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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留守儿童的心声，雪佛兰·红粉笔走进山城

雪 佛 兰·红 粉 笔 教 育 计 划 重 庆 站

人间四月天， 雪化后的鹅
黄，芽初绽的新绿，一树一树的
花开，正是播种梦想的好时节。
2018年4月21日-28日，当
北方的大多数城市刚刚从寒冬
中苏醒，伴随着暴雨过后的潮湿
与阴霾， 雪佛兰·红粉笔教育计
划的粉笔头老师们在重庆市万
州区小周中心小学进行了为期
一周的支教。 这是雪佛兰·红粉
笔活动开展13年来，第一次来到
山城重庆。
小周中心小学坐落在重庆
万州山区，校外青山环抱，绿树
成荫；校内古树苍郁，四季常青。
一进校园，山区特有的清甜空气
扑面而来。 从孩子们的教室里就
能俯瞰长江， 将美景尽收眼底。
不仅风景秀丽，学校的硬件设施
也是相当完善。 然而全校12位教
师中没有一个是专职的音体美

和英语老师。

一起踏上奇妙旅程
探索精彩世界
小周中心小学的孩子中有
一半是留守儿童，粉笔头王琼老
师感同身受。“
我从小就是留守
儿童，所以很能体会这些孩子们
的心理，很孤独。 15年前的我，就
是现在这个样子， 什么都不知
道。 大学选专业的时候，也是随
便选， 后来发现自己不喜欢，就
很后悔。 ”说这些话的王琼老师，
现在已经是一家上市服装公司
的区域经理，她带给孩子们的是
职业体验课和手工课，想让孩子
们了解这世界上除了科学家、飞
行员、老师之外，还有很多不同
的职业， 以及不同职业的着装、
工作场景及对能力和素质的要
求，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并开

拓他们的视野， 感受外面的世
界。
作为上汽通用汽车的员工，
都为能有幸参与雪佛兰·红粉笔
教育计划而自豪。 此次有机会加
入“
粉笔头”行列的易枝和姚宇
老师，算是如愿以偿了。
姚宇是一名汽车研发工程师，
从上大学到现在坚持做公益活动。
他认为一个好的身体是生活学习
的保障， 这次支教他带来的体育
课，从第一天开始简单介绍课程内
容时，就得到了孩子们欢呼式的期
待。 他认为：
“
粉笔头就像播种者，
虽然不是每颗种子都会发芽，但只
要坚持下去，没准儿有一天，种子
们遇到合适的土壤与水分，就会生
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了。 ”
易枝是上汽通用武汉物流
的工程师。 因为母亲是小学教
师，从小就对三尺讲台有种莫名
渴望的她，从一进公司就期待能
有 机 会 参 加 雪 佛 兰·红 粉 笔 项
目，这次她带来了趣味科学实验
课。 她希望孩子们能够通过这些
课程，发现科学的魅力。 同时，也
希望自己能成为和小朋友一起
分享知识、 经验和见解的大姐
姐。

一周的支教让粉笔头们在
有限时间里，把自己的知识和眼
界都传授给孩子们，而在支教过
程中，有一些孩子也令粉笔头们

在多弯的山路上，5008的可变助力电子
转向系统为我们增添了很多驾驶乐趣。 搭配
赛车式的多功能方向盘，眼前的山路，让我感
觉自己正在赛道上驰骋， 年少时期的赛车梦
再次被激发， 想象每一次转弯都是在超越对
手，方向盘精准的指向性充分配合了我的
“
戏
瘾”。 而方向盘后面是12.3英寸彩色全液晶仪
表，非常方便我在驾驶途中了解车辆信息，随
时掌握车辆当下情况，保障了驾驶安全性。

超强驾控，我们去野去流浪

不得不说，5008真的不仅仅只有好看那
么简单， 我们开的这台5008搭载的380THP
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扭矩达280N·m，涡轮
介入转速是1000转，1400转即达到最高扭
矩，并可保持到4500转。 这样的数据表现让
我在通过某些颠簸路段的时候还是比较大
胆的， 得益于发动机和变速箱的高效配合，
油门所反馈给我的力量是非常灵敏的。 包括
在换挡的空隙，变速箱连接顺畅，即使是坡
“
空档”情况，
度比较大的路段，也没有出现
这就免去了我们对滑车的担忧。
通过这段时间的驾驶，东风标致的表现
让我们很惊喜。 首先我们能感觉出来这是一
辆非常
“
聪明”的车，起步较快，在提速的时
候也颇为机灵。 在驾驶途中，涡轮介入的感
觉也不是很强烈。 其次，我们也不得不肯定
法国大师深厚的底盘调校功力， 全程下来，
我们一家都没有过于疲惫的感受，即使颠簸
路段，磕碰感也没有很强烈。 这些都足以表
明，虽然5008定位于城市SUV，但是完全可
以应对轻度越野。

她这次的表现很让老师们惊
讶 ，“没 想 到 她 居 然 还 有 这 么
积极的一面”。
爱读书的小周中心小学的
孩子们经常会有些千奇百怪的
问题， 粉笔头们差点儿被问倒。
上课第一天，桃子老师就在课堂
上被学生问
“
这个世界上有外星
人吗？ 怎么看待尼斯湖水怪”之
类的问题，易枝老师在操场上遇
到自己班上的学生，被问道“老
师， 酸碱混和在一起会发生什
么?”，
“
还好我是学理工的，要不
然真的要被小学生看扁了！ ”易
枝老师笑着说。
一周的支教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间又到了离别的时刻。 志愿
老师们从一开始的跃跃欲试，到
最后离别时的依依不舍；孩子们
从一开始的羞涩腼腆，到最后的
热情挽留。 这些点点滴滴的变
化，是对于彼此的珍惜和友爱的
见证！

来自上汽通用汽车的

杨晓宇老师用有趣的方法

姚宇和易枝老师

让孩子们不再厌恶英语

教学相长
认真对待每一个好奇心

春光正好，这款好看又好开的5008要出门了

“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趁春光正好，趁五一小假期，带上家人，和东
风标致5008来了一场行走在春天里的约会。
此次自驾郊游，这款超高颜值的5008在
“
乱
花渐欲迷人眼”的大千世界带我们领略了一
场来自法兰西浪漫的诗和远方。

记忆深刻。
有一个小女孩特地找到教
授台词课的青青老师王子媚，说
自己非常喜欢表演，以后想当演
员， 所以特地来询问老师的建
议，而其他的志愿者老师也积极
地为小女孩的梦想出谋划策，期
待着未来的某一天，能够在电视
上看到她。
“我很紧张，但我还是上来
展……展示了，我画的这个画讲
的 是 …… 是 一 个 小 女 …… 孩
……”
在郭威老师的美术活动课
上， 有一个小女孩——
—她长得
胖嘟嘟， 看起来很害羞， 但每
节课都很积极地回答粉笔头老
师的问题， 即使紧张， 也愿意
上台来展示自己的作品。 学校
的老师说， 原来这个女孩成绩
较差， 上课时从来没有回答过
问题。 虽然已经四年级， 但直
到现在还背不了乘法口诀。 但

全感官享受，行驶高山流水间
说起颜值， 在我和家人看来东风标致
5008的造型设计以及内饰营造出的科技质
感是最最吸睛的地方。 全新的家族设计中，
极具辨识度的前脸设计、车侧波澜起伏的腾
跃式立体腰线还有尾部熏黑的处理和狮爪
式的LED尾灯，完美地与青山绿水融合在一
起，就像在丛林奔跑的雄狮！
此次出游，我们从5008的座舱设计和功
能设置上似乎可以感受到，它带来的并不是
一种普通的旅行体验，而是彰显着一种法式
度假的生活方式。 从12.3英寸彩色全液晶仪
表与8英寸触控屏的双屏合璧， 到档次感飙
升的电子换挡；从双层中控台、复古钢琴键
按钮的独到设计，到Alcantara内饰和Nappa
真皮座椅等高级材质的使用；从保证空气质
量的空气过滤系统，到提供听觉享受的FOCAL高保真音响，东风标致5008都为我们打
造了一个头等舱级别在外度假的感受。
从购车到现在，东风标致5008的表现一
直都让我和家里人非常满意，整体看来这款
车也很值得拥有。 前一阵5008又推出了五座
版车型并且放出了很大的优惠：5月31日前
购买东风标致5008五座精英版，可以享受终
身免费保养和购置税全额补贴。 当然，同时
间购买5008七座车型， 也可享1.2万元购置
税补贴、至高36期0息、至高1.2万元置换补
贴等三大可叠加享受的超值优惠， 各位朋
友，现在正是下手的好时候！

比亚迪宋MAX幸福加推6座星级品鉴会圆满举办
近日，比亚迪宋MAX6座
“
幸福多一种
选择”品鉴会于上海隆重举办。品鉴会以时
尚的六口之家T台秀拉开帷幕， 时下主流
的三代同堂六口之家登上舞台，立刻让全
场洋溢出幸福之家的氛围，展现幸福主题
的双人舞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这也
正迎合了比亚迪宋MAX6座“
幸福多一种
选择”专为中国主流家庭打造的定位。
比亚迪宋MAX 6座版延续了7座版
的设计风格，配置方面，宋MAX 6座主打
轻奢舒适。 配备同级罕有的电动背门和行
车记录仪； 副驾座椅4向电动调节体现了
宋MAX的人性化升级，再加上前排座椅通
风、加热功能，把炎炎夏日和凛冽寒冬阻挡
在车窗之外，非常贴心；高保真9扬声器、环
绕立体音响系统带来声临其境的视听盛
宴。 此外，支持智能网联系统的12.8英寸高
清CarPad和65英寸全景天幕等配置无一
缺席，让家与世界紧密相连！ 在空间上，车

内空间座椅调整为2+2+2的六座布局，让
第二排中间的通道宽度达到了190毫米，
第二排双独立扶手设计，带来更强的支撑
效果，出入第三排更加方便，极大满足了
MPV细分消费市场的需求。 此外，第二排
座椅可前后移动倾斜、第三排座椅可折平，
满足多场景用车选择。
宋MAX6座版的加推， 不仅为消费者
提供更多元的用车选择，配置上也更丰富，
全面满足中国主流家庭
“
在一起 更完美”
的出行需求，同时也必将助力宋MAX上海
市场实现新的销量突破！

新一代智跑开启霸屏模式 标配新基准解锁SUV新姿势
于4月正式登陆SUV战场的新一代智
跑，首月销量将近5000台的好成绩足以表
明，新一代智跑强悍的产品力以及
“
都市
智先锋 标配新基准”的产品理念，得到
了消费者一致认可。
作为东风悦达起亚战略级SUV， 新一
代智跑以越级实力重新定义标配新基准。
外观方面，新一代智跑呈现出硬派、坚固、

大气的视觉观感。 新车不仅搭载了百度
DuerOS系统的8英寸智能互联系统， 还搭
载了智能互联系统， 轻松实现娱乐信息的
多样化搜索等功能。 科技配置方面，新一代
智跑配备有通览式全景天窗、7英寸全彩仪
表盘、座椅八向调节、自动恒温空调、空气
净化系统等，让每次出行都倍加舒畅。
5月4日，新一代智跑
“
行路中国 智
身西境”跑线活动在西安启程，全程超过
5000公里，新一代智跑将挑战复杂难测的
道路，尽情展现傲人品质和卓越实力。
线上营销方面，东风悦达起亚与爱奇
艺联手打造了超级网综《机器人争霸》，新
一代智跑作为官方指定用车与明星团长
共同开启机器人娱乐新纪元。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新一代智
跑正是你梦想的那一款，赶快行动起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