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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C16

车主：尹先生
年龄：32

职业：从小在英国长大，
回国三年，目前是某IT公司
总经理

11月16日，期盼已久的路
虎揽胜极光在青岛捷路展厅
耀目上市，并举行了首位车
主的交车仪式，众多路虎车
主和岛城新闻媒体在欣赏到
了期盼已久的新车以外还见
到了路虎揽胜极光的青岛首
位车主。他出乎意料的年轻
时尚，齐鲁晚报记者对路虎
揽胜极光的首位车主尹先生
进行了简短的采访。

记：尹先生您好，很高兴
见到您，同时也恭喜您今日提
到爱车，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
您选择了路虎揽胜极光呢？

尹：我从小是在英国长
大，对于英国文化本身比较
认同，也有很深的了解，对于
路虎这样的英国顶级豪车自
然一直比较认可，而L a n d
Rover，代表着可靠、探险、胆
魄和至高无上的四驱精神，
毕竟年轻人，而且我又是做
IT的，比较喜欢霸气的、创新
的东西，喜欢有挑战的生活，
每个男人都想有款路虎嘛。
而关注路虎揽胜极光是在
2010年广州国际车展上，它时
尚的外形，尖端的智能系统、
前卫的设计理念，确实做到
了“一入目，即夺目”，让我实
在难以抗拒。

记：我听说您等这款车
将近一年，一定是非常期盼
的，今天见到它，是什么心情

呢？是不是非常的激动？
尹：它对我而言，像个美

人，千呼万唤始觉珍贵，如今
见到它更是心情澎湃，它比
我想象的更漂亮，更时尚，更
大气，更奢华。关键它还不是
个花瓶美人，它的内在也十
分吸引我，它体型精巧，拥有
尖端科技，性能超凡，内饰精
致，颗粒触感的软性材质包
裹着整个中控台，大量金属
装饰件的使用也体现着车辆
高端的定位。燃油经济性卓
越，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至
更低。更重要的一点是作为
一名有着责任感的社会人，
我也非常支持极光这款车倡
导的绿色环保理念，我也愿
意为了环境或者说是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献出自己的一份
力量。

记：这款车来了后，您是
不是迫不及待地去试驾了
呢？试驾的感觉怎么样呢？

尹：是的，我刚拿到它就
去试驾了，经过试驾，它更加
让我惊喜了，如果之前对它
的了解还停留在感官阶段，
那么试驾，才让我真正了解
它，早就听说这辆车的0-100

公里加速时间仅为7 . 1秒，经
过试驾确实印证了这个事
实。变速器对方向盘换挡拨
片动作响应积极、迅速。涡轮
增压发动机发出的声响虽然
没有V8发动机那般张扬，但
也很容易与普通四缸发动机
区分开来。尤其是当转速上
升到5000转/分以上时，吸入
进气歧管的气流从排气管中

喷涌而出所发出的怒吼，像
在告诉我它漂亮的外表下隐
藏着一颗运动的心。无论驾
乘乐趣和舒适感它都让我十
分满意。

记：通过您的叙述我感
觉您对路虎产品十分的了
解，是不是您对路虎情有独

钟呢？
尹：是的，我们家都是路

虎的忠实FANS，我的父亲也
十分钟爱路虎，家里还有一
辆路虎发现，我经常开，所以
对于路虎非常的了解，所以
我本次购车就先锁定了路虎
品牌，之所以选择路虎揽胜

极光是因为它兼具了好看又
又好用的特点，它继承了揽
胜品牌优秀DNA的传承，拥
有独特的越野性能，强大得
动力支持，在设计上加入动
感，前卫，科技等时尚元素。
挺拔上扬的腰线又使得这款
SUV颇具跑车风范。这样一
款车是各种场合都可以用
的，工作它是我优秀的伙伴，
而工作之余的爬山、钓鱼、自
驾游等消遣活动，它澎湃的
动力又让我毫无后顾之忧，
而且它时尚的外形，会让我
成为马路上的时尚明星，我
喜欢这种“夺目”的感觉。可
能这也是和我的职业相关
的，IT行业的人都是年轻、张
扬、时尚的，要不停的去探索
和创新，而我也是这么要求
我自己以及我的团队，这样
才能有创造力，做出更好，更
新的软件，所以我觉得这款
车就是我的Dream Car。

记：从谈话过程中就看
出来您对路虎揽胜极光由衷

地喜爱，以您对品牌的了解，
路虎揽胜极光的出现是否颠
覆了以往您对路虎品牌的印
象呢？

尹：是的，极光的出现的
确是颠覆性的，一说起路虎，
大家可能都想到高大威猛的
形象，路虎揽胜极光与以往
车型比较，其尺寸减小了、油
耗降低了，完美地实现了动
力更强劲且更环保的特色，
这是一款面面俱到又十分贴
心的车，我很荣幸能成为青
岛第一个拥有它的人，我想
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被
它的“秀外慧中”吸引的。

记：通过您的叙述，我们
对路虎揽胜极光也更了解
了，如此时尚而又多功能的
外形，精致的内饰，澎湃的动
力，加上节能减排，这真是一
款面面俱到而又让人耳目一
新的车，感谢您对路虎的支
持，也祝愿您能和您的爱车
一起越来越好。

尹：谢谢！

“极尽至美，光映未来”
——— 路虎揽胜极光青岛首位车主访谈

□郝霞

汽车广告5宗“最”
□宗和

近日，中国社科院社会
学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称，
明年中国每百户家庭汽车
拥有量将达20辆，将跨入世
界公认的汽车社会门槛。汽
车在当下社会中扮演着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关于汽车
的广告也越来越有看头。从
最初的简单介绍车型功能
等直白的广而告之，到现在
的向微电影方向发展，围绕
着汽车发展出形形色色的
故事。我们选取了一些非常
有特色的汽车故事，仅供大
家欣赏。

最有范

MINICOUNTRYMAN

广告场景：狭窄拥挤的城
市街道

广告内容：一部红色的
MINICOUNTRYMAN在闹市
上演分身术，灵活的身躯在狭
窄的街道穿行自如。

点睛之笔：在经过交警身
边时，MINICOUNTRYMAN

一秒钟变“好市民”，当离开交
警视线时，一切又原形毕露，
张弛有度，诙谐幽默。

点评：不管是在汽车界还
是时尚界，MINI始终是关注的
焦点。MINICOUNTRYMAN

所倡导的“开溜”，其实是一种
反叛日常生活轨迹的自由精
神，当你已经厌倦了烦嚣的都
市生活，或许你会想从日常的
生活压力中释放自己，短暂的
离开一会儿。

最具好莱坞风格

奔驰SMART

广告场景：车辆拥挤的闹

市街头、狭窄的小巷
广告演员：篮球明星科

比·布莱恩特、模特吕燕
广告内容：吕燕在城市的

繁华地段开了一家艺廊，一天
某西装革履的男人顺手摘了
一幅画，吕燕追出门口，指着
艺廊小偷招呼司机科比“追上
去”。科比载着吕燕灵活地穿
梭在各个车辆之间的空隙中，
最后转入了一条小巷，把小偷
逼入绝境。

点睛之笔：科比驾驶着
SMART追逐小偷，上演了一
场见空钻车、英雄帮美女追盗
贼的好戏。

点评：高度仅1 . 5米左右的
小车，要装下身高1 . 98米的科
比，还有一个差不多高度的模
特吕燕，你不得不被这款小车
的大空间所折服。

最闪耀

奔驰E级

广告场景：奔驰E级车内、
餐厅、盘山公路

广告演员：乔治·克鲁尼
广告内容：男主角与女友

去约会，发现有记者在蹲守，
男主角亲自驾车逃离现场，穿
过森林来到了一篇安静的约
会妙处。

点睛之笔：这是好莱坞一
线明星首次出现在中国市场
的全球性品牌电视广告中。

点评：奔驰E级是成功人
士愿意选择的车型之一。一个
成功人士，既有驾驭聚光灯下
欢呼与荣耀的魄力，又有回归
内心最安静空间的愿望。

最雷人

理念S1

广告场景：唐僧师徒4人

在21世纪
广告演员：唐僧、孙悟空、

猪八戒、沙僧、白龙马
广告内容：理念S1的主题

突出的是“有理念，就能实
现”，唐僧师徒4人取经的故事
搬到了21世纪，苦行路上唐僧
看到一辆理念S1，便对徒弟孙
悟空说，“那是为师想要的。”
于是孙悟空立刻变出一辆，师
徒抛弃了白龙马，开着车继续
前行。猪八戒问了师父一个深
奥的问题，“师父，这也能算修
行吗？”唐僧答道，“坚定信念，
人生何处不修行。”

点睛之笔：唐僧师徒去西
天取经的故事无人不知、无人
不晓，然而将开车与这个故事
联系在一起之后，就被网友取
笑为“开车送你去西天”，实在
太不吉利。

点评：理念S1还打出了
“新基准国民车”的口号，既然
如此广告的创意应该体现的
是务实，而这个广告却硬生生
地想要将一辆车与“信念”、

“修行”联系在一起，失去了本
应有的实在，最后贻笑大方。

最具故事性

JEEP牧马人

广告场景：灯红酒绿的
繁华都市、炊烟渺渺的无名
乡村

广告演员：都市普通人
刘再、清新飘逸的女孩、若干
群众演员

广告内容：在父母的帮
助下，刘再在城市的繁华地
段拥有了一间酒吧。在一群
酒肉朋友中间，刘再觉得日
子越来越无聊，一天醒来，他
开着JEEP来到一个无名小
镇，在一家茶馆里碰到了一

个安静的、清新的女子，后来
女孩离开了，刘再却告别了
父母买下这间茶馆，取名“这
里”而留了下来。

点 睛 之 笔 ：刘 再 开 上
JEEP漫无目的地驶过山路、
溅起水花、穿过树林，借着不
断的移动，刘再脸上显示出
了过往不一样的淡然神态，
而画外音“世界上是否真的
存在桃花源呢？没有人知道。
但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寻找
真正的自己”一语中的阐述
了刘再等都市人的追求。

点评：这则广告使用倒
叙的表达方式，广告开始，刘
再就已生活在无名小镇上，
接着时光转回刘再以前黑白
颠倒的都市生活，讲述了一
个富二代是如何脱离迷惘生
活。这则广告用讲故事的方
式完成了对整个车型所能带

给你的精神含义上的阐述，
更容易引起消费者的共鸣。

随笔

中国特色汽车广告

在国内，不仅汽车广告
缺乏创意。饮食类广告的风格
总是一家其乐融融，服饰类的
总有明星充当模特，服务类的
总有梳着高发髻的制服美女
微笑恭候，汽车类的则总是塑
造一社会精英型男，驾着车一
会儿去画建筑图纸，一会儿去
做成果演讲。

不过，这也终归是国情所
致，毕竟汽车还是奢侈品，再
加上国人都比较爱面子，于是
广告都拼命往奢华里做。而对
于一些发达国家来说，汽车早
已是家庭出行必备工具，广告
会偏重以小人物的视角来诠
释。以新帕萨特为例，国内以

姜文代言，走高端路数，精英、
美女、直升机坪一样也不能
少；再看海外版——— 一个装扮
成《星球大战》黑武士的小孩，
总幻想用超能力移动物体，但
反复尝试也是徒劳。最终他跑
到爸爸的新帕萨特跟前发功，
突然车灯亮了！他惊喜万分，
殊不知是爸爸偷偷通过遥控
钥匙启动了车子。

曾看过一海外广告，是
说一群有钱人住在充斥红
酒、奢侈品的监狱中，一天有
两人越狱，其中一人因为惰
性，迈进监狱的奔驰车又被
遣返，另一人越狱成功，驾驶
奥迪座驾逃离。这种“另类高
端”的创意，赋予了产品脱俗
的灵魂。而某些一成不变的

“监狱式”广告，迟早会令人
感到审美疲劳。

据《京华时报》

在在广广告告中中，，身身高高11 .. 9988米米的的科科比比钻钻进进高高度度仅仅11 .. 55米米的的小小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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