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26日讯 今日， 记者
得知， 第12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
节将于10月12日至14日在长沙
举行， 期间将揭晓第29届中国电
视金鹰奖。

开幕式晚会将于10月12日晚
在长沙启幕，开幕式导演组介绍，文
艺节目紧密围绕改革开放40周年
与中国电视剧诞生60周年，通过经
典画面串联不同年代、深入人心的
优秀电视剧。本届“金鹰女神”将花
落谁家？届时又将以怎样的造型和
形式出现在金鹰节开幕式晚会中，
无疑也是当晚一大悬念和看点。

作为压轴大戏，10月14日晚
现场直播的颁奖晚会， 将颁出金

鹰奖优秀电视剧、最佳编剧、最佳
导演和观众喜爱男、女演员，以及
金鹰节最具人气演员奖男、 女演
员等奖项。目前金鹰奖第二阶段观
众投票已于9月24日晚截止，在观
众投票的男演员中，李易峰、胡歌
领跑前两位， 女演员中迪丽热巴、
杨紫位居前列。 该晚会总导演王
琴表示，晚会主题为“一起合拍 不
忘初心”， 届时既有何炅和所有提
名演员的脱口秀， 也有老演员回
忆自己刚入行时的青葱懵懂。

同时， 本届金鹰节将继续举
办“2018金鹰论坛”和“2018金鹰
电竞体育盛典”。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郑晨红 程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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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长沙分行入湘十年
———“我们的厅堂 我们的故事”厅堂服务明星小故事连载

客户的难题，就是我
们工作的课题。作为一名
运营柜员，做好服务的必
经之路就是对待每一位
客户都要真诚、热情。 尤
其是中老年客户，对他们
更需要多一些周到，多一
分耐心。

一天中午， 杨林办理
完交接手续准备去吃午
饭，走出营业厅，迎面走来

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吃
力地拿着沉甸甸的塑料袋
说:“我要换零钱，行不？”杨
林二话没说，返回柜台，开
始受理老人的业务。 打开
塑料袋， 一股难闻的气味
弥漫密闭的营业厅柜台
内。 老太太家里是买手抓
饼的， 长时间积攒了大量
的零钞硬币无处换整。 杨
林微笑着对老太太说：“您
放心， 我们这就给您办
理。 ”十个一摞的整理，破
币粘粘贴贴，弄平摆整齐。
清理过程中杨林发现其中
有张是假币， 告诉老太太
按规定流程， 这张钱要没
收！ 奶奶听说是假币，表示
自己也希望认识一下，以
免再次误收。 杨林兑换完
零钱后又耐心的给老太太
讲解怎样识别假币......

杨林当时可选择正
常下班去好好享受自己

的午餐，让老太太排队等
候其他同事叫号办理，而
她却放弃了这样的权利。
她觉得真心为客户服务
应体现在客户的感受上，
自 然 会 收 获 客 户 的 肯
定。 岗位虽平凡一样有
成就感， 客户的口口相
传， 可以提升民生银行
的市场美誉度， 在这样
的集体中工作也会很开
心愉悦。 其实，她最大的
收获是客户对民生银行
的“忠诚的心”。

多一些周到 多一分耐心

中国民生银行长沙人民路支行
柜员 杨林

“码”上办卡 享海量优惠
民生信用卡 知你更懂你

中国民生银行长沙河西先导区支行
服务经理龙嘉凤

关心老年客户 热情多一点

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民生银行的工作人员关注客
户，为大众客户服务的行为准则。

按照工作惯例， 民生银行长
沙分行河西支行服务经理龙嘉
凤每日定时会在自助银行区进
行巡查。

有一日， 龙嘉凤发现一位老

奶奶正在摸索着使用自助取款
机，神情十分紧张。 龙嘉凤上前询
问， 得知老奶奶正在用一张其他
银行的银行卡在民生银行的机具
上办理取款， 但因患有视神经萎
缩，可视距离很短，自助办理起来
十分的不便。

协助奶奶办理完取款后，龙
嘉凤便和奶奶闲聊了几句。 奶奶
姓曹，刚搬到支行附近的小区，今
天是来支取退休工资的， 以前都
是自己在自助机具上进行操作，
好几次都因为手脚太慢而吞了卡
片。 曹奶奶说：“你们的服务真是
好，今天很感谢你，让我这么顺利
的取到了工资。 ”

自那以后， 每个月 15 号左
右， 曹奶奶都会来网点办理取款
业务， 龙嘉凤特意的等候与关注
这样一位“特别的客户”，第一眼
发现曹奶奶时， 就及时上前主动
热情地协助她办理。 曹奶奶说：
“小龙能这样帮助老年客户，我十
分信任她。 ”

本报9月26日讯 今日，“走
进新时代 我们舞起来”全国广场
舞展演活动湖南省集中展演在湖
南省文化馆文化广场举行。 来自
全省14个市州的14支优秀广场
舞队伍悉数亮相，大展舞艺。

此次展演活动由湖南省委宣
传部、省文化厅、省体育局、湖南
广播电视台主办。自今年7月启动
以来， 全省累计举办广场舞展演
138场， 参演群众约61600余人，

观众达21.6万人次。历经2个多月
的层层选拔， 最终有14支队伍脱
颖而出。

展演现场，14支优秀广场舞
队伍用动人的舞姿和纯朴的笑
容， 充分展现了湖南广场舞的特
色与成就。此次展演后，活动组委
会将从14支表演队伍中选出优秀
广场舞团队代表湖南参加在北京
举办的全国广场舞展演。

■实习生 余林钗 记者 袁欣

第一场海选落幕
30名选手脱颖而出

9月22日，新丝路湖南模特
大赛长沙赛区第一场海选在中
建·璟和城鸣锣开赛， 从300名
报名选手中甄选出的60名选
手，进行了自我展示、活力装秀
和礼服秀三个环节的比拼。

记者发现，参赛选手中，湖
南师范大学、 湖南女子学院等
高校的学生较多。 值得一提的
是， 长沙财经学校的几名选手
都只有16岁， 这是她们第一次
参加模特比赛，“同学组团参
赛， 可以相互壮胆， 没那么紧
张。 我们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
到这里，希望能挑战自己，在比

赛中提升自己。”
虽然赛前选手们都说紧

张， 不过，T台上的他们却充满
自信和朝气， 不俗的表现赢得
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经过100名大众评审投票
和专业评委的筛选，30名参赛
选手获得了晋级决赛的资格。

第二场海选将开选
50晋20，竞争更激烈

第一场海选刚落幕， 第二
场海选已万事俱备。 据组委会
工作人员介绍， 第二场海选将
于9月28日下午3点在中建嘉和
城凤凰台举行。 这场比赛将通
过选手自我展示、 活力装秀和

礼服秀三个环节大比拼， 从50
名选手中筛选出20名优秀者。

据悉， 参加第二场海选活
动的选手， 将以大中专院校的
学生为主，平均年龄不到18岁，
清新可爱，可塑性很强。俊男美
女与中建凤凰台自然美景相互
融合，相得益彰，有望成为本场
比赛的一大亮点。

上周，由中建信和地产有限公司总
冠名的“中建信和杯”2018新丝路湖南
模特大赛长沙赛区第一场海选圆满落
幕，30名选手成功晋级决赛。9月28日，
长沙赛区第二场海选将在中建嘉和城
凤凰台举行， 届时，50名选手将在T形
台上展开激烈角逐， 赢取决赛参赛资
格。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余林钗

14支队伍长沙展舞艺

10月，看“金鹰”高飞

参赛佳丽与萌娃。 记者 曾少军 摄

新丝路湖南模特大赛长沙赛区第二场海选将于9月28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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