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青岛
编辑：杨林 美编：戴乐 校对：张文嘉

2013年6月20日 星期四

岛城汽车
C11

《新恋爱时代》男二号为何开风神S30？

江苏卫视的热播剧《新恋爱时
代》在新剧中排名稳居第一。一时间
做孩子的，做父母的，做爷爷奶奶的，
都在看。热剧热播，让一股恋爱风的
浪潮给这炎热的夏天增添几分清新
的春意。在这股春意中，东风风神巧
妙的广告植入，不仅没有引起反感非
议，相反，它以它的植入方式赢得了
热议和好评。

剧中人物刘旭刚(郑凯饰)一脸帅
气，是剧中的男二号，也是一名勤劳

的都市工人，身份多元。最开始，他通
过参加《非诚勿扰》节目单向选择了
心动女生魏山山，但并未牵手成功。
刘旭刚一出场就展现了自己“实在
人”的进取一面，他认为自己“敢于追
求幸福生活，但这种生活必须建立在
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所以勤劳的刘
旭刚做了许多份工作，踩自行车送过
邮件包裹，当过送奶工，也做园林工
人，他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拼命挣
钱，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

让实在人用实在车，进取的人开
进取之车——— 这也许就是东风风神
广告植入的巧妙考虑，东风风神以这
种方式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刘旭刚与
风神S30的直接广告融合是在这样一
个场景：父母离异的小女孩甜甜希望
家教老师魏山山帮自己寻找妈妈，刘
旭刚正好驾驶着公司的工作用车东
风风神S30，突然来电显示“心动女
生”，他毫不犹豫地伸手帮忙，驱车帮
助小孩寻找妈妈。进入北京的夜幕，
没有找到妈妈的甜甜在车里哭闹不
止，刘旭刚再次表现出细心的一面，
他用简单的魔术将孩子逗乐，无不为
山山解围。当S30带着遗憾载着“师
生”俩赶回豪宅的时候，不知情的孩
子家长向总气急败坏，并对家庭教师
魏山山大声呵斥。面对这种尴尬，出
身一般的刘旭刚，勇敢站出，对面前
在这位阔人质问：“你有什么权力在
没有问清事实的情况下，对一位家庭
教师大吼大叫？”……

这就是刘旭刚，一个性格健全，
为物质而进取，为爱情而奔波的实在
人，立体人，他对魏山山屡伸援手，守
护有加，最终感动对方，收获爱情。这
正如同他在剧中的座驾——— 东风风
神S30，它总是以最诚意的座驾带给
消费者快意的生活，彰显进取精神，
感动每一位身边客。

北汽威旺306超值版到店

“芯动力更省薪”

对于微客消费者来说，
“经济省油”是购车时考虑的
重要因素之一。针对这一购
车需求，各大微客厂商不断
在降低油耗上下功夫，将省
油微客带给广大消费者。目
前，搭载全铝A12发动机的北
汽威旺306超值版正在全国
各区域登陆门店，A12发动机
在燃油经济性方面将展现给
消费者令人惊喜的表现。

车辆的发动机技术是决
定油耗的关键因素。北汽威
旺306超值版优秀的节油性
能 ，靠 的 是 一 颗 节 能 的

“芯”——— A12发动机。A12发
动机是北汽集团联合韩国蓝

星公司和台湾大陆公司共
同开发研制。A12发动机最
大功率为63 . 5/kW，最大扭
矩108N·m，压缩比为10:1，进
一步提升了发动机的燃油经
济性和耐久性，真正意义上
实现多拉快跑、节油环保。

汇聚萨博平台的研发
力 量 ，A 1 2 发 动 机 采 用
CVVT先进技术，在保证动
力的同时，让燃油可以得到
更有效燃烧，从而降低了油
耗和排放。同时，A12发动机
全铝机身注重轻量化和可
靠性，让发动机的功率和效
能进一步提高，同时更经济
更节油。

开车的时候，我们脚下可忙了，

一会离合、一会刹车、一会油门什么

的，所以开车时穿鞋也有讲究。特别

是鞋类繁多的女性朋友们，穿什么鞋

直接关系到行驶安全，并危害自己和

他人，今天我们聊聊开车时穿鞋应该

注意和避免的。

高跟鞋——— 踩不下去抬不起来

要问开车时最不应该穿什么
鞋，那么排第一的无疑是高跟鞋。漂
亮的高跟鞋可以使女人的腿部变得
更加直挺，收腹提臀，营造出前凸后
翘的S形，有气质！不过在驾驶汽车
这里，是一个美丽的杀手。

高高的鞋跟让脚无法正常的踩
脚踏板，紧急情况下根本踩不到底，
这就好比是在鞋底下垫了一块砖
头。即使将脚踏板踩到底，估计你的
脚已经是有种快抽筋的感觉，而且
用力的时候也很容易崴脚。由于脚
的弯曲度有限，所以抬起踏板的时
候，脚后跟会出现悬空，在此情况下
就不能很好地控制踏板的角度了，
油门、刹车、离合器哪个控制不精准
都是很要命的。

松糕鞋——— 基本没形变，没脚感

每个女生都有几双松糕鞋，虽
然类型与高跟鞋完全不同，但在驾
驶时的隐患与高跟鞋类似。首先是
很厚的鞋底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形
变，可以用脚感极差来形容，另外就
是不能很好的判断踩踏板的深浅，
很容易操作不到位或者过度。不知
道有没有人穿木屐开过车，穿这种
完全没有形变的鞋子还能感觉到脚
下踩的是什么？

过宽的鞋

穿过宽的鞋很可能导致脚被卡
在踏板之间或踏板和右壁之间，踩
不下去很危险，同样在需要抬起来
的时候抬不起也很危险。

人字拖——— 滑落危险！

穿拖鞋最大的问题就是鞋与
脚固定不牢固，不论是硬材质的
凉拖和软材质的人字拖开车都很
危险。硬材质的拖鞋虽然也能发
力，但是紧急情况下脚会从拖鞋
里滑落导致踩不实；如果是很软
的人字拖，在踩踏板的时候发生
变形也更危险了，我身边的朋友
曾经亲身经历过，踩刹车的时候
软质的人字拖鞋底折成了 9 0度，
卡在了刹车和地板之间，脚是踩
不下去也抬不起了，听着都后怕。
对于拖鞋，不仅是女士需要注意，
夏天喜欢穿拖鞋开车的男同胞也
要重视。

★正确的做法：穿合脚的平
底鞋保证安全驾驶

鞋的类型和样式很多，只要
是平底鞋类的都是适合驾驶的。
我们平时穿的板鞋和运动鞋是最
佳选择。对于爱美的女性朋友，最
好的方法是在车内放一双专门开

车用的平底鞋，开车换上，下车再
换回来，这样既不耽误乔装打扮
又可以保证安全驾驶。

我国南京市今年已经率先把
开车时穿鞋的问题写入了当地交
通法规中，“开车时不能穿拖鞋和
4厘米以上的高跟鞋，否则驾驶者
将受到警告并处以50元罚款”，虽
然听起来有点雷人，并有很多人
在讨论为什么定在 4厘米和怎么
来执行，不过在这里咱们不用纠
结这些，这条法规的推出出发点
是非常好的，说明相关部门已经
意识到了高跟鞋对驾驶带来的严
重危害。很多事儿法律管不了那
么细，想钻空子很容易，但是为了
自己、家人和他人在路上的安全，
请穿合适的鞋子驾驶，自我监督
互相监督。虽然穿不合适的鞋开
车这个事儿主要说的是女性朋友
们，但是男性朋友们也要主要，不
要穿拖鞋开车，同时回家监督一
下您的女朋友或老婆。

(据《汽车之家》)

作为国内首款销量达80

万辆的单一SUV品牌，东风
Honda旗下热销车型之一CR-
V不仅是城市SUV的开拓者
更是引领者，多年的积累造就
了良好的口碑。在成立十周年
之际，为了给消费者提供更加
丰富的选择，东风Honda正式
推出CR-V新两驱版，再度领
航国内SUV市场。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
的《中国乘用车保值率研究报
告》中，CR-V自2009年以来，
连续四年夺得SUV类第一名，
力压奥迪Q5、宝马X5、途观等
热销车型，成为当之无愧的保
值之王。据了解，该报告评选
过程注重对车型的技术性能、
品牌形象、市场占有率、销售
政策、生命周期等诸多因素的
综合考量，而CR-V不仅在口
碑、维修、保养成本等方面明
显优于同级竞品，而且东风
Honda售后服务满意度(CSI)已
经连续三年名列行业三甲，

“最保值SUV车型”花落CR-V

可谓实至名归。
近期，东风Honda又重磅

推出了CR-V新两驱版，其中
两驱CR-V 2 . 0L经典版EXi市
场指导价20 . 78万，两驱CR-V
2 . 4L豪华版VTi市场指导价
22 . 98万。与四驱车型相比，同
等配置的情况下，新两驱版的
价格分别比对应的四驱版车
型低一万元，消费者将有更丰
富的选择。

除了对细节进行了更加
时尚、人性化的改良外，CR-V

新两驱版秉承了CR-V节油
DNA，在燃油经济性上进一
步提升。据了解，两驱CR-V经
典版EXi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
仅为8 . 0L，两驱CR-V豪华版

VTi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仅
为8 . 8L，领先同级。此外，CR-
V所有的四驱车型均升级为
E-DPS实时智能四驱系统，
进一步提升车辆的行驶性能
降低油耗。

今年东风Honda成立第
十周年。据悉，企业也从多方
面着手回馈新老顾客。产品
方面，除CR-V新两驱版上市
外，CIVIC(思域)十周年纪念
版也于四月份到店销售，EXi
/VTi版本增加导航系统，且
增配不加价，可谓将实惠进
行到底。基于第八代CIVIC
(思域)平台打造、拥有经典品
质的兄弟车型CIIMO(思铭)

定位年轻人群，外形时尚、驾
趣十足，，成为入门级家轿的
首选。

服务方面，东风Honda不
断改善售后服务体系、提升
服务品质，在新年伊始发布

“实质的信赖”售后服务品
牌，给消费者一份实实在在
的服务承诺。十年的坚守承
诺，十年的贴心服务，让东风
Honda的品牌力更加深入人
心。
青岛福日店
地址：崂山区龙岗路13号
销售热线：4 0 0 - 6 7 7 - 0 8 0 9 /
88915588/5599

售后电话：88919595

青岛基泰店
地址：四方区重庆南路186号
销售热线：4 0 0 - 6 6 8 - 7 7 0 6 /
84889888/6666

售后电话：84888999

青岛宏陆达店
地址：即墨市烟青路69号
销售热线：4 0 0 - 6 1 6 - 5 5 0 7 /
89069111

售后电话：89065199

CR-V再添两驱版 最保值力压群雄

“祸”从脚下生
不要穿不合适的鞋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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