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2 日，克莱斯勒济南新宏新 4S 店正式落户济南，这标志着全球高端、专业的
SUV 领导性品牌 Jeep 旗下产品以及道奇酷威、酷搏两款跨界双子星，已正式挺进济南市
场，同时也意味着克莱斯勒在中国这一最大海外市场又迈开了重要一步。新开业的新宏新
4S 店坐落于历下区奥体西路 166 号，展厅面积近 800 平米，可展示克莱斯勒旗下各品牌的
多款产品。克莱斯勒(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裁崔之愚表示，选择落户济南一是出于对
克莱斯勒自身产品力的信心，二是 4S 店的进驻既有助于向济南已有的车主提供更贴近的周
全服务，又为销售开拓了新的资源。 (若水)

以下克上，靠的是胆识，
靠的是实力。诸如刘邦、朱元
璋之流，虽出身低微，但“燕
雀安知鸿鹄之志”，凭借无畏
的胆识和谋略，把江山捏在
自己的手里。百万豪车自然
有它骄傲的资本，但高昂的
售价却让人望而生畏。既然
不能让大多数人拥有，就给
了斯巴鲁一个机会。

首先，它是原装进口车，
在同价位的车型中，就更显得
真金白银。不相信的话，大家
可以看看其他品牌的国产和
原装车型的区别，有的品牌
车，看上去很“牛气”，一旦国产
就“精简”的惨不忍睹，配置性
能下来不说，价格还搞的很

“坚挺”。作为原装进口车销量

排名第一的斯巴鲁森林人来
说，品质得到了最大的保证。

其二，斯巴鲁森林人，纯
粹的驾驶者之车。20 万区间
的价格，性能“叫板”百万豪
车。森林人出身于运动世家
斯巴鲁门下，仅凭出色的
AWD 系统，稍微懂点行的人
都料到这是个难缠的角色。
如果你想追求驾驶感觉，全
时四驱+水平对置发动机，让
它的操控优势超越了所有同
级车。一部水平对置 4 缸发
动机，拥有 126kW 的最大功
率和 229N·m 的最大扭矩，
出色的 AWD 系统可以让你
在驾驶时丝毫不用去顾及车
辆在弯道中的承受能力，即
便是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下，

驾驶森林人也能随心所欲。
第三，选择森林人，选择

属于你的生活方式。驾驶森
林人，不像驾驶轿车那么拘
谨，也不像开跑车那么张扬。
打开天窗，听点音乐，悠游于
天地之间，怡然自得。喜欢森
林人不仅仅因为它是一部好
车，更是生活方式的一种选
择，一个恰当而随性的选择。
如果您只想享受下爱车的舒
适和内饰的豪华，您大可随

“大流”，买个合资的车玩玩，
这样虽不至于让您开的尽
兴，但也能彰显您相对尊贵
的身份；如果你想体验全时
四驱的魅力，“贪图”完美操
控的欲望，我认为斯巴鲁森
林人更让你满意。

购森林人送导航，仅剩
36 天。

舜耕会展中心，斯巴鲁
特技表演周末上演，欢迎莅
临品鉴。
网址：www. stauto . net

经十西路 4S 店：
87292266 87292255
黄台 4S 旗舰店：
68854885 68855885
体育中心店：
82056486 85791486

格相关链接

斯巴鲁新傲虎荣膺

“年度人气车型奖”
11 月 17 日，由新浪汽车

和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主办的“2010 中国进口汽
车风云榜”颁奖盛典在北京
隆重举行，斯巴鲁新傲虎荣
膺“年度人气车型奖”。

获奖理由：《非诚勿扰》
在演绎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
故事的同时，更让人记住了
斯巴鲁那畅快、迅捷的身影。
新一代傲虎如今已成为斯巴
鲁家族的领军车型。强大的
公路四驱性能和多变、实用
的宽大空间，加上俊朗、大气
的外观，力助傲虎成为新一
代车中影帝。

在汽车业界有
这样一种说法：衡量
一款车的好坏，最权
威的声音来自消费
者。作为郑州日产国
际新概念 CDV 车
型的 NV200，国内
上市已逾半年，与
NV200 有过亲密接
触的车主们，是怎样
评价这款精品国际
化 CDV 车型呢？
NV200 又给消费者
怎样与众不同的驾
乘感受呢？近日，笔
者 走 访 了 几 位
NV200 车主，让我们
听听他们的真实体
会，也为即将要购车的消费
者提供一个参考。

谈到自己的座驾，张先
生告诉笔者，NV200 的外形
除了符合其追求外，更主要
的是它“居家商旅”的气质。
张先生是在 2010 年 9 月份
购进NV200 的，时至NV200
上市不久。“之前我关注的是
帅客，但是后来NV200 上市
后，我更满足 NV200‘居家
商旅’的气质。”

的确，NV200 采取高车
身的设计，头部上方空间充
裕，不容易形成压迫感。张先
生说，自己近 1 .8 的个子，坐
在里面感觉乘坐空间很大，
头部腿部空间也很充足。另
外 NV200 发动机轻快却动
力强劲，提速和直线高速行
驶 的 畅 快 感 ，让 他 感 到
NV200 很阳刚的一面。张先
生告诉笔者，在周末，他会带
着一家人，开着NV200去郊外
游玩。这对工作繁忙的他来说，

和一家人开着NV200 游玩俨
然已经成为了张先生日常生
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此外，笔者看到，张先生
爱车的每个座椅都包裹了个
性的座套，车内布置的很温
馨。张先生还给爱车装上了
DVD 导航系统。“开车不只
是享受驾驶带来的乐趣，娱
乐也很重要。开车的时候听
听音乐，美妙的旋律能带来

心情的愉悦，缓解疲
劳。”说到这，张先生
一脸的陶醉。当谈到
NV200 的用途时，张
先生表现出对自己
座驾的爱惜：“拉货
的话，我的那个东风
小康足够了。对于
NV200，我一般就是
载着家人到处游玩，
如果有生意应酬时，
我会开着它去见客
户，这让我感觉到自
己提升了一个更高
的层次。”

结语：一个产品
如果只是某方面性
能比较突出，其市场

竞争力一定不高。只有整体
性能强的车型，才有强大的
产品竞争力；而这方面，
NV200 是个中好手。通过车
主采访可以看出，除了在外
观和动力操控上能够给消费
者带来驾驶乐趣外，在舒适
性、节能油耗上都给车主留
下了很好的印象，是一款值
得消费者信赖、极具性价比
的多功能车。 (王化平)

城里人的日子过得好，
我们乡下人的生活如今也不
差。我的房子后面都是圈养
的鸡，每天光捡鸡蛋就上百
个，每到周末，城里人就开
车到我们乡下来旅游，看见
我养的柴鸡都说好，柴鸡蛋
也是每到周末就销售一空，
我手里的钱也攒了不少。

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客
人，因为没有自己的车，都
是我老头开着佳宝去接他
们。有一次，一帮大学生打
电话让我们去接，我老头一

到车站可傻眼了，有男有女
的说说笑笑一大帮人都是要
搭车 到我家的， 我心一
横——— 试试吧。在车厢里铺
上干净的坐垫，让学生们大
个先上车小个后上车，最后
剩下一个大胖子，“大爷我
真挤不进去了，您让我坐前
面那个座吧。”原来副驾驶
的位置还没人坐呢，正好让
他过去坐。

一路到家，这群学生还
说：“大爷，您这车不白买啊，
赶上中巴车了，装下我们这

么多人。”我老头也跟着嘿嘿
的笑。后来经学生们这么一
说，我老头还真就在车站附
近开始了短途客运的买卖，
而且不忙的时候还把家里的
鸡蛋拉到车站附近卖。我兄
弟也看着跑客运挺好，也买
了一辆佳宝，跟我老头一起
干，收入增加了不少。现在我
雇了人干家里养鸡的活儿，
又扩大了养鸡场，我老头和
我兄弟继续干着客运的活
儿，日子过得很充实、很富
裕。 （兰月）

买SUV，您究竟图什么？

“以下克上”的斯巴鲁森林人

前言：“一汽佳宝致富群英传”征文
活动开展以来，得到全国佳宝用户的热烈
反馈，投稿络绎不绝。相信这些来信不仅
会让外界进一步了解这个群体，也能给那
些想致富的人以借鉴意义。

佳宝带来了农家院的富裕

克莱斯勒济南新宏新4S 店正式开业

用心感受生活 体验用车快乐
——— 采访郑州日产 NV200 车主

CDV 小常识：目前，在
中国市场上销售的CDV 车
型 只 有 三 款 ：一 款 是
NV200 ，一款是郑州日产
2009 年 11 月上市的帅客，
还有一款是北汽福田的迷
迪。而在中国，第一个提出
CDV 概念的是郑州日产。对
于CDV，它与MPV、SUV、
轿车等一样，同属汽车大
类，是英文“Car Derived
Van”的缩写，国际通行的解
释是“基于轿车平台的厢式

车”。在欧美等发达国家，
CDV 早已成为一个成熟的
汽车种类。CDV 车型最大
特点是，采用轿车平台，确
保驾乘舒适；发动机前置前
驱，安全系数与乘用车同等
水平；座椅设计变化多样，
兼顾车内空间有效利用；较
低的底板设计便于货物装
卸。郑州日产润华专线：
87527756/87527530
郑州日产济南骏翔专线：
67808808

受访车主：张先生
年龄： 33
职业：轮胎经营商
座驾：银色郑州日产NV200
心动理由：强劲动力 旅游商务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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