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 网络、

手机成为重要的商业渠道。作为西南

地区第一高端婚纱摄影机构的莱色

集团紧随时代发展，着力打造集团电

商平台， 利用线上与线下的结合，给

客户最好的体验。

“我今年 10 月结婚，想了解一下

婚纱摄影套餐” ，“好的， 欢迎您咨

询，请稍等，马上推荐几款婚纱套餐

给您选择。 ” 在莱色集团电商中心近

200位线上客服的电脑页面上， 记者

看到大量的客户正在咨询。中心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为了更好满足客户需

求，莱色集团线上客服的工作时间是

早上 9点到晚上 12点。

客户在莱色集团电商平台可以

享受到一对一的贴心服务。客服通过

微信添加客户好友，随时可以了解到

客户需求。 很多时候，因为客服的贴

心，客户与其成为了好友。 曾有一对

准备前来拍照的小情侣，在拍照时因

为意见分歧产生了矛盾，在莱色客服

的劝导下，小情侣重归于好，开心拍

照。

在客服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的

同时，莱色集团也在不断扩展电商渠

道，市民通过莱色官网、微信、微博、

美团、天猫、大众点评等网络平台均

可了解到莱色。

莱色视觉集团建于 2006 年。 在

“2016 年度移动电商 10 大品牌商企

业” 大奖上，上百家互联网知名企业

入围参评，莱色视觉集团在激烈的奖

项角逐中脱颖而出，荣获国务院国资

委轻工机关服务局与 C C T V 央视诚

信档案的联合授奖。

在经过紧张激烈的投票后，6 月 15

日，“莱色杯首届贵州新娘大赛” 10 强

选手出炉。 大赛最后的角逐及颁奖礼将

在 24日举行。 前 10强选手每人将获得

500元现金以及丰厚的结婚礼品。

据悉，5月 10日， 由贵阳市妇女联

合会指导、贵阳晚报、贵阳市婚姻家庭

服务行业协会、 贵阳莱色集团主办的

“莱色杯首届贵州新娘大赛”启动。

17日中午 12点， 记者在大赛投票

页面看到，开赛 1个多月以来，共有 902

位选手报名参赛，投票人次近 53 万，页

面访问量超过 270万。

在前几轮竞选中，刘冰茹、魏垚、周

弋人三位选手依然保持较高人气，稳坐

前三宝座。 其中， 刘冰茹更是得到了

52349票。

来自贵阳的新娘李婷目前得票排名

第四。参加此次大赛，李婷得到了全家人

的支持。在最后的角逐阶段，李婷表示她

将全身心投入，展示最好的自己。

记者了解到，目前大赛投票通道已

经关闭。 6月 24日，莱色集团将搭建颁

奖舞台，组委会组成评委团，网络投票

同时开启。10强新娘分别携另一半参加

素质指数、魅力指数、甜蜜指数、默契度

指数等游戏环节，截至颁奖前，采取“网

络投票 60% + 现场评委打分 40% ” 的方

式，最终评选出莱色杯首届贵州新娘冠

亚季军，并现场颁奖。

最终，冠军奖品为

5000 元现金 + 丰厚的

结婚礼品；亚军奖品包括

2000元现金 + 丰厚的结婚

礼品； 季军奖品是 1000 元现

金 + 丰厚的结婚礼品。 此次活动颁

奖礼将由贵阳晚报 Z A K ER 贵阳面向

全国全程直播。

本报记者 李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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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产权通知

尊敬的亨特国际二期（3栋、4栋、5栋）业主：

十分感谢您对“亨特国际” 了解和认可，

以及长期以来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理解。 现

亨特国际 3 栋、4 栋、5 栋已经可以正式办理

产权。 请各位业主携带《商品房买卖合同》、

房款收据、身份证原件（非本人办理需携带

授权委托书）， 到亨特国际金融中心售楼部

办理相关手续。

贵州亨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 6月 19日

6月 16日，“第四届中国青年版画展”在贵阳

美术馆展出。 来自全国 100 多位艺术家的 300 余

幅版画作品与贵阳观众见面。 众多版画名家莅临

现场，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贵州参展作品：意外造就手工之美

本届版画展一共收到了 700 余位版画家的

7000多件作品投稿，最后只有 300余幅入选，可谓

是精挑细选。

在当天的展出中，杜晓梦、贾婧毓合作的《梦

回苗乡》成为贵州入选的两套作品中的一套。 杜

晓梦现为安顺学院教师，《梦回苗乡》这幅画的主

题，来自于她的毕业论文“苗族刺绣色彩对贵州

绘画的影响” 。

来自河北的杜晓梦说，因为设备不够好，在贵

州搞版画有不少局限性。 比如一些机器可以帮助

完成的细节却因为缺少机器而需要手工制作。 这

一幅版画的印色， 就花了两个月时间。 但因祸得

福，不少细节的色彩因为手工的关系更有层次，局

部显得“斑驳” ，使得画面更有美感。

而另一位作者来自贵州民族大学研二的学生

陈婷婷的《dinner�party》也以少数民族长桌宴的

形式，入选了“七幅版画” 。

名家点赞：跨界概念已入贵州

作为中国版画界的领军人物， 中国美协版画

艺委会名誉主任姜陆先生说， 贵州的版画有极强

的地域性特征。多年来，贵州版画家创作的例如本

地风土人情为题材的版画作品， 以其凝重的画面

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西南地区的版画有一种神秘气息，尤其贵

州的版画风格，很像我眼中的西班牙艺术，神秘、

浓烈、风情。”姜陆尤其欣赏曹琼德的风格，“非常

有分量” 。

姜陆认为贵州的版画生机勃勃， 有几个全国

独有的现象：首先，贵州没有专门的美术院校，版

画却发展得很好；其次，贵州的社会力量和艺术界

结合得很好。

“一般来说，有美术学院的地方，版画的发展

后继有人，但是贵州却没有专门的美院，中青年版

画家层出不穷。 在全国都很活跃。 比如吴建棠等

人，就是得奖专业户。 ” 通过在遵义等地接触到的

民间版画工作室，给姜陆印象最深的是，贵州的青

年艺术家非常具有活力。

贵州著名画家曹琼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本次画展最重要的意义，是把跨界的概念引入

到贵州版画从业者的视野当中。曹琼德说，在国外

没有画种之分，略带有装置艺术的艺术作品，更是

目前青年艺术家的创作趋势， 很高兴此次版画展

在贵阳展出。 本报记者 李韵

6月 24日颁奖礼决出冠亚季军

贵州新娘 十强出炉

婚纱摄影新模式

在线服务一对一

十强选手

刘冰茹、魏垚、周弋人、李婷、封迪、

朱永翱、李佳玲、龚敏、钟小艾、殷文文

新娘

故事

90 后女孩向天天，是莱色集团企划部员

工， 参与了此次 “莱色杯首届贵州新娘大

赛” ，并进入五十强。 天天说，她期望把自己

托付给所爱的人，两颗心自始至终相守不移。

2016 年 5 月， 在朋友组织的漂流活动

中， 向天天与王茂霖初次相遇。 在几次接触

后，王茂霖如同打了“鸡血” 一般，向他梦寐

以求的女神展开了各种攻势。 “几乎每天晚

上，他都用各种理由约我吃饭。 ” 向天天说，

也正是男友持之以恒的态度让她“心软” ，给

了对方机会。

相处过程中， 向天天开始对起初不太感

冒的男人产生了好感。向天天说，虽然男友家

境殷实，也有正式工作，但他晚上还会选择摆

地摊的方式来磨练自己。

除了上进心而外， 向天天还在男友身上

找到了牢实可靠的安全感。向天天说，在一次

泰国旅游期间， 正值泼水节， 大家尽情地玩

水，她“不幸” 成为众矢之的，男友见状

当即上前，如同呵护珍宝一般将其紧

紧抱在怀中。 “他就是这样，遇到

突发事情，会第一时间出现，并

想尽办法来保护我。 ”

爱情的力量就是如此奇

妙，从一个连家人都无法改

变其性格、脾气的“顽劣”

女孩， 在与男友的相处中，

渐渐变得懂得体贴，懂得认

识自己的错误，并付诸行动

来改变自己。

2018 年 5 月， 两人即将

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开启他

们崭新的生活。 在此也祝愿这对

才子佳人，最终能白头偕老。

本报记者 王杰

贵阳新娘向天天：

他给了我安全感

“中国青年版画展” 贵阳开展

名家点赞跨界创新

WENYU

ZIXUN

文娱资讯

展览现场

向天天和王茂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