人，围绕自身实际情况讲

述成长的幸福故事以及对祖国的

祝福等。时长 3分钟左右。

四、宣传展播
1.南阳网开设制作“迎 70 周

年华诞·我与祖国共成长”专题网

站，市属各新闻网站在首页显著

位置链接转载。

2.组织微信公众号南阳发布、

南阳报业传媒、南阳网等新媒体

平台宣传报道。

3.利用南阳日报“新媒在线”

版、南阳手机报集中宣传报道。

4.组织各县市区广泛发动本

地媒体宣传报道。

五、报名方式：
报名人员根据上述报名要求，

进行报名。

报名邮箱：420247782@qq.com
联系人：马钰春子

地址：南阳市七一路南阳日

报社 3号楼 4楼
联系电话：0377-63161599、

13663771980、15539961302 4

打造精品名校，培养全能人

才。8月 3日，南阳网网友一行人

走进了由南阳宏志学校投资兴办

的全日制民办高中——南阳高新

区豫龙宏志中学，共同领略名校

魅力。

“豫龙宏志中学由南阳宏志

学校投资兴办，已有 15 年成熟办

学经验，拥有先进的育人理念，业

务精湛的师资团队，务实高效的

教学模式，科学完善的管理方法，

在全市有较大影响力，每年市内

一流高中与各县重点高中均有较

多学生，到豫龙宏志中学免费试

学对比后选择在这里上高三，豫

龙宏志中学高考成绩提升显著，

学生普遍提分快、提分高，得到社

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在新的起点

上，学校将进一步精益求精、博采

众长、开拓进取、争创一流。在新

的时代背景下，豫龙宏志中学结

合青少年自身发展特点，尊重教

育教学规律，实行三位一体教学

法，同时推出过关课、主题班会、

励志教育、兴趣社团、‘五率’严管

等特色教育。注重提升学生的核

心素养，力争把每一位学生都培

养成有爱心、懂感恩、知礼仪、有

文化、能升学，适应新时代发展的

全能型人才，使其成人、成长、成

材、成功！”宏志中学业务校长王

永强介绍。

徜徉在宏志中学宽敞洁亮的

校园内，扑鼻的花香、琅琅的书

声……无不让人流连忘返。教师

们严谨负责的教学态度还有完善

齐全的教学配套让人深深感到学

校为了助推教育发展所做出的不

懈努力。据了解，南阳高新区豫

龙宏志中学坐落于南阳市经十路

与雪枫路交叉口东南 200米，这里

交通便利，环境优美，位置优越。

在高新区各级政府及各职能部门

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现面向

社会公开招生！豫龙宏志中学占

地 20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 5000
余平方米，拥有 28 个标准化多功

能教室，图书室、微机室、实验室、

音乐室、标准化操场等教学设施，

招生规模暂为 6 轨 18 个教学班，

每年级 330人。教室、宿舍均配备

有双温空调，24 小时免费提供开

水及宿舍热水洗浴。是一所开设

有勤工俭学、奖学金制度、贫困生

补助等激励机制，集现代化、智能

化、人性化为一体的精品学校。

该校以“求善、求真、求

实、求美、求精”为校训；以

“成人、成长、成材、成功”为

办学理念，以“把学生培养成有

爱心、懂感恩、知礼仪、有文

化、能升学，适应新时代发展的

全能型人才；把教师塑造成有正

气、有责任、有爱心、有学识、

有创新，适合学校发展的专家型

教师；把学校打造成典雅、安

全、文明、和谐、优质，适应社

会需求的一流民办学校”为办学

目标，办学之初就受到了社会各

界 的 一 致 好 评 。“ 作 为 投 资 单

位，宏志学校坚持以爱育人、以

严治校，在高三最浮躁的时候给

学生们一个严肃认真的学习环

境，在学生们压力最大的时候给

学生们爱的鼓励和帮助，让宏志

的学子不仅在学习上有很大的提

高，更成为一群积极向上充满爱

的准大学生。内外兼修，教书育

人，宏志学校一直在路上。宏志

学校从不吝啬优秀师资的投入，

只为给学生们提供更优质的资源

和教育。”王永强补充说。

据介绍，目前该校开设有

“宏志班、龙腾班、奋进班”三

种班型，“根据学生底子编班，

分层次针对性教学，更有助于所

有学生提分。宏志学校一直坚持

小班教学、分层次教学，不断加

大教师团队的投入，不断完善学

校管理体制，很多成绩薄弱的学

生从入校之初的迷茫放弃到最后

找到信心最终考入理想学府。这

些教学成果，赢得了社会各界的

赞誉以及学生和家长们的信任。

如今，宏志中学正式开办高中三

年制考学班，正式面向初三年级

招收高一新生。新的三年制考学

班，将以更加严格的管理和更加

强大的师资为新一届的学子们保

驾护航。”该校领导介绍说，“十

年树木，百年树人。学校在教育

工作上也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教

育，结合德育工作计划开展形式

多样的德育活动，丰富学生们的

课余生活，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得

到有效传承。”除此之外，针对

现在报名入学的学子们，该校还

推出了许多优惠措施惠及学生，

学生们可通过下方的地址电话向

学校咨询了解。4 （刘 婉）

学校地址：南阳市经十路与

雪枫路交叉口东南 200米
市区咨询地址（暑假班上课

地址）：宛城区卧佛寺街 128号
联系电话：
王老师 15225689809
张老师 19913656090

权威南阳新闻、可读热点趣闻、贴心

生活资讯、便民咨询服务、缤纷趣味活

动、惊喜优惠活动……微信扫描右下方

二维码关注“南阳网”（或搜索微信号：

nywbbs）便可每天免费获取。多年来，南

阳网微信公众号持续为网友精选发布热

点资讯，深受网友青睐，吸引了一大批铁

杆“粉丝”持续关注，“每天打开微信就能

了解南阳大小事，知晓全国热点信息，而

且信息权威可靠，真不错”！

南阳网微信公众平台依托我市唯

一重点新闻网站南阳网，是南阳热门

的权威媒体微信公众号，现拥有微信

粉丝 100余万，每天发送一期信息。南

阳网每天从众多平台、海量信息中筛

选佳文、热点呈现给网友，还会精选本

地热点新闻，以音频形式在“听南阳”

微信栏目中发布。同时，点击微信下

方“资讯合作”菜单栏，进入南阳网即

可了解更多当日新闻，还可以点击“微

阅读”栏目，直接阅读《南阳日报》《南

阳晚报》《南都晨报》电子版。

此外，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南阳网

微信粉丝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也

为合作商家带来了超高人气。南阳网

微信营销，投入小，收效快，回报高，已

逐渐成为南阳市内外商家首选的营销

利器。4 （魏 森）
商务合作热线：0377-63130371

电竞运动员有了注册与认证标

准，文旅产业的数字化程度日益加

深……伴随数字化成为社会经济发展

的强大动力，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也

日益蓬勃。《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趋

势研究报告》近日发布，报告提出，我

国文化产业在 2004 年到 2017 年的增

速两倍于 GDP增速，2017年数字文化

产业增加值约为 1.03万亿元至 1.19万
亿元，总产值约为 2.85 万亿元至 3.26
万亿元。而文化旅游产业是数字化转

型早、程度深的领域之一。

该报告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东方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所、中国社

科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腾讯社会研

究中心联合组成的课题组历时一年研

究梳理而成。

“比数字更让我们骄傲的是，数字

文化产业已成为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文化出海、

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力军。”腾讯集团副

总裁、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说，随

着 5G时代到来，超带宽带来的高速度

和低时延，将使整个世界更加快速而广

泛地连接，为各种新技术如 VR、AR的

应用打开大门。他预言，“未来 10到 15
年，与产业互联网的融合将成为推动数

字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机遇。这是一

个超过 80万亿元人民币的大市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方文化

与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杨晓东认为，

我国数字文化产业正处于新一轮爆发

性增长的前夜，将呈现出三个特点，即

以 5G为基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以及区块链技术都可能影响数字文

化产业发展；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

网转进；从国内市场竞争迈向全球市

场竞争。4 （据《北京日报》）

新媒热点

近日，“90后”小陈接到一陌生电

话，对方开场就问：“你的网贷借款到

账了吗？”小陈以为就是一寻常推广电

话，谁知他遭遇了网贷到账骗局“三步

曲”：接到陌生电话询问她网贷借款是

否到账，再被告知她个人信息遭盗用，

最后伪装“警方”称她被卷入洗钱案

件，必须将全部财产打到指定账户进

行“资金检验对比”，确认洗钱和她完

全没关系，才能将“逮捕令”取消。惊

慌失措的小陈不假思索，就将 7万多元

钱转给对方。直到事后小陈去辖区公

安局咨询发现“逮捕令”并不存在，原

来自己落入犯罪分子的诈骗陷阱。

对此，专家分析该骗局是老瓶装

新酒：第一步，骗子编造莫须有的网贷

到账通知，引起受害人的恐慌；第二

步，骗子假意分析，声称是受害人个人

信息被盗用，借此引出假“警官”登场；

第三步，假“警官”恐吓受害人卷入严

重的刑事案件，并出示仿冒的“逮捕

令”等威胁受害人。等到受害人心理

崩溃，再遥控受害人通过存款、信用

卡、网贷借钱转账，实施诈骗。

专家提醒，目前，正规的网贷平台

大都会通过人脸识别技术验证用户身

份信息，不会仅凭身份证号等就授予

额度。平台各自有信息化管理系统，

根本不会通过电话询问用户资金到账

情况。

此外，公安机关有严格的办案程

序，绝对不会通过社交账号办案。用

户要保护好个人银行卡号、网贷账户

密码等隐私信息，凡是借口转账汇款

进行资金审查的，一律不要相信，防止

上当受骗。4 （据《广州日报》）

南阳网网友走进高新区豫龙宏志中学——

领略名校魅力 助推教育发展

1949年或 10月 1日出生的南阳人看过来—

“迎 70周年华诞·我与祖国共成长”网络宣传启动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8月 31日

关注南阳网 热点全知晓

我国数字文化产业产值逾 3万亿元

接到网贷借款到账电话要小心

生活中常见的网络谣言

豫龙宏志中学豫龙宏志中学励志教育励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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