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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绿动未来”环保公益图书馆建设

搭载搭载4848VV轻混动力系统轻混动力系统

别克别克GLGL88家族即将全面焕新家族即将全面焕新

近日近日，，上汽通用上汽通用

汽车别克品牌宣布汽车别克品牌宣布，，

20222022 款别克款别克 GLGL88 ESES

陆尊及陆尊及 GLGL88 陆上公务陆上公务

舱将于舱将于 99 月上市月上市。。新新

车全系搭载车全系搭载 4848VV 轻混轻混

动 力 系 统动 力 系 统 ，， 并 在 内并 在 内

饰饰、、静音静音、、智联及安智联及安

全性能等方面进一步全性能等方面进一步

升级升级。。

作为别克作为别克 GLGL88 家家

族的中坚力量族的中坚力量，，20222022

款别克款别克 GLGL88 ESES 陆尊陆尊

传承了传承了 GLGL88 艾维亚的艾维亚的

产品优势产品优势，，新增碧玺新增碧玺

棕 和 大 漠 金 车 身 颜棕 和 大 漠 金 车 身 颜

色色，，以及谦和米以及谦和米、、谦谦

和米和米//雅黑镶拼内饰配雅黑镶拼内饰配

色色，，并通过升级第二并通过升级第二

排豪华贵宾座椅排豪华贵宾座椅、、全全

系新增前后门声学静系新增前后门声学静

音玻璃音玻璃、、优化氛围照优化氛围照

明系统等一系列人性明系统等一系列人性

化细节的提升化细节的提升，，为用为用

户带来更为舒适的驾户带来更为舒适的驾

乘体验乘体验。。

同时同时，，20222022 款别款别

克克 GLGL88 ESES 陆尊搭载陆尊搭载

别克别克 eConnecteConnect33..00 智能智能

互联科技互联科技，，在交互界在交互界

面面、、车联功能等方面车联功能等方面

再次升级再次升级，，互联体验互联体验

更智能高效更智能高效、、便捷友便捷友

好好。。新车基于新车基于 20212021 版版

C-NCAPC-NCAP 五星碰撞标五星碰撞标

准设计开发准设计开发，，并新增并新增

SASSAS 交通标识识别功交通标识识别功

能能，，主被动安全性能主被动安全性能

进一步提升进一步提升。。此外此外，，

20222022 款别克款别克 GLGL88 ESES

陆尊及陆尊及 GLGL88 陆上公务陆上公务

舱全系搭载由第八代舱全系搭载由第八代

EcotecEcotec 22..00TT 可 变 缸可 变 缸

涡轮增压发动机涡轮增压发动机、、99速速

HYDRA- MATICHYDRA- MATIC 智智

能变速箱及能变速箱及 4848VV 轻混轻混

动力系统组成的全新动力系统组成的全新

一代智能驱动系统一代智能驱动系统，，

起 步 更 轻 快起 步 更 轻 快 、、 更 安更 安

静静、、更平顺更平顺，，驾乘品驾乘品

质更佳质更佳。。 （唐莹）

“绿色童享·让爱不闲置”全新启航

近日近日，，上汽通用汽车上汽通用汽车

全新别克威朗全新别克威朗ProPro及威朗及威朗

ProPro GSGS 携手为携手为 ZZ 世代年世代年

轻人打造的轻人打造的““快乐小快乐小 ProPro

站站””已在上海徐家汇地铁已在上海徐家汇地铁

站亮相站亮相。。BB 站各路顶流站各路顶流

UPUP 主主、、社交平台网络红社交平台网络红

人将不定时前往现场打卡人将不定时前往现场打卡

联动联动，，更有海量的快乐等更有海量的快乐等

你分享你分享。。来不及解释了来不及解释了，，

快上车快上车。。

在在 ““ 快 乐 小快 乐 小 ProPro

站站””，，你不仅可以近距离你不仅可以近距离

围观生活围观生活、、萌宠萌宠、、电竞电竞、、

汽车等领域的汽车等领域的UPUP主进行主进行

梦幻联动梦幻联动，，还有机会见证还有机会见证

各路大各路大VV博主身着定制潮博主身着定制潮

TT现场演绎生活现场演绎生活、、职场情职场情

景剧景剧，，甚至参与视频录甚至参与视频录

制制，，一起感受一起感受ZZ世代年轻世代年轻

人的人的““花式快乐花式快乐””。。同同

时时，，关注别克官方微博关注别克官方微博、、

微信微信、、BB站等账号站等账号，，线上线上

搭乘搭乘““无处不乐号无处不乐号””专专

列列，，还可以为喜爱的还可以为喜爱的BB站站

百大百大UpUp主打主打callcall，，并收获并收获

专属年度网络热词表情专属年度网络热词表情

包包。。现今现今，，ZZ世代年轻群世代年轻群

体的生活方式多种多样体的生活方式多种多样，，

快乐则是一切的原动力快乐则是一切的原动力；；

获取快乐的方式有很多获取快乐的方式有很多，，

正如正如““快乐小快乐小ProPro站站””为为

大家带来的无数种快乐方大家带来的无数种快乐方

程式程式，，你一定能找到自己你一定能找到自己

的专属解法的专属解法。。

你的快乐你的快乐，，别克知别克知

道道。。基于对当下年轻消费基于对当下年轻消费

者喜好的深入洞察者喜好的深入洞察，，全新全新

别克威朗别克威朗 ProPro 与威朗与威朗 ProPro

GSGS 由通用汽车全球设计由通用汽车全球设计

与整车开发工程团队倾力与整车开发工程团队倾力

打造打造，，通过对别克通过对别克““雕塑雕塑

美 学美 学 ”” DNADNA 的 全 新 演的 全 新 演

绎绎，，将潮流外观与舒适空将潮流外观与舒适空

间 完 美 统 一间 完 美 统 一 。。 威 朗威 朗 ProPro

GSGS还融入还融入GSGS专属设计元专属设计元

素并配备专属个性化运动素并配备专属个性化运动

套装套装，，具有更多改装潜具有更多改装潜

力力，，为个性玩家带来专属为个性玩家带来专属

的定制化乐趣的定制化乐趣。。同时同时，，新新

车配备双车配备双 1010..2525 英寸联屏英寸联屏

及最新迭代的别克及最新迭代的别克eConeCon--

nectnect 33..00 智能互联科技智能互联科技，，

为消费者打造为消费者打造““时刻在时刻在

线线””的智能座舱的智能座舱。。动力方动力方

面面，，新车还将率先搭载上新车还将率先搭载上

汽通用第八代汽通用第八代EcotecEcotec全新全新

11..55TT 发动机发动机，，带来超越带来超越

期待的加速体验和酣畅自期待的加速体验和酣畅自

如的高速巡航能力如的高速巡航能力。。

作为作为ZZ世代年轻人的世代年轻人的

第一辆车第一辆车，，全新别克威朗全新别克威朗

ProPro及威朗及威朗Pro GSPro GS还携手还携手

““和平精英职业联赛和平精英职业联赛””，，为为

热爱电子竞技的每一个战热爱电子竞技的每一个战

队队、、选手和玩家加油助选手和玩家加油助

力力。。此次突破次元此次突破次元、、全新全新

登 场 的登 场 的 ““ 快 乐 小快 乐 小 ProPro

站站””，，在展现新车魅力和在展现新车魅力和

产品优势的同时产品优势的同时，，也希冀也希冀

进一步与当下年轻新世代进一步与当下年轻新世代

群体建立精神上的共鸣群体建立精神上的共鸣，，

与与ZZ时代一时代一起解锁开了日起解锁开了日

常常。。

（唐莹）

日前日前，，由上汽通用汽由上汽通用汽

车和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车和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

促进会联合主办促进会联合主办，，““绿动绿动

未来未来””环保公益平台承办环保公益平台承办

的的““绿色童享绿色童享··让爱不闲让爱不闲

置置””主题活动全新启航主题活动全新启航。。

本次活动呼吁社会各界捐本次活动呼吁社会各界捐

赠闲置童书赠闲置童书，，并鼓励城市并鼓励城市

儿童以爱心朗诵和环保绘儿童以爱心朗诵和环保绘

画的形式画的形式，，助力助力““绿动未绿动未

来来””环保公益图书馆的建环保公益图书馆的建

设设，，让环保理念和公益精让环保理念和公益精

神深入童心神深入童心，，更为山区小更为山区小

朋友送去精神食粮和社会朋友送去精神食粮和社会

关爱关爱。。

书籍是孩子成长过程书籍是孩子成长过程

中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中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

然而然而，，当城市儿童拥有海当城市儿童拥有海

量图书资源时量图书资源时，，不少乡村不少乡村

儿童的阅读却还只停留在儿童的阅读却还只停留在

课本上课本上。。据据《《全民阅读视全民阅读视

角下的少儿阅读观察角下的少儿阅读观察》》报报

告显示告显示，，我国每年的童书我国每年的童书

总印数达总印数达88亿多册亿多册，，在销在销

品种有品种有 3030 多万种多万种。。与此与此

同时同时，，有有9090%%的乡村少年的乡村少年

儿童表示儿童表示，，附近的图书馆附近的图书馆

数量少数量少，，不能满足他们的不能满足他们的

需求需求。。

为了让城市儿童的闲为了让城市儿童的闲

置书籍回归价值置书籍回归价值，，改善乡改善乡

村儿童的阅读环境村儿童的阅读环境，，88月月

2727 日日 ，， 20212021 ““ 绿 色 童绿 色 童

享享··让爱不闲置让爱不闲置””主题活主题活

动全新启航动全新启航。。今年今年，，““绿绿

动未来动未来””不仅携手多个平不仅携手多个平

台台，，线上线上、、线下同步征集线下同步征集

闲置纸质书籍闲置纸质书籍，，还首次增还首次增

加加““爱心朗诵爱心朗诵””环节环节，，邀邀

请少年儿童以朗诵的形请少年儿童以朗诵的形

式式，，向山区小朋友推荐一向山区小朋友推荐一

本有意义的书本有意义的书，，用声音传用声音传

递温暖递温暖、、分享阅读的快分享阅读的快

乐乐。。活动所得童书将被送活动所得童书将被送

往我国偏远山区往我国偏远山区，，落成两落成两

座座““绿动未来绿动未来””环保公益环保公益

图书馆图书馆，，满足山区儿童对满足山区儿童对

知识的渴求知识的渴求。。优秀的朗诵优秀的朗诵

作品则被收录于作品则被收录于““公益童公益童

声声””作品集作品集，，以有声读物以有声读物

的形式给山区小朋友带去的形式给山区小朋友带去

更多慰藉更多慰藉。。

为丰富儿童环保教育为丰富儿童环保教育

形式形式，，给少年儿童提供更给少年儿童提供更

多元的爱心传递渠道多元的爱心传递渠道，，本本

次活动除捐书次活动除捐书、、朗诵之朗诵之

外外，，还鼓励小朋友们用画还鼓励小朋友们用画

笔描绘自然之美笔描绘自然之美，，用优秀用优秀

画作装点环保公益图书画作装点环保公益图书

馆馆，，让山区小朋友的阅读让山区小朋友的阅读

环境更加温馨环境更加温馨。。凡是凡是 55--

1212 岁的少年儿童均可报岁的少年儿童均可报

名创作名创作，，所有绘画及朗诵所有绘画及朗诵

作品都将在作品都将在““绿动未来绿动未来ee

起来起来””微信小程序上进行微信小程序上进行

展示和投票评比展示和投票评比。。平台会平台会

根据民众对作品的投票数根据民众对作品的投票数

进行公益捐配进行公益捐配，，用于后续用于后续

““绿动未来绿动未来””环保公益图环保公益图

书馆的建设书馆的建设。。

在过去几年中在过去几年中，，““绿绿

色童享色童享··让爱不闲置让爱不闲置””已已

在全国在全国 6969 个城市开展了个城市开展了

闲置童书的回收征集闲置童书的回收征集。。平平

台从近万组爱心家庭回收台从近万组爱心家庭回收

闲置童书闲置童书2201422014本本，，先后先后

在云南在云南、、湖南湖南、、广西广西、、四四

川川、、江西落成江西落成55座座““绿动绿动

未来未来””环保公益图书馆环保公益图书馆，，

累计为累计为649649名山区孩子圆名山区孩子圆

读书梦读书梦。。

目前目前，，““绿色童享绿色童享··

让爱不闲置让爱不闲置””主题活动专主题活动专

题页面已经上线题页面已经上线，，进入微进入微

信小程序信小程序““绿动未来绿动未来ee起起

来来””可了解更多内容并参可了解更多内容并参

与活动与活动。。 （闻芳）

打破次元打破次元 无处不乐无处不乐

别克别克““快乐小快乐小ProPro站站””现身徐家汇现身徐家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