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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你的手定格瞬间展示最美鹰城

“超视立杯”中老年摄影大赛启动
□记者 牛瑛瑛
本报讯 为引领中老年群体树
立文化养老新理念，积极开展“宜
老”文化活动，搭建安全、快乐、健
康、交互的精神文化活动平台，给广
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我、
提升艺术品位的机会，由平顶山晚
报、平顶山市老年摄影协会主办，全
国连锁中老年视光品牌超视立视光
机构承办的“定格瞬间，最美平顶
山”——“超视立杯”中老年摄影作
品大赛活动今日启动，欢迎全市中
老年摄影爱好者踊跃报名，积极参
赛。参赛作品将于比赛期间通过媒

体平台定期展示。
2. 参赛作品黑白、彩色不限，单
据介绍，
“ 超视立杯”中老年摄
幅、组照不限，尺寸不限，创作时间
影作品大赛活动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不限（鼓励近年创作的作品）。
16 日—7 月 31 日。活动进程共分四
3. 单幅作品参赛时应配有标题
个阶段，第一阶段启动征稿，第二
和简单的文字说明，组照作品严禁
阶段参赛作品展示，第三阶段专家
以单张形式重复参赛。
评审，第四阶段公布获奖人员名单
4. 组照作品限 4-8 幅，组照也
并举行颁奖典礼。
应配有标题和 500 字以内的总说明
据了解，
此活动参赛对象为：
社 （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
会各界年龄 40 岁（含）以上的摄影专
点）。
业人员及爱好者。参赛细则如下：
5. 参赛者所提交的照片不得包
1. 参赛作品必须由相机拍摄， 含参赛者嵌入的任何标记、边框、文
交稿作品打印版或电子版均可，参
字等。
赛者自行保留原始照片及相关信
6. 含有暴力、色情、宗教禁忌等
息。
法律不允许内容的作品不得参评。

7. 参赛者应对其作品拥有独
6 名，奖品为价值 1000 元的奖品；优
立、完整的著作权；
还应保证其投送
秀奖 50 名，奖品为价值 300 元的奖
的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
品。另外，
所有送作品的选手，均赠
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
送精美礼品一份。
的任何权利。凡因上述原因导致的
优秀作品展览期间，有国内摄
纠纷及法律责任，由参赛者本人承
影名家现场助阵。优质作品将收入
担，
与主办方无关。
平顶山“超视立杯”
中老年摄影艺术
8. 本次大赛为公益性质，不收
大赛作品目录并印刷成册。同时举
报名费和评审费。所有参赛作品均
办摄影名家座谈会，由国内摄影名
不退稿，评审主委会对该参赛作品
家现场指导、讲课，
分享艺术人生。
拥有展览、出版、宣传、收藏、爱心捐
作品报送地址：超视立平顶山
赠等处置的权利。
视光中心，
地址：平顶山市中兴路北
奖项设置：一等奖 2 名，奖品为
段新华书店二楼。作品名标注为
价值 4999 元的奖品；二等奖 4 名， “超视立杯中老年摄影大赛+作者姓
奖品为价值 2000 元的奖品；三等奖
名+联系方式”。

研究称：

父母抑郁爱羞辱娃
小孩子朋友少
感念母恩
5 月 13 日是母亲节，
为了感念母恩，弘扬孝老
爱亲精神，当天下午 4 时
许，由中国食文化研究会
墨子文化委员会主办的
“墨子兼爱 孝行天下”母
亲节感恩公益活动在平顶
山市饮食服务公司如意酒
家拉开帷幕。活动设置了
子女为母亲洗脚、梳头等
多个环节，现场气氛十分
温馨。
张五阳 摄

郑大一附院风湿病专家周日将来平坐诊
名额有限，
患者需提前到新华区人民医院预约

□记者 魏应钦
本报讯 5 月 20 日（周日），新
华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又将迎
来一位省会知名风湿病专家，郑
大一附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
硕士生导师郑朝晖教授将到该科
坐诊，与患者面对面沟通交流。
据新华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
科主任马永池介绍，郑朝晖教授
目前为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分会第
九届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河南

省风湿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
学会河南省肾脏病分会委员。她
多年来一直从事风湿病的临床及
基础研究，
医学基础知识扎实，临
床 经 验 丰 富 ，长 期 承 担 教 学 工
作。擅长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
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血
管炎、多发性肌炎、皮肌炎、白塞
病、大动脉炎等各种风湿性疾病
的诊治，特别在系统性红斑狼疮
的诊治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
作为我市 唯 一 的风 湿 病专

科，新华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
近年来发展迅速，技术水平不断
提高。特别是入驻该院新病房大
楼后，就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服
务质量显著提升。科室目前开放
病床 30 多张，拥有专业理疗室和
理 疗 师 ，各 种 理 疗 设 备 一 应 俱
全。作为科室负责人，马永池在
业 务 上 不 断 刻 苦 钻 研 ，精 益 求
精。他常常去参加省内外的各种
学术研讨会，紧跟本专业的最新
动态，加强与其他医院的技术沟

通及协作。为了切实解决风湿病
患者看病难、确切诊疗难等问题，
他定期邀请知名风湿病专家坐
诊，不断提高科室的治疗水平。
科室目前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
疗各种风湿病，开展中药穴位贴
敷、中药熏蒸、艾灸等多种特色理
疗，
让众多患者远离病痛。
马永池提醒，郑教授本次会
诊名额有限，患者需在 19 日（周
六）前到新华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
科预约，
咨询电话：13733937313。

本报讯 一项发表在最新一期
美国《家庭心理学杂志》上的研究发
现，父母的心理状况和养育方式可
能是导致儿童友谊破裂的重要因
素。
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和芬
兰于韦斯屈莱大学研究人员对
1523 名来自小学一到六年级的儿
童及其父母的心理状况和养育方式
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父母出现
抑郁症状会严重影响其子女与同龄
人的友谊。另外，这个年龄段的儿
童与其好友“闹掰”，一个很重要的
影响因素就是父母的养育方式。
研究人员将养育方式分为行为
控制型（如夜晚不许出门）、心理控
制型（羞辱）和温暖型 3 种，并将父
母心理状况与养育方式两者区分开
来。
排除儿童自身社交能力不足可
能造成的影响后，研究发现，父母抑
郁和心理控制型养育方式会增加儿
童友谊破裂的风险。有抑郁临床症
状的父母，其子女同挚友友谊破裂
的风险增加了 104%，心理控制型养
育方式也会使儿童友谊破裂风险增
加，
但没有前者比例大。
研究人员说，这两个因素对友
谊破裂造成的影响均比儿童社交能
力不足造成的影响大。
论文共同作者、佛罗里达州大
西洋大学心理学教授布雷特·劳尔
森说，具有抑郁和心理控制型养育
方式的父母会使儿童无法习得与人
健康相处的方式，这可能对他们未
来处理人际关系产生长期影响。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