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型设计彰显年轻与潮流
趋势

沃 兰 多 汲 取 雪 佛 兰
CHEVROLET FNR-X概念
车设计灵感，并采用雪佛兰全新
一代家族设计语言，以极富张力
又极具时尚潮流的车身，满足新

时代年轻消费群体标榜个性、追
逐潮流的审美特征，彰显新时代
家轿颜值为先、功能至上的设计
趋势。

沃兰多前脸采用上窄下宽的
家族式双格栅设计，加之17英寸
铝合金双五幅轮毂、个性化后悬
浮车顶以及超炫的车尾长扰流

板、LED头灯、尾灯和日间行
车灯，外形充满力量感又带来
了行车乐趣。另外，沃兰多
Redline尚·红系列采用雪佛
兰独特的“黑领结”车标，在轮
毂、进气格栅、外后视镜等显
要部位都进行了熏黑处理并
使用炫红色元素点缀，大胆表

达炫酷潮流的时尚运动气质。

5+2布局创造“魔术空间”

沃兰多拥有领先主流中级
轿车的2796mm超长轴距，并
创新采用更具功能性的“5+2”
车内布局，充分满足年轻消费群
体全天候、全场景的用车需求。

沃兰多内部设计充分考虑
功能性和舒适性，其第二排座椅
支持210mm前后移动，靠背支
持26°角度调节。同时，第二
排右侧座椅配备了第三排一键
进入功能，方便第三排乘客进入
车内。另外，沃兰多针对第三排
座椅采用了大面积的坐垫和支
持上下可调功能的头枕，外加超
长轴距带来的优异纵向空间，第
三排乘客也能获得乘坐空间上
的惊喜体验。

在“一车多能”的设计理念
下，沃兰多的第二、三排座椅分
别支持4/6、5/5比例放倒，最大
可获得1520L的超大空间，即
使7人满员乘坐时，后备厢仍能
放下两只20寸的旅行箱。再加
上贴心设计多达39处储物空间
和车顶的多功能行李架，带来超
越传统家轿的装载能力和共享
空间的欢乐时光。

丰富配置提升驾享品质

当前车市中能提供宽大空

间的主流家轿车型不少，但售价
在12万~15万元又能兼顾空
间、颜值、配置与价格者并不多
见，沃兰多丰富的科技配置非常
容易击中消费者的内心需求。

全系标配39项丰富科技
配置领先同级，如LED大灯、
日间行车灯和尾灯及高位刹车
灯组合、四窗一键升降、带纳米
级防PM2.5 空调滤芯的全自
动空调、双USB充电接口、20
项全功能ESC电子稳定系统、
独立数显胎压监测、电子手刹、
6扬声器原厂剧院级音响等高
感知科技配置。另外，沃兰多
还配备一键启动、定速巡航、倒
车影像、侧盲区监测等贴心功
能，带来更安心与便捷的驾驶
体验。

动力方面，沃兰多搭载全
新一代Ecotec双喷射涡轮增
压发动机，匹配6速手自一体
DSS智能启停变速箱或6速手
动智能启停变速箱，动力媲美
2.0L自然吸气发动机。不仅如
此，雪佛兰沃兰多全系标配
Start&Stop智能启停系统，百
公里综合工况油耗仅6.7L，做
到了高效动力与燃油经济性的
完美平衡。

凭借空间、价格与配置的
优势，沃兰多不仅以凌厉的攻
势在传统紧凑级家轿市场中占
据了一席之地，更开辟出了全
新细分市场。

一车多能

雪佛兰沃兰多开创家轿新时代

在雪佛兰“年轻化、富有运动精神和创造力”的全新品牌愿景下，一款兼具年轻潮流的
造型和极致实用功能的家用轿车——沃兰多焕彩登场。这是一款能够给你及全家带来美
好生活的“全能座驾”，共有四款5+2座版车型，售价11.99万~15.49万元，包括两款
Redline尚·红系列。

“家用轿车更多是指其定位与功能，不一定是轿车，更不一定有四门三厢”，雪佛兰市
场营销部部长吉祺炜说道。沃兰多被定义为“新时代家轿”，是百年汽车品牌对家用车市
场消费升级趋势的敏锐感知，也是全球品牌对强调功能性的细分市场的前瞻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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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评论 关键词 紧急施救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10月23日，唐河县昝岗乡村民
高先生陪着家人来南阳办事，却意
外昏倒在马路上。当时正巧路过的
张雪雪停下脚步，在观察高先生的
症状后，用刚学到的急救知识，配合
热心群众对高先生施救。10月24日
下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大
河报授予张雪雪“天天正能量”第
262期特别奖，奖金5000元。（详见
今日本报AⅠ·08版）

“善良的眼泪比钻石珍贵。”在
给张雪雪的颁奖词中，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写道：他们素昧平生，却
因一次偶然的交集，让彼此的生命
多了一份亮色和暖意。一个善良的
人，内心是柔软的。当她看到患者
迟迟没醒来而担心落泪时，我们看
到的是一份比钻石更珍贵的善良。

诚如颁奖词所说：一个善良的
人，内心是柔软的。因为内心柔软，
所以更容易对别人承受的不幸感
同身受，所以不会对需要帮助的人
们视而不见。因为内心柔软，所以
他们不吝于伸出援手，因为他们不
忍心看到悲伤与苦难。善良不是矫
揉造作，温和敦厚本身就是一种柔
软的属性。

张雪雪之所以备受关注，不仅
在于毫不迟疑地为陌生男子做人
工呼吸，更在于患者被救护车接走
后，她忍不住潸然泪下，因为“担心
他再也起不来了”。面对外界的赞

美，张雪雪淡淡地表示“其实每个
人不经意间一直在做着好人好事，
或大或小而已”。如果说“大事”展
现的是胸怀与气魄，“小事”反映的
则是涵养与习惯，“事”有大小，但
与人为善的公共情怀并无差别。

对于具备急救技能的张雪雪
来说，上前施救或许是一桩“小
事”，但对于不具备急救技能的人
来说，施救不仅是“大事”，而且是

“难事”。以“街头猝死”为关键词进
行搜索，相关报道不胜枚举，每起
悲剧都对应着一个支离破碎的家
庭，同时也引起舆论的一片唏嘘。

医学上有“黄金5分钟”中的说
法，指的是病人出现呼吸衰竭或心
脏骤停后，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措
施可能挽回生命，一旦过了这几分
钟，将造成不可逆的后果。现实生
活中，多数人并不缺少“我为人人”
的热情，关键是急救需要的不只是
热情，更需要专业技能，而这恰恰
是绝大多数人所欠缺的。在专业急
救人员依然捉襟见肘的背景中，公
众的急救自救技能显得格外重要，
扩大急救常识培训范围、提高国民
基本急救技能，因此成为迫在眉睫
的现实问题。

以张雪雪成功施救为参照，培
养公众的急救意识和技能亟待提
上议事日程。紧急救助不仅需要柔
软的心，同时也需要专业的技能，
让更多善良的人具备专业技能，公
共安全也将更加有保障。

让更多善良的人具备专业技能
欢迎扫描下方二

维码参与互动。

大河报官方微博

大河报微信公众号

大河客户端

豫直播

大河财立方

@佛系吃瓜：可以理解。只要学生没
怨言就行。

@天上人如玉：景区也应如此，每个景
区的女厕所都是排队队伍很长。这其实是
设计不合理，应该女厕所比较多才对。

@泡泡糖心炮弹：暖心的举动。其实这
也正常啊，我们学校教学楼平均五层楼高，
大多是只有三层才有男厕，其实也还好啦。

@偏偏菰驹引山洪：很好的举措。为学
校点赞更为学校里的男孩子点赞！这些男
生都能理解和体谅，难能可贵。这样一来女
生也会方便很多。

10月 22日，四川农业大学成都校区将
教学楼二楼厕所改为女生专用，引发同学
热议。后勤处老师说：学校男女比例号称
为 3:7，为缓解高峰时段该楼层女生如厕
难问题，将公厕全部改为女生专用作为试
点。女生：很贴心！男生：能体谅。

女生太多！
高校将男厕所改成女厕所

（大河客户端实习编辑 马扬乐 整理）

河粉儿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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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件大好事！”发言
中，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会长张
海林高度评价大河生活卡。他说，
餐饮业既是民生行业，又是驱动经
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大河报携手
餐饮行业，整合媒体的品牌影响
力、传播力、行业资源，让利于民，
是大河关注民生、责任担当、创新
转型的一大力作。

张海林表示，这一创举，对
我省餐饮行业也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促进餐饮消费，满足
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大河
生活卡必将引发购买热潮，这也将
为入驻的餐饮企业带来有效客流
量。同时，主动让利于民，也体现
了我省餐饮行业为满足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需求所做的努力，践行企

业责任，意义非凡。
第二，提升品牌，提升企业

形象。今年年初，省商务厅已将推
动餐饮业品牌化发展作为一项重
要任务。大河报作为中原第一大
报，有着无可替代的品牌优势、宣
传传播优势。牵手大河报，将极大
地促进我省餐饮企业塑造品牌、扩
大影响力。

第三、媒体、行业携手，共同
推动餐饮升级。大河生活卡，将形
成媒体与行业的合力，抱团发展，
优势共享，互相给力，协同引领，使
河南餐饮市场的发展更加规范、有
序、健康、创新。

“希望各餐饮企业严格要求
自己，不负众望，为客户提供更加
高质量的服务。也希望大河报和

餐饮行业一起，不断推动河南省餐
饮业共给侧结构型改革，为满足人
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拉动经济
增长，做出新的贡献。”对于餐饮企
业，张海林提出殷切希望。

省旅游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滑蕾表示，近年来，协会在省旅游
局的领导下，致力于旅游行业的品
牌建设，强调旅游产品的文化内
涵，协会各会员单位对旅游产品与
文化传播相辅相成的关系高度认
同，这为今后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
合奠定了基础。“旅游协会将充分
发挥行业平台和桥梁作用，引导和
发动各成员单位全力支持大河生
活卡的产品研发和市场发行，为全
面推进河南省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和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大河生活卡官方指导价格：98元！
福利再升级，中石油、正道思达、仰韶等企业现场签约入驻……

行业带动 | 促进消费、提升品牌、推动升级

“对于大河生活卡的问世，
我们感到非常兴奋，并由衷地欢
迎。”鲁班张葱烧海参总经理郑
承军表示，在他看来，众多餐饮
企业第一时间纷纷入驻大河生
活卡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消费升级的大背景
下，越来越多的餐饮企业认识到
品牌的重要性。大河报作为拥
有114.92亿品牌价值的中原第
一大报，在河南，会是最值得合
作的品牌媒体之一；第二，作为
与老百姓打交道最多的餐饮行

业，应该借此机会，形成“重拳
式”的品牌影响力，共同将河南
餐饮市场做大做强；第三，改革
开放40年来，餐饮市场蓬勃发
展，有责任让利于民。“鲁班张在
此郑重承诺，不忘初心，不负信
任，严格自律，保证每一位持卡
会员享受到和普通消费者一样
的优质菜品和服务！”

清明上河园相关负责人也
在现场承诺，将与大河生活卡紧
密合作，做出精品，打造品牌，让
持卡人满意。

1、关注：扫描大河生活卡背面
二维码，关注“大河生活”微信公众
号；

2、激活：点击公众号底部菜单
栏“购卡激活—卡片激活”，依提示
填入正确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
号、激活码（在卡正面）等激活信息
后，点击“立即激活”即可激活卡片。

企业承诺 | 严格自律、做出精品，让持卡会员满意

产品优势 | 四大优势，成就“大河生活卡”强大磁场

大河生活卡，还未发布就
自带流量，堪称年卡中的“大
IP”，现场企业代表认为，正式发
布后，它必将引发购买狂潮以及
行业震动。大河生活卡的强大
磁场，与其天然的媒体优势密不
可分。

第一，品牌力强，公信力
高，宣传覆盖。大河报在中原地
区具有极强的媒体公信力，民众
对大河报品牌非常信任。与普
通商业推广相比，大河报的媒体
传播优势能覆盖更多受众，大河
报全媒体矩阵覆盖7000余万受
众。截至目前，大河客户端粉丝
1450万，微博粉丝超过1000万，
微信粉丝70万，大河报网30万，
豫直播平台辐射受众突破1200
万，428家优质自媒体联盟，覆盖
全省108个县区。未来，大河报
全媒体矩阵将对大河生活卡进
行高频次、大篇幅的报道宣传。

第二，整合各行业优质资
源，生活全优惠。普通的商业会
籍卡大多集中于一个或几个领
域，大河生活卡则是整合了大河
报23年的优质资源，涵盖人们生
活的各个方面。除了目前入驻
的行业，通讯、金融、酒店、健康、
教育等行业的资源也将陆续入
驻，为持卡人带来更多的超值福
利。

第三，入驻筛选标准严格，
评价体系健全。入驻企业必须
是行业的龙头企业、知名企业，
具备一定规模、独具特色、实力
强、信誉度好，服务品质高。

第四，大河生活卡可为企
业提供专属定制卡，为企业会
员、客户量身打造专属服务，增
强客户黏性，还可根据企业需
求，量身定制个性化产品，展示
企业文化、塑造企业形象。

★怎么购买大河生活卡？

★怎么使用大河生活卡？

1、企业、商家如何入驻大河
生活卡，为会员提供福利？

答：拨打400-888-9007服
务热线登记报名，或者关注“大河
生活”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关
于我们——合作联系”中填写信
息。三个工作日内，工作人员会与
您联系并进行资质审核。

需提醒的是，大河报作为权
威媒体，将对有意向入驻的企业进
行严格把关，只有具备一定规模、
信誉好、独具特色、愿为会员提供
最优福利、看中大河报强大宣传及
传播优势的商家和企业才能入驻。

2、企业如何为员工、客户定
制大河生活卡？

答：作为高端定制产品，大
河生活卡将为企业提供优质的员
工福利，并解决客户礼品采购、定
制服务方面“高端”不足的问题。
还可根据企业需求，量身定制个性
化产品，提升企业文化、展示企业
形 象 。 详 情 可 拨 打
400-888-9007服务热线咨询，或
者关注“大河生活”微信公众号，在
底部菜单“关于我们——合作联
系”中填写信息。三个工作日内，
工作人员会与您联系并进行资质
审核。

3、个人或企业怎么代理大
河生活卡？

答：目前，大河生活卡由专
业公司运营，面向全省各地市县区
诚招合作代理，如果你有优质的销
售渠道，并看中大河报强大的宣
传、传播优势，想代理大河生活卡
这一“福利”产品，无论您是个人还
是 企 业 ，均 请 拨 打 服 务 热 线
400-888-9007进行咨询。届时，
大河报将为各代理商提供超强的
宣传服务和客户导流服务。

★想入驻、定制、代理大
河生活卡的，看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