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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和特约第五届明星公民颁奖盛典在京举行
群星齐呼吁：陪伴让家更温暖

2015年 3月 18日晚，万和特约第五
届明星公民颁奖盛典在北京梅兰芳大剧
院隆重举行。 活动当晚星光熠熠，赵薇、
王珞丹、尚雯婕、佟丽娅、袁姗姗、高群书、
陈楚生、潘石屹等近百位明星大腕、成功
名人悉数到场， 共同传递本届盛典“陪
伴，让家更温暖”的公益理念，呼吁更多
的人群去陪伴自己的家人、朋友，不再做
失陪者。 地产大亨潘石屹现场还与万和
董事长卢础其一起做俯卧撑， 为偏远山
区的孩子捐资，建更多爱心厨房，将小家
的温暖，传递给大家。

日益壮大的失陪族群体引发社会关注
在“社会个体化” 的趋势里，失陪

者的群体日益壮大， 在流动性极大的
社会结构里， 几乎人人都有成为失陪
者的可能。 父辈有他们的孤独，中年人
有他们的忧伤。 一项调查显示，70%的
人不能和父母居住在一起， 有了伴侣
后这个比例上升到 74%，63%的都市白
领每年只有不到三次的家庭聚会，高
达 74.4%的人群平均每天陪伴伴侣的
时间不足一小时。

南都报系副总裁苟骅开幕致辞，明
星公民应该成为一条永恒的标尺，精准
的标量每一个娱乐圈公众任何自身高
度。 公民应担当天下责任，公益必从小

处做起，身体力行，并希望评选明星公民
的活动能够成为娱乐圈推广传播公益
的重要平台和中国公益事业的新标杆。

本届明星公民的公益形象大使、
万和品牌形象代言人———赵薇在 “陪
伴主题互动” 中坦言，陪伴是最难，又
是最应该珍惜的，需要大家多重视。 而
赵薇自认， 自己陪伴家人的时间在演
艺圈中算是较多的， 但是自认为还是
不够。 现在工作都选择附近的，特别珍
惜与家人的相处时光， 呼吁大家多花
时间陪伴家人，给家人更多关爱。

万和携手明星大腕共同呼吁温暖陪伴
除此之外，王珞丹、佟丽娅、秦岚、

袁姗姗、尚雯婕、陈楚生、潘石屹、郭涛、
应采儿与陈小春夫妇等众多大牌明星、
成功人士纷纷表示， 自己是失陪族，对
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家人而抱歉，以后
会尽量多抽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珍惜

拥有，不再错过，让家更温暖。
作为本届明星公民的特约单位，

万和的卢础其董事长则表示： 万和自
成立以来，始终将“以人性智慧发展技
术， 以高品质的厨卫电器产品温暖你
的生活”作为企业的使命和责任，从产
品到服务都在用实际行动践行， 旨在
让每个家庭都能感受到温暖。 万和之
所以成为本届明星公民的特约单位，
除了因为本届明星公民形象大使赵薇
亦是万和电气的品牌形象代言人之
外； 更为重要的是本次公益活动的主
题“陪伴，让家更温暖”与万和的理念
“让家更温暖”高度契合。 同时，万和也
希望通过“明星公民”这个大平台，借
助明星、媒体的力量，去呼吁更多人，
多抽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 让小家更
温暖，大家更和谐。

据悉， 从去年 9 月万和与南都携
手———第五届明星公民以来， 先后发
起多个活动，在 12月 12日当天掀起高
潮，“12·12 陪伴日”微博话题引发上亿
人关注， 登上当天微博社会热点话题
榜首，到第五届明星公民颁奖盛典，万
和特约第五届明星公民活动已经画上
圆满的句号。 但对于万和的公益事业
而言，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未来万和
还将继续在公益事业上发力。

首家中国企业牵手皇马
绿源助力中国电动车行业升级

2015 年
3 月 27 日，
在第十五届
中国北方国
际自行车电
动车展览会
上， 绿源电
动车召开了
“2015 年 的
战略合作计
划及布局，暨
‘绿领世界、
冠军同行’主题新闻发布会”，绿
源集团董事长倪杰先生、总经理
胡继红女士以及皇马体育部副
主席布特拉格诺先生在会上正
式宣布绿源与皇家马德里足球
俱乐部合作， 成为其 2015 年度
的赞助商，绿源也因此成为了首
个签约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
的中国企业。

签约仪式上， 绿源集团总经
理胡继红女士强调，绿源与皇马
的合作为绿源带来了阳刚弘毅
的精神，也为整个电动车行业带
来了一股阳刚之气。

无论是电视广告还是其他
媒体宣传，都可以发现现今的电
动车市场，整体的气质过于柔弱
了， 在面对市场竞争环境时，整
个行业多少有些不自信。胡总指
出，皇家马德里足球队那种拼搏
进取，坚持不懈，勇往直前的精
神正好能充分表现那种阳刚气
息。

据了解，绿源和皇马的这次
跨界合作和绿源一直倡导的“足
球运动”态度不无关系。 绿源集
团致力于足球运动的态度，做到
不急功近利、 关注少年足球、关
注基层足球运动的种种实际举

措，打动了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
部， 很容易便促成了双方的合
作。

绿源电动车作为创始者一
直是行业的表率，引导行业的发
展潮流，从产品技术创新研发到
绿色健康的生活理念都为整个
行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
以说，绿源电动车就是电动车行
业的冠军。而皇家马德里足球俱
乐部被誉为欧洲足坛的王者，世
界足坛最成功的俱乐部。相信二
者的合作可以在国际市场以及
中国市场为彼此带来更辉煌的
成就。

在此次展会上，绿源集团同
期发布了“绿源·皇马家族” ，该
家族融合了绿源 6大基地 “高、
精、新、尖”各系列产品的杰出代
表，涵括了复古、简约、时尚等多
品类产品，无论从产品数量还是
产品质量，都是冠军级的表现。

在本次天津展的活动中，绿
源集团还举办了绿源电动车与
“哆啦 A 梦” 的签约仪式，绿源
电动车与“Hello� Kitty” 的合作
仪式。 签约仪式中，绿源集团还
发布了多款与“哆啦 A 梦” 的跨
界合作产品。

“看家神器” 360智能摄像机京东首发 2 万台仅 26秒售罄创纪录
3 月 31 日，有着“看家神器” 之称

的 360 智能摄像机， 在国内最大 B2C
电商京东正式进行独家发售， 短短 26
秒即上演抢购戏法， 首批 2 万台 360
智能摄像机全部售罄， 一举创下该细
分品类的最高销售记录， 成为京东平
台上销量最高的智能摄像机。

360智能摄像机为何能够如此热
销，成为守护家庭安全的利器？ 综合来
看，360 智能摄像机是一款性价比极高

的智能摄像机， 除了 149 元的亲民价
格外，还可广泛应用于客厅、阳台、书
房、公司、教室、商家、远方的家乡等各
种生活场景，配合超强智能云服务，能
够有效提供高清视频瞬时连接服务,让
用户随时随地通过手机 APP 便可及时
查看视频情况。

另外，在 360智能摄像机 APP的发
现频道中，“在线直播”的功能成为最大
亮点。用户可将个人摄像机设分享至“发

现”中进行直播，网友可用弹幕的方式进
行留言互动。 通过这样的流行社交方式
增加互动，进一步增强了“参与感” 。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人们对科技
安全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360 从互联
网安全正向线下安全拓展， 推出的智
能摄像机显然有效戳中了这部分人群
的痛点， 充分满足了目标人群对安全
感的强烈需求， 未来家庭安全市场上
将大有可为。

清明将至，星城菊花涨价五成
乒乓菊价格堪比情人节玫瑰，成今年祭扫新宠 代客扫墓生意遇冷，网络祭祀兴起

清明节将至，平时在花店里难得一见的
菊花此时被摆上最显眼的位置，不少香烛专
卖店里也开始兼营起纸花花环等清明祭祀
商品，一些“代客扫墓”的广告招牌又挂了起
来……4月1日，三湘都市报记者在长沙市场
上发现，往年流行的黄白菊又出现了身价颇
高的“新对手”，挺有噱头的代客扫墓业务即
使“免费赠送跪拜”也少有人问津，而网络上
的电子墓碑却火热起来。

普通菊花涨价五成

记者在四方坪一家名为花海小镇的花店
内看到，普通的黄菊、白菊摆了满满4个大花
瓶，数量是玫瑰、康乃馨等常规品种的两倍。

“大概一周前就开始销售这类菊花了，
价格是每支3元。”店主称，前来买花的顾客
大多数偏爱简易包装，多以单数成束。菊花
的价格从3周前的每支2元涨至每支3元。

虽有50%的涨幅，与其他种类的花相比，
黄、白菊的价格依旧不算太高。在松桂园附近
的都市花乡， 要价10元一支的乒乓菊、8元一
支的小雏菊占据了花店三分之一的摆架。

“虽然价格比普通菊花贵一些， 但依旧
有顾客买来作为祭扫的花束。”店员介绍，乒
乓菊和小雏菊均有黄青两种颜色，为昆明空
运至长沙的品种， 受到中青年消费者的喜
爱。 鲜花每逢节日价格多少会出现浮动，10
元一支的乒乓菊身价更是堪比情人节时的
玫瑰售价。相较之下，花店内两头百合花售
价仅为每支8元， 三头百合花的售价也不过
每支10元，显得“实惠”不少。

与各类鲜花花束受宠不
同，前两年曾经十分火热的“代
客祭扫” 业务今年在长沙却遇
冷了。“本来扫墓是表达自己对
亲人的一种哀思， 这样一弄倒
显得是种任务了。”记者在开福
寺路的香烛店里遇见了正在购
买纸花的谭娭毑， 谈到请人代
为扫墓，她满脸的不以为然。

4月1日， 记者走访市场发
现，长沙金盆岭、伍家岭以及华
夏等多地的香烛店都挂出了
“代客祭扫”的纸牌。多名店主
表示，“问的人多， 真的下订金
来做的比较少。”

而在58同城上， 记者输入
“代客扫墓”在长沙分站进行检
索，仅有一名网友发布了“代客
扫墓”的相关信息，淘宝上推出
“代客扫墓”的网店中，成交记
录均显示为“0”。

在长沙县跳马乡做“代客
扫墓”生意的王先生介绍说，代
客扫墓一般包括纸烛、清明球、
三生、 酒、 鞭炮和打扫墓地卫
生，“所有用户均免费赠送跪拜
服务，收费200元，先交50元定
金， 扫墓结束后满意再交150
元。”此外，在扫墓的过程中，服
务人员将全程保持手机通话以
确保服务质量， 在扫墓完成后
也会提供现场照片以供查验。

虽然考虑周到， 但他的生
意并不理想。“清明节就要来
了， 按习俗节前就应完成扫墓
的， 到现在还没有接到生意。”
王先生说，现在不需要预约，只
要有单就可以成交。

一些市民也开始选择
在网络上寄托哀思。 记者
以“网络祭祀”为关键词进
行检索发现，此类网站多达
数百家，其中还有数家与搜
索引擎进行了合作推广。

在一家名为“族谱录
纪念网”的网站首页，记者
看到， 网友可在该网站免
费创建纪念馆， 网络祭祀
则有拜访、献花、上香、点
烛、供品、祭品和留言等多
个选项， 还可自行为祭祀
馆命名。截至4月1日20时，
该网站的“祭拜”记录已将
近2亿人次。

虽然建馆免费， 但一
些特殊的背景图案、 上香
点烛等则需另外收费。在
一家名为“天堂纪念网”的
网站上， 对该网站的纪念
馆进行了“明码标价”，针
对不同的编号和模板推出
了不同的定价， 如购买一
类编码的纪念馆编号需
699元， 二类编码则需要
299元， 而模板也从每套9
元至29元不等。

还有网站推出了配套
的“云墓碑”，售价高达298
元， 而此类产品其实仅为
一套3个大小不等的二维

码贴纸， 可贴在逝者的墓
碑、骨灰盒和灵堂排位上。
网站宣称， 亲友通过扫描
该二维码即可访问逝者的
网上纪念馆并了解逝者生
前信息。

对此类另类的网络祭
祀商品， 随机接受采访的
市民表示“难以接受”。“为
家里的长者建一个网络纪
念馆倒还可以理解， 但是
往墓碑、 骨灰盒这么严肃
的地方贴上二维码， 还真
有点‘舍本求末’了。”湖南
商学院大三学生申同学如
是说。 ■记者 朱蓉

网络祭祀“风生水起”，“网络墓碑”要价数百元

“代客祭扫”遇冷

4月1日，长沙市蔡锷路，一名市民在花店选购菊花，准备祭奠已故亲人。清明将至，各类
祭祀物品热销。 记者 田超 摄

乒乓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