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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4月14日讯（见习
记者 刘晓） 随着二孩家庭
的日渐增多，随之而来的多口
之家出行需求催生了消费者
对于车型座椅和尺寸的更高
要 求 ，也 让 大 尺 寸 的 七 座
SUV在车展上的热度不减。
同时，不少自主品牌纷纷进
入这个细分市场，让大七座
SUV市场品类更齐全，成为齐
鲁车展上的热销车型。

靓丽的车模热舞，炫酷的
童 星 走 秀 ，呆 萌 的 人 偶 串
场……4月14日恰逢周六，齐鲁
春季车展迎来第三天，人气也
积聚到了最高峰。“每年都来车

展，我家的第一辆车就是在车
展买的，今年好像比往年更热
闹，节目多，很精彩。”正在观看
童星走秀的赵先生一家是车展
的铁杆粉丝，“去年生了老二，
现在家里老人、孩子、保姆加起
来七口人了，想换一辆七座的
SUV，正在选呢。”

走进高新展馆，最为醒目
的就是广汽三菱硕大的红色广
告牌：欧蓝德——— 20万元内4驱
7座SUV,这也反映了7座SUV
市场的火爆。“这次车展欧蓝德
也带来了优惠，3万首付就可以
开回家。”现场一位销售人员介
绍。

而车展最为引人注目的大
七座SUV，莫过于JEEP率先投
放中国市场的首款七座SUV
大指挥官。“这款车现在还在预
售，今年5月份将在北京车展正
式上市，大家在车展上看到的
这台是济南唯一一辆，人气很
高，很多人都是冲这款车来
的。”山东汇众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销售顾问李麟杰介绍。

在外观方面，大指挥官采
用了类似JEEP大切诺基的外
观设计，标志性的七孔进气格
栅造型，非常时尚、个性。同时，
大七座的设计把目标瞄准了汉
兰达、锐界等车型的受众人群。

“这款车既满足男人对于吉普
车的梦想，又满足了带上全家
人一起出行的愿望，很早就关
注了，今天终于在车展上见到
真车了。”从章丘赶到齐鲁车展
的市民陈先生说。

除了进口车和合资车品
牌，国产车品牌也瞄准了大七
座SUV市场，“我们今年带来
的幻速S7、幻速H5、幻速S3L、
比速T5等都是七座SUV，今天
正好是周末，来咨询的人很多，
从早上开展到现在一直没有休
息。”在北汽汽车展厅内，现场
一位负责人介绍，二孩政策放
开后，各大厂商看好7座SUV

市场，北汽也连续推出了相应
的产品。

同样是自主品牌的奇瑞汽
车 也 带 来 了 旗 下 首 款 七 座
SUV——— 瑞虎8，它是瑞虎家
族首次以偶数序列命名的产
品。“外观方面，瑞虎8的前脸
采用了巨大点状矩阵式的格
栅，并与上方的前大灯和下
方的日间行车灯相融合，非
常大气时尚。除了令人眼前
一亮的外观设计，内饰还有
全液晶仪表盘和悬浮式大屏等
科技感十足的配备，非常吸引
眼球。”现场一位销售人员介
绍。

二二孩孩政政策策助助力力，，大大七七座座SSUUVV火火了了
齐鲁春季车展第三天，人气再创新高

孝孝顺顺儿儿媳媳
唤唤醒醒植植物物人人婆婆婆婆

九年如一日，她用行动传递孝道家风

文/片 本报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张友申

“谁都有老的一天”

“谁都有老的那天，晚辈不
照顾谁照顾，这都是我应该做
的。”贾文莲的儿媳张爱莲是这
样对左邻右舍说的，更是这样
做的。

由于病情比较严重，婆婆贾
文莲前后6次住院，每次一住就
是半个多月。丈夫在外赚钱养
家，每次婆婆住院，照顾病人的
担子就落在了张爱莲身上。为了
照顾好婆婆，张爱莲把孩子托付
给娘家嫂子照顾上学，省吃俭用
节省下来的积蓄都给婆婆治病
了，但张爱莲觉得这钱花得值。
她说：“只要家人健健康康，比啥
都重要。”

每次住院，张爱莲都悉心
照顾，喂饭喂水、端屎端尿地日
夜伺候。婆婆贾文莲刚做完手
术那会儿，只能勉强吃点流食，
儿媳张爱莲就耐心地用注射器
往婆婆嘴里打流食。病友们都
夸贾文莲有个好闺女，老人则
骄傲地对病友说：“这是我儿媳
妇，比亲闺女还亲呢！”

有希望就不放弃

9年前的一天，贾文莲突然
倒地，昏迷不醒。送往医院后，
医生告知是脑干出血，医生
说：“这种病如果动手术，95%
的人下不了手术台，另外5%
的 成 活 率 ，后 期 也 是 植 物
人。”当时，医生甚至让家属
回家准备后事。

儿媳张爱莲听从医生建
议，没有做手术，但她把老人接
回家里精心照顾。“哪怕只有千
分之一的希望，也决不放弃婆
婆！”张爱莲经常暗暗对自己
说。

贾文莲被拉回家后，儿媳
张爱莲担心完全瘫痪的婆婆长
期卧床生褥疮，她坚持每两小
时给婆婆翻一次身，三小时喂
一次饭，三四天抠一次便，还一
天三次给婆婆擦洗身体，天天
给婆婆按摩拍背，对腿部做些
大幅度的锻炼。

张爱莲跟记者说，“一开始
婆婆就是植物人状态，没有知
觉，大小便失禁，一直昏睡，我
就按时计算什么时候该大小
便，定时给她换尿片，她没力气
大便，我就用手指把大便抠出

来，做好营养粥，通过打流食打
下去。”

经过4个多月的精心照顾，
贾文莲奇迹般地有了好转，能
稍微移动右半边身体，大小便
知道叫人了，还可以简单地说
几句话。

“您就是我亲娘”

贾文莲老人清醒后，怕大
小便多麻烦别人，总不好好吃
饭，张爱莲耐心地开导说：“我
拿您老人家当亲娘看待，不用
怕麻烦，照顾老人是晚辈的责
任，让我照顾您吧！”老人感动
得热泪盈眶，之后饭量也上去
了。

“不是我儿媳日夜悉心照
顾，我就没命了……”日前，记
者去采访时，婆婆贾文莲断断
续续地跟记者说道，言语里满
是对儿媳张爱莲的愧疚和感
激。

不过，这么多年好儿媳张
爱莲夜以继日地伺候着瘫痪婆
婆，没有露出过一丝愁容。“有
人问我累不累，说实话有时也
很累，但看到老人开心的笑容，
我觉得累点也值得！”张爱莲笑
着说。

9年前的一天，家中婆婆突发脑干出血，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
书，郓城县张营镇张二村“好儿媳”张爱莲选择不放弃，挂吊瓶输
液、下胃管打流食、帮助婆婆两小时翻一次身，三小时喂一次饭，
三四天抠一次便，按摩拍背锻炼腿、擦洗身体、洗尿布，夜以继日
的悉心照料，终于使婆婆贾文莲转危为安。

““未未了了齐齐鲁鲁情情 乡乡村村游游泰泰安安””启启动动
齐鲁壹点情报员首站学采茶

本报泰安4月14日讯（记者
薛瑞 王雅春 赵发宁）

14日上午，“未了齐鲁情 乡
村游泰安”活动在泰安市下港
镇杨家庄村举行启动仪式。齐
鲁壹点情报员采风团齐聚茶
色茶香之中，漫步山田间，流
连忘返。

杨家庄村是泰安市旅发
委派驻“第一书记”帮扶村，辖
区内景色秀美，有九曲水库、
石门水库、滴水崖水库连成一
片，村内盛产板栗、核桃等，村
内九曲白茶种植面积达130多
亩。“住惯了钢筋水泥，一来到

山村里，顿觉心旷神怡。”
泰安市旅发委党组书记、

主任李华民，泰安市交运集团
副总经理解树风出席活动启动
仪式。在简短的启动仪式后，采
风团前往白茶基地，了解九曲白
茶的采茶及制作过程。同行的小
朋友们也有模有样地系上筐
子，跟着学习采茶。

采风同时，十九大代表、
齐鲁晚报胡同记者张刚来到
了村里老党员闫仲明家，送去
了米、面、被子等物品。闫仲明
今年92岁，1947年就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是一名拥有71年党

龄的老党员，曾在解放战争中
当过民兵，参加过解放泰安的
战斗。

据了解，“未了齐鲁情
乡村游泰安”是泰安市旅发委
与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打
造的乡村旅游宣传品牌，通过
举办系列采风活动，对泰安市20
个乡村旅游点进行深入挖掘，以
文图、视频等新媒体形式做出一
批有内涵、有分量的宣传报道，
掀起“济南人游泰安 山东人游
泰安”的热潮，助力山东“乡村振
兴”战略，借助发展乡村旅游，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张爱莲在给婆婆喂饭。

短视频栏目《一问医答》上线

本报济南4月14日讯（记
者 陈玮 孔雨童 张如意

王倩） 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一问医答》短视频栏目上
线啦！

今后大家对健康有什
么问题，可随时在“癌Ai不
孤单”“齐鲁健康大讲堂”微
信公众号后台、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一问医答》视频
评论区留言，我们将为您
咨询相关专家，给予权威
解答。

“肿瘤是不是绝症？这
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我的
意见是重心前移，精准防
治。也就是坚持早发现、早
诊断、早治疗，规范治疗、科

学治疗，那么肿瘤的治疗效
果是很好的。根据美国最新
报道，前列腺癌和乳腺癌早
期晚期加起来治疗后5年生
存率都超过90%。”在首期

《一问医答》栏目，针对于读
者患上肿瘤是否意味着生
命走到尽头的问题，中国工
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
院长于金明说，目前通过癌
症早期筛查的普及，加上精
准手术和化疗、靶向药物、
生物免疫疗法的出现，大家
不必谈“癌”色变。

据了解，《一问医答》短
视频栏目首批专家团共有
20位，这些权威专家将一起
为用户答疑解惑。

本报和山东福彩联合发起的孝
行齐鲁栏目继续征集孝心故事，读
者可通过woxinwen@126 .com邮箱或
齐鲁正能量公众号，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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