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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是乎

智能时代 东风标致308S为你带来极智用车新体验

科技纵行的时代，“用户体验”是衡量
一个产品是否成功的关键标准。而在汽车
领域，东风标致308S更是深谙用户体验之
道，单从被其命名为“i-Cockpit唯我座舱”
的驾驶舱来看，就不难发现这款紧凑运动
型车的独到之处。“i-Cockpit唯我座舱”搭
载先进的科技配置，采用贴心的设计方式，
为驾乘者完美地诠释了极智的乘驾体验。

【科技配置 让用户体验舒心驾驭感受】
现代社会，科技正在改变着生活，为

人们带来无所不在的舒适与便捷。汽车
领域自然也是如此。东风标致308S搭载
的9.7吋触控屏幕，首先在尺寸上就给了
用户一个惊喜，9.7吋的超大尺寸要比同
级别其他车型的这一配置大出好几圈，且
涵盖了多种行车功能。“Blue-i”车载互联
在线提供包括出行路况、互联分享、安全
保障等在内的多重服务。其强大的一键
导航功能，让寻找目的地这件事更加迅
捷。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车主在路上发生
意外，308S强大的E-Call功能将自动与
后台联系，提出服务请求，让您的用车生
活更加智能安全。而最能打动用户的，就
是其与智能手机一样，只需动几下手指就
可快速的找到相对应的功能，操作简便的
同时，也提高了行车操作的安全性。

【贴心设计 让用户体验不断升华】

当然，东风标致308S“唯我座舱”便捷
的体现还不仅如此，灵动多功能的方向盘、
智能炫彩高位组合仪表盘，以及照顾到乘
驾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的贴心设计，都体
现了308S在用户体验上的周全考虑。

东风标致308S中控台以驾驶员为中
心，采用Driver-Centric倾斜式中控加整
合一体化设计，这样的设计便于驾驶者读
取信息和操作，提供给驾驶者直观、便捷、
智能的驾驶体验。而308S灵动小巧的真
皮方向盘，则将驾驶体验完美提升。小尺
寸方向盘的设计来自跑车理念，在为驾驶
员带来更运动的驾驶感觉的同时，真皮的
材质还将为驾驶员带来更为舒适的握
感。而智能炫彩高位组合仪表盘设计巧
妙，黑色表盘外延由镀铬装饰，启动时更
显智能炫酷，而且仪表盘位于方向盘上
方，使信息可见度更佳，尽享激情操控之
余安全驾驶更有保障，全面的设计让乘驾
者尽情享受驾驭的快感。

用户体验时代，唯有把握用户需求，充
分考虑用户使用产品的细节，才能不断收
获更多的用户。东风标致308S作为汽车科
技的引领者，不仅搭载前沿的科技配置，更
充分考虑到年轻人群用车过程的每一个环
节，为用户带来了更加贴心的驾驶体验，可
以说是紧凑运动车市场的理想选择！

北汽绅宝X55缔造“精工品质
1月10日，北京汽车在有着“活力都

市”之称的海南三亚，正式发布了绅宝品
牌旗下第三款SUV——绅宝X55。事实上，
绅宝X55不仅仅是一款全新车型，而是凝
聚了北京汽车创新精神的匠心之作，完全
可以以“用心”这个词来定义这款“精工品
质”之车。

“用心”，是诚意与实力集大成者的基
石，“用心”更需要用真功夫说话。大数据
表明：在消费日渐理性的趋势下，“高端品
质”成为左右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基于
此，绅宝X55运用了全新设计美学，勾勒
出虽静欲动、激情不失温雅的高端感官品
质；同时，其采购体系实现了全球化覆盖，
关键配件均来自世界级供应商，从而在源
头上保障了一流、可靠的产品品质。绅宝
X55自研发之初，即坚持了“超五星安全”
的碰撞标准，全时全面呵护驾乘者，同时
配合“精准操控”，时刻趣动生活。随着社
会环保意识以及健康意识的日益提升，消
费者选车时更加关注车辆的燃油经济性、
材料环保性，绅宝X55同样可以做到，它

搭载众多“经济环保”科技，确保驾乘者健
康无忧。一系列“车载智能科技”的率先
使用，则让驾乘者随心畅享互联网+汽车
生活的超级便利。可以说，“五项全能”不
但成就了绅宝X55的“精工品质”，更是刷
新了国人对“中国制造”的新感官。

“用心”地为消费者造车，“用心”地关怀
用户需求，绅宝X55以“五项全能”成就了不
凡的“精工品质”，亦使得”以用户为导向“成
为北汽绅宝未来的必杀技。在互联网+时代
下的生存法则，已经迫使生产制造企业由

“生产什么卖什么”转向”用户需要什么我就
生产什么，“C2D”(英文Client To Develop
的缩写)模式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产
品基于用户的诉求，产品的价值也将在用户
身上得以体现，从用户始，以用户终。

如此，作为北京汽车工业设计2.0时
代的扛鼎之作，绅宝X55承载着北汽绅宝
自主创新的使命，更是加速“北汽速度”的
主力车型，亦是π计划的重要组成。今天
的上市，以它为起点，正式奏响了北京汽
车2016年SUV丰收年的序曲。

车市贺岁片巡礼 KX3颜值演技双达标
贺岁电影热潮已经开启，纵观车市贺

岁片，KX3拼颜值飙演技都不在话下，我们
下面就来细说一下。

承袭“DESIGN KIA”设计理念之精髓，流
畅自如的线条勾勒出KX3时尚、动感的车身；
虎啸式前中网与LED日间行车灯连贯一体的

设计更凸显独特。作为SUV，不得不谈及KX3
领先动力。搭载高性能、低油耗、低噪音的
1.6L、2.0L和1.6T三种发动机，其中1.6T-GDI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达160 Ps，最大扭矩
达250 N·m，匹配7速双离合手自一体变速器，无
缝换挡尽显强劲动力，带来无限驾驶激情。

新年团圆路 K4为您保驾护航
春节即将来临，东风悦达起亚K4以五星

安全品质为您护航，伴你度过温馨之路。在
车身用材方面，K4车身大幅采用轻质地、高强
度与高韧性的超高张力钢板，为全家筑起坚
固防线。超高张力钢板在全车优化分布，尤
其对车辆侧身、顶部等发生碰撞时驾乘人员

最易受到伤害的区域进行了再强化，让K4在
碰撞过程中将车内成员受伤害的可能降至最
低。同时，K4还搭载了VSM车辆姿态稳定控制
系统、TPMS高级胎压监测系统、6方位安全气囊、
弯道转向辅助照明灯、宽幅式大尺寸外后视镜
等众多领先安全配置，安全指数直线上升。

民生加银彰显强者本色 业绩与规模领跑行业
2015年资本市场尘嚣落定，对基金公司

来说，适应各种市场风格且能持续战胜市场
方显强者本色。其中，民生加银基金公司
2015年规模与业绩双丰收获得瞩目，不仅以
9220.79亿元的资管总规模在业内保持领先

地位，而且旗下权益、固收类基金整体业绩均
在所属类别中领跑，是业内为数不多的股、债
均衡发展的资管公司。民生加银基金公司未
来还将在多条业务线全面实施体制革新，以
良性的激励机制促进团队的稳定性、能动性。

鹏华基金主动提示回避分级B下折风险
据了解，基金公司近期频频发布风险提

示公告，主动提示投资者关注B类份额交易价
格的波动情况，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13日收盘，在全市
场100多只上市交易的分级B中，约10只分

级基金B份额的交易价格在0.4元左右，如果
相关指数波动加剧，这些分级很可能会触发
下折。鹏华基金特别提示，在当前波动剧烈的市
场情况下，如即将触及下折的B份额，特别是已经
确定下折的分级B份额，投资者都应该回避。

□李金哲
近日，网络爆红节目《奇葩说》第

三季正式上线，作为“老奇葩”的辩手

姜思达先热一步。知名编剧“鹦鹉史

航”发微博，曝光姜思达的舞台首

秀。只见他穿着大红色的外套，十分

扎眼。

据悉，这部叫《给我一颗西非那

地》的话剧，由北大、清华的青年戏剧

人制作，目的是为“患病”的文艺圈创

作界送上一颗“药丸”。然而，观众讨

论的并不是话剧水平如何，唯一的重

点只是“姜思达来了”。

然而以辩论著称的姜思达，却毫

无表演经验。请他来干吗？对话剧

圈来说，这很明显。只不过又是一出

为夺眼球、争票房的表演而已。

近几年，依靠明星效应来撑场面

的话剧演出越来越多。似乎抓住了

明星这棵救命稻草，就有观众有票

房，哪怕对方根本没有演出经验。就

像早年“吕子乔”扮演者孙艺洲所说

的，有导演跟他说，你只要站那，什么

都不用说，就可以了。这背后其实是

抱着一种哗众取宠的侥幸心理，只为

赚取商业利益而存在。

最近歌手周笔畅的话剧《爱》很

热，有网友评价：“最大的亮点就是她

的歌《密友》……”不知话剧制作人听

到这种评价有何感想。

借助明星效应，几家欢喜几家

忧。鹦鹉史航给予支持，“演个嘴很

欠的编剧，很有个性个魅力”。然而

也有网友调侃：“你咋不上天呢？”也

有制作方很担忧“望尘莫及”，“没明

星大家都不买账”。

看到好处的制作方，趋之若鹜。

如此就出现众多市场乱象。赚一票

就走人的不在少数。他们依靠明星

效应，不顾及话剧本身的艺术追求，

演着演着就变味了。说是话剧，最后

干脆沦为明星见面会、明星真人秀。

观众只是为明星而非话剧本身。

有时明星要想清楚，质次的话剧

演出，不仅不会有所成长，还会让苦

心经营的名气降低，沦为商业的工

具。制作方亦要想清楚，一场涉及多

方努力的演出真正可以长久发展，是

依靠精良的内容还是明星？他们是

为你票房“雪中送炭”的，还是“锦上

添花”的？

就像青年导演张新新所反思的，

加入姜思达等网红，让自己变成了自

己所反对的人。“就像原本‘IP’是对

原创知识产权的一种尊重，但由于被

急功近利的过度营销和消费，反倒破

坏了原创的土壤；而我们这个戏，明

明是对‘IP热’进行反思和批判，但没

想到大家和‘IP’仍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而且说不定一不小心，我们自

己也成了‘IP’。也许这就是当下文

艺界的怪现象吧！”

亮点不够，
明星来凑？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著名表演艺术家梁波罗
的自传《艺海波澜》昨天在上海市文
联首发。在书中，梁波罗以一种非常
坦诚的姿态回忆了自己的艺术生涯，
还有亲朋挚友的音容笑貌，这些亲朋
大部分已经作古。在昨天的首发仪
式上，梁波罗自曝其实自己本来是对
传统戏曲非常有兴趣。高中时代曾
经京剧和昆曲一并学习，结果严重影
响了学业，还因为骨骼已经生硬，错
过了学戏的最好时期，而只好作罢。
最终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考上了
上海戏剧学院，这才有了日后作为著
名演员的梁波罗。

梁波罗演过很多角色，但最让人
记忆深刻的还是1961年的电影《51号
兵站》中的“小老大”梁洪。梁波罗昨
天说，自己是1959年从上戏毕业分配
到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的。当时海燕
厂的副厂长、著名导演徐桑楚喜欢培

养的新人，在筹备《51号兵站》时动用
了一批知名演员当配角，由新人梁波
罗当主角。24岁的年轻演员能当主
角，这在当时是没有的事情。而当梁
波罗看到剧本，却“惊出一身冷汗”。
但最终，梁波罗不负众望，使“小老大”
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形象。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艺海波澜》
是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
会演员委员会“演员丛书”的一部作
品。演员委员会会长唐国强昨天对
记者表示，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
的这个“演员丛书”只在为当今德艺
双馨的表演艺术家和演员作传，
2014年 3月启动以来，已推出了由
著名影视表演艺术家、教育家马精
武和李苒苒伉俪完成的《时光荏苒》
和《信马由缰》两本书。此后还会有
更多的传记加入。“由演员亲自撰写
或口述的传记，将成为他们艺术人
生的最真实记录，更是中国影视艺
术的宝贵财富。”

梁波罗推出自传《艺海波澜》

■文化动态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由香港鬼才导演彭顺指
导，著名编剧刘恒亲自操刀，集结了
刘烨、王珞丹、黄志忠、杨祐宁、叶青、
王龙华等众多一线明星主演的史诗
传奇战争巨制《我的战争》，在历时
118天之后，于1月13日在河北省
天漠影视基地正式杀青。

为了纪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浴
血奋战、视死如归的志愿军战士们而

特别创作的电影《我的战争》，讲述了
一群平凡又伟大的年轻人为了保卫
国家毅然决然远赴他乡，在残酷的战
场上所发生的那些传奇故事。

片中，刘烨、王珞丹十年之后再
度携手。在拍摄完成后，刘烨和王珞
丹都表示，十年后再合作，两人都发现
了彼此身上的巨大变化，王珞丹称，相
比十年之前刘烨男人味更浓了，特别
是眼神特别有戏，刘烨则表示，王珞丹
已经成为了一个成熟的演员。

刘烨王珞丹携手上演“战争”戏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