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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强者自强“男子汉”成现象
真人秀的黄金年代已然到

来：歌舞拼梦想、夫妻亲子档、户
外竞技、环球旅行......可谓遍地
开花。最近，别克昂科威《真正
男子汉》大型国防教育特别节
目横空出世，凭借其独特的国防
军事题材成为一档现象级的综
艺节目。

别克昂科威强者阵营又添生
力军。上海通用4月9日宣布，备受
市场期待的昂科威20T车型全新上
市，共四款车型，售价21.99-25.99
万元。别克昂科威20T车型搭载
1.5T SIDI中置直喷涡轮增压发动
机与7速DCG智能双离合变速箱，
提供前驱和智能四驱两种驱动模

式。在内外造型设计、空间、四驱性
能、安全和高科技配置等方面，昂
科威20T系列承袭了28T车型的
“强者基因”，为钟情全能高档中
型SUV的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
即日起，全国别克经销商店开始接
受预订，消费者可前往当地经销商
展厅咨询。

后生可畏别克SUV强者军团添新兵
售价21.99—25.99万元别克昂科威20T车型全新上市

别克昂科威20T首度搭载通用最
新一代Ecotec发动机家族中性能超强
的1.5T SIDI中置直喷涡轮增压发动
机，荟萃先进动力科技，包括中置缸内
直喷、缸盖和排气歧管一体化涡轮增
压、专利超静音逆齿链式正时链条、变
排量机油泵、集成式排气歧管等等，可
输出 124kW/5600rpm最大功率和
250Nm/1700–4400rpm最大扭矩，不
仅具备高性能、低油耗的显著特性，在
静音与耐久性等方面也尽展优势，同
时还能够使用92号无铅汽油并符合国
5排放标准，全面适合国内使用环境。

与这款高科技明星发动机搭档
的是通用最新一代7速DCG智能双
离合变速器。该变速器拥有众多创新
科技成果与50多项技术专利，在全球
范围内经历了425万公里严酷环境测
试，并根据中国用户的使用条件和需
求进行了特别优化，为用户提供了平
顺灵敏的换挡感受、舒适安静的驾乘
体验和高效节油的经济便利。

得益于“强强联手”的全新高效

动力组合，昂科威20T车型拥有出色
的动力表现，并能实现综合工况百公
里油耗最低6.6L，领先同级。此外，昂
科威20T全系标配发动机自动启停功
能，助力节油环保的同时，在走走停
停的城市拥堵路况下给用户带来更
安静舒心的驾驶感受。

对于别克昂科威28T车型备受消
费者肯定的动感优雅造型、精湛内
饰、宽绰空间、高标准安全性能以及
领先的人性化科技等特长，20T车型
都给予了全面传承。

别克昂科威自去年10月向市场
推出28T车型后，迅速树立起产品力
标杆形象，受到市场热捧。上市5个月
来，昂科威28T车型已销售超过4万
辆，成为细分市场高端的畅销主力。
如今，昂科威20T的上市将扩充别克
SUV“强者”阵营，携手28T车型强势
进击SUV主流细分市场，以两套王牌
动力组合共8款车型及覆盖更宽泛价
格区间，满足更多消费者对全能中型
SUV的多样化需求。

首度搭载通用最新一代王牌动力

现象之一
“娘化”现象后的男子汉
在中国荧屏“小鲜肉”、“花美

男”，甚至“娘化”出现的环境下，具
有积极正能量军事题材影视作品相
对匮乏，而别克昂科威《真正男子
汉》的出现，绝对是在“娘化”出现的
环境下飘扬出的一缕清风。当58岁的
张丰毅大吼一声，在两度的低温下赤
裸着上身率先接受冰桶挑战；当肠胃
炎发作的郭晓冬在午夜三公里集训
中，毅然决然地跟上队伍跑完最后一
公里；当所有人唱着《强军战歌》将
120公斤的圆木举过头顶坚持60秒时
……毫无疑问，他们身体和心底深处
那股强者精神被彻底激发出来，也让
所有观众动容，想起一个古老的道
理：“坚持再坚持一下，就是成功。”
在全娱乐化的真人秀荧屏，播出了三
期的湖南卫视《真正男子汉》正在为
观众带来一股真正的热血力量。

现象之二
高收视+好口碑

正如别克昂科威的口号———“强
者自强”，节目开播至今，《真正男子
汉》收视一路飘红，播出第一集即获
得全网收视率1.19、收视份额6.8的好
成绩，行业内外一致好评。对于普通
观众来说，这是一个三代人都能坐在
一起收看并能产生共鸣的电视节目。
而在业内，从影视特效公司总监再到
著名时尚圈人士，许多媒体从业人员
都紧追这档节目；甚至是与湖南卫视
有竞争关系的友台编导都对《真正男
子汉》纷纷点赞。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这全民吐槽
的网络时代，《真正男子汉》赢得了观

众的极佳口碑。“我们已经看腻了浑身
散发脂粉气的闺蜜型男生，我们需要
充满阳刚之气和正能量的热血纯爷
们”、“节目看完之后很激动，觉得非常
非常好，尤其在我们国家正在走向富
强、正在实行强国梦、强军梦的时候，这
个节目的影响一定会让我们年轻人更
加坚强、更加爱国，去当真正的男子
汉”、“军事训练、拉歌、内务检查，真实
得令人动容，终于有一个不那么娘们
的节目了”、“王宝强扛的单兵反坦克
火箭就给我震惊了，刘昊然操作的装
药更是让人大开眼界。”而一连串热情
的评论中，王宝强的“du”和重复十遍
更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对话暗号。

现象之三
最苦最真实的明星体验
脱下华服、穿上军装，交出所有

通信娱乐设备，与普通士兵同吃同
住，庄严的军帽下，不分你我，朴素的
军营里，一切归零。荧屏小鲜肉也好、
万人迷大叔也好，不管曾经拿过多少
个影帝视帝，不管昔日是怎样的千万
粉丝前呼后拥，就连战士们的集体偶
像许三多“真身”来了都无一例外，
六位明星就这么带着些许憧憬些许
愕然融入了绿色迷彩服中。高声宣
誓、摸爬滚打、挥汗如雨，这批特殊的
新兵还来不及回味刚进到军营的新

鲜感，就已经被严厉的教官们“虐”
得七荤八素。此时绝不会有观众吐槽
明星真人秀们都在“演”，因为第一
集杜海涛吐了，第三集王宝强吐了、
袁弘嗓子哑了，身体上的直接反应是
不会欺骗观众的；也因为午夜急训、
草地奔袭、毒气屋训练等的激烈程
度，堪比王宝强拍十部《士兵突击》。

现象之四
高度契合的强强联手
《真正男子汉》由别克昂科威独

家冠名，节目展现出的热血风采与
“强者自强”的精神高度统一，如此
这般高度契合的强强联手也成为冠
名赞助的典型案例。不同于一般综艺
节目的生硬植入，别克昂科威“强者

自强”的品牌内涵与节目中不断出现
的自我超越和自强不息的精神高度
吻合，在气质上奠定了成功合作的基
础。所以，与其他节目冠名商不同，节
目中没有反复口播，没有生硬造作的
字幕logo和复读机般的碎碎念，而是
用“昂科威强者时刻”这一固定单元
的呈现，配合节目不断推进的情节，
一路见证六名艺人在节目中的不断
成长。多10%坚持、多10%坚韧、多10%
勇气，这都是对通往强者路上人们的
致敬。别克昂科威用“强者自强”的
品牌精神，为电视机前的观众献上这
部震撼人心的“强者”蜕变大片。

让我们继续关注别克昂科威《真
正男子汉》，期待这六位明星，与节目
中第七位主角昂科威一起，怀揣着多
10%的精神，满腔热血，进取向前。

别克昂科威
ENVISION

市场售价（元）

20T

前驱领先型
219,900

20T

前驱精英型
235,900

20T

四驱精英型
249,900

20T

四驱豪华型
259,900

28T

四驱精英型
269,900

28T

四驱豪华型
299,900

28T

四驱全能旗舰型
339,900

28T

四驱全能运动旗舰型
349,900

真正男子汉标兵昂科威

《真正男子汉》每周五晚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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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卫视播出

版权保护

使“成都创造”走向世界

目前，我国各类轨道交通发展正处于

黄金时期。 高速列车作为现代化交通工

具，其外形和乘坐舒适度日渐成为人们关

注的焦点。毫不夸张地说，徐伯初带领的

团队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 “成都创造”，

而这种创造也是在版权的保驾护航中得

以实现的。“若不是版权保护， 我们创作

设计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列车，是很难

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的。”徐伯初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自己带领的研究团队目前

已设计了中国高速列车头型76个、中国地

铁车辆头型及车内界面方案52个，内燃机

车车头造型、 涂装及人机系统设计方案6

个。其中，有多个方案已在伊拉克、沙特、

土耳其等国得以实施并部分投入使用，为

俄罗斯设计的新型360～400km/h高速列

车头型及驾驶界面也正处于设计中。

近年来，徐伯初负责的团队参与设计

了300km/h、350km/h、380km/h、400km/h、

500km/h的高速动车组， 以及220km/h、

160km/h、140km/h的城际列车，还有目前

兴起的城市低地板有轨电车、 机场快轨

车、山地吊轨车、独轨跨座车、低温超导磁

悬浮车和虚拟轨道交通列车。徐伯初负责

的团队已在车体造型、涂装、车内人机环

境系统设计方面， 成长为可以担当的队

伍。这支团队于2014年成为国际轨道交通

工业设计联盟副理事单位，其研究成果深

受国际有影响力的设计机构的好评和关

注。同时，徐伯初负责的团队与成都地区

轨道装备制造企业展开了一系列合作，

如：具有成都特色的“熊猫地铁”、低地板

有轨电车、电动物流货运车和电动公交车

及供电车站一体化设计等合作项目，其中

大部分设计已经转换成实际产品。

尊重创意

版权保护激发创新动力

在有着国外留学经历的徐伯初看来，

欧洲人性化的交通网络极大地满足了人

们的出行需要，而这种交通设计理念在中

国，也正由一群勇于创新和担当的设计者

不断地得以充实和完善。“十九年前，留

学归国， 我选择了位居天府之国的具有

119年优势工科背景的西南交通大学，出

于对本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和艺术如何与

社会需求相结合的思考，我便试图探索一

条艺术与技术、人文与工程、设计与制造、

产品与市场相融合的育人之路。在桥梁美

学、生态建筑、城市景观等方面也曾做过

尝试性的研究与实践，深感版权保护的重

要。我相信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法》 的实施， 将会进一步激发 ‘万众创

新’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如今我们培养的

学生，已涌向南车集团、北车集团、宇通、

金龙、起亚等各大交通领域企业，并在家

具、电子产品、医疗器械、旅游产品、军工

企业的工业设计队伍中迅速地成长，成为

了中国工业设计创新动力源的一部分。”

徐伯初认为：“高等院校仍然是 ‘中

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生力军。工

业设计的教师既是‘创意者’，又是‘创

意者’ 的课程指导者， 学科的使命就是

‘育人’和‘孵化’。能用好的设计思维

与设计方法影响学生， 就是对中国创意

掷地有声的实效性劳动。过去，院校存在

‘空对空’的理论教学，在改革开放下的

社会需求正逼着学院派向实践方面倾

斜，‘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工业设

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当今的发展

趋势。正是院校的这份努力，为‘中国制

造’走向‘中国创造’输送了大量的人

才。而版权保护正是‘创意中国’人才战

略的法律保障。”

目前，世界进入信息与数字化时代，工

业制造的工业形态产生了质的飞跃，一切都

将在一个高效的、多元的、庞大的、有序的系

统中发展，版权保护将成为这个飞跃发展的

法律基石，而如何做好版权保护工作则是能

否实现“中国创造”的关键。只有政策、法规

和公众意识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条件下，“万

众创新”时代才能得以实现。

创意成都

是每个人的“护身符”

在徐伯初眼中，成都有着丰富的历史

文脉和多样的文化元素，今天的成都更多

元，更包容，追随现代，这些特点为成都带

来了更多的活力与创造。 成都能够成为

“全国首个版权示范城市”，是每个“创

意成都人”的“护身符”。因为这张“符”

让成都设计师们尽可能充分利用来自本

土的文化资源，并融入到“创意成都”中

去。 他们将会让创意成果转化到各个领

域，成为“美好成都”、“创意成都”的千

万张名片。此外，在徐伯初眼中，“全国首

个版权示范城市” 绝不单单只是一块用

于对外展示的招牌， 它必须成为示范。

“现如今拟成立的成都国际版权交易中

心，以及将要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合作进

行成都版权经纪人的培养计划，都让我看

到了成都这座城市为版权保护一直在做

着最大限度的努力。我相信，这些机构的

设立以及对版权专业人才的培养，必定会

为版权保护、版权登记、版权评估、版权交

易等带来更多的便利， 也一定会为一座

城、 一个国家带来更多的创新驱动力。”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他们将中国高铁

由成都推向世界

版权保护为中国高铁工业设计注入活力

版权作为创意产业的核心要素，是

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行业规范化、产业

化、 国际化的基础与生产力形成的关

键，也是评估城市文化创意行业繁荣的

晴雨表和分析器。成都作为“全国首个

版权示范城市”， 一直将版权战略放在

首要位置， 版权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成

都如今已凭借着众多大专院校和创意

人才队伍， 迸发出强有力的创新能力。

你也许想不到，现今疾驰于各大城市的

多种型号列车，其造型、车内驾驶及旅

客界面设计就是由成都西南交通大学

轨道交通国家实验室（筹）所属人机环

境系统设计研究所负责人徐伯初教授

主持设计完成的。如今，他们又继续在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布局和中国轨道

交通装备大踏步“走出去”的背景下，

与西南交大“铁路人”及中国轨道交通

相关企业一起，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速列车逐步推向世界。

率先建立 “企业设立”和

“项目报建”并联审批通道，原

来需要5～8个工作日完成的企

业设立审批压缩为最快50分钟

办结， 项目报建审批从原来68

个工作日压缩到17个工作日；

率先启动部门公章作为行政审

批专用， 打破全国的行政审批

专用章无实际审批权格局，将

审批权限完全授予窗口。 成都

商报记者昨日获悉， 成都高新

区简政放权力促政务服务提

升， 创造了全国审批效率领先

优势。继去年发放全市首张“先

照后证”工商营业执照后，截至

本月 28日， 成都高新区共为

1507家企业办理了 “先照后

证”登记。今年1月1日至5月28

日， 成都高新区新登记各类型

企业6166户，同比增长56.18%。

成都高新区有关负责人介

绍，去年以来，紧随商事制度改革

的推进，高新区陆续推出“十五

条意见”、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

一址多照和一照多址、 年度报告

公示制度、“先照后证”、“三证

合一”、“一窗式”服务等多项改

革措施，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市场

主体发展。据统计，今年1月1日至

5月28日，成都高新区新登记各类

型企业6166户，同比增长56.18%；

新增注册资本（金）244.31亿元，

新增企业数量和同比增长率居于

全市前列。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推进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职能转变

高新区新登记企业

同比增长超五成

成都有轨电车设计方案

成都超级电容公交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