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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给我的密接来次核酸检测

我喜欢阅读它阴性时的结果

而我的速溶 水不用太热

这防护服已经把我闷得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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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佛兰开拓者
助推品牌越级向上

雪佛兰开拓者是雪佛兰近
几年全球同步引入的重量级产
品之一。它基于通用汽车全球
中大型豪华SUV平台，以先导概
念版 SUV FNR-CarryAll 为原型
打造，处于雪佛兰当前产品线的
最顶端。在国内中大型SUV细分
市场中，开拓者具备领先的产品
实力，它凭借兼顾家用与个性的
纯正美式SUV造型设计、大7座
宽适空间、兼具多功能与舒适性
的高品质驾控、尖端安全科技配
置以及高感知舒适配置，为不断
奋进的社会新中产提供超越期
待的高品质用车体验，陪伴他们
开启人生下一回合。

作为一款旗舰 SUV，开拓者
不仅展现了雪佛兰SUV家族的未
来设计趋势，更携手探界者、全
新创界和新一代创酷，全面覆盖
大中型、中型、紧凑型和小型等
主流SUV细分市场，共同呈现雪
佛兰SUV军团与生俱来的自由与
力量的鲜明特征，不断拓展品牌
向上发展之路。

雪佛兰开拓者的推出标志

着雪佛兰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一
个全新阶段。然而，品牌建设并
非一朝一夕之事，从 2015 年开
始，下定决心的雪佛兰就已经踏
上了品牌提升的漫漫征程。在
第一个5年里，从全新产品、先进
科技、全新服务体验以及跨平台
的多元化合作等方面发力，雪佛
兰全方位彰显“年轻、运动”的品
牌定位。

上一回合
5年渐进式品牌发展路径

回首 2015 年至 2019 年，雪
佛兰从首次发布全新品牌主张

“梦·创未来”到提出打造“年轻
化、富有运动精神和创造力的全
球汽车品牌”的全新愿景，在5年
时间里，雪佛兰整合通用汽车全
球先进科技，包括 Smart Pro-
pulsion智驱科技和“第二引擎”
智联科技，并同步完成了主力产
品的更新换代，形成了“高性能”
和“全功能”的双元产品阵容；不
仅如此，还成功推出9款更年轻、
更时尚的 Redline 尚·红系列车
型和3款外观更个性化、性能更
强悍的RS车型，展示了全新雪佛
兰的全球新实力。同时，雪佛兰

依照全球统一标准，全面升级网
点设施，构建并完善一站式“数
字化服务”平台，为消费者提供
贴心、愉悦、专业、可靠的售后服
务体验。雪佛兰还通过搭建娱
乐、体育、公益等多个跨界平台，
实现了将品牌文化有效、多维度
地传递至消费群体。而基于雪
佛兰深厚赛车技术积淀打造的

“直通 NASCAR 挑战赛”，以及与
DISCOVERY探索频道联手打造的

“DC 24 HOURS SUV 驾 训 体 验
营”，则有助于国内消费者刷新
对品牌的固有印象。

在过去五年中，雪佛兰跳脱
传统的束缚，将“年轻、运动、时
尚、科技”化为品牌鲜明的印
记。2020年是雪佛兰进入下一
个五年的开局之年，此时，开拓
者的到来，既是对上一个五年的
完美注脚，也预示着新一轮发展
的开启。

下一回合
雪佛兰未来五年值得期待

得 出 这 一 结 论 的 依 据 源
于近段时间雪佛兰全球的亮
眼表现。

首先在新车发布上，2019

年，雪佛兰在北美推出了多款新
车，全面覆盖超级跑车、皮卡和
SUV等产品类型。其中，第八代
科尔维特 Stingray 首次采用中
置发动机设计，2020款库罗德与
全尺寸皮卡2020款索罗德表现
出色，而2021款Tahoe与Subur-
ban两款全新全尺寸SUV的亮相，
更是拉开了雪佛兰品牌庆祝其
开创 SUV 细分市场 85 周年的序
幕。如今，在全尺寸SUV市场，雪
佛兰已连续44年位居榜首，其在
北美全尺寸SUV细分市场中的占
有率达到42.5%，在全球全尺寸
SUV细分市场中则达到26.5%。

销 量 方 面 ，雪 佛 兰 品 牌
2019 年的全球市场占有率为
4.2%，名列全球汽车销量品牌榜
第七位，而到了今年第一季度，

雪佛兰全球市场占有率已上升
至4.4%，位居全球汽车销量品牌
榜第六。此外，作为通用汽车旗
下最大的汽车品牌，雪佛兰销量
占据通用汽车全球总销量的半
壁江山，今年第一季度销量比例
更上升到56%。

当前，雪佛兰在国内通过不
断同步引入全球产品，令其在售
产品型谱与北美产品线高度重
合，相似度已达80%。未来五年，
雪佛兰计划引入更多原汁原味
的全球车型产品，并围绕“服务、
文化、科技、产品”进一步深耕细
作，以全新实力为消费者提供富
有乐趣、高品质的用车体验。雪
佛兰开拓者开启了品牌下一轮
征程，下一个五年，雪佛兰更多
精彩，值得我们期待！ 程元辉

雪佛兰开拓者大步开拓 品牌下一回合精彩可期
雪佛兰在中国从未停止品牌向前的步伐。作为通用汽车旗下最大的全球汽车品牌，

雪佛兰在每个不同时期，都会推出极具标志性的代表产品。2016年，迈锐宝XL作为雪佛
兰中高级旗舰轿车登场；2017年，探界者以全球中级实力SUV问世；到了2020年，雪佛兰
迎来国内SUV家族旗舰车型——高端大7座全境SUV雪佛兰开拓者。这款汇聚雪佛兰
85年SUV制造经验所打造的强悍车型，以入门即高配的产品标准，成为目前国内30万大7
座SUV的价值首选。而另一方面，承载着“不断探索、追求自由”精神的雪佛兰开拓者还
担负着品牌提升的重要使命。

雪佛兰高端大7座全境SUV雪佛兰开拓者。

给烈日下的公卫人
来一曲Mojito
95后学子改编获周杰伦授权

记者：听说这首歌让很多正在疾控一线工作的人都泪目

了。是你们最初所预料的吗？

李家璇：与其说让他们泪目，不如说，更是我们的泪目。他
们真的在防控体系中发挥出很多的价值和作用，我们既是一种
歌颂、赞扬、正能量的传递，也是希望能为这个专业里求学的学
子，带去一些自信心的提振。希望我们的专业认同感进一步提
振起来。能够得到喜欢，我们很欣喜。

记者：公卫人才不足和流失，是现实中的一个痛点。经过

此次疫情，你感觉到职业环境会有什么不同吗？

李家璇：青年公卫人的责任、担当和坚守，这些经常会闪回
在我的脑海。如今，从中央到上海，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
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明确信号，正深深给我们以信
心。复旦大学最近也发布“公共卫生学科群行动计划”，这都是
在为我们铺路啊！提升这个专业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必然会鼓
励更多的人真正坚定地走下去。

记者：“麻烦给烈日下坚守的公卫人来一曲Mojito”，听说，

周董也同意了？

李家璇：是的！我们花了几天时间联络，周杰伦的音乐公司
终于昨天给我们加快办理完成了授权申请。有了周董的支持，我
们也可以更加大大方方大声歌唱我们公卫人的歌了！我们几个
都是头一次改编、合成歌曲，还显得稚嫩和粗糙。希望未来我们
能制作出更加精致的版本，同时，也能在不远的将来出一个MV版！

对
话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麻烦给我的密接
来次核酸检测／我喜欢阅读它
阴性时的结果／而我的速溶 水
不用太热／这防护服已经把我
闷得昏头……”

请用周杰伦最新的那首
《Mojito》，来哼唱这样一段欢快
又充满正能量的旋律吧。

歌词、翻唱均出自复旦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几位95后学子之
手。当看到公卫人在炎炎夏日
因疫情防控需要再度披甲上阵，
作为公卫学子，虽不能与之并肩
作战，却想到用一曲《Mojito》表
达内心的敬佩和谢意，也希望这
一曲能为酷暑中工作的他们送去
一丝清凉。听说，不少公卫人只
听了一句，就因太感动而当场泪
奔。

最新消息，这首翻唱版《Mo-
jito》得到了周董音乐公司的同
意使用授权。

掰着手指头来填词
仅用一小时一气呵成

公共卫生学院16级本科生、

公卫学生会主席李家璇是此次
改编歌曲行动的发起人。作为
周杰伦的粉丝，几星期前，《Mo-
jito》发行的第一时间，李家璇就
觉得特别欢快，“歌曲朗朗上口，
唱着唱着也很上头啊！”

当时，她的脑海就飘过一个
想法，如果改编成映照公卫人工
作的歌，一定很直观！后因期末
复习临考的关系，想法就被搁置
了。但几天前，海南缉毒警察改
编了《Mojito》，听完后，李家璇的
心头只有一个字：燃！

作为公卫学子，虽不能与之
并肩作战，但始终心怀敬佩。打
铁就要趁热！她决定，不再压抑
自己最初的改编想法，用一曲欢
快又充满正能量的公卫版《Mo-
jito》献给广大的公卫人，向他们
致敬，也希望能为酷暑中工作的
他们送去一丝清凉。

唱出公卫人的平凡和不凡
鼓舞学子对专业的坚定

“周董的新歌在年轻人中
十分风靡，通过改编，是对公卫
人的一种很好的宣传，我也能
够感受到传递正能量时的快

乐。”歌曲演唱者杨紫宸开心地
说道。她希望还在抗击疫情一
线的公卫人知道，他们的努力，
大家看得到，公卫学子都是他们
的后备军，未来，还有很多“后
浪”也会加入进来，一同为公众
健康而努力。

李家璇称，她个人最爱的是
结尾那一句——

“当排查结束／疫情不反复／
公卫人依然把健康家园守护。”

“ 这 就 是 一 种 平 凡 与 崇
高。当一切归于平静后，公卫
人会默默地回归幕后，依然以
自己的方式守卫家园。”李家璇
相信，歌曲也是希望鼓舞公卫
学子对专业的坚定，对价值的
坚守。

18级预防医学本科生刘一
辰看到公卫版《Mojito》的歌词，
很受触动，他自告奋勇作封面图
片。平日里就喜欢P图的他，在
《Mojito》的海报上稍作修改，把
帅气的周董换成了身穿防护服
的公卫人。刘一辰眼中，再好的
设计都需要情感支持，带着敬意
参加到如此有意义的设计，是自
己的荣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