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去年全金属外壳与指纹识别
成为手机的标配之后，双摄像头成
为今年手机品牌的新宠，华为、360、
乐视酷派、小米、OPPO、vivo都开始
采用双摄像头技术，就连 iPhone 7
也加入了双摄阵营。这表明，双摄已
经成为手机的发展趋势与最新卖
点，将会成为手机的最新标配。

很多消费者对手机双摄有误解，
认为只要有两个镜头就能提升拍摄效
果。其实，双摄技术并非简单的硬件堆
叠，它需要厂商有深厚的技术底蕴，同
时具备足够的研发实力与技术支持，
才能实现手机的真双摄。各种双摄像
头里面也有各有不同。一些双摄手机
并没有多好的拍摄效果提升，有的品

牌手机只是搭载过时
的硬件，然后通过软件
来优化照片效果，这造
成很多用户对于双摄
的体验不佳。甚至有的品牌被曝使用
的双摄技术是过去两年的旧技术。

而日前发布的华为Mate 9则采
用了华为与徕卡联合设计的1200万
像素彩色和2000万像素黑白双摄像
头组合，拍照双摄像头同时工作，彩色
摄像头捕捉颜色并进行还原，黑白摄
像头则用于画面细节的捕捉，并支持
鲜艳、柔和、黑白等徕卡独有的特殊拍
照模式。Mate 9也是继今年上半年的
P9/P9 Plus之后，华为第二次与徕卡
深度合作定制摄像头。其还支持2倍

双摄变焦、OIS光学防抖、大光圈效果
2.0。它提供了极为丰富、强大的拍照
玩法，但相机界面设置得颇有层次，并
不凌乱拥挤。顶部依次是闪光灯、大光
圈模式开关、色彩模式(标准/鲜艳/柔
和)、滤镜、前后摄像头切换，底部中间
的标记处上滑可以调出专业模式。由
此可见，硬件与技术的双重合力，才是
保证真双摄手机的不二法门。

为什么人都长了两只眼睛？这
是因为人眼需要通过两只眼睛的对
比，才能产生视差，才能对物体的景
深轮廓产生反应。实际上，手机和相
机一直在努力研究如何还原人眼看
到的真实情景。而今，手机品牌已从
单纯追求手机摄像头像素上开始转
向。 Nokia曾经发布了高达4000万
像素的手机，但用户发现自己并不
需要手机实现这么高的像素，反而
需要更快的对焦速度、变动光圈柔
焦、夜拍降噪、提高画素。双摄像头
被业界重新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是：摄像头模组的厚度决定了手机
的整体厚度，对行业造成了巨大瓶
颈。就算是苹果，也没办法很好的解
决这一问题。从手机外观设计的角
度来说，要解决颜值问题，必须要采
用双摄像头。有双摄像头，我们可以
用更好的模型进行人脸美化和修
饰。可以让相机拥有更远的光学变
焦。甚至还可以针对物体的3D内建

模和房间扫描建模，这个应用将大
大拓展手机在日常应用。

以最新发布vivo X9为例，拍照
是它最大的特色，前置使用了 2000
万像素与索尼共同研发的 IMX376
传感器与800万像素专业虚化摄像
头组合，除了提升了照片质量之外，
也带来了更多的可玩乐趣，它可以实
现不同远近的拍照物体精确分层。还
有，柔光自拍是vivo的一大特色，在
vivo X7时代就有了，而vivo X9使
用了全新的柔光自拍灯，色温达到摄
影棚打光一致，而且灯光效果很柔和
不刺眼，暗光下自拍时，让皮肤红润
在富有光泽的同时也让肤色更均匀。

但是双摄像头并不是手机摄
像技术演进的终点，日前 Nokia 就
和 Pelican 公司达成合作，着手测试
由16个镜头组成的阵列式摄像头。
该摄像头采用4×4的阵列组合，每
个镜头都可以单独捕捉图像，然后
合并成一张照片。相比传统相机，

由 16 个镜头阵列组成的摄像头能
够拍摄出更大的景深空间，甚至能
够呈现出 3D 效果。可以预见，未来
除了双摄像头，甚至还有多摄像头
手机出现，也许不久的将来，你的
手机背后将会如同蜜蜂和蚂蚁一样
的复眼，虽然对密集恐惧患者不是
好事，但是这种相机将具有更广泛
应用前景。 成都商报记者 庞健

16 年来，不管行业如何改变，
成都国美始终是川内家电创新的领
导者，今年实施了以“全渠道、新场
景、强链接”为核心的发展战略，门
店改变原有以品牌陈列为主的销售
方式，打造应用式的消费场景，把产
品功能充分挖掘出来，从而引导顾
客购买。如今智能化产品越来越多，
很多消费者并不知道如何使用，国
美通过线下场景式的打造，以顾客
为中心，让消费者进店得到更多体
验、享受更多增值服务。成都国美联
合厂商共同让利，打造真机实景新
场景，必将引起更多消费者的共鸣。

有了强大的资源和活动做后盾，

在销售井喷时出现的送货问题也是
消费者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国美
周年庆优惠幅度这么大，购买的顾客
会不会非常多，会不会和双十一一样
出现送货慢、安装迟的问题？”家住梁
家巷的张女士这样问到。

为了保证周年庆期间的正常送
货，国美针对本次活动新增了物流
配送车，提出了“一日三达、精准配
送、送装同步”的物流服务承诺。服
务作为零售行业的重要一环，对消
费者用户体验有着不可忽视的作
用。虽然周年庆期间会出现销售集
中的现象，但国美一样有能力为消
费者提供优质的配送服务。

成都国美16周年庆今日正式拉开序幕
单件满1000送500 iPad mini2免费送

成都国美16周年庆促销活动
于今日正式启动。16年时间里，成
都国美已经发展成为蓉城家电市场
的领军企业，成为百姓购买家电的
首选卖场。国美相关负责人明确表
示，此次活动将联合多家家电业巨
头推出多项惊喜活动。在11月25
日至28日到国美购买彩电、冰箱、
洗衣机、空调、厨卫、小家电产品，单
件满1000元送500元，比平时享
有更多的价格优惠。参与微信抽奖，
更有 300 台电饭煲、5 台 iPad
mini2免费送。

从2000年到2016年的16年时
间里，成都国美已发展成为蓉城家电
市场的领军企业，川内门店数量达到
近70家。通过在行业内的领先优势，
国美将优质的家电商品普及到千家
万户，使居民生活大幅提升，同时也
成为百姓购买家电的首选卖场。

今年，成都国美以集团总部“全
渠道、新场景、强链接”的战略为核
心进行升级转型，并在3·11黑色星
期五、4·15、9·09 超级福利日和五
一、十一黄金周等关键节点上取得
了非常不错的业绩，销售保持增长
态势。良好的销售业绩自然能赢得
家电厂商的鼎力支持，成都国美16
周年活动已经得到了众多家电厂商
的大力支持。

细心的消费者会发现，当你购
买家电产品有价格优惠时，电脑上
会显示几种不同的优惠折扣，几种
优惠叠加后才能达到最低的价格，
而这些优惠正是业内所说的资源。
这种资源由厂家和国美共同承担，
换句话说，要想优惠的幅度越大，那
么对资源的要求也就越高。对于16
周年庆这样全川大型促销活动而
言，国美投入的特价资源不容置疑。
而厂家方面早以开始摩拳擦掌，在
一个月之前就已经开始与国美进行
各种资源谈判，无论是新品上样还
是特价机资源的补贴，双方都进行
了反复的核对和磋商，确保周年庆
期间所推出的产品都是真真正正的
特惠价格。

对于消费市场而言，活动促销
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手段，各种层
出不穷的促销甚至让消费者开始感
到麻木，促销力度是否够大、让利幅
度是否让消费者满意成为了关键因
素。此次活动期间，成都国美抛出了

“单件满1000元送500元”的劲爆让
利方案。11月25日至28日，购买彩
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厨卫、小家
电产品，单件满1000元送500元，特
价产品加上如此重磅的促销力度，

消费者想不动心都难。
成都国美16周年庆活动准备充

分、活动丰富、价格直降，将给消费
者带来又一次的震撼体验。国美有
实力发动这样范围广泛的促销活
动。依靠完善的网络布局，保证将真
正的低价促销延展到每一个社区，
每一个家庭。活动期间，还举办了微
信抽奖活动，300 台电饭煲、5 台
iPad mini2免费送。抽奖活动本月
28日结束，广大消费者可积极参与。

领军蓉城家电
市场16年

价格直降 礼品丰富

线下新场景增强用户体验
打造增值服务

换部双摄手机
要多长个心眼儿

双摄像头，今年初还一度是高端智能手机的代名词，而今零售价不足千元的手机也纷纷亮出双摄像
头配置。近日，华为Mate9、vivo X9、OPPO R9 S、小米 Note2 等品牌不约而同推出主打摄像为亮
点的旗舰手机，双摄像头同样成为标配。一时间，关于双摄像头的争议四起，有的认为华而不实，有的认为
必不可少，有的认为此中不少认识误区。准备更换双摄像头新手机的用户该如何选择呢？

双摄像头的进化是大势所趋

双摄像头技术研发实力才是基础

责编 邓正彤 美编 吴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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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数码16
2016年11月25日
星期五

昨日下午的论坛活动中，现场
的家长在美国的 Kay Erikson 课堂
现场，真实体验了一把美国幼儿园
的孩子们是如何上课，如何玩耍的。
家长们分小组，利用各种生态、环保
乃至废弃的材料，制作各种构思中
的建筑物，并且还要阐述自己的设
计和建造理念。就这个小小的环节，
结果现场的家长们都玩High了，俨
然重新回到了童年。

Kay Erikson介绍说，在美国的
幼儿园里，孩子们区角活动使用的
材料绝大多数都取材于大自然，每
个班级还会为孩子提供大量的纸、
笔、剪刀、画笔、颜料等，让孩子自由
取用。沙、水、木、泥、线、石头、树枝、
松果、树叶……这些随处可见的自
然物是孩子们玩耍的宝贝，孩子们
可以借助这些真实的材料，开展各
种有趣的活动，积累鲜活的生活经
验。另一方面，这些没有固定功能、
固定玩法的，开放的、生态的、低结
构化的操作材料给了孩子们巨大的
创造空间，他们的好奇心、想象力、
创造力在与材料的互动过程中获得
极大的满足。

让孩子玩好 这点很重要
多国教育名家与数千家长共话“孩子的玩耍”

来自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初等教育系
副教授Mina Kim 米娜·金博士，她的很多
出版物都探讨了儿童早期教育的课程发展，
对教师行动研究、数学和科学的指导问题、
第二语言的学习、综合课程、多元文化视角
等方面有特别的关注。

在昨日的论坛中，她甚至将演讲的主题
定在了“再访玩耍”，非常强调玩耍在孩子成长
过程中的重要性。米娜·金表示，一个关于脑科
学的研究和教育表明，到2岁时，孩子突触的
数量达到成人水平。如果家长让孩子什么都
不接触，他怎么能发生突触？到3岁时，孩子的
大脑有一千万亿突触，是任何成年人的两倍！
此时，孩子拥有更复杂的神经连接，并具有比
任何其他生命周期更高的代谢率。这个年龄
是孩子学习最关键的时期，当家长没有给孩
子足够的刺激和经验，让孩子不能充分运用
大脑的能力时，突触就会逐渐消失，相反，那些
家长反复强调的突触，这些记忆、应用的过程
中会被保留下来，成为孩子大脑的一部分了。

在这些关键期，家长应该激发和培养孩
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就是玩耍。布鲁姆将
教育目标分为认知领域、情感领域、和操作领
域三个领域，共同构成教育目标体系。认知领
域的教育目标可以分为从低到高的六个层
次：知道（知识）-领会（理解）-应用-分析-综
合-评价。其中，评价很重要，这是孩子学习的
最高级别。成人应该反思，什么样的活动能够

激发孩子能力的发展，创造力的发展。家长对
孩子的培养，不能仅仅停留在第一层或第二
层，要向更高层次进步。米娜·金认为，这其实
并不难，通过玩耍，是肯定能够激发孩子这些
能力的发展的。米娜·金认为，玩耍更多时候是
一种工具，这个工具可以有3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刺激孩子的想象力。第二，刺激身体运动
产生能量。第三，不断地尝试探究和探索。

米娜·金在现场分享了一个实验室老
鼠的视频。视频中，小白鼠被分成了两组，
一组玩耍，一组被认为控制和引导。在这个
实验中，有着梯子、纸盒等“丰富环境”的实
验室老鼠，在笼子里玩玩具和找玩伴花了
两个星期，涉及感觉知觉的脑区域更厚。而
大脑更厚的老鼠更聪明：他们比那些薄大
脑的老鼠更快想出了如何运行迷宫和找到
食物。甚至怀孕的老鼠生活在丰富的环境
中比那些生活在贫困的环境中生育更厚皮
质的新生小鼠。

米娜·金认为，童年，是最开放的新体验。
这个过程不会停止在成年，它肯定会放慢。当
那段时间过去了，生物钟门关闭，经验不再有
效。玩耍是一种让孩子认知和提高社会性情
感发展的工具，除了让孩子通过身体运动释
放能量、想象之外，玩耍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价值是，让孩子不断地尝试和犯错，从错误中
学习、探究。通过游戏，孩子们可以了解他们周
围的社会、身体、情感和认知世界。

泥巴地里、小水坑旁，穿着连体衣和雨靴的
孩子们开心地踩着积水，玩着“洗车”的游戏；雨
后的草丛中，孩子们凑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观
察、谈论着他们的最新发现——几只肥嘟嘟的
蜗牛；活动室内，一个小女孩骑在瓢虫小车上，
娴熟地拖着另一辆小车到处穿行；角落里，几个
孩子有说有笑地商量着谁来做城堡里的“公
主”；树林的空地上，孩子围坐在火堆旁，兴致勃
勃地和老师一起烤着香甜的面饼……在丹麦幼
稚园中，这样的场景随处可见，孩子们玩的那样
投入、开心。丹麦VIA大学学院副院长安德烈亚
斯·拉榭-克里斯坦森表示，在这样的场景中，
丹麦的老师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不要干涉。
当然，丹麦的家长们普遍接受孩子在幼儿园的
玩耍过程中或许会有一些轻微的受伤，例如擦
破皮之类的。丹麦教育部门会对老师们进行专
门的培训，让老师明白怎么去带领孩子玩耍，怎
么让孩子共同融入一个群体，“把共同玩耍放在
首位，这可以培养孩子们的社会能力。”

自然、户外、科学是丹麦非常重视的学前孩
子的课程，“我们会尽量给孩子提供更多探索的
机会，在玩耍中学习。比如，放风筝，会引导孩子
感受到风向。”在丹麦，社会普遍认为，玩耍和友
谊是很重要的，孩子们的课余时间，家长也更多
的是带孩子参加各种体育方面的兴趣班，让家
长有更多机会与孩子玩耍，在玩耍中相处。

家长该这样陪孩子玩 共同玩耍
可以培养孩子的社会能力

有意识的玩耍
有助培养孩子的创造力

丹麦VIA大学副院长、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副教授、四
川师范大学教授……众多国内外教育专家、多所幼儿园园
长、几百名家长齐聚一堂，共话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
探讨玩耍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

昨日上午，2016PAT家庭教育国际论坛在成都金苹果公
学成功举办。此次论坛，由金苹果学前教育集团联合丹麦
VIA大学、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倾力打造。PAT，Parents
as Teachers，父母即老师，每一位家长都期望幼儿能获得最
优的发展，而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幼儿园的教育，而是由幼儿
园与家庭形成合力，实现幼儿、家长和幼儿园的共生长。

在昨日的论坛中，多位主讲专家都在讲座中不约而同的
谈到了玩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并且提供了非常多
实际的方法，让孩子玩得有智慧，在玩耍中成长。

成都商报记者 樊英 梁梁

美国旧金
山州立大学初
等教育系副教
授 Mina Kim
米娜·金博士：

丹麦VIA
大学学院副院
长 Andreas
Rasch-Chris
tensen 安 德
烈亚斯·拉榭-
克里斯坦森：

家长们在做手工 论坛现场

“把共
同玩耍放
在首位，
这可以培
养孩子们
的社会能
力。”

“玩耍更
多时候是一种
工具，这个工
具可以有3个
方面的作用，
第一，刺激孩
子的想象力。
第二，刺激身
体运动产生能
量。第三，不断
地尝试探究和
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