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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来画个家

建在月亮上! 长着大

耳朵!戴着蝴蝶结!变成大

火箭""

!

月
"

日上午 !在

维也纳森林举办的# 美丽

家园$$$维也纳森林少儿

绘画大赛%上!

#$$

多名小

朋友手拿画笔! 画着自己

想象中的& 美丽家园%!画

面上形态各异' 妙趣横生

的房子让人忍俊不禁(

这次比赛是由河南商

报和郑州金基置业联合举

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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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上午!为了迎接孩子们的到来!

维也纳森林的喷泉早早地开放! 为当天

的炎热天气带来丝丝清凉)

还未到比赛时间! 已经到了很多小

朋友! 这些活泼可爱的小天使一看到喷

泉!便快乐地奔了过去)郑玉雪小朋友家

住在附近!当天!她在爸爸的带领下!早

早地便来到了现场!# 我要画个漂亮的房

子!周边有小鸟!有花!有树!将来给爸爸

妈妈住) %郑玉雪小朋友比画着说)

根据统计!当天!参加比赛的小朋友

超过了
#$$

人!超过了主办方的预料)

参加此次比赛的不仅有个人! 有三

家绘画艺术班也组团参加了此次比赛)

新星艺术少儿发展中心此次带了

##

名小朋友来参加!指导老师李阳是在

商报上看到此次比赛的消息后!才组织

学生参加的) 她说!来参加比赛并不是

为了获奖! 只是想让孩子们开阔眼界)

另外!思维绘画和美林绘画也都带了学

生来参赛)

虽然三家艺术班的老师在绘画理念

上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认同的一点是!对

孩子来说!绘画是一种快乐)

思维绘画的龙文老师说! 对孩子来

说!会握笔就会画画!孩子们不是画匠!

他们画出的画不一定工整! 但孩子们的

想象力是大人们所无法比拟的)

<=>?@ABCDE

因为比赛的主题是# 美丽家园%!很多小朋友都把房

子画到了画里)

建在月亮上!长着大耳朵!戴着蝴蝶结!变成大火箭

**这些都是小朋友们笔下的房子)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小女孩画出的房子基本上是戴蝴蝶结!长着兔子耳朵的!

而男孩子们画出的房子则像变形金刚+坦克等)

还有的小朋友则画起了眼前的维也纳森林! 在孩子

们的眼睛里!这个有好看的喷泉'有绿色树木的地方就像

游乐场一样)

维也纳森林营销总监罗飞讲! 孩子们有关维也纳森

林的所有创作!将会是维也纳森林社区建设的重要参考)

因为孩子的眼睛是最纯净和美好的! 能够到达所有人的

内心深处! 而维也纳森林项目的宗旨就是为所有热爱生

活的人提供爱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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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家园$$$维也纳森林少儿绘画大赛%圆满落幕

%$& 河南商报

活动

!""# ! $ " %& # $%&

LM '() *+, ! NO -./ ! PO 01 ! QR 23

'$$人争抢($万大奖
普罗旺世摄影大赛报名时间截至!月)&日

已有
'$$

人报名& 争

抢% 普罗旺世非专业摄影

大赛的
($

万元大奖)

主办方介绍 !

!

月
*&

日为报名截止日期 !入围

的
*+$

名选手及进入决赛

的
#$

位获奖者将获得捷

安特自行车及宝岛台湾

八日游等价值不等的丰厚

大奖)

已有
'$$

多人报名参加

此次大赛! 要想在这其中脱

颖而出!并非易事)

陈先生是抱着必胜的信心

报名参赛的! 为了拍出最理想

的作品!他甚至不惜血本!花钱

又重新配备了& 装备%$$$买了

一个新的专业相机)

这几天!陈先生一有空就

开车到普罗旺世闲逛! 尤其是

爱丽丝公园! 陈先生逛了已经

不止
(

遍!想在美景中找到让自

己灵光闪现的素材) 可是!想拍

出好的作品并不太容易! 一次

次地拍! 又一次次地
,-..

掉!

至今!陈先生在苦苦寻觅着)

陈先生自称做的是建材

生意!并不缺钱!只是作为自

己业余最大的爱好!他希望自

己的摄影水平通过此次大赛

得到体现)

与陈先生一样!很多已报

名的参赛者这些天都在普罗

旺世& 蹲守%!用镜头拍摄着这

个貌似花园的大楼盘)

& 这几天! 我们这里到处

可以见到带着相机拍摄的人)

下雨的时候!还有参赛者专门

来拍雨景) %普罗旺世方面的

刘雯艳女士说)

()*ESG)

在参赛者中!还有人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拍成

了普罗旺世的业主)

赵先生原本是参赛的!拿到参赛证后!他便

可以随意进入普罗旺世业主独享的私家公园& 爱

丽丝公园%!谁知!在这个公园里流连越久!他越

舍不得离开!于是!他干脆在这里订购了一套房

子!成为业主)

与市区内的公园相比!这个占地仅有
(/!

万平

方米的公园实属袖珍! 但景观却做得非常棒!并

且十分安静) 在市区内的公园里!常常像闹市!尤

其是周末!感觉无法下脚!去趟公园不像去休闲

游玩!倒像在赶集) 如果是在一些大的社区!也有

不少做了中心景观!但往往又太小!照样也是僧

多粥少!无法真正放松) 而爱丽丝公园为业主独

享!幽静美好)

正因如此!很多参赛者在拍摄的时候!都对

爱丽丝公园情有独钟!这个公园已经成为参赛者

选取素材的& 人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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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比赛设计流程!

!

月
*&

日为参赛报名的

最后日期)

为了方便参赛! 主办方设置了多种报名方

式! 参赛者可以到普罗旺世网站,
01123456667809

2:6;7<=>

-下载报名表格!填写后由参赛者本人交

至普罗旺世销售中心, 地址.国基路与索凌路交

会处向西
#$$

米- ! 也可到普罗旺世销售中心!直

接填写表格报名)

& 这次大赛是非专业性质的! 只要是摄影爱

好者均可参加) 最甜蜜幸福的瞬间+最幽默搞笑

的一刻+最动人的刹那!把这些定格在照片中!您

就赢了) %主办方表示)

此次大赛设置的奖品有幸福金影奖
#

名!奖

品为价值
#/!

万元的佳能
!?@ A-BC#D@ #)++

万像素

单反相机一部!最佳摄影奖设了
#+

名!奖品为宝

岛台湾八日游!优秀入围奖设了
)++

名!奖品为捷

安特折叠自行车一辆!而所有参赛选手均可获得

普罗旺世摄影大赛精美礼品
)

份)

& 这些奖加起来!价值在
(+

多万元) %普罗旺

世方面说)

$/012 345 67&

普罗旺世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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