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友情，我的定义是：
他会把美好的事物分享给
你。对我来讲，荣威 350 就是
我与朋友分享美好的开始。

从暑期开始，我和家人
就筹划着买车，但对于不太
懂车的我来说，选车着实有
些难度。虽然经常在济南各
大 4S 店里晃悠，但还是寻找
不到最中意的那辆。在形形
色色的座驾之中，“性价比
高、空间大、配置好”是我对
车的最基本要求。一个偶然
的机会和朋友一起喝酒，便
说起了选车的苦恼。朋友说，

“不如你去看看荣威吧，绝对

符合你心目中的选车标准。因
为我刚买了一辆荣威550，开
了一段时间后整体感觉还不
错。”恰逢秋季车展，第二天我
就在朋友的陪同下直奔展馆
内的荣威展台，一番讨价还价
之后当场拍板订车。

有了车之后，最爱的就
是自驾游，我经常和朋友们
共同“探险”。时间长了，对济
南周边的道路慢慢地也就熟
悉了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
经常找不见路，但也总有些
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每到这
时，我就求助于荣威 350 的
inkaNet 系统，还好每次都能

轻松地找到目的地。有一次
独自去聊城游玩，这也是我
头一回单独自驾出行，一路
上惬意的听着音乐，感受着
一个人出游的悠闲。

刚驶出市区没多久，就
看到前方道路上的一溜荣威
350 车队。我颇感好奇，就跟
在了车队后面一探究竟，趁
着他们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我
便上前和他们闲聊了起来。
经过一番交谈后，我发现原
来他们是一群在荣威 350 群
里结识的朋友，虽然彼此聊
过天，但从来没有见过面。于
是便组织起了这么个自驾游

小组，共同体验荣威 350 带
来的美好生活体验。

由于大家都是荣威 350
车主，话题自然而然都围绕
着自己的爱车。刚好他们也
前往聊城，便邀请我一起上
路。在路上大家都打开了荣
威 350 自带的 inkaNet 系统。
2 号车说自己最近颈椎不太
好该怎么办？这样一个话题
顿时让 inkaNet 系统里变得
火热起来，一个说要这么治，
一个说要那样保养，足足有
十几条的保养和治疗方案。
一会儿女孩们又讨论起最近
流行什么样的服饰。而男人

们也不甘示弱地在 inkaNet
系统里谈论起了足球。不知不
觉中，大家的感情便加深了，
很快便由陌生人变成了熟悉
的好朋友，枯燥无聊的自驾旅
途也因此变得轻松而有趣。

(韩杰/整理)

车主档案：
姓名：马吉丰
座驾：荣威350 香槟金
职业：广告策划
幸福宣言：友情就是将美
好的事物分享给朋友。

11 月 20 日，“挑战最
省油的微客”—“开瑞汽车
杯”全国节油擂台赛淄博区
圆满落下帷幕。本站比赛吸
引了 21 位选手参加，最终经

过 4 小时的激烈角逐，冠军
高磊以百公里 2 . 22L 的成绩
摘得桂冠，姚涛、王职中以
微弱优势屈居二、三名。据
悉，开瑞优优柴油版搭载了

ACTECO1 . 0D 柴油发动机，
排量仅为 1 . 0L ，是目前国内
最小排量的柴油发动机，百
公里 综合路况仅为 5 . 5 -
5 . 6L 。 (小雨)

开瑞汽车杯节油擂台赛淄博区完美谢幕

11 月 20 日，席卷全省
的一汽奔腾“ 50000 钜惠，
幸运由你”大型感恩回馈活
动在山东奥能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拉开序幕，现场有
数十位客户及省内各主流媒

体同仁共同参与了这场秒杀
活动，最终来自市中区的李
先 生 获 得 了 终 极 秒 杀 车
B70 。活动现场，一汽奔腾
品牌为了再现价值典范，推
出了旗下 B70 与 B50 的年终

钜惠政策。据悉，此次活动
还将在山东各地分批次开
展，幅度如此之大的感恩钜
惠对一直以品质动人为主的
一汽奔腾品牌而言是非常难
得的。 (庆义)

山东奥能启动“一汽奔腾钜惠秒杀活动”

从鸿发森泉雪佛兰获
悉，雪佛兰 2011 款景程正
式到店销售，售价 10 . 88-
16 .19 万元。

据悉， 2011 款景程舒
适版和豪华版车型新增定
速巡航及智能折叠钥匙，
拥有中高级车的车身及内
部空间尺寸，外观大气，
内饰精雅。全系车型搭载
全新 1 . 8L Eco 智能发动
机，并拥有C-NCAP 五星
安全保障、 15 项人性舒适
配置。为配合 2011 款雪佛
兰景程的上市，鸿发森泉
更是推出增配车型，在原
有配置增加的基础上再加
配GPS 导航，使景程成为
15 万元以内舒适型中级车
首选车型之一。

“看”、“开”舒
适：中高级车外观+1 . 8L
Eco 智能发动机+六速手自
一体变速箱+定速巡航。

“坐”、“用”舒
适：中高级车车身尺寸+C
-NCAP5 星安全保障+15
项人性舒适配置。

更多优惠详情，请拨打
服务热线 0531-82787000/
82072977，或前往鸿发森泉
雪佛兰展厅咨询。

舒适型中级车给力选择
2011 款雪佛兰景程今日到店 售价 10 . 88-16 . 19 万元

11 月 14 日，济南富雷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举办了
以“翼神点亮时尚新生
活”为主题的大型交车仪
式，三菱汽车的销售经理

与“三菱菱”车友会的代
表声情并茂地介绍了他们
的“恋爱史”。本次交付
的三菱翼神车队均为红色
车身，且号牌中均有 300

数字。据了解，这一车队
将为今后济南的婚庆用车
市场带来新鲜血液，并将
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韩晗)

济南富雷举行翼神团购交车仪式

产品名称 车型名称 市场建议零售价（元）

2011 款

雪佛兰景程

SL-MT 致真版 108,800
SE-MT 舒适版 129,900
SE-AT 舒适版 139,900
SX-MT 豪华版 144,900

SX-MT 豪华导航版 151,900
SX-AT 豪华版 154,900

SX-AT 豪华版(炫黑内饰) 154,900
SX-AT 豪华导航版 161,900

附： 2011 款雪佛兰景程全系价格表(厂商指导价)

选择雪佛兰 信赖鸿发森泉
十六里河 4S 店：望岳路 3777
号(英雄山路延长线)
0531-82787000
省体育中心店：经十路 124 号
省体育中心西侧
0531-82072977
章丘鸿发森泉：0531-81295555
商河鸿发森泉：0531-84803001
济阳鸿发森泉：0531-81171771

车友会热线：400-600-9797
售后服务热线：0531-82787077
24 小时紧急服务：
0531-82787272
http：//www.hongfaqiche .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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