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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从发根到发梢

让秀发赶上夏天的节奏

成都商报记者为你的头发安然度夏提供解决方案

转眼就到了初夏，大家开始重视夏日的护肤，防晒排

毒不一而足，但是，你的头发，赶上过夏天的节奏了吗？日

晒对头发也有损伤，天气太热出汗太多，头发天天洗成了

必须的功课， 对于长头发的女生， 难度系数也提高了不

少，天天洗发，头皮干净了，发丝却变得越来越干……各

种关于头发的烦恼，怎么破？让成都商报记者为你支招，

让你的护发功课，也轻松赶上夏天的节奏！

“小黑瓶”

今年的护发新趋势

很多人护肤时都忘不

了用精华肌底液打底，比

如小黑瓶。 今年的护发新

趋势， 就是让头皮也用上

健康的小黑瓶！ 作为专业

美发品牌的巴黎卡诗发现

头皮毛囊中两个干细胞

群， 其活性决定秀发生长

质量。然而，它本身非常脆

弱，易受污染、氧化、UV紫

外线侵扰而失去活性，最

终影响新生发质量，为此，

品牌推出的NO.� 1小金瓶

基于对毛囊干细胞的研

究，开创秀发基源复活系

统———结合玫瑰原生细

胞，及全新升级的专利成

分SP� 94糖脂质分子、神

经酰胺和茶多酚，全面臻

养头皮。 使用方法很简

单， 只需要在洗发以后，

即取两滴管产品均匀涂

放在清洁干爽的头皮上，

以指腹轻轻按摩至吸收，

其超轻质地毫无负担感，

无需冲洗，照样造型即可。

夏天常常洗头，发丝的干燥是不可避免的，最好

的办法是头皮和头发分开来洗， 洗完后发丝还需要

更进一步的润泽，再使用润发产品即可。洁净头皮需

要针对头皮状况，选择一款合适的洗发水，在夏天不

要太滋养，以免给头皮带来油腻的负担。选用清爽类

型洗发水，如果有需要，可以选择去屑的洗发水。之

后， 再选用滋养或者丰盈的护发素或者润发乳用在

头发上，远离发根部位。

有了正确的方法， 想要拥有韩剧女主角的水润

秀发其实很简单。美妆达人Kevin老师也分享了护发

秘籍， 只要用一支具有乳水转换质地的免洗凝乳来

在吹风前进行隔热，在吹风后进行补水，韩剧女主角

水润秀发的效果就可以轻松打造。

在秀发清洁后，即可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第一步：当秀发尚处于湿发状态时，用毛巾按压

发丝吸收多余水分，切忌用力揉搓；

第二步： 选择头发隔热或者滋润精华放置在掌

心轻轻打圈，将其均匀地涂抹于发丝，用在吹风前起

到隔热效果；

第三步：借助吹风机将发根吹出蓬松质感。在距

离发尾10cm处开始用卷发梳向内侧梳理吹风，注意

秀发不要完全被吹干， 吹至发丝间仍留有一丝水分

的状态即可。

头

皮

头皮健康，头发才会健康

头皮的健康已经越来越成为头发护理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虽

然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还是围绕头发美感造型， 但头皮的健康才是

整个头发健康的关键。硅油可以发丝更加顺滑，在很多润发产品中添

加的硅油，可以让头发更加顺滑。不过，其实硅油对头皮的健康也有

一定的损伤， 长期使用含有大量硅成分的洗发水， 会导致发根的堵

塞，发根不健康，发丝也会受影响。这个时候，要么就需要选择一款专

门针对头皮的护理产品，要么，选款不含硅的洗发水。

头发SPA� 45分钟完美净化秀发

年轻发质遇到的油头皮，又该怎么办？频繁洗头显然不解决问

题， 只能让发丝更加干燥， 如果有一种专业护理像可以吸走吸油

腻、吸走头屑、吸走发根积攒的污垢，你愿意尝试吗？同样是专业美

发品牌的巴黎欧莱雅沙龙专属推出市面上第一支同时蕴含茶树精

油、高岭土、锌的泥状头皮产品，这款从根源“吸出”油腻、头屑和

污垢的头皮产品，洗发前使用，能有效清爽洁净头皮，实现持久控

油效果。茶树精油，可以控油净化，清新芬香，而高岭土则可以持久

吸附，抑制皮脂，护肤里常用的锌，可以高效抑菌，卓越去屑。

品牌推出的沙龙头发SPA服务，仅仅45分钟，头发与头皮兼

顾的净化平衡双重SPA，使用品牌丝泉头皮净化系列，从头皮到

秀发都能得到完美的净化效果。更有欧莱雅“神仙泥”———丝泉

头皮净化泥， 以及首款可以净化并且润泽头皮的发膜———丝泉

净化发膜。配合专业按摩手法和导入仪，令头皮深层净化，秀发

滋润柔亮。

伊卡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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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自然西

柚薄荷活力丰盈洗护组

合

RMB29.9/355ml

赶走干燥

头皮和头发分开洗

染烫发后，尤其是染发后，发丝

看起来光亮，实际上异常脆弱，头皮

容易敏感瘙痒，护理好头皮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最大程度上留下发色的

鲜艳。染后的锁色很重要，锁色洗发

水，锁色发膜，统统用起来。并且，记

得头发的防晒。

发

丝

染

烫

发

海飞丝去屑洗发露丝质柔滑型

RMB23.9/200ml

潘婷丝质顺滑水漾凝乳

RMB35.5/100ml

巴黎欧莱雅奇焕润发精油

RMB79/1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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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黎 欧

莱 雅 沙

龙 专 属

丝 泉 头

皮 净 化

泥 “ 神

仙 泥 ”

25ml

价 格 详

询 沙 龙

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 李颖晖

锁色洗发水用起来

巴黎欧莱雅沙

龙专属晶璨凝

色 亮 采 发 膜

（“ 小 红 帽 ”）

15ml/

详 询 沙

龙服务价

从左至右

图据“巴黎欧莱雅沙龙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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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长轴距C级车领衔

梅赛德斯-奔驰

携12款新车亮相北京车展

全新长轴距C级车 中国制造，专属中国

梅赛德斯-奔驰秉承“中国制造，专属中国”的承诺，

首次在全球展示全新长轴距C级车是同级别中的最长车

型，加长后车身长度达4766毫米，轴距达2920毫米，在细分

市场里也是无出其右，不但带来了更宽敞、舒适的后排乘

坐空间，且在整体比例上依旧完美。

全新C级车将为中国客户提供两种不同的车型选

择———轿车和运动轿车。两款车型的散热器格栅还可以完全

闭合，以实现最佳的风阻系数。除了比例完美、浑然天成的车

身造型，作为该级别里首款配备全LED车灯的车型，全新长

轴距C级车的识别力极高，无论白天和夜晚，自成一道风景。

置身车内， 精挑细选的材质以及精心打造的内部细节，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品质内饰。豪华内饰与高科技应用的相

契相合，造就了全新长轴距C级车完美的“升舱”体验。

驭如越野，形似轿跑 跨界概念SUV全球首发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跨界概念SUV， 将多个领域的标

准提升到全新境界，向世人展现了轿跑车与SUV跨界结合

的完美面貌，也展示了梅赛德斯-奔驰在“多路况越野”车

型系列领域的更多可能。作为四门轿跑车的开拓者，奔驰

将该方面的独到见解灵活地运动到这款全新跨界概念

SUV的设计中，使全新跨界概念SUV在北京车展众多新车

中脱颖而出，一亮相便吸引了全场目光。

至臻完美与顶级动力共鸣

S级家族领先地位无可撼动

秉承梅赛德斯-奔驰在设计、动力、科技、舒适度等方

面的最高标准，全新S� 600� L当之无愧成为全新S级家族的

旗舰车款。标配奔驰独家研发的智能车身控制系统，并与

主动车身控制系统及全新路面扫描系统相互配合。这是全

球唯一能够“看得见”前方路面的悬挂系统，让S� 600� L仿

佛让车身底部拥有了“魔毯”：当车辆检测到前方路面凹

凸起伏，可根据不同状况调整自身悬挂。在动力性能上，全

新S� 600� L配备了奔驰最强劲的V12双涡轮增压发动机，拥

有390千瓦的输出功率，延续S级家族的最高标准。

作为同级别中动力最强劲的车型，全新S� 65� L� AMG在

V12双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加持下，拥有更多令人血脉喷张的

性能表现：463千瓦动力输出、1000牛·米峰值扭矩、4.3秒零至

百公里加速时间。 另外， 刚刚在纽约车展全球首发的全新S�

63� AMG� � 4MATIC轿跑车也在北京车展举行亚洲首发。

CLA�运动轿车释放不羁魅力

高端紧凑运动轿车全新CLA� 260� 4MATIC正式进入

中国市场，AMG包围、闪钻格栅，流线型运动轿车车身，无

框车门设计，运动座椅，时尚的中控台等等，每一个动感元

素都赋予了CLA桀骜不羁的个性。在窈窕的外形下，所诞

生的不仅是标新立异， 还使得CLA以低至0.23的风阻系数

成功设定了量产车的空气动力学新基准。

当然，动感并不只是浮于表面。梅赛德斯－奔驰为其

新一代高端豪华车型打造了全新的智能适时四轮驱动系

统。另外，基于雷达技术的碰撞预防辅助系统也成为该车

型标配，可有效预防追尾碰撞等危险。在这款车上，梅赛德

斯-奔驰智能互联则首次被应用于紧凑车型， 真正做到让

汽车“看你所看，想你所想”。

全时四驱行政座驾 E� 320� L� 4MATIC

� � 作为最久负盛名的行政座驾， 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

向公众首次展出其最新成员E� 320� L� 4MATIC。 这是E级

车首款配备全时四轮驱动系统的车型， 配合全新的3.0升

V6� BlueDirect双涡轮增压发动机，无论在动力和驾驶乐趣

上，都进一步丰富了E级家族的魅力。

R级车全面升级

全能座驾R级大型豪华旅行车也带来了两款升级车型

R� 320� 4MATIC与R� 400� 4MATIC，共提供四个车款选择。

在配置大幅升级的同时，价格却基本维持不变。应用梅赛德

斯-奔驰最新的3.0升V6双涡轮增压发动机，R� 320� 4MAT-

IC的峰值扭矩高达400牛?米，比R� 300提高了33%，油耗却进

一步降低；R� 400� 4MATIC车型在此方面也同样有长足进

步。在此基础上，R级车还全系标配了全时四轮驱动系统。

AMG家族新血来袭

梅赛德斯-AMG家族在今年北京车展刮起了一阵性

能旋风。除了此前介绍的两款S级家族的顶级AMG车型，A�

45� AMG� 4MATIC� 与CLA� 45� AMG� 4MATIC的隆重登

场，宣告AMG全力进军高性能紧凑车细分市场。搭载了全

球最强劲的2.0升量产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两款车型始

一登场即刷新行业新标，挑战全新高度。

集所有AMG精华而成的Black� Series系列，是AMG品牌的

殿堂级产品， 作为第五款Black� Series精华之作， 超级跑车SLS�

Coupe�AMG�Black� Series席卷而至，全国仅限量10台发售。

smart� BoConcept特别版

smart与丹麦高端家具品牌BoConcept共同带来特别版

车型———smart� BoConcept特别版。不管追求外貌还是讲究

内涵，这款smart都令人为之着迷。同时，smart官方微信平台

也于近日正式上线，以极具创意的灵感、互动机会为客户

提供更好的品牌体验。

成都商报：本次北京车展奔驰发布了很多新车，

不少都是面向年轻消费者， 奔驰是否有越来越年轻

化的趋势？

倪恺：

我们继去年把全新梅赛德斯-奔驰A级车

带到中国一样，今年我们推出了全新CLA运动轿车，

明年还将推出GLA，这一系列高端紧凑车型的推出，

预示着紧凑车型将是未来整个豪华车市场增长的一

个重要细分市场。因此，无论是产品，还是传播及营

销方式，都要更多地考虑年轻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这对奔驰以及整个豪华车市场的发展非常重要。我

们会继续努力，也希望这样的举措都能取得成效。

成都商报： 奔驰怎么看待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

场？是否对这方面有更高的期望？

倪恺：

我们说的新能源汽车绝不仅仅单纯指电

动车，奔驰是首家在华提供最丰富动力系统的品牌，

覆盖高效汽油发动机、先进柴油动力、混合动力、以

及纯电力驱动。

未来，奔驰会有更多的混合动力车型例如C级、

E级和S级。而且，不同动力车型的发展势头都非常

好，特别是混合动力的发展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去年

底我们为中国市场带来了E� 400� Hybrid， 这也是第

一款国产混合动力车型，它在中国制造，不是对现有

车型的电动改装， 而是全新的创造出来一辆车。如

今，市场对于电动车、新能源车有了更高的需求，对

于环境保护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于奔驰来讲，除了

继续提高传统发动机燃油的经济性之外， 也会全力

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加上政府的扶植政策，我们

希望新能源汽车能够获得实质性的发展。

成都商报：接下来，奔驰还有什么车型的国产计划？

倪恺：

现在奔驰的国产车型有三个，C级、E级和

GLK。 这三个国产车型在中国的销量占比已经超过

了50%。北京奔驰工厂对生产设备、技术能力方面的

标准绝对是世界一流的， 是非常现代化的汽车制造

工厂，这也满足奔驰全球的口号。

梅赛德斯-奔驰在世界各地都生产汽车，除德国

之外还有南非、美国、匈牙利等等。在哪里生产并不关

键，关键是它们都是奔驰造！奔驰要想在中国成功，必

须充分利用中国本土的优势！而中国制造的优势有两

方面：一是中国的本土人才，特别是在技术方面优秀

的人才和他们快速学习的能力；第二是采购，在中国

生产、制造、组装具有的优势。去年在上海车展发布的

GLA的概念车，将在2015年3月实现国产，GLA也同样

属于奔驰新一代高端紧凑车型的一员，此后，我们就

具备了C，E，GLK，GLA等多个国产车型。

成都商报：今年奔驰计划拓建

100

家经销商店，

策略上有什么具体的侧重？

倪恺：

今年我们计划新增100个经销商网店，相

当于每周两家的速度，很多城市此前都是空白的，而

且65%的新经销商网点落户区域市场。 他们再品质

上并无差别，只是规模小一些。

（刘爱妮）

奔驰紧凑SUV

GLA明年国产

专访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倪恺先生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唐仕凯介绍奔驰全新长轴距

C

级车

全新长轴距

C

级车将为中国客户提供两种不同的车型选择

4

月

20

日， 梅赛德斯

-

奔驰在北京车展上发布了十二款

新车，至此，梅赛德斯

-

奔驰、

smart

、

AMG

三大品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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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重

磅车型构成了最强大的参展阵容。其中，令人翘首以待的全

新长轴距

C

级车成为最耀眼的明星。再现王者阵容。

“全新长轴距

C

级车可谓是同级别里最具魅力、最智能

的车型。它将成为推动我们在华发展的最强动力之一。‘中国

制造，专属中国’，它是戴姆勒与北汽强强联合的最新力作。

至

2015

年，合作双方将对北京奔驰投资总计

40

亿欧元，将致

力于将其打造成梅赛德斯

-

奔驰全球最大工厂，以及奔驰首

个海外发动机工厂的持续建设。” 戴姆勒集团董事会成员兼

戴姆勒大中华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唐仕凯表示，“对于戴

姆勒而言，中国市场的战略地位毋庸置疑，我们并有信心于

2015

年实现年销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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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的目标。”

“今年一季度，梅赛德斯

-

奔驰在华实现了

47%

的强劲

同比增长，这给予我们极大鼓舞。与此同时，北京车展的明星

阵容拉开了奔驰今年的强大产品攻势。继全新

CLA

运动轿车

上市后， 我们将陆续为中国消费者呈献多款重量级产品。此

外，奔驰将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布局网络发展，计划在年内新

增

100

个经销商网点。”北京梅赛德斯

-

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倪恺先生满怀信心：“

2014

年， 奔驰将

全力以赴，以破局之势蓄势强劲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