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皮、混油皮，我是

哪种，怎么护肤？买了很

多护肤品，用完了肤质

也没有任何改善……与

其拿自己的脸当试验

田，不如今天晚上来国

贸商场，听听资生堂高

级护肤讲师怎么说。18
日晚上 7 点到 8 点半，

临安国贸资生堂会员沙

龙在商场六楼 VIP 中心

举行，讲师拥有 12 年美

妆护肤培训经验，现场

教学还有互动环节，不但解你心中

疑惑，还有奖励呢。

知道你听完可能想试试产品，

国贸资生堂专柜推出“满 300 元送

80 元”的优惠活动，全场购物满 988
元加赠精美浴巾礼盒套装。还没完，

还有以下优惠：任意购护肤品三件，

可 60 元换购价值 160 元的悠莱弹

润晶致臻粹卸妆霜（130g）；购买悠

莱“黄金颜值开关”另加赠精美化妆

包一个；购熟眠蜜，加 99 元可换购

价值 230 元的净透幻肤露（150ml）。

这次资生堂专柜的优惠主要针

对旗下的悠莱和怡丽丝尔两大品

牌。悠莱历经 30 多年研究，是资生

堂专为中国女性而研发的全新品

牌。怡丽丝尔于 1983 年诞生在日

本，着眼于胶原蛋白抗衰老研究，

2004 年正式进入中国，主要针对肌

肤氧化引起的不良肌肤状态。

时间院8 月 18 日周五

19院00要20院30
地点院 临安国贸商场 6 楼 VIP

中心

内容院 护肤讲座 野资生堂美颜
会袁遇见更好的自己冶

预约电话院63721850 渊免费参

加袁限员 30 人冤

遇见更好的自己

资生堂护肤讲座进国贸

颜察

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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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临安城中村改造如火如荼。全

市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城

市建设有序进行。为助推临安城中村改造，充

分展示广大干部群众无私奉献、勇挑重担的魅

力和风采，同时也为城中村留下宝贵的历史影

像资料，市委宣传部、市征收住保办、市文联、

市作家协会、市摄影家协会决定举办以“新临

安·新城市”为主题的征文和摄影比赛活动。

一尧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征收住保办、市

文联

协办单位：市作家协会、市摄影家协会

二尧活动主题

通过举办“新临安·新城市”文学和摄影大

赛，全面展示临安城中村改造取得的巨大成果

以及广大干部群众顾大体、识大局的精神风

貌，进一步提振精神、鼓舞士气、凝聚人心，引

领广大干部群众树立大局意识，增强全局观

念，理解和支持城中村改造工作，加快城中村

改造进程。

三尧参赛要求

1援文学作品：用文学的笔触来关注、挖掘

城中村改造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好组织、好干

部、好市民的先进事迹，展现一线的干部们积

极作为、攻坚克难、依法办事、为民谋利和市民

积极支持城市建设的精神风貌；反映市民对城

中村改造的直观感受、体验和感想等。题材限

于与临安城中村改造有关的小说、散文、纪实

文学和诗歌。要求思想积极健康、风格新颖独

特。

作品必须为原创。小说以中、短篇为宜，每

篇在 10000 字以内。散文宜 2000 字以内，纪实

文学宜 5000 字以内。

2援摄影作品：要求忠实记录临安城中村改

造过程中的摄影作品，从不同侧面、不同角

度展示临安城市发展的和谐风貌，反映临安

在这个特定时期走过的历程，并折射出临安

的未来。要求主题突出、图片精美、说明文

字优美。

参赛作者需提交参赛作品的电子文件

(每张作品的大小不低于 1024 像素、800K 大

小)。提交作品时参赛作者需注明作品名称以

及作者的联系方式。本次摄影大赛欢迎参赛

者创作组照。组照为 4 张以上 8 张以内，原

则上以村为单位成一个组照，一组反映一个

村的面貌，鼓励用拆迁前、拆迁中、拆迁后、

安置房建设等图片形成组照。

3援主办方有权将比赛作品用于非盈利的

宣传、展览和专题画册。投稿者应保证其所

投的作品拥有独立、完整的著作权，保证不

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

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所有作品如涉及

著作权、版权、肖像或名誉权纠纷，均由作

者本人负责。

四尧 征稿事项

征稿日期：即日起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以送达时间为准）。

光盘邮寄地址：临安市广场路 47 号市文

联 办 公 室 ： 蒋 雷 超 ， 电 话 ： 63700938、
18768493913，邮编：311300 （信封请注明

“新临安·新城市”文学和摄影大赛）。

参赛作品的电子文件统一发送到邮箱：

197438060@qq.com 蒋雷超收

五尧 奖项设置

1援文学作品奖项：优胜奖 10 篇，每篇

800 元奖金、证书；入围奖 20 幅，每篇 500
元奖金、证书。

2援摄影作品奖项：优胜奖 60 幅，每幅

500 元奖金、证书；入围奖 60 幅，每幅 300
元奖金、证书。

比赛结束后，主办方将邀请有关专家进

行评审并最终评选出获奖作品。获奖作品将

由市征收住保办收藏，并由市委宣传部、市

征收住保办、市文联、市作家协会、市摄影

家协会联合颁发获奖证书。

“新临安·新城市”文学和摄影大赛征稿启事

7 月 21 日，本报《假日周刊》上

曾刊登了家长干涉导致子女婚姻

破裂的故事。那么子女干涉父母的

婚姻又是什么原因，结果如何呢？

请看本期故事。

说起子女对老人的照顾，往往

停留在物质层面，如改善吃穿住等

生活条件，而容易忽略老人精神和

情感上的需求。多数单身老人盼望

找到另一半共度余生，在这个环节

上，一些子女成为了老人实现愿望

的“拦路虎”。

位于我市婚姻登记处的蒲公

英家庭成长指导中心，有点像老娘

舅，调解过不少家庭纠纷，其中就

有子女干涉父母婚姻的。婚姻咨询

师李一宏老师告诉记者，他遇到过

多起老人离婚案例，原因如出一

辙。

有一天，一对老人来办理离

婚。男方六十出头，女方五十多岁。

一般来离婚的人都是满脸怨气，而

这对夫妻和颜悦色，相互搀持而

入，女方还偷偷地问，“我能留一本

结婚证作纪念吗？”

原来他们是被孩子逼得没办

法才来离婚的。男方是杭州人，丧

偶，在杭州有房产。女方是临安人，

离异。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俩相识

了，情投意合，相处融洽。一段时间

后，他们到婚姻登记处领了结婚

证。不久，男方子女发现父亲与阿

姨领了证，一直相安无事的家里瞬

间激起惊涛骇浪。

以后父亲的财产会如何分配？

会不会损害到自己的利益？几个子

女心生顾虑，轮番劝说父亲。老人

经不起子女三番五次的骚扰，最终

同女方办了离婚手续。

还有一对老人也是如此。他们

俩都是离异，她性格温和，善良体

贴。再婚后，她把男方一家大小都

照顾得好好的。好景不长，男方大

女儿担心后妈分走拆迁补偿的多

套安置房，便使尽浑身解数，让老

爸不得安宁，从此安逸的生活不

再。迫于女儿的压力，最后两位老

人再婚后不久又离了婚。

李一宏从事婚姻辅导工作三

年，目睹过很多分分合合。他说，老

年人再婚后常引起子女对自己父

母财产分配的担忧，从而引发各种

矛盾。但从老年人心理来看，他们

也需要自己的情感归属，作为子女

应该让父母享受晚年，而爱情与陪

伴是老人最好的籍慰与精神补品，

子女应当支持。面对这样的情况怎

么办？李一宏建议在兼顾子女和双

方利益的前提下，婚前做好财产分

割，把可预见的矛盾降低到最小。

子女成黄昏恋“拦路虎”
婚姻咨询师：别让金钱伤害了亲情

如今的七夕节已经成为了中

国的情人节，在七夕这样浪漫的日

子里，有玫瑰、珍珠、宴会，但是回

到最初，也许恋人们最想要的还是

牛郎与织女那份无论贫穷贵贱发

自内心的真情。那时那刻，你的柔

情蜜意需要一个恰如其分的场合，

中都青山湖畔大酒店正适合你们

脉脉相对。

因为闰六月，今年的七夕节来

得有点迟，但优惠送得相当早。中

都青山湖畔大酒店推出三重优惠，

专门为七夕量身打造，适合情侣和

夫妻。8 月 28 日七夕节正是周一，

下班后你们来到中都共赴晚餐，可

烛光相对也可在湖光山色中享用

自助餐。吃完去酒店大堂取出双人

自行车，花一个小时在绿道上悠哉

悠哉地骑行，聊聊趣事。准备下塌

酒店的，回来还有赠送的水果篮和

甜品享用。

酒店离市区不远，却有着宁静

的时光、秀美的风光，这样的晚上，

如你所愿。

活动一院七夕情人自助餐

时间院 8 月 28 日星期一

17院30要20院00

地点院西餐厅

价格院成人 199 元/人曰儿童 1
米以下免费袁1 米到 1.4 米 100 元/
人袁1.4 米以上成人价

女士免费获赠情人节礼物一

份

预订电话院
0571-23618888-8708
活动二院七夕浪漫情人套餐

时间院8 月 28 日星期一

17院30要20院00
地点院中餐厅情人包厢

价格院 688 元/双人西式套餐

玫瑰主题私人定制烛光晚餐

女士免费获赠玫瑰花尧节日蛋

糕券

预订电话院0571-23618888-17
活动三院七夕情人套礼
湖景豪华大床+双人自助餐

时间院8 月 28 日星期一

价格院880 元/份/天
玫瑰主题私人定制蜜月布置尧

免费获赠水果篮尧夜床甜品尧玫瑰

花

预订电话院0571-23618888-18

与Ta在青山湖畔相约浪漫
请注意查收三重七夕优惠

文/记者 孙梦蕾 实习记者 余多

须浮鸥

卢华兴摄于山东泰安东平湖

中 都 青 山

湖 畔 大 酒 店 微

信二维码

文/记者 孙梦蕾 实习记者 余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