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习编辑 何先锋 美编 冯成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社会 07
2018年7月9日

星期一

一加6琥珀红
延续“无负担”的美

琥珀红与一加 6 其他三个配色
相比，整体的色彩虽然相对艳丽，但
却不张扬。这样的产品呈现源于刘
作虎“无负担”的产品观，今年 4 月，
创始人刘作虎在微博分享了一加手
机的产品哲学，他表示好的用户体
验不是依靠炫技实现的，而是要做
到让用户“无负担”，优秀的工业设
计同样如此。对于色彩的表达，一加
始终追求的是一种无负担的美，这
种美给人的感觉是舒服和精致的，
而非引人注目，夺人眼球。对于一加
6的琥珀红，刘作虎表示：“我们不希
望它（红色）过分鲜艳而造成视觉上
的突兀，它应该是热情的，却又不过
分张扬，如琥珀一般晶莹剔透，历经
岁月与潮流，却经久不衰。”一加6琥
珀红，就是在这样的产品和 ID 设计
逻辑下诞生的。

为了让一加 6 的玻璃机身达到
“琥珀”的深邃和晶莹剔透，一加开创
性地使用了一种行业从未尝试过的
光学镀膜工艺，历经几个月的反复调

试，最终让一加 6 的红色更加优雅，
玻璃工艺的价值感更高。但这并不是
一加遇到的唯一难题。为了实现琥珀
红的亮丽色泽，除了超高难度的镀
膜，一加的设计团队又额外增加了一
道蒸镀亮膜的工艺，成本增加了5美
元的同时最终达到了一加的自我要
求，而琥珀红也因此得名。

专注旗舰精品
用品质赢得口碑

事实上，无数个类似琥珀红诞
生的打磨细节都贯穿在一加每一代
旗舰产品上。刘作虎认为健康的手
机商业模型的核心是产品。他表
示：“现在的一加并不急着去争夺
更多的市场份额，而是通过推出绝
对优质的产品，去打造优秀的品牌
和良好的口碑。有了这个基础，销
量便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从诞生
之初，一加就提出“只做最好的安
卓旗舰”的产品策略，这样的结果
就是，整个公司九百多人把全部的
资源和精力都投入到一款产品的研
发推广当中，而一加对产品的敬畏

和较真，更是到达了“偏执”的程
度，比如一加 5T 这款手机在 2017
年 11 月推出，比预计发布的时间推
迟了 10 天。因为在发布前，刘作虎
观察样机时，发现它尾部双曲线的
金属光影不够完美。他冒着成本增
加和用户流失的风险，将这款手机
的内部硬件和走线全部重新堆排。
而这仅仅是因为，手机尾部需要调
整一根头发丝粗细的距离。但也正
是因为一直以来对产品的坚持，一
加才能在短短不到 5 年内走向全球
36 个国家和地区，收获来自全球几
百万用户的认可。在 2018 年一加传
统的新品 Pop－up 预售活动中，一
加 6 再度在全球 11 个国家、26 个城
市掀起排队热潮。据一加官方发言
人透露，每次都有比预期更多的用
户前来排队，有用户甚至会提前一
天来，比如这次在德国，有用户等了
足足 17 个小时，在纽约 Pop－up 活
动最早来到现场的用户等了 11 个
小时，而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则出
现了千人冒雨也要排队的场面，在
芬兰，一加手机更是唯一一个用户
愿意排队购买的智能手机品牌。

一加6推琥珀红新配色
全速旗舰颜值再升级

全速旗舰一加6发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款号称一加史上最强的
旗舰新品，上市仅22天全球销量便突破100万台。近日，一加官方

再度推出一加6琥珀红版本，这也让用户在除了亮瓷黑、墨岩
黑、月牙白和复联版之外又多了一个机身配色的选择。

据悉，一加6琥珀红版将于7月9日起在中国市场率先
开售，随后一天全球同步发售，它拥有全速旗舰的

配置、轻快流畅的氢OS系统，还有一加对全新
配色和工艺的尝试和突破。琥珀红版一加6

的价格与此前的配色版本保持一致，
8GB RAM+128GB ROM 售价

3599元。

电影《我不是药
神》正在上映，不为人
知的是，影片的三位
编剧中，有两位是四
川人，他们分别是韩
家女和钟伟。近日，成
都商报记者专访了两
位编剧，他们对四川
表达了深厚的感情。
虽然离川十年，作为
土生土长的四川仁寿
县人，钟伟始终感念
家乡的“滋养”：“我
（剧本中）的人物，源
泉永远是四川的，这
个改不了。”

《我不是药神》热映
三位编剧两个四川造
编剧钟伟：感念家乡的“滋养”

另外一位编剧韩家女是一位漂亮的川妹
子，80后，北电导演系研究生毕业。韩家女曾在
成都的峨影厂住过几年，对于家乡成都，她有
着浓厚的感情。采访的最开始，韩家女就主动
表示，可以用四川话接受采访，“虽然自己很小
年纪就离开了成都，但四川话更亲切。”

成都商报：很多作家，从李劼人到李静
睿、颜歌，四川这片土地天然滋养了很多故
事，尤其是小镇故事，有没有写四川背景的
故事的想法？

韩家女：当然，我非常想以成都或者四
川为背景进行创作。最近和《我的前半生》的
编剧秦雯老师在筹划一部影视剧，以四川为
故事背景，也是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目前
只能和您透露这么多了。（笑）

成都商报：对于成都你有什么感情？
韩家女：小学二年级就离开了成都，但

成都是我全世界最喜欢的一个城市，是我的
家乡。

成都商报：对于峨影厂你很熟悉吧？
韩家女：我在哪儿住过几年，上小学前，

我今年 4 月份回去过一次，变化很大，快认
不出了。

成都商报：您的父亲韩三平会对你非常
严格吗？

韩家女：我的父亲是一个朋友一样的父
亲，会给我很多鼓励，（毕竟我也是女儿，不
是儿子）。当初也曾把剧本给父亲看过，父亲
觉得题材的选择很不错。影片热映后父亲第
一时间也联系我，表示了祝贺，但也提醒我
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以后要再接再厉。

成都商报：你是北电导演系研究生毕
业，将来会当导演吧？

韩家女：导演对个人能力要求太高了，
我再锻炼几年再说。

成都商报：现实题材作品是你最喜欢的吗？
韩家女：科幻、恐怖等题材都是我感兴

趣的，并不局限于现实题材。但确实希望更
多的人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张睿
（受访者供图）

我也是个四川妹儿：
在峨影厂住过几年
成都是我最喜欢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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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8成都职工成都职工
艺术之星擂台赛艺术之星擂台赛

报名方式：
线下——前往
成都市劳动人
民文化宫一楼
现场报名（地铁

4号线、7号线文
化宫站E出口）；
线上——下载
并登录“成都职
工”APP报名

蓉城
之秋

7月6日下午，由成都市总工
会、共青团成都市委员会、成都市
妇女联合会主办，四川音乐学院、
成都商报协办，成都市劳动人民
文化宫承办的蓉城之秋·2018成
都职工艺术之星擂台赛启动仪式
暨首场擂台赛，在成都市劳动人
民文化宫隆重举行。这也标志着
蓉城之秋·2018成都职工艺术之
星擂台赛大幕正式开启。

未来的三个月，市民将能看
到来自全城400万职工的多场不
同类型的才艺比拼，整个2018成
都的这个夏天，将因艺术而活力
倍增，因梦想而精彩纷呈。

据悉，蓉城之秋·2018成都
职工艺术之星擂台赛，是落实四
川省第四届职工文化年部署的
创新举措，是助推成都打造“三
城三都”城市品牌的具体措施。
主办方表示，“我们希望通过比
赛营造一种文化氛围，打造一种

‘文化现象’，增强成都城市文化
影响力，期待广大参赛选手，以
艺术为媒，传承、创新天府文化，
充分展现成都职工奋发向上、拼
搏奉献、建功立业的时代风采。”

报名材料：
报名需提供本人有效证件，
并如实填写个人资料等。
赛事热线：
028-81711272

APP下载二维码

成华区分局特警展现不一样的风采

外籍蓉飘Saley感谢成都成就了他
的梦想

专门回蓉写剧本
“四川是个养人的地方”

在初稿之后，《我不是药
神》的整个编剧创作周期长达
一年零六个月，在此期间钟伟
曾专门回四川成都写剧本。他
认为，创作的瓶颈是常态，写
不下去会把工作先停下，“看
看编剧的书，拉拉片儿。”钟伟
笑称：“我的技巧就是一直
写。”

“吕受益（电影中王传君角
色）这个名字就是我高中班主
任的名字。”钟伟披露了这个幕
后故事，“把我喜欢的人的名字
给一个角色，是让我对这个角
色投入热情的一个办法。”无论
是《相爱相亲》的编剧游晓颖，
还是《那年花开月正圆》的编剧
苏晓苑，在谈到近年来川籍编
剧在中国影视圈大放异彩的现
象时，钟伟表示，“四川是一个
养人的地方，特别是人文的滋
养。”大学时代钟伟迷恋成都诗
人杨黎、乌青代表的先锋诗派

“橡皮”，“成都有很多有传奇色
彩的地方。”

怀念家乡县城
亲密温暖的人际关系

四川对钟伟的影响有多
大？钟伟感觉自己到北京 10
年了，依然对那里很陌生。“在
仁寿就不一样。”钟伟怀念过
去在家乡县城那种人与人之
间亲密温暖的关系，“当年的
经历变成了很珍贵的关于人
的词典，我在上面（为剧本）找
人。”钟伟觉得家乡是自己永
远的“母语”，“我的（剧本中）
人物，源泉永远是四川的，这
个改不了。”

钟伟从新闻专业毕业后
在四川本地的广播电台工作，
不到两年辞职选择“北漂”。在
北京，他没有马上开始做编
剧，而是在门户网站、电视台
等职场辗转。选择职业编剧的
工作是出于对电影的热爱，但
钟伟也给想从事编剧的年轻
人一些忠告，“先让自己的生
活稳定下来，不能急，生活稳
定能让你的创作更舒服，否则
什么本子都接，会毁了自己对
编剧的热爱。”

钟伟是《我不是药神》编剧之一

声乐舞蹈，相声口技，乐器小品……在当天的
比赛现场，来自成都各区（市）县心怀艺术梦想的
职工们，纷纷拿出看家本事，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纷
呈的表演。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龙雪晴这样的工
厂职工，还有人民警察、建筑职工，甚至外籍蓉漂。

来自中建三局的10名职工，为大家带来了体
现施工状态的帽子歌。队员张志兴介绍道，“一听
说要举办擂台赛，小伙伴们就按捺不住了。能参加
这个比赛，大家觉得无比自豪，我们不仅登上了梦
寐以求的闪亮舞台，更收获了一份互爱互助的友
情。”

来自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的特警团队，
则带来了自编自排的原创舞蹈《守护者之绝不倒
下》。大家表示，“平时工作闲暇，我们就喜欢凑在
一起捣鼓乐器，唱唱歌。艺术不仅是我们放松的方
式，更是我们表达态度的载体，在刚才的舞蹈中，
我们就融入了平时训练、执法中遇到的一些情形，
希望借此展现我们青年干警敢于担当，敢于付出，
不惧艰险，勇往直前的作风。”

来自艾弗美足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外籍小伙
儿Saley，是一位已经来蓉工作十年的“蓉漂”，他自
弹自唱了个人原创歌曲《Real》。尽管中文不太流
利，但Saley非常激动，“有些紧张，发挥不算特别
好，但不论成绩好坏，能够参与这样一场大型艺术
赛事，其本身就已经意义非凡。这也是我喜欢成都
的地方，它包容与接纳着每一个心怀梦想的人。”

蓉城之秋·2018成都职工艺术之星擂台赛7月6日隆重启动

第一个节目，就把主持人看哭了

一个个精彩节目，让现场成
为掌声与喝彩的海洋。出席首场
比赛的名家导师代表，为所有参
赛选手的表演进行了专业点评。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激烈角逐，最
终，共有 12 支队伍成功晋级。具
体名单随后公布。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各区
（市）县职工的积极参与，本次比
赛，还获得了咪咕音乐、新浪动
漫、成都音乐坊街区、成都艺术剧
院等演艺机构，成都日报、成都商
报、成都电视台、成都全搜索、工
人日报、四川工人日报、四川日
报、中青网、人民日报数字四川、
新浪四川、腾讯大成网、四川新闻
网、今日头条等媒体的大力支持。

看到这里，你是否已经动心？
为让全市职工都能广泛参与，本
次比赛报名时间及赛程都预留了
充分的时间。未来的三个月，广大
职工均可在报名截止前自由安排
时间报名。

要再次提醒的是，日前，本次
赛事线上、线下报名通道已正式开
通。所有18～60周岁的男性、18～
55周岁的女性，且劳动关系在成都
市的在职职工，均可免费报名参
赛。经过数十场激烈的荣誉之战，
百座奖杯，将分别颁发给舞蹈、声
乐、语言、器乐等五个门类的职工
艺术之星。
（沈兴超 赖浩 张直 部分图片赛
事方提供）

擂台争锋
等你来战

全城继续寻找最闪耀艺术之星

本月初，大赛报名通道开通后短短数天，就
已吸引了数百个个人及团队报名参赛。万众期
待之下，7月6日，首场擂台赛正式开战。

成都富士康一线职工带来的舞蹈《水墨丹
青》率先亮相。在悠扬的乐声中，12名女职工手
持桃花圆扇，用轻盈的舞步，将女性形体的柔韧
与古典乐章的优雅紧密融合。

在她们身畔，另一男职工手持大笔自在挥
洒，结尾与舞蹈收为一体，亮出“艺纳百川，德容
万物”几个墨汁淋漓的古风大字。

但就是这样一个雅致的节目，却把男主持
人当场看哭了，这是为什么呢？

赛后，主持人告知记者，自己也没想到第一
个节目就让他潸然泪下！他说，“这是一群来自
一线的职工，其中还有一位特殊队员，她们没有
经过专业的训练，但是她们呈现的表演让我惊
讶的同时，也让我联想到节目背后，她们训练的
坚毅和对艺术的追求……确实让我太震撼。”

主持人口中的特殊队员，叫何阳，是一名聋

哑人，虽然在沟通上存在障碍，但她的舞姿却丝
毫不逊于队友。在当天的表演当中，何阳甚至还
作为“主角”，进行了一段令人眼前一亮的独舞。
而这一切，都源于她追求艺术路上，日复一日的
坚持与付出：交流不方便，就通过打字来沟通；
反应不敏捷，就背后多下工夫……

这群来自成都富士康不同岗位上的一线女
职工因舞蹈结缘，虽然没有舞蹈功底，没有专业教
练，但她们一有空就会结伴跳舞，还特别成立了舞
蹈小队。每周二和周四晚6点到8点，当别的同事
悠闲走出工厂吃饭、约会时，舞蹈队队员的身影总
是格外匆忙。为了多练一会儿舞，许多队员顾不上
好好吃饭，就直接钻进排练室热身；有几位刚当妈
妈不久的队员，一下班就急匆匆赶回家，给孩子喂
完奶后，再急匆匆赶回来。尽管累得气喘吁吁，满
头大汗，大家眼里却始终含着喜悦的笑意。

动人的舞姿，执着的坚持，毫无悬念，舞蹈
《水墨丹青》赢得了全体观众及评委的一致好
评，全票通过，顺利晋级。

成都聋哑女职工追梦之路
令主持人泪洒现场感人

警察、工人、外籍蓉漂激烈比拼
12支队伍晋级激烈

成都富士康一线职工带来舞蹈《水墨丹青》

女职工张玲精彩演奏《夜深沉》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