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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满友谊和收获 中俄小记者互访结束

穿着迷彩服、“防弹衣”，拿着盾牌，
头顶绿叶，举着手枪瞄准前方……这不
是在CS训练营，而是省直机关西马棚幼
儿园的一场游戏活动。该园把教学与游
戏相结合，除了野战基地外，还开辟了奇
巧丛林、冒险岛等10大户外活动区域。

11 月 23 日，成都市教师发展基地
优质课堂开放日活动在省直机关西马
棚幼儿园举行，西马棚幼儿园现场展示
了“幼儿园户外大区域游戏的组织”、

“角色游戏的指导”等课程。据该园园长
汪萍介绍，学校设置了野战基地、奇巧
玩吧、彩虹妙妙屋等活动区域，孩子可
以搭建营区，完善装备，更重要的是学
会合作、分享与担当。平时游离于集体
游戏之外的孩子，也都参与到了集体活
动中来。幼儿园户外大区域游戏模式得
到了成都市教育部门的认可，并作为优
质课堂向全市展示。

成都商报实习生 陈茜

马自达本次中国首发的以“超越既
有概念与框架”为目标的概念车“Mazda
越 KOERU”，是马自达面向持续增长的
跨界 SUV 市场的新挑战。基于“魂动”设
计主题，追求具有野生动物般强烈生命
力的动感造型，同时着重于对品格进行

表现，力图进化和提升设计表现力。此
外，通过采用最新的“创驰蓝天”技术，
高维度地兼具驾乘乐趣与良好的环保
性能。

本届广州车展上，马自达还展示了新
一代产品“Mazda3AXELA 昂克赛拉”、

“Mazda6ATENZA 阿特兹”、全新“Mazda
CX-5”。马自达汽车株式会社专务执行董
事、马自达（中国）董事长稻本信秀表示：

“这三款搭载‘创驰蓝天’技术的主力车型
已占2015年销售的80%。”

成都商报记者 刘爱妮 桑田

2015广州国际车展，劳斯莱斯全新力
作曜影上演中国首秀。“劳斯莱斯曜影作
为劳斯莱斯汽车旗下最具社交风范、最优
雅性感的超豪华四座敞篷汽车，她的推出
进一步完善了劳斯莱斯汽车家族的车型
阵容。”劳斯莱斯汽车中国区总监李龙先

生表示。
展开顶篷的劳斯莱斯曜影拥有优雅

的锥形车身和高腰线，如同一名运动健
将，蓄势待发。设计团队采用了两种关键
技术，以确保曜影外形的美感以及车辆行
驶时的静谧性。车辆巡航速度在50公里/

小时，只需短短 22 秒即可完成顶篷的开
合操作，并且接近绝对安静，这一顶篷开
合过程也被劳斯莱斯汽车的工程师们称
之为“无声的芭蕾”。该车配备双涡轮6.6
升V12动力总成，在每分钟5250转下，其
动力输出达到563马力。

兰博基尼“Huracan 中”车型
亮相，售价为 350 万元。该车是为
了庆祝兰博基尼品牌入华十周
年 ，仅 对 中 国 市 场 发 售 50 辆 。

“Huracan中”由圣亚加塔·波隆尼
的兰博基尼汽车工厂打造，与此
前在售的 Huracan 610-4 基本保
持一致。新车配备倒车影像、内置
导航、底盘上升、停车辅助系统等

配置。
动力方面，“Huracan中”搭载

的依旧是一台5.2升V10发动机，
该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600马力，
峰值扭矩达到560牛·米，这样的动
力表现相比 Huracan 610-4 发动
机的最大输出功率降低10马力。传
动系统方面，与发动机匹配的是7
速双离合变速器。

宾利全球首款超豪华SUV宾
利添越Bentayga在广州车展登场。
添越Bentayga的动力来自全新的双
涡轮6.0升W12发动机，仅需4.1秒
就能由静止加速至100公里/小时，
最高车速达301公里/小时，宾利将
其标榜为全球动力最强、速度最快
的SUV。宾利汽车特别打造了添越

Bentayga首发限量版，全球仅发布
608辆，将于明年春季开始交付。

宾利添越 Bentayga 为客户提
供数以万计的私人定制方案，客户
还可前往宾利克鲁总部，通过宾利
顶级定制部门 Mulliner 的专家团
队，打造极具个人风格、如工艺品
般的专属添越Bentayga。

保时捷新款 911 在 2015 广州
国际车展上首发亮相。这一代911
代号为991，于2012年发布，三年之
后迎来了此次中期改款。相比现款
911 Carrera 车型 129.50 万元起的
指导价，新款车型价格变化不大，
售价131.80万~175.50万元起。

除了必须会保留的自然吸气
GT3/GT3 RS版本之外，所有新款
911 都会配备涡轮增压发动机。

Carrera和Targa系列配备3.0升6缸
水平对置双涡轮增压发动机：标准
版采用370马力、450牛·米的调校；
S高性能版采用420马力、500牛·米
的调校。而标准版和S版在动力上
的区别，并非只来自ECU的限制，
实际上S版会采用性能更好的涡轮
增压器，并且在排气系统上也会与
标准版有所不同。新款911系列的
国内上市时间为2016年4月。

■俄罗斯小记者 Belousova Daria 塔
尼娅·维达里耶夫娜·碧拉乌索娃

虽然成都之行已经结束，短短一周
时间，成都在我心里却刻下了深深的烙
印。在成都，我们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品尝传统的成都小吃，体验成都人的生
活方式，这些都让我们对中国的印象有
了彻底改变。

非常感谢成都市外事侨务办公室，

让我们有机会来到这座美丽的城市。参
观熊猫基地、杜甫草堂，观看川戏，这些
都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成都的氛围。七
中万达学校寄宿家庭对我们热情的接
待，让我们在成都一点都不陌生，有真
正家的感觉。

在七中万达学校的几天时间里，
我们与同龄人一起上体育课，一起学
习太极，一起上中国国学课程，体验
了一次在中国当学生的感觉。采访成
都市政府的领导和成都商报的记者，
也让我们提前感受了一个真正记者
的乐趣。长大后我希望能成为一名外
交官，而这次旅行之后希望未来能在
成都工作。

上周六晚，8名伏尔加格勒的小记
者登上回国的飞机，由成都市人民政府
外事侨务办公室、成都市教育局、俄罗斯
伏尔加格勒市政府国际关系委员会主
办，成都商报承办的“成都－伏尔加格勒
青少年小记者交换项目”圆满结束。

从今年5月开始，成都与伏尔加格
勒分别派出8名小记者，到两个城市进
行为期一周的交流互访活动。伏尔加格
勒的8位小客人住进了成都七中万达
学校同学的家中，他们一起活动、学
习、成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都七
中万达学校与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市第
五中学在本次活动中还结成了友好学
校，七中万达学校陈刚校长表示，未来
希望两所学校能够建立更多常态化的
文化交流活动。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呈
现两位中俄小记者的交流体验文章。

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 石益川
七天前，我们相遇在那个机场的大

厅，人来人往……
最初的一天，我的心情无比复杂——

激动、向往，还有一丝紧张。虽然我们第一
次相识，仿佛已是多年朋友的相见。

一路上，我们很少说话，偶尔用一句
英语，出口却是生涩，弥漫着尴尬。我侧身
转向你们，才发现你们真诚友善的笑脸。

去过了熊猫基地。
还记得吗？我们一起拍过的照片，

我们一起站过的拐角。那透过竹叶流下

的晨曦，映照出的是我们开心的侧脸。
一起去吃了火锅。
还记得吗？你们不会用双筷，我们就

很高兴地教你们。当你们第一次用颤抖
着的双手将食物夹入自己的碗内，开心
的，可不仅仅是你们啊。你们不习惯中国
的食物，我们都很担心，觉得你们会挨
饿，于是我们鼓起勇气用英语同你们交
流——啊哈！原来你们更喜欢吃快餐！

一起去了宽窄巷子。
还记得吗？那天夜里，灯火通明，仿

佛是在见证我们的友谊。我们陪女生东
逛逛、西逛逛——男生们，现在知道了
吧，全世界的女生都这样。

一起去了春熙路。
还记得吗？我们走遍了春熙路所有

的街，到头来，竟变成了你们来带路。
在最后到机场的路上，还记得吗？

我们在大巴士上唱的歌。欢乐的歌声飘
荡在大巴车内，仿佛是忘记了即将到来
的离别……

《《我们的成都之行我们的成都之行》》

《《致我最亲爱的朋友们致我最亲爱的朋友们》》 在幼儿园
也能玩CS、职业角色扮演

买不买不重要
我刷的是存在感

动辄几百万的超跑，还有那些一看就不
属于这个时代的概念车，向来都是每次车展
上最扯眼球的一种存在。它们不为销量而来，
只为刷刷存在感，成为车展的一大谈资，占据
观展大众的朋友圈。今年的广州车展上，依然
有这么一些不指望你买，但求你关注的车型。

中国专供中国专供：：
兰博基尼“Huracan中”只卖中国

相当高调相当高调：：
宾利标榜“全球之最”SUV

已是经典已是经典：：
保时捷新款911首发

无声的芭蕾无声的芭蕾：：
劳斯莱斯曜影

名字有点长名字有点长：：
马自达

“Mazda越KOERU”概念车

11月14日，我们参加了广汽丰田凯
美瑞和成都商报小记者联合组织的非
遗之旅活动。跟随着十多辆好看、宽敞
的凯美瑞汽车，一路玩着成语接龙游戏
的我们很快就到了今天的第一站安靖
蜀绣工厂。

我看到许多阿姨在认真的绣美丽
的图案。看，一条条小鱼活灵活现，一朵
朵花朵鲜艳美丽，就像真的一样。我还
学到很多知识，你们知道吗？蜀锈的针
法有120多种，蜀锈的代表图案有鱼、牡
丹花、芙蓉花等。在展厅里我还看到了
老师说的异形绣，一面是美女，一面是
可爱的熊猫，太神奇了。
午饭后，我们乘车来到第二站川菜

博物馆。在这里，我看到了像肚子一样的
酒碗，原来古时侯的人是用这种酒碗喝
酒的啊。我还看到了一个大大的蒸笼，有

好几层，老师说最下面一层可以放碳，这
样可以保温，古时候的人真是太聪明了！
接下来我们还参观了制作郫县豆瓣的地
方，有好多好多大缸，这里面可全是放的
豆瓣哟，而且已经放了很多年了，我想一
定很好吃吧，可惜我不会吃辣椒，我这么
大了也应该尝试吃点辣椒了。
最后我们来到一个推磨的地方，今

天的重头戏开始了，那就是推磨比赛。
在30秒内看谁推磨的圈数多，奖品是一
个广汽丰田凯美瑞车模，我非常喜欢。
比赛开始了，看着一个个爸爸出场，轻
轻松松就推了二十几圈，还有推三十多
圈的，我心里暗暗想，遭了，这些爸爸力
气这么大，可是今天我家只有妈妈来，

她怎么推得动呢？我站在旁边仔细地观
察这些叔叔的动作，发现推得多的叔叔
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步子迈得很开，
这样才好用力。我把这个发现告诉妈
妈，妈妈点点头。该妈妈上场了，头几圈
她推得很吃力，我心想完蛋了，我们肯
定输了。没想到妈妈越推越快，居然推
了21圈，最后我们得了第十名，得到了
凯美瑞车模，我高兴极了。妈妈对我说：
“妈妈掌握了技巧才能成功，还得谢谢
你告诉我方法。”我听了更加高兴了，
妈妈的成功也有我的功劳呢！

今天真是愉快的一天，我认识了很
多朋友，学到了很多知识，还得到了礼
品，真是太开心了！

小记者有大发现
在成都商报小记者眼中“非

物质文化遗产”到底是什么？是
蜀绣的巧夺天工，是川菜的美味
佳肴，更是郫县豆瓣的百变滋味
⋯⋯日前，广汽丰田凯美瑞带领
数十名成都商报小记者展开了一
场“非遗·芯动之旅”，当汽车的
艺术与非遗的艺术发生“碰撞”
会产生怎样的“火花”，我们来看
看小记者发现了什么？

11月14日，我们20个小记
者兴奋地跟随成都商报和广汽
丰田凯美瑞车队，走进蜀绣之
乡安靖镇、郫县川菜博物馆、崇
州唐叶儿粑三地进行了 “非
遗”探索之旅。

让我最难忘的是
旅行的第二站———郫县
川菜博物馆。走进大门，
每个小记者就品尝到了
一个香喷喷的蛋烘糕，
开始了我们的吃、观、
学、玩的活动！博物馆里
有从战国至现代的3000
多件川菜饮食器皿，藏
品在使用功能上可分为
煮食器、盛食器、酒器、
用餐器、茶具，从材质上

可分为青铜、牙骨、陶、瓷、铁器、
木、竹等，从这些藏品了解到了川
菜的起源、演变、发展，最后形成
我们引以为豪的川菜文化。川菜
的文化是海纳百川，我们学习不
也该集众家之长吗?

在其中一个古色古香的青
花瓷泡菜坛面前，负责讲解的阿
姨说值400万，全球仅两个。爸爸
笑问：“我这辈子可以挣几个泡
菜坛？”途经郫县豆瓣的各种大
缸面前，我们看到了酿制多年处
于不同阶段的一缸缸豆瓣，这是
川菜调料的灵魂。

作为非遗文化遗产的川菜
如今已经走入国宴，走出国门。张
大千说过：吃是人生最高的艺术！
“非遗”之旅，我们走一路，吃一
路，学一路，感谢成都商报社和广
汽丰田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活动，
我们都是快乐的“小吃货”！

《吃也是一种学问》
泡小天府校区四年级三班 唐郡

《快乐的一天》
石笋街小学二年级二班 王梓涵

———广汽丰田凯美瑞携成都商报小记者俱乐部开启“非遗·芯动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