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2日， 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应成都商

报邀请，在成都举行《我看未来20年》大型公

益演讲。 成都商报小记者俱乐在qq群里发出

“提问柳传志 哪位小记者问题更精彩”活动，

在小记者中征集问题。

短短一天多时间， 就收到了30余个问题。

最终，沈杨、彭祖昊、叶钟一、赵子菁四位小记

者的提问，因为极具童趣，问出了跟大记者不

一样的视角，获得了柳传志团队的认可。四位

小记者获得机会跟随成都商报大记者采访讲

座现场， 同时为家长赢得了一张宝贵的入场

券。其中，赵子菁小记者的提问是“柳爷爷，您

有孙子吗？您平常陪孙子玩什么游戏？”小记

者彭祖昊的提问是 “未来的计算机会使人变

得越来越聪明，还是越来越懒散呢？”需要提

醒的是，很多小记者的提问过于“成人化”，反

而与“小记者”身份不相匹配。

演讲开始前，成都商报小记者俱乐部的老

师对小记者们进行了简单的采访培训，包括采

访的礼仪、会场的采访、会中的记录等。这是孩

子们的第一次采访，进入会场后，小记者们“拔

剑四顾心茫然”， 不知道该采访谁， 怎么提问

题。提了问题的，又忽略了记录被采访对象的身

份、职务、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小记者们拍照

的时候，也表现出“胆怯”，只敢远远地拍摄，不

敢像大记者们一样，近距离、多角度拍摄。

经过柳传志团队的最终确认，由于叶钟一

的问题跟柳传志演讲的主题《我的七十年》最

符合，最终被选中登上主席台，获得面对面采

访柳传志的机会。

演讲结束后， 叶钟一率先走上主席台，柳

传志看到是成都商报小记者， 主动上前握手。

主持人问完叶钟一的姓名后， 让叶钟一提问，

叶钟一顿了顿，问柳传志：“请问柳爷爷，您上

小学时的学习成绩好吗？……”说到一半，突

然忘词了。 台下听众用热烈的掌声鼓励叶钟

一，柳传志也鼓励她不要紧张。过了十几秒后，

叶钟一终于问出了问题的后半部分：“小学时

代，对您的成功是否有影响？”

柳传志认真地回答说，他小学时候的成绩

不好，因为念书比较早，5岁就开始，7岁就念三

年级，没什么基础，而且是住校。跟最大比他大

8岁的同学分在同一宿舍， 最大的麻烦就是每

天早上要倒尿桶， 经常受同学的欺负。“小时

候还是应该好好念书， 小时候假如我书念得

好，可能联想今天做得更大，就是因为书没有

念好，所以今天联想没有做得更大。”台下响

起热烈的掌声和会心的笑声。

小记者

招募

春节假期刚过， 成都商报小记者俱

乐部的电话就响个不停， 打进电话的家

长们纷纷表示， 年前因为时间安排等原

因错过了小记者选拔和假期活动， 希望

孩子还能有机会成为成都商报小记者。

为了弥补家长和同学们的遗憾， 培养更

多优秀人才， 成都商报小记者俱乐部将

在近期再次展开选拔， 请错过了第一批

选拔的家长及时报名， 留意本报关于小

记者的各种信息，不要再次错过了。

去年12月， 成都商报发布了首次招

募小记者的消息，家长们通过电话、邮件

等多种途径踊跃报名， 更有人民北路小

学华侨城校区、 树德中学博瑞实验学校

等多所学校集体报名， 短短几天报名人

数就上千， 甚至有汶川的家长带着孩子

赶到成都参加小记者选拔。 在不低于

30%淘汰率的基础上，近800名同学成功

通过选拔，成为了成都商报首批小记者。

近期， 成都商报小记者俱乐部将再

次启动选拔， 报名人数超过50人的学校

将到校“专场”考试。凡成功选拔小记者

超过50人的学校，还将设立小记者站，定

期派遣资深记者、编辑到学校培训辅导。

小记者选拔第二波即将开启

专访

19

汽

车

·

求

学

责编 余婷婷

编辑 戈萍

美编 陈小澜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2014年2月10日

星期一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2014重磅新车 “马”不停蹄抢市场

记者为你提前揭秘“2014第一季”最热门新车

新车亮点：

首次推出7座版本；轻量

化设计；有望首次引入柴油版动力车型；

预计售价90万元起

第三代宝马X5开眼角的设计让全

新宝马X5变得更有气势，双肾式进气格

栅比现款X5更宽更扁平。 将推出

xDrive35i和xDrive50i两种汽油版本，其

中xDrive35i车型搭3.0T发动机， 最大功

率225kW；xDrive50i车型搭4.4T� V8汽油

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330kw。

新车点评：

新一代宝马X5外形大气

磅礴，配置更加全面，还将推出七座版车

型，必将依然走在豪华SUV阵营的前列。

新车亮点：

全新的面孔，配备全景影

像系统；尺寸全面提升；电子配置丰富

新一代奇骏摒弃了原来过于硬朗的

线条，外观更加流畅、时尚前卫；同时长

宽 高 都 增 加 了 ， 分 别 为

4643/1820/1722mm，轴距2706mm。

新车点评：

日产奇骏已经更新到第

三代，变得没有“野性”了，开始向现代

都市流行的时尚、动感SUV转变，能否得

到偏爱SUV车型的年轻消费者的认可，

有待市场检验。

新车亮点：

豪华入门三厢车；全新设

计的前脸；全新车标；配置丰富；法国浪

漫基因；预售14.99万~24.99万元

DS� 5LS三厢车前脸为开放式设计，

配独立的DS品牌车标。 搭载最大输出功

率139马力的1.8L� VTi自然吸气发动机和

分为不同调校的1.6T涡轮增压发动机。

新车点评：

DS正在扩充其国产后的产

品阵容，DS� 5LS就是为中国消费者量身定

制的，外观内饰虽经过本土化改进，但并没

抛弃法国的浪漫主义，可谓诚意十足。

新车亮点：

全新紧凑级SUV；外形脱

胎换骨很有高级感；主打1.8T动力

采用宽横幅设计的中网， 上面有

“CHANGAN”的标识；带有透镜的大

灯与上下网状进气格栅搭配， 具有力量

感。CS75主打的1.8T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130kW(177Ps)，最大扭矩

230N·m，匹配6速手自一体变速器。

新车点评：

CS75是长安汽车旗下继

CS35之后的第二款SUV， 非常值得期待。

面对哈弗H6、奇瑞瑞虎5等强大对手，如何

分得一杯羹，就看最终的上市价格了。

新一代宝马X5

上市时间：2月19日

东风日产新一代奇骏

上市时间：2月25日

DS� 5LS

上市时间：3月28日

长安CS75

上市时间：第一季度

2014年注定将是“马”不停蹄的一年，超过150件汽车新品

要在这一年上市，也就是说，平均每3天就会有一款新车出来“诱

惑”准车主们，就算是“土豪”，也招架不住这阵势吧！仅是眼下，

第一季度即将上市的新品都系出名门。 究竟有哪些新秀今年能

红？你又在盘算着为谁买单？本报汽车盘点大户，痛快交出2014

第一季最热门新车，让你先心中有数。

成都商报记者 周燃

2系正式加入

BMW车型序列

2014年底特律国际车展BMW首发多款重量级新车

成都商报：

2013

年

BMW

品牌在中国的

成绩非常不错，请介绍一下全球的情况。

伊恩·罗伯森博士：

我们再一次无可争议

地雄踞2013年全球豪华汽车品牌榜首， 总销

量达到196万辆。我们保持着迅猛的发展态势

迈入2014年， 并将继续保持同行业第一的领

先地位。

成都商报： 如何实现

2014

年更高增长

的目标？

伊恩·罗伯森博士：

我们不但有多款非常

出色的新产品，并将进一步开拓尚未涉足的细

分市场。 今年我们即将推出全新BMW� 4系敞

篷轿跑车、BMW运动旅行轿车和全新BMW�

X4等新车型。值得一提的是，全新BMW�X4将

在宝马的美国斯帕坦堡工厂生产。

成都商报：备受瞩目的

BMW i

品牌今年

有何计划？

伊恩·罗伯森博士：

BMW� i品牌在宝马的

发展策略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去年11月，

我们在欧洲市场率先销售BMW� i3， 今年5月

还将进入美国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已收

到大约11,000份BMW� i3的订单。BMW� i家族

的第二款产品———BMW� i8将于今年夏天上

市。请相信，无论搭载的是电动发动机还是传

统内燃机，BMW车型都将是一部“终极驾驶

机器”。这意味着我们制造的每一辆车，都拥

有纯粹的、富有情感且可持续的驾驶体验。

成都商报：本次车展上发布的

BMW 2

系

双门轿跑车有哪些特征？

迪斯博士：

这款新车承载着02系列的精

神，该系列于1966年上市，创造了一种全新的

驾驶体验。BMW� 2系双门轿跑车采用双门

车身、三厢设计、四个座椅、后轮驱动，以及一

贯偏重运动性能的底盘和发动机， 是基于

BMW传统的紧凑车型打造而成， 具有无与

伦比的动态驾驶体验。 我们还在美国市场推

出了M235i， 是2系双门轿跑车的第一款M�

Performance高性能产品。

成都商报记者 于婷 刘爱妮

BMW车型都是“终极驾驶机器”

专访宝马集团董事伊恩·罗伯森博士、迪斯博士

伊恩·罗伯森博士：宝马集团董事，

负责

BMW

品牌销售和市场营销、 宝马

集团销售渠道

迪斯博士：宝马集团董事，负责研发

在刚刚结束的2014年北美底特律国际车

展上，BMW带来了重量级全球首发车型和

极具前瞻示范性的汽车理念， 向公众全面展

现驾驶动态与效率的最佳平衡。 首发车型包

括两款高性能车———全新BMW� M3四门轿

车和全新BMW� M4双门轿跑车， 以及全新

BMW� 2系双门轿跑车。而纯电动BMW� i3和

插电式混合动力跑车BMW� i8， 则彰显出宝

马集团在创新驱动系统与智能轻量化设计方

面的领先实力。

全新BMW�M3、BMW�M4：

四门版与双门版同时全球首发

全新BMW� M3四门轿车和全新BMW�

M4双门轿跑车亮相2014年底特律车展，这是

BMW� M首次同时发布双门与四门版本车

型。 两款新车均配备了使用M双涡管双涡轮

增压技术的全新直列六缸发动机， 最大输出

功率达到317千瓦（431马力），最大扭矩550

牛·米。车身设计在空气动力学、散热和轻量

化方面做出了特别优化，例如，碳纤维复合材

料制成的车顶显著降低了车辆重心， 同材质

的整体式传动轴降低了转动惯量， 使油门响

应更加灵敏迅速。

全新BMW� 2系双门轿跑车：

提升紧凑型车市场的驾驶体验标杆

相比前代车型BMW� 1系双门轿跑车，

全新BMW� 2系双门轿跑车拥有宽敞的四座

设计、 创新的配置与选

装设备， 燃油效率也更

高。 宝马集团还特别展

出 了 装 配 M� Perfor-

mance� TwinPower�

Turbo直列六缸发动机

的BMW� M235i双门轿

跑车，最大输出功率240

千瓦（326马力），将该

细分市场的驾驶性能标

杆提高到全新境界。另

一款BMW� 228i配备使

用 BMW� TwinPower�

Turbo涡轮增压技术的

2.0升四缸发动机，最大

输出功率达到180千瓦

（245马力）。

BMW� i3和BMW� i8：

创新的可持续车型概念提供更多驾驶乐趣

全新BMW� i品牌下首先推出的两款

产品均在乘员座舱模块中大量使用碳纤维

复合材料，不但减轻车身重量，而且十分坚

固。BMW� i3是全球第一款 “天生电动”的

高档汽车， 使用开创先河的BMW� i设计语

言，并提供充裕的内部空间。其电动驱动系

统的输出功率为125千瓦（170马力），日常

行驶条件下的续驶里程为130~160公里，增

程器则可以将BMW� i3的日常续驶里程提

升至约300公里。

插电式混合动力跑车BMW� i8无疑是全

世界最先进的跑车， 它结合了跑车的性能和

小型车的能耗， 拥有2+2座的前瞻性设计。

BMW� i8配备的插电式混合动力驱动系统，

由一台最大输出功率为170千瓦（231马力）、

配备BMW� TwinPower� Turbo超增压技术的

三缸汽油发动机， 以及一台使用了BMW�

eDrive技术、最大输出功率为96千瓦（131马

力）的电动机组成，从静止加速到100公里/

小时仅需4.4秒；在欧盟循环测试中，其百公

里油耗仅2.5升。

面对面采访柳传志

小记者登上大舞台

成都商报总编辑亲自传授小记者

“真经”；面对面采访柳传志；凭小记者

证免费参观金沙太阳节；参观成都商报

社；完成一份独特的“寒假作业”———

建立专家库和调查同龄人压岁钱……

成都商报小记者俱乐部自去年12月成

立以来，活动精彩纷呈。

春节后，小记者俱乐部的活动更是

精彩连连， 参观成都电视台第二频道、

到郊外赏花采风、 到茶场采茶品茗、采

访政府官员……未来精英人才需要怎

样的素质？哪些品质可以让孩子受用终

身？成都商报小记者俱乐部还将围绕这

一课题，以培养孩子们的“胆识”、“独

立思考能力”、“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核心，开设相应素质教育活动课程。

小记者报名咨询电话：86511922

（工作日10：00~17：00）

成为成都商报小记者，就要多观察社会、

体验生活，做生活的有心人。成都商报小记者

俱乐部也将创造条件， 提供给小记者们很多

社会实践的机会。

这不，福利就来了！1月28日~2月16日，金

沙太阳节在金沙遗址博物馆举行， 所有小记

者均可凭小记者证免费入场。 小记者们还具

有新闻敏感性， 就在现场对小朋友和大人们

进行了“压岁钱调查”采访，颇有记者范儿。

小记者们的福利还有很多， 比如2月11

日、12日，参观成都电视台第二频道，了解电

视新闻制作流程。

除了业务培训外，未来出类拔萃的人才，

需要怎样的素质， 哪些品质可以让孩子们受

用终身？ 成都商报小记者俱乐部将围绕这一

课题，以培养孩子们的“胆识”、“独立思考

能力”、“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核心，开

设相应素质教育活动课程。

成都商报记者 叶荣 杜玉飞 樊英 凌鑫晨

王勤

小 记 者 优 秀 作 文 选 登

“柳传志”这个名字在这之前，我还

从未耳闻。 自从商报小记者俱乐部发布

了“提问柳传志活动”之后，才了解到柳

传志是联想集团创始人、 联想控股董事

长、中国

IT

教父……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参加了这个活

动———提了一个问题，想不到竟然被柳传

志团队选中了，更想不到我居然是唯一一

个上台提问柳传志的小记者。

2014

年

1

月

22

日下午

2

点，成都商报主

办的“我看未来

20

年”，第四位嘉宾枊传

志大型公益演讲如期举行。 听了很久的

“课”———柳传志谈改革开放、 谈现在情

况、看未来十年、谈人生愿景……我一想

到要上台直面柳传志，就忐忑不安，像揣

着一只兔子一样，心都快蹦出来了。

终于，听到主持人对柳爷爷说：“今天

成都商报小记者有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

要问您……”我知道我该上场了，我小跑

上台到了主持人身边，看到柳爷爷和台下

上千的观众，我更加不安了。柳爷爷主动

说：“来，咱们握个手！”说完便站起身来。

我也腼腆地笑了笑，迎了上去。

主持人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当时

紧张得差点都忘了自己的名字， 脑子一

片空白，都不知道怎么说出“叶钟一”三

个字的。 紧接着主持人让我向柳爷爷提

问，于是我望着柳爷爷说：“请问柳爷爷，

您上小学时的学习成绩好吗？……”

糟了， 说了一半我忘词了， 此时此

刻，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既紧张

又尴尬。 这时， 柳爷爷非常体贴地安慰

说：“别紧张！别紧张！”于是，我告诉自己

一定要冷静、冷静，我努力地在脑子里搜

索着那几个字，支吾了半天总算吐出了：

“小学时代，对您的成功是否有影响

?

”

柳爷爷认真地回答：“我小学时候的

成绩不好， 因为我念书比较早……小时

候还是应该好好念书，假如我书念得好，

可能联想今天做得更大， 就是因为书没

有念好，所以今天联想没有做得更大。”

从柳爷爷这看似朴实而幽默的话语

中，让我懂得了不管有多成功的人，都不

会否认读书的重要性……感谢成都商报

给了这次宝贵的机会， 让我得到了从未

有过的体验，得到了锻炼，得到了升华。

编辑点评： 作为商报小记者的幸运

儿， 叶钟一能有机会近距离提问柳传志，

相信对她的人生会有重大影响。这篇文章

写出了她的激动、忐忑、尴尬以及感悟。

《请问，柳爷爷……》（节选）

商报小记者叶钟一 成华实验小学六年级

2

月

2

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太阳高高

地挂在蔚蓝的天空中。下午，我们一家人

去“金沙太阳节”游玩。因为有小记者证，

我可以免费进入园区，简直太兴奋了！

走进金沙太阳节，我第一眼就看见了

“首尔希望门”， 首尔就是韩国的首都呀！

韩国风情园里有各式各样的彩灯：瑞宗与

定顺王后、摔跤的人、插秧的农夫、提灯宫

女、 洗衣场……都表现出韩国的风俗人

情。再往里走，就是标准的表演舞台了。

演出终于开始了。 第一个节目就让

观众们大开眼界 ， 这个节目就是 ：

B-

BOY

组合为大家带来的街舞表演。这个

团队在韩国可是非常有名的哦！ 他们跳

的街舞可不是一般化的难， 让大家看得

眼花缭乱，不停地尖叫：用头顶在地上转

圈， 倒立的时候用自己的腿做其他队员

手上的动作……观众们都替

B-BOY

组

合的成员们捏了一把汗。

接着， 韩国著名的造型师李成范登

场， 为现场美丽的阿姨们制作复杂而漂

亮的发型……

编辑点评：小记者观察仔细，既有总的

场景描写，也有点的描写，点面结合得好。

《精彩的金沙太阳节》（节选）

商报小记者陈麒羽 天涯石小学三年级

面对面采访大人物

小记者“忘词”了

采访

柳传志

素质

课程

培养小记者

独立思考、解决问题能力

成都商报小记者代表上台向柳传志提问 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