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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特种邮票第二图公布

“约惠双11”
品享美丽盛宴

这个“双 11”，来三院医美中
心品享一场美丽盛宴吧！

五官精雕专家宋峻岭、乳房
修复与重建专家田会建、皮肤专
家陈义、整形美容专家王英俊、微
创抗衰专家程敏霞、皮肤专家宋
道阳……“双 11”期间，三院医美
中心邀请国内知名医美专家，与
中心专家团队一起轮流坐诊，为
南阳的爱美人士们量身设计方
案，为美丽保驾护航。

三院医美中心致力于整形美
容科技与技术的创新研发，专家
团队技术精良、治学严谨，在业内
享有较高声誉和美誉度。中心先
后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并先后获得省级、市级十余项科
技创新成果，涉及颜面轮廓、乳房
整形、眼部整形、鼻部整形、形体
雕塑、整形修复、激光美肤、深度
抗衰老、无创美容、青红胎记祛
除、色斑色素治疗、疤痕修复、痤
疮治疗等多个领域，填补了豫西
南地区多项空白。同时推出下颌
角截骨术、立体矫正颧骨术、自体
脂肪全面部填充、双平面隆胸、无
痕重睑术、达拉斯综合鼻整形、艺
术线雕、综合祛斑、无痕祛痘、全
面部美白抗衰等多项经典手术项
目，为上万爱美人士提供了美丽
解决方案，让南阳的爱美人士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际领先的医
疗美容技术。

“三院医美中心是南阳市临
床重点专科，成立于 2008年，是
豫西南医疗美容行业的奠基品
牌。”三院医美中心负责人介绍，
中心引进国内外前沿的塑美技术
和行业高端专才，遵循“专业、权
威、诚信”的服务理念，受到广大
求美者的追捧。在“双 11”期间，
医美中心各项经典项目全线推出
优惠。⑦3

（李 宾 周玉杰）

“约惠双 11”，降价不降质。
11月12日前预交定金，在11日、12
日使用即可实现10倍增值，并享受
折上折优惠；脱腋毛111元，脱唇毛
111元，双眼皮 1111元，瘦脸 1111
元，文眉、文眼线两项只需1111元，
玻尿酸 1111元，进口玻尿酸 1980
元起；充值赠送活动，充值越多，赠
送越多，最高赠送5万元……三院
医疗美容中心将携前沿的医美技
术与先进的设备，与更多爱美顾
客一起，开启奇妙美好的蜕变之
旅……

万人瞩目的《戊戌年》
生肖邮票第二枚图稿近日
揭开神秘面纱——名为“家
和业兴”，棕色母犬展现了
母爱，低头亲吻一只幼崽；
黑色小狗昂头挺立，像幼童
学步一般努力挺直身躯，眼
里活灵活现地透出幼稚胆
怯。二犬相依，舐犊情深，
寓意家业兴旺。

生肖邮票一直是中国
邮票题材中最受追捧的题
材，也是升值潜力最大的邮

票种类之一。每年生肖邮
票的设计者及邮票图稿的
庐山真面目都成为邮迷们
津津乐道的话题。《戊戌年》
特种邮票特别邀请到周令
钊进行设计。

周令钊是开国大典时
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画像
的作者，曾经主导设计了国
徽、团徽、八一勋章、独立自
由勋章、解放勋章，同时也是
第二三四套人民币的主要设
计者，有“国家形象设计师”

的美誉。作为第一轮生肖狗
票的设计者，三十六年后再
续生肖缘，可谓难得，更为特
别的是到 2018年生肖邮票
发行时，周令钊将迎来农历
百岁，以将近百岁高龄创作
邮票也成为中国邮票发行史
上的一个奇迹。

《戊戌年》特种邮票延续
第四轮整体“合家欢”的气
氛。之前公布的第一枚图稿
名曰“犬守平安”，公犬昂首
挺胸，目光炯炯有神，瞪视前

方；两只耳朵机警地竖立着，
两条后腿有力地后蹬，随时
能够离地飞奔、抵御外敌、守
护家宅。“犬守平安”“家和业
兴”两图相连，预示着家的平
安和睦与国的兴旺富强。

这套邮票以小见大，祈
愿华夏神州大地国泰民安，
繁荣富强。据了解，《戊戌
年》邮票发行量将是第四轮
已 发 行 生 肖 邮 票 中 最 低
的。⑦3

（李 宾 孙莹莹）

本 报 讯（记 者 张 燕
通讯员鲁 钊）“一岗绮丽贯
古今”。11月 8日，卧龙区
人民政府、卧龙岗文化产业
集聚区组织召开人文卧龙岗

座谈会，作家、书画家、文化
学者秦俊、殷德杰、尹先敦、
张兼维等人参加座谈。

一黛青岗横亘，南都山水
生色。这岗，大名卧龙岗。周

宣王时，申伯“于此筑邑”，卧
龙岗畔，就矗立起南阳城。城
倚岗，岗护城，携手走进历史，
从此人文璀璨。“我图尔居，莫
如南土”，3000年春秋更迭，

证明此言不谬。这岗，是智慧
之岗，三顾之岗，爱情之岗，这
岗，文脉喷薄灵秀，“于显乐
都，既丽且康”，五圣德化侔天
地，一岗绮丽贯古今。⑦3

作家学者座谈人文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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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十 四
节 气 ”被 批 准
列入联合国教
科 文 组 织“ 人
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即将
一周年，黄运栓
特 创 作《节 气
谣》以表庆贺、
保护和传承之
情……⑦3

立 冬

立冬苍山远，
朔风百花残。
鸟虫恋巢穴，
野菊傲霜寒。

立冬莫停闲，
大棚盖草苫。
果树涂石灰，
修水搞农建。

立冬勤锻炼，
避开雾霾天。
羊肉炖萝卜，
滋补又温暖。

小 雪

小雪天气寒，
望断南飞雁。
北风扫落叶，
瑞雪兆丰年。

小雪天气寒，
麦苗睁绿眼。
萝卜大白菜，
冬储好过年。

小雪天气寒，
果树忙修剪。
深耕灭虫害，
积肥备来年。

大 雪

大雪天更寒，
温度降零点。
鸟雀懒暖窝，
虫蛇入冬眠。

大雪雪满天，
玉树琼枝弯。
麦盖三层被，
来年粮如山。

大雪人不闲，
温棚蔬菜鲜。
搞好种养加，
副业多挣钱。

冬 至

冬至白昼短，
夜长更深寒。
风吹雪花飘，
进入数九天。

冬至如小年，
饺子防冻寒。
牛肉羊肉汤，
养生滋补暖。

冬至亲相连，
父母翘首盼。
游子早还乡，
过个团圆年。

小 寒

小寒入三九，
出门冰上走。
凌寒梅含苞，
取暖围火炉。

小寒莫停休，
冬闲争上游。
修水搞农建，
旱涝保丰收。

小寒记心头，
真情解民忧。
访贫送温暖，
寒冬春潮流。

大 寒

大寒天最寒，
傲雪梅争艳。
四九凌上走，
冰溜挂房檐。

大寒辞旧岁，
杀猪过大年。
祭灶贴门神，
春节阖家欢。

大寒莫等闲，
春耕人争先。
积肥备良种，
明年夺高产。

节气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