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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网友刚开上车不久，对比买车前
后的境遇感慨良多，于是在论坛上发帖
吐槽，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有车前”和

“有车后”的大讨论。看看网友们“油菜”的
总结，你是否也感同身受呢？

——— 有车前，骑自行车去上
班觉得寒酸、丢人；有车后，骑
自行车去上班觉得天蓝、心宽。

——— 有车前，到了地方就赶
紧把自行车藏起来；有车后，没
事就爱把车钥匙拿在手里抖啊
抖。

小编点评：物质决定心态。

——— 有车前，周末只能在离
家 3站 路 的 范 围 内 活 动 ； 有 车
后，周末的活动范围是周边300
公里。

小编点评：有车也要省着点
用，钱包伤不起啊亲！

——— 有车前，自己的小区随

便进，自行车随便放；有车后，
自己的小区不敢进，怕进去出不
来，括弧：车太多。

——— 有车前，早高峰时间挤
在公交车里，羡慕开着私家车上
班的人们；有车后，早高峰时间
坐在私家车里，羡慕专用车道上
飞奔而过的公交车和车上的乘
客。

小编点评：这年头，不修炼到
“堵神”的境界您都不好意思摸
车。

——— 有车前，骑电动车老想
和汽车抢道，心里还不服，怕你
啊？有车后，跟哪个非机动车都
不抢道了，算你狠！

——— 有车前，过马路很粗
心；有车后，过马路超小心，教
练说了到处是马路杀手啊……

小编点评：从杀手中来，到
杀手中去，各位都悠着点儿。

——— 有车前，要准备一大堆
1元零钱坐公交车；有车后，要
准备一大堆10元钞票交过路费过

桥费……
——— 有车前，一个月交通支

出50元；有车后，一个月油费支
出500元。

——— 有车前，做梦都想有辆
车，汽油就算十块钱也要开；有
车后，发现一箱油加满要 4 0 0
块，400块只能开五六百公里，
突然觉得油价咋这么贵！肿么可
以这么贵？！

——— 有车前，体重120斤；
有车后，体重200斤。

小编点评：有车族们的钱包
和体重计表示压力很大。

——— 有车前，知道很多公交
车的线路；有车后，家门口有哪
几路公交车都搞不清楚了。

小编点评：抽空还是留意下
吧，就当健脑了。

——— 有车前，政府鼓励买车
还有补贴；有车后，这限行那不
让停，到哪儿都堵。

小编点评：买车就像炒股
票，入市时机很重要。

“开车累死了，还不如
走路呢”，“骑车上班多好
啊，既时尚又健身”，“公
交车又稳当又敞亮，还不堵
车”……我敢打包票，说这
话的，十之八九都是有车的
主儿，就好比那些成天嚷嚷
着要减肥整容的姑娘们，大
多是盘儿靓条儿顺的美女一
样。车主们在吐槽车子带来
的烦恼时，没车的人一准儿

在心里骂：一帮站着说话不
腰疼的家伙。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人类也不能无条件的享受科
技发展带来的好处。例如电
脑在扩展了你的视野的同
时，也在伤害你的视力；手
机在密切你和他人联络的同
时，也常常会出卖你的隐
私，我们总不能因此就砸掉
电脑，扔掉手机吧？买了车

抱怨的大有人在——— 油价
高、车位贵、堵车苦……可
抱怨归抱怨，牢骚归牢骚，
你见过几个车主动真格把车
卖掉呢？一句话：我们回不
去了。郑渊洁说，没钱的时
候，顿顿大鱼大肉心里都特
委屈；等有了钱，顿顿萝卜
白菜心里都特幸福，就是这
个理儿。

(韩爽)

@证券精选
【最霸气的防盗系统】在南非，去年有82000起劫

车和偷车事件，为了防盗，车主们屡出奇招，上图就
是一辆奥迪TT的车主，在他的车里竟然放了2条非
洲岩石蟒蛇，身长都在10英尺以上，它们盘绕在中控
台上，足以令任何一个偷车贼闻风丧胆。
@牟家均

早上坐的士，和司机师傅聊天，“听说油价下调
了？”“才两毛钱，没几天又涨回去。”司机大佬用浓重
的湖南腔说：“这个把戏就像喜羊羊灰太狼。”“哦？”
我没听懂，“我一定会回来滴……”笑喷。
@深圳车城网

【高速公路突遇停车如何处理】小车司机发现前
方拥堵时，要马上看后视镜里有无大货车尾随，如
有，一定要提前减速并打开双闪灯，给后面的大车充
足距离减速。如果后面的大车按喇叭或不停闪灯，他
一定是刹不住车了，你一定要加速往紧急停车道内
钻！哪怕会刮伤你的爱车！
@济南车管

【滥用远光灯也会被罚款记分】在雾、雨、雪、沙尘等
低能见度情况下行驶时，不能使用远光灯。按照规定，两
车交会时，不关闭远光灯将面临罚款100元、记1分的处
罚。请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
@趣语趣事趣图

【最给力的
斑马线】浙江台
州的3D斑马线，
相当逼真，很容
易看成障碍物，
车主见了立马
减速，太V5了！

笔者从市场终端了解
到：经五大升级后的2012款
哈弗M2已经正式上市，售价
6 . 79万元，各地现车已经陆
续到店。同时，从即日起到
2011年年底，全国范围内选
购2011款哈弗M2(老款)全系
车型，可享受3000元节能惠
民补贴。此外，终端部分车型
优惠额度高达8000元，另外
还有赠送购车礼包等促销活

动，消费者可就近咨询
具体优惠情况。

哈弗M2拥有超大
的空间、宽敞的视野，
卓越道路通过性和安
全性，以及动力强劲、
经济节油的动力匹配，
完全满足在城市路面
和城郊路况间的自如

切换；此外，等同经济型家轿
的价格，可让普通大众家庭
轻松拥有一部SUV车型，实
现全家快乐出行的生活愿
景。

在空间设计上，哈弗M2
采用了“四轮四角”化设计理
念，超大的空间堪比C级轿车，
而且前排和车门设置了诸多
储物空间，后排座椅放倒前行
李箱容积600L，后排为4/6分

座椅，全部放倒后容积可达
2426L，内部较高坐姿保障了
超大的驾驶视野。

在动力方面，哈弗M2表
现 可 圈 可 点 ，它 搭 载 了
1 . 5VVT全铝发动机，采用
VVT气门可变技术、E-GAS
电子油门等先进技术，配合大
面积进气格栅等，在保证动力
强劲的同时提高了汽油燃烧
效率，其最高功率/扭矩分别
达77kW/138Nm，而综合工况
油耗仅为6 . 5升/百公里。

哈弗M2配备诸多时尚、
科技配置，其中包括大面积刹
车盘、博世8 . 1版ABS+EBD系
统、双安全气囊、安全带未系
报警等安全装备，以及DVD影
音娱乐系统、方向盘音响控
制、GPS等舒适性配置。(颖昕)

笔者获悉，搭载1 . 5TI+DCT

(涡轮增压、缸内直喷、双
离合器)2 . 0自然吸气及58项
高端电子配置的比亚迪G6
现已到达东岳运发店，出现
了供不应求的热销局面。随
着东岳运发岁末献礼活动的
盛大开启，届时，您到店赏
车试驾即可获赠精美好礼，
此次上市一共有2种动力共4
款车型，5种颜色可选，售
价仅为令人心动的7 . 98万元
起。比亚迪G6外观设计动
感时尚，长、宽、高分别为
4 8 6 0 m m ⅹ 1 8 2 5 m m ⅹ
1 4 6 3 m m ， 轴 距 达
2745mm，整体线条流畅而
圆润，车身轮廓稳重而饱
满；在智能配置上，比亚迪
大量创新运用了在电子科技

领域的研究成果，包括
K e y l e s s智能无钥匙系
统、CAN-BUS电子管家
系统、4 . 3“双TFT屏液
晶组合仪表盘、多媒体
影音娱乐系统等58项高
端电子智能配置，带您
提前进入汽车智能化时
代。
经销商：济南东岳汽车集
团运发汽车贸易服务有
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二环南路
7136号
抢购热线：0531-82765166

82765137
商河店：84803388
章丘店：83278158
济阳店：81171318

2011款哈弗M2回馈消费者

济南东岳运发岁末献礼泉城
——— 比亚迪全尺寸B级车G6仅需7 . 98万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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