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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令电器杯�南阳晚报第十届新春联大赛暨‘福送市民’活动”昨日启动——

春联红彤彤，福送南阳人

写一副春联增添一份年味儿，
送一副春联增添一份温情，贴一副
春联增添一份喜悦；写一幅“福”画
一幅“福”，送给南阳人一份新年的
祝福……

狗年新春将至，为让南阳人过
一个欢乐祥和的狗年春节，“时令
电器杯”本报第十届新春联大赛暨

“福送市民”活动昨日启动。
本届大赛由本报主办，时令电

器冠名，瑞德轩书画社、庚庄茶楼、
墨语国画协办，设6个环节：春联征
集、“福送市民”书画作品征集、评
委初评、读者“微信投票”、评委评
审、书画名家义写春联（含“福送市
民”活动）。

参 赛 春 联 要 求 内 容 积 极 向
上、富有地方特色、具有浓郁的节
日文化气氛；反映新时代、新作
为、百姓的幸福新生活；“幸福是
奋斗出来的”，奋斗就能幸福，要
弘扬南阳人建设幸福生活的奋斗
精神；讴歌南阳的大事喜事，展示
经济社会发展新成就；讴歌扶贫
工作新成果，传播南阳正能量、打
造文化新名片。

征联时间为 1月 11日至 21
日。之后刊发候选春联，请读者投
票；由著名作家、民俗学家、社会学
家等组成评委会结合读者投票，评
出一、二、三等奖、优秀奖和读者参
与投票奖。腊月二十三前后，本报
还将邀请我市书画名家前往时令
智能生活广场（滨河路与卧龙路交

叉口西侧）等地，为市民义写春联、
“福送市民”。火红的春联翰墨香，
带给南阳人新春最美的祝福……

为让更多市民参与到春联创
作中，参赛春联可以不拘泥于春联
创作的传统要求。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二等奖
两名，三等奖6名，优秀奖30名，读
者参与投票奖 30名（获奖名单将
在本报刊出）。

参赛作品请寄往南阳晚报文体
部或发送邮件至 nywbrw@126.
com，手机短信至18623909396、
18537759199（请注明“新春联大
赛”）。

“福送市民”作品征集时间为1
月 11日至 2月 5日。请书画名家

在此期间将作品送至南阳晚报文
体部，本报将选择部分作品予以刊
发，并在春节前把红红火火的“福”
送给南阳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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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7669686 ⑦3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辞旧和迎新是春节的两大主题。
拜年是岁首迎新的主要活动，是人
们在新年之际互相庆贺，表达美好
祝愿的主要方式。一声声“给您拜
年啦”，一句句“新年快乐，万事如
意”的问候，使节日洋溢着浓浓的
喜气和温馨，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
的人情味。

《拜年》邮票第四套 1月 10日
发行。邮票上“欢欢”“喜喜”在壮
族聚居区向全国各族人民拜年。
邮票主图设计延续去年与少数民
族元素相结合的创意，着力营造出
欢快、热烈的节日气氛，表达全国
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幸福生活，共筑中国梦的美好寓
意。

2015年 1月 10日，《拜年》邮
票第一套发行，邮票画面以两个卡
通形象“欢欢”“喜喜”为主要元
素，衣着配饰都具有现代特点，两
边是代表中国建筑文化的门墩及
春联，背后是古典的朱漆大门，象
征着富裕、殷实。门内有照壁一
方，上贴福字和剪纸风格的羊形
象。现代和古典的对比与融合，
象征着中国拜年传统文化由古至
今，不断传承。

《拜年》邮票第二套 2016年 1
月 10日发行，邮票中“欢欢”戴着

“猴帽”，双手高举竹竿，挂着火红

的正在燃放的鞭炮，炮花如绽放的
春之花，绚丽多彩；“喜喜”双手捂
耳，一脸喜悦，笑逐颜开。

第三套《拜年》邮票 2017年 1
月 10日发行，邮票图案中的“欢
欢”和“喜喜”身着蒙古族传统服
饰，手捧哈达，向全国各族人民拜
年。蓝色的哈达象征着尊贵，白色
的哈达象征着祝福，祥云象征着吉
祥，蒙古包象征着幸福，整个画面
洋溢着“吉祥哈达迎春献，幸福花
儿向日开”的喜庆氛围。

《拜年》邮票因为其春节的概
念、喜庆的题材、精致的设计，而深
受广大集邮爱好者的喜爱。⑦3

（孙莹莹）

南阳三院医疗美
容 中 心 始 创 于 2008
年，始终坚持以开拓的
先锋精神、创新的美学
理念、先进的医学美容
技术、公益诚信的文化
理念服务广大求美者
们，经过9年专业医美
的完善和积淀升华，已
逐渐成为豫西南安全
整形的领航品牌。

三院医疗美容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2009年，三院医美中
心荣膺“南阳市整形行
业 临 床 重 点 专 科 ”；
2010年，成为“飞顿二
号工作站应用培训基
地”；2012年，成为“韩
国 SR整形美容医院
协作单位”；2013年，
成为第四军医大学西
京整形美容医院协作
单 位 ；2014年 ，举 办

“2014年河南省中医、
中西医结合整形美容
学术年会”；2015年，
举办“2015年中华中
医药学会中医美容学
术年会”；2017年，联
合郑州大学医学院、美
迪塑成功举办“2017
年 艺 术 线 雕 高 峰 论
坛”……“通过举办这
一系列大型活动，我们
把医院专业、诚信、求
精的形象展示给了广
大求美者们。”该负责
人如是说。

“作为一个用医学
手段塑造美的机构，三
院医美中心把医学行
业的严谨态度与责任

心，带到科室管理的方
方面面，不懈地践行公
益和慈善，把诚信作为
最基本的准则，坚信抓
好服务品质，践行‘诚
实、责任、聆听’的理
念，为更多的求美者带
去专业、全面的优质整
形美容服务。”该负责
人说。

三院医美中心拥
有“国内一流专家团
队”“国内尖端设备”

“国内领先的医疗美容
技术”三大品牌优势，
为南阳爱美人士的美
丽保驾护航。医美中
心专家团队拥有国内
激光美容开创者陈义、
皮肤美容专家宋道阳、
整形美容专家王英俊、
微整形抗衰专家程敏
霞、好莱坞御用整形专
家李久恒、面部轮廓整
形专家徐威强、五官精
雕专家宋峻岭、乳房修
复与重建专家田会建
等业界精英，轮流坐
诊；中心拥有德国贝朗
蛇 牌 动 力 系 统 、Ul-
traPulse超脉冲点阵
王、CO2超脉冲激光、
飞顿2号等先进设备，
提供专业、安全的医疗
保障；中心致力于整形
美容科技与技术的创新
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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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
万爱美人士提供了美丽
解决方案……⑦3

（周玉杰）

三院医美中心
专业铸就品牌

□本报记者 李 宾

书画名家义写春联（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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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了，“拜年”啦

《拜年》系列邮票 本报讯（南阳报业
传媒集团全媒体记者
张洪磊）日前，我市著
名交通题材作家武占
文新著《路人可敬》，由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中
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
家李天岑评价该书“交
通公路事业用文学形
式表达的不多，很独
特，值得肯定”。市书
法家协会副主席、著名
书画家尹先敦为该书
题写书名。

全书 40余万字，
以中部某地为点，时间
跨越从清末民初到新

中国成立时期的交通
发展历史，围绕几家人
三代的恩怨情仇、悲欢
离合，以大交通格局的
形成过程，展现交通人
对国家交通事业做出
的贡献和不同时代背
景下交通强国的故事。

南阳报业传媒集
团俱新图书出版中心
负责北京联合出版社
和中州古籍出版社南
阳区域的图书出版业
务，出书咨询电话：

13271336899
13782096099
60556766 ⑦3

武占文新著
《路人可敬》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