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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9日讯 今日，长
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判委员会
讨论，出台了《关于在全市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统一适
用城镇居民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
意见的通知（试行）》，决定从12月
20日起， 对长沙市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案件统一适用城镇居
民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通知》规定，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案件中不再区分受害
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 收入来
源地等因素，其残疾赔偿金、死亡
赔偿金统一按照湖南省上一年度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
算。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件中被扶养人生活费统一按照湖
南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性支出标准计算。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李昭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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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9日讯 下线了
400多天的滴滴顺风车，将重新开
始为长沙市民提供出行服务。今
天， 滴滴顺风车宣布，12月23日
起，顺风车将在长沙、北京、武汉、
南昌、佛山上线试运营，这也是滴
滴顺风车公布的第三批试运营城
市名单。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到，
重新上线的滴滴顺风车将引入失
信人筛查机制，进一步提升用户准
入门槛，并全面去社交化，上线女
性专属保护计划。

试运营期间，滴滴顺风车平台
提供服务的时段为5:00-23:00，
同时顺风车平台的订单仅限市内
中短途，里程需在50公里以内，平
台不收取信息服务费。 值得一提
的是， 滴滴顺风车引入了失信人
筛查机制， 可公开查询到的失信
被执行人无法注册成为顺风车车
主， 同时携手公安机关对注册车
主进行综合背景审查。

为了保障司乘权益， 滴滴平
台将原有的用户“信任值”升级为

“行为分”， 评价差、 投诉多的用
户，行为分过低，可能会影响顺风
车服务的正常使用。

根据产品方案， 车主和乘客
注册顺风车均需通过身份证和人
脸识别验证， 全部用户均为实名
出行。

为了去社交化， 滴滴顺风车
下线了个性化头像、 性别等个人
隐私信息，全面保护用户隐私。附
近接单功能也被下线， 车主需设
置常用地点， 只能在常用地点间
接单，并且限定了每日接单数量。

滴滴顺风车还将上线女性专
属保护计划， 比如女性用户可以
看到合乘用户的一系列信息，包
括驾龄、车龄、通过人脸识别的具
体时间等。 而在长距离出行等特
殊场景下， 女性用户必须设置紧
急联系人， 平台会要求合乘用户
多次进行人脸识别， 提醒女性用
户开启行程分享并主动对行程进
行录音等。

■记者 潘显璇

唐红印象最深的是一位
来自北京的小姑娘，“她几乎
每隔半个月就要来化一次妆，
我开始还以为她是长沙人呢，
问了才知道竟然是北京的。”
这位北京姑娘曾无意说起，专
门打“飞的”到长沙，不为别
的，就是喜欢这里的夜生活。

事实上， 唐红几乎每个晚
上都会为外地的游客化妆。工
作间隙，她也爱与客人们聊天，
“最爱聊的话题就是为什么来
旅游还专门化夜妆。 大多数客
人都认为，长沙除了美食，最吸

引人的便是丰富的夜生活了。”
“相对于其他的化妆师，

夜妆师的工作时间多在晚上。
如果不是在长沙工作，可能不
会知道什么是夜妆师，更别说
从事这个行当了。” 聊到长沙
丰富的夜生活，唐红既感叹又
感谢。她感叹行业发展变化之
快，也感谢自己当年选择投身
长沙， 成为了第一批夜妆师。
谈及未来， 唐红充满了期待，
“我觉得长沙是个能够实现梦
想的城市，再小的事情通过努
力也能变成事业。”

夜妆师：扮靓“夜精灵”，装点星城梦
专为客人打造夜间精致妆容，男性顾客约占三成 有外地客打“飞的”来感受夜长沙

长沙涌现近百夜妆师
男性顾客约占三成

据了解，在长沙“解放西”
一带， 酒吧KTV超过200家，而
像唐红美妆工作室这样的门店
约有100家，化妆师有500人以
上。其中，从事夜妆师的有近百
人。这些数字，无疑是夜妆需求
的说明， 也是长沙夜经济繁荣
的注解。

更有意思的是， 化妆这一
行业已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地
突破单一受众性。 顾客群体中
已出现越来越多的男性， 特别
是夜妆。唐红表示，前来找她化
夜妆的顾客， 男性约占到三成
左右。

目前， 夜妆师仍处于兴起
阶段。在长沙，夜妆师、夜妆工
作室更多地出现在酒吧相对集
中的地方， 呈现出明显的区域
性。唐红透露，因为还没有完整
的职业规范， 现在的夜妆师也
多为兼职状态， 收入则在每月
3000元至6000元不等。

唐红，26岁， 在长沙解放西
路上为顾客化夜妆已有7年。

车水马龙的长沙五一商圈里， 有一条著名的酒吧
街。当夜幕落下，“解放西”妆容精致的年轻人，也成为长
沙夜晚里的独特风景。怎样才能在霓虹闪烁中更好地展
现自己的“夜美丽”？如今的年轻人，喜欢把这件事情交给
专业的人———夜妆师，就是专门妆扮“夜精灵”的人。

12月12日，在五一新干线，夜妆师唐红凭借轻巧熟
练的技术，不到半个小时，便为一名女性顾客化好了精
致的夜妆，“忙碌的时候， 一天能为30余位客人化夜
妆。”（扫报眉二维码看视频报道）

■文/记者 田甜 图/�顾荣
视频/�刘品贝 郭辉 衡山电视台记者 郭宇翔

7年夜妆师生涯，她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夜妆师，顾名思义，是为
客人打造夜间妆容的专业化
妆师。

虽然年纪不大，但唐红其
实已经是业内一名资深的化
妆师。早在2010年，年仅17岁
的唐红便开始学习化妆，为演
艺场所的演员化舞台妆，而后
慢慢转型到化日常妆。 现在，
因为看好长沙夜经济未来发
展，她选择把工作重心放在夜
妆与化妆培训上。

每天，都有大量的年轻顾
客需要化夜妆。 一到晚上，唐
红的美妆工作室里就挤满了
准备去“解放西”感受夜生活的
年轻人。“夜妆不能像舞台妆那

么夸张， 也不能像日常妆那么
清淡，最重要是掌握好‘度’。”
唐红说，夜妆更加注重立体感
和色彩。她一边熟练地从十余
种不同的眼影颜色中为客人
挑选自己认为适合的颜色，一
边透过化妆镜与客人进行眼神
交流，了解她的想法。

每一次化妆前，她都会详
细了解客人计划前往的环境，
并会据此选择不同的化妆手
法， 从而达到不同的妆面效
果。或许正因为唐红化出的夜
妆总能“恰如其分”，7年的夜
妆师工作，让她逐渐获得了市
场肯定。现在，她成功地在五
一新干线开设了一间工作室。

迷恋长沙夜，有人每半月就飞来长沙

人物档案

记者点评

长沙夜经济之所以繁荣，与
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密不
可分。它包容而开放，给予了不
少新兴职业萌芽生长的土壤。

从化妆师中细分出来的夜
妆师，由夜经济催生，虽多数仍
在起步阶段，但在不远的未来，
在发展中逐渐完善短板， 将成
为长沙的特色职业，值得期待。

唐红和同行们扮靓了人们
的脸。而这些精致的脸，又装点
了长沙的梦。

精致了脸
也装点了长沙的梦

下周起，滴滴顺风车长沙试运营
引入失信人筛查机制，服务时间段为5：00-�23：00

今起长沙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统一标准

12月12日，夜妆师唐红正在给准备去酒吧的客人化“夜妆”。

唐红在整理自己的化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