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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庚倡导解放马戏团动物 希望拍摄环保纪录片
韩庚近年越来越关注环保，无论是动

在拍摄期间还对媒体谈及综艺《这就是街

的，那你有没有想过他练了多少 年，他在

物保护、海洋保护，还是大气保护，因为他

舞》和近期将与观众见面的新片《寻找罗

练功房有多少不顺心的事情，甚至 压抑的

深感周边环境相较以往发生了巨大变化。

麦》。聊起综艺上的表现和对于这个节目

事情 ，或者 辛苦的事 情。”而谈到《寻找罗

为此他还一直有拍摄环保纪录片的想法，

的个人观感，韩庚直言不讳，
“大家都说我

麦》，韩庚透露这部文艺片很是特别，因为

希望亲自带着周边的朋友、甚至圈中艺人

是严厉的，有可能是不是我对这个节目太

大纲只有 １５ 页纸，很大程度需要自己去

去实地探访，他坦言：
“我希望带着他们一

认真了？反而这个节目并不是那么专业，

发挥；而且有相当部分的 法语台词，在拍

块去看，如果说海洋保 护，我希望你先学

甚至说没有达到预期那样的状态。但是我

摄周期内 必须用“死记硬背”的办法苦练

会潜水，跟我一起潜下去，你看看下 面是

是真的想去找一些好的舞者。将近 １００ 个

法语。

怎么样的。真正保护好的一些国家，或者

人，只有 ２５ 个名额，我希望他们有更多的

正如韩庚自己说的：我觉得经历得越

其他一些地方，下去看真是漂亮，五颜六

责任感，因为舞者我太了解了，他们是怎

多，再去看每一部电影，甚至表演，都有不

么训练的，内心是怎么想的，他们经历了

同的感受，所以我觉得我还有很大的空间

一些什么，其 实大家都觉得会跳舞挺厉害

去慢慢进步。

色什么都有。但是保护不好的，你潜下 去
什么都看不见，甚至有一些异味。”

日前，韩庚为 ＰＥＴＡ 亚洲善待动物组
织动物保护公益项目拍摄了一组宣传片。

谢娜微博粉丝破亿 九年陪伴见证华丽成长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８ 日，谢娜微博粉丝正式

拥的照片，照片里谢娜双手抓住张杰笑容

破亿，成为微博第一位粉丝破亿的明星。

灿烂美好，正如她所写的那样，
“抓住自己
的幸福”。
同年 ９ 月 １５ 日，谢娜又一条微博火

是那个风风火火直来直往的谢娜。
２０１４ 年开始，谢娜微博粉丝数逐年稳
步提升，升幅较大，２０１７ 年，她的微博均阅
读量较 ２０１５ 提升 ６０％。

了，原来是张杰正式求婚！
“想
有意思的是两人其实是先登记才

２００９ 年谢娜正式入驻微博，已经是
拥有超过 ８ 年经验和回忆的元老级用户，
而微博不仅记录了谢娜事业上的潮起潮
落、成长与收获，也记录了她的生活、情
感，记录了这些年里填满和丰富她人生的
大事小事，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回头望去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的结婚纪念日，张杰宣布
与谢娜有了爱的结晶，两人一番互动感动

２００９ 年，谢娜的微博还只维持几百

起来”好像漏了 一个环节 ，于是张杰便瞒

无数网友。

条评论和几十至上百条转发的水平。当年

着谢娜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惊喜。和前一条

互动量最高的几条微博 ，悉数和工作有

微博一样，这条依旧收获无数好友、粉丝、

来到这个世界，是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当

关，除了为自己主持的一档新节目《百科

观众的祝福 。同年 ９ 月，谢娜与张杰在云

天张杰发了一张他与谢娜双手圈成爱心

全说》努力宣传，剩下的是小试牛刀与拍

南香格里拉举行婚礼，同时在微博大晒幸

包裹宝宝们的两双小脚的照片，并写道，

摄电影相关。２０１０ 年，谢娜一条为八卦新

福，当时圈内诸多艺人朋友出席祝贺，更

闻炸毛的微博引发热议。

一度掀起不小话题和声浪。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 日，谢娜与张杰的宝宝

“谢谢大家的关心！娜娜辛苦了你真的好
棒！现在一个宝宝哭声嘹亮，另一个在吃
手手，我好幸福！从现在开始，守护最美好

亦是弥足珍贵。

“杰
的妳们。”而那边谢娜也幸福地回应，
爸，以后我们仨姐妹请多多关照。”该条微
时隔几年，这条微博仍然是隔着屏幕

博得到圈内一众明星好友的点赞和祝福，

如今谢娜已经是拥有一对可爱双胞

都感受得出的“气 愤”，但非但不觉得膈

转发超过 １３ 万，谢娜微博下亦聚集二十

胎的母亲，在观众眼里，她也不再只是《快

应，倒让人觉得谢娜少了层“包装”和防

万条留言祝贺，他们中的很多人 ，都一起

乐大本营》里的主持人谢娜，不只是“快乐

备，十分真实。

见证了两个人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

家族”中的一员，不一样的工作经历让谢

谢娜的微博主要是与好友互动、工作

娜有了更多面貌。其实无论生活还是工

和友情转发、和老公张杰甜甜蜜蜜、以及

作，在与之相关的关键词里，也早就多了

三五不时给网友送上欢乐和鸡汤。值得一

一位至关重要的人，这个人毋庸置疑便是

提的是，２０１２ 年张杰 ３０ 岁，谢娜在微博上

张杰。微博不仅拉近了谢娜与观众之间的

２０１１ 年谢娜最为轰动的一条微博，莫

距离，也得以让观众从更多角度、更多细

过于 ８ 月 ６ 日七夕节那天公布婚讯。她加

送上了十分“特别”相当“谢娜”的生日祝

节去认识她、了解她，而现在，谢娜破亿的

“抓住自己的幸福吧，
了几个大爱心写道，

粉丝数就是她多年经营起来的强大观众

你们的坡姐要嫁他啦！！！爱你们，七夕节

杰也不例外。面对流言蜚语，谢娜的处理

基础的实力证明。

快乐！！”并附上和张杰在花草从中甜蜜相

方式就是微博“正面杠”，几年后，谢娜还

福。
，谢娜张
然而婚后名人难逃“被离婚”
再次恭喜娜姐粉丝破亿，未来精彩继
续！

拒绝油腻 我们是认真的 上汽大通燃料电池车ＦＣＶ８０革新上市
“油腻”的世界？或
如何避免身处一个

是上汽大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又一次实

还将推出基于结构化道路 、定制化场景

向，未来将实施“全平台、全系列、全路线”

许你需要清空你的购物车。因为快递繁复

践，我们也从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上汽集

的无人驾驶商业化应用解决方案，并逐

的新能源策略，即旗下的所有车型平台包

的包装、物流车辆的能源消耗和尾气排

团在“十三五”期间，确立了
“新能源 ＋ 互

步拓展到工业园区、港口等商业应用场

括宽体轻客、ＭＰＶ、皮卡、ＳＵＶ 等在内都发

放，都在无可避免地伤害着环境。什么？根

联网 ＋Ｘ”的战略目标，并提出“电动化、网

景中。

展新能源汽车，纯电动、混动、燃料电池车

本来不及清空，并且已经确认收货了？

联化、智能化、共享化”的“新四化”战略。

另一方面，上汽大通也是真正意义上

三条技术路线全面布局，齐头并进 。我们

难道就不能一边享受便捷，一边呼吸

而且，上汽集团也是国内最早推出新能源

的新能源全技术路线开发和商业化运营

的新 能 源 产 品 不 但 包 括 氢 燃 料 电 池 车

新鲜空气？上汽大通想说，拒绝油腻，我们

“电池
汽车发展战略的企业，已自主掌握

的领先者。我们将新能源当作重要发展方

ＦＣＶ８０，以及此前已上市的纯电动车 ＥＶ８０

是认真的！上汽大通凭借前瞻科技再次搞

＋ 电机 ＋ 电控”的三电核心技术。

和 ＥＧ１０，还包括未来将亮相的混合动力

事情，举行了以“智科技 致生活 ”为主题

在“新四化”
战略指导下，背靠上汽集

车型产品。

的发布仪式，宣布中国首款商业化运营燃

团在资金、研发、
资源、人才等各方面的强

因为，上汽大通相信，在不同的应用

料电池宽体轻客 ＦＣＶ８０ 正式上市，让真

有力支持，上汽大通技能全开，在前瞻技

场景，纯电动、混动、燃料电池车将各具优

正零排放、零油腻、零污染的绿色出行触

术领域充分布局。

势，并且都拥有广阔的前景。也因此，我们

手可及。ＦＣＶ８０ 售价为 １３０ 万元。根据国

一方面，我们积极开发智能驾驶技

在全面掌握混动变速箱和燃料电池系统

家和地方补贴政策，所以实际购买价仅为

术，已成为智能驾驶商业化应用的领导

核心技术的同时，积极开发插电混合动力

３０ 万元。

者。早在 ２０１３ 年，上汽大通就着手定制

和燃料电池车型，打造世界级品质的新能

智能驾驶技术的发展路线。２０１８ 年，我们

源产品。

事实上，燃料电池汽车 ＦＣＶ８０ 仅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