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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痴心制琴50年的民间艺术家何夕瑞
何夕瑞，男，73岁，荣昌区昌州街道板

桥社区居民。木匠出身的他为制作乐器，
多次深入原始森林寻找材料，先后发明何
氏三圆琴、古琴增音桌、腰开窗二胡、渝派
何氏古琴、钟鼎琴。其中何氏三圆琴被誉
为“世界第二，中国第一”，弥补了中国民族
乐器无低音的空白。
●守护“绝壁大堰”18年的八旬老人王汝
保（已故）

王汝保，男，83岁，开州区温泉镇金霞
村居民。为彻底解决水源缺失问题，18年
前，村长王汝保排除众难，自发带领200多
个村民修大堰。村民们齐心协力，历时10
个月，全长5600多米，蜿蜒在悬崖绝壁间的
金霞大堰终于全线贯通。
●勇救落水母子的退役军人唐开明

唐开明，男，49岁，退役军人，綦江区古

南街道文昌宫社区居民。4月27日晚，唐开
明在河边散步，突然听到有人呼救，发现一
名妇女在湍急的河水中挣扎，两三米远处还
飘着一个婴孩。唐开明毫不犹豫跳入河中，
在群众的帮助下救起孩子和妇女，警察到来
时他却悄悄离开。
●调解邻里矛盾传递正能量的新乡贤陈
久述

陈久述，男，49岁，永川区临江镇隆顺
村居民。陈久述曾被永川区委、区政府评
为十佳人民调解员。多年来，他帮助乡邻
调解矛盾，主持公道。时间一长，他家就成
了“评理堂”。他公道正派明事理，10年来，
义务为群众调解纠纷七百余起。
●病魔击不倒的水利扶贫第一书记陈进初

陈进初，男，48岁，巫溪县湾滩河水利
水文站站长。1989 年，陈进初进入巫溪县
水务局工作。为了让辖区6万群众吃上安
全水，他不怕劳累四处奔波。2013年，陈进
初被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经过两年
多治疗，身体稍有好转时，他又自愿担任尖
山村扶贫第一书记。
●身残志坚追逐大学梦的“无手青年”彭军

彭军，男，26岁，巫山县曲尺乡柑园村
村民。5岁时，他本该幸福快乐的童年时代
被高压电无情扼杀，失去了双手。他流浪
社会8年，生活可以自理之后，坚持求学之
路，同时帮助家里干活。今年顺利通过高
考，26岁的他将迎来不一样的人生。
●坚守农民工子女学校28年的最美校长

王恒清
王恒清，女，47岁，南岸区中窑小学校长。

19岁时，王恒清毕业来到中窑小学。学校
条件太差，随着时间流逝，她觉得这个地方
需要自己，于是一留就是28年。从普通教
师到校长，她将这所农民工子女学校打造
成南岸区科技活动示范学校。
●悉心养育5个孩子的伟大“母亲”唐友秀

唐友秀，女，52岁，城口县沿河乡中心
小学炊事员。丈夫的两个兄弟一个在外打
工，一个受伤残疾，唐友秀含辛茹苦照顾5
个年幼的侄子、侄女，11 年如一日。2016
年，她患上了心脑血管堵塞，却仍然坚守着

“母亲”的角色，守护着孩子们。
●扎根山乡卫生事业12年的医生张惠明

张惠明，女，41岁，秀山中和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医生。从事社区医生多年，
她始终坚持医者仁心，一切以患者为中心，
全方位替患者考虑。2018年4月，她率先在
秀山成立首个家庭医生工作室。她用实际
行动成为家庭签约医生的模范，获得群众
的信任。
●坚强乐观对抗命运的当家人龚辉琼

龚辉琼，女，53岁，潼南区群力镇白兔
村居民。现年 53 岁的龚辉琼，是一个癌
症晚期病人，她的丈夫陈新明患脑瘤做过
开颅手术，但她仍以顽强乐观的精神，一
边做好村妇联主席的工作，一边照顾着半
边瘫的丈夫，让家成为家人受伤时温馨的
港湾。

2018年第六期“最美巴渝·感动重庆”月度人物揭晓

聆听10位“身边好人”的故事
聆听平凡人的动人故事，感

受榜样力量的坚强！昨日下午，
2018年第六期“最美巴渝·感动
重庆”月度人物发布会在荣昌区

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如图），10位
“身边好人”上榜，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重庆晚报记者 陈英 市感动办供图

月度人物事迹简介

近日，东风启辰公布了1至8月终端销
售数据，累计销量突破9万台，同比增长
10.9%，其中由启辰D60、启辰 T70、启辰
T90等车型组成的智能网联车型成为销量
主力，实现逆市增长。

一路飘红的销量数据，为正值品牌八周
年的启辰平添了一份喜庆。与此同时，东风
启辰提出了全新的品牌口号：“品智生活，趣
动由我”，展示了东风启辰将从品质向智能
进化，开启智趣出行新时代。

在启辰品牌八周年之际，东风启辰进行
了品牌迭代升级，通过全新智趣科技、全新
造型设计、全新车型导入以及全新的渠道形
象和终端体验不断深化品牌魅力基因。

在全新智趣科技上，东风启辰将推出全
新的东风启辰车联网3.0系统，为用户带来
更便捷、更人性化的驾驶体验。另一方面，
东风启辰与高德地图、科大讯飞等达成深度
战略合作，实现技术破壁，强强融合, 以领
先的智联产品引领移动出行新体验，打造

“能感知、会思考、易沟通、更懂你”的启辰智
联生活圈。

为了顺应市场需求趋势，在全新车型
导入上，2018年启辰在SUV战略迈出重
要的一步，推出品牌升级后的里程碑式产

品——启辰 T60，通过不断完善 SUV 阵
容，带动“中国汽车大脑”战队升级，全面强
化了品牌在自主市场竞争力，同时，进一步
实现轿车、SUV双线并举，均衡发展的产
品布局。

值得一提的是，东风启辰在2018年新
成立了经销商发展部，该发展部以重点提升
渠道运营质量为目标，导入新建店帮扶机
制、专营店能力诊断体系以及专营店收益管
理机制，助力经销商提升经营质量和收益水
平。另一方面，在新的品牌理念和口号下，
导入更具品质感、科技感的建店标准，有助
专营店硬体形象实现全面焕新，为启辰树立
更好的品牌形象和用户体验，助力启辰品牌
提升。

2018年是启辰实施智联战略的第4个
年头，上半年，启辰D60车联网搭载率高达
96%，开通率高达85%；在T70上分别是
76%和 82%。东风启辰智联汽车销售占
比、互联网开通率领跑中国智联汽车市场。
未来，在产品阵营规划上，东风启辰明年将
推出3款电动车；在智能生活圈打造方面，
东风启辰将与更多互联网服务商进行跨界
融合，为用户带来更加精彩的汽车智联生
活。 文/郑伟

东风启辰
从“质价比”向“智价比”的进化

在车市增
速放缓、车企面
临更大的竞争
压力环境下，东
风启辰通过“中
国汽车大脑”
产 品 战 队 布
局，推动了东
风启辰今年上
半年销量的强
劲增长。 动力部分，该车提供了1.2T（230THP）

匹配5速手动/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最大马
力 136 匹 ，峰 值 扭 矩 230N·m。 1.6T
（350THP）匹配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最大马
力167匹，峰值扭矩245N·m。作为一款紧凑
型车，有可能会成为众多家庭的第一款家用
轿车。其价格、安全配置（气囊），以及驾驶的
便利性配置（非手动挡，倒车影像）都将成为
消费者选择一款家用车的关键因素。那么面
对不同的消费群体他们应该如何选择？

经济+安全

笔者推荐的车型是【全新408 2019
款 230THP自动豪华版13.97万元】，该配
置与【全新408 2019款230THP手动领先
版】和【全新408 2019款 230THP自动领
先版】相比较，比它们多了前排侧气囊、前后
排头部气帘、后部倒车雷达、天窗。比【 全
新408 2019款230THP手动领先版】贵了
20000 元，比【全新 408 2019 款 230THP
自动领先版】贵了10000元。但是这样的
一个配置已经可以满足了一款家用轿车的
用途。

价格+动力

笔者推荐的车型是【全新 408 2019
款 350THP自动豪华版14.97万元】，该配
置与【全新408 2019款 230THP自动豪华

版】相比较，贵了10000元，虽配置相同，但
作为上升了一个动力档的车型在驾驶的质
感上拥有质的提升。

动力+舒适性

笔者推荐的车型是【全新408 2019款
350THP自动尊贵版15.97万元】。该配置
与【全新 408 2019 款 350THP 自动豪华
版】相比较，贵了10000元，配置多了倒车
影像、全景影像、定速巡航、无钥匙启动/进
入、主驾电动座椅。【全新408 2019款自动
尊贵版15.97万元】与【全新408 2019款
350THP 自动至尊版】相比较，便宜了
10000元，配置少了泊车入位、腰部支撑调
节、副驾驶电动调节、前排座椅加热、后中央
扶手、后杯架、GPS导航、道路救援呼叫、车
联网、LED大灯、自动头灯、内后视镜防炫
目、感应雨刷。

总结：全新408的外观设计给了人们焕
然一新的感觉，依旧保持浓烈的法国风格。
动力、舒适性、价格依然是该车的亮点。如
果您预算有限可以选择【全新 408 2019 款
230THP 自动豪华版 13.97 万元】。如果您
既受到预算的限制又想要澎湃的动力，可以
选择【全新 408 2019 款 350THP 自动豪华
版14.97万元】.如果您需要一定的实用性及
豪华配可以选择【全新408 2019款350THP
自动尊贵版15.97万元】。

全新408上市
看看那款车型更适合你?
近日，东风标致“创·

新生活家轿”——全新
408 正 式 上市。全新
408 提 供 230THP 与
350THP两款动力选择，
共推出 6 款车型，售价
119,700—169,700 元
它不仅为中国消费者提
供更具实力的用车选择、
还带来更加“幸福”的用
车体验。

重庆晚报讯 （通讯员 杨滢）为了
引导广大妇女和家庭倡导绿色理念、参
与绿色行动、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日前，
璧山区健龙镇妇联在健龙全镇系统扎实
地开展了“绿色生活”主题巾帼志愿服务
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绿色行动我参
与”为主题，广泛组织了健龙镇辖区内的巾
帼志愿者参与，通过对山坪塘、水库等地的

水生植物栽种，不仅起到净化水质、改善水
体质量、恢复水体生态等作用，还加固了堤
岸，促进了农村水环境的改善。

巾帼志愿者们用实际行动为“绿色
生活”贡献了一份力量，同时也感染和
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绿色生活”实际
行动中来，让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成
为广大妇女和家庭共同的价值追求和
自觉行为。

璧山区健龙镇妇联开展巾帼志愿服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