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智人只是众
多“人属”中的一个，但在进化过
程中PK掉了诸如尼安德特人、维特
斯佐洛人、斯旺司孔人等，最终站
上生物链顶端并从东非迁徙各地最
终霸占地球。

现代生物学将现存人种称为
“智人”，不仅归纳了与猩猩、猴
子等近亲在智力上的区别，同样暗
含着人是善于学习、能够总结经验
教训并趋利避害的物种。

现代人在万年时间里开辟了一
个又一个文明，尽管所处地区不
同，但相同的基因让他们建立了相
似的生存规则。当他们想将自己的
双腿完全解放时，从马车到汽车的
百年历史更是白驹过隙般的短暂，
汽车文明带来人类再度进化的同
时，因其骨子里带着的危险属性更
加强调安全驾驶的规则。

但有一些人可能基因里存在着
早期其他人种与智人通婚时残留的
缺点，习惯于钻空子、插队，开车
的随意性不可理喻。比如最近济南
市天桥区交警公布的开车打手机数

据，半年就抓拍了2160起。其中一
位在收到违章信息后，次日在相同
摄像头前抽着烟伸出剪刀手戏谑交
警。

罚款100元、记4分显然不足以
教训到这个“人”。而一些血淋淋
的教训也没能引起此类“人”的重
视。7月12日，河北廊坊市霸州堂二
里镇八街亲爽养正幼儿园，在早晨
接到孩子后，将一个三岁儿童落在
了车上。直到晚间才被发现，送到
医院时已经死亡。而据媒体报道，
自6月28日至7月13日，河北省连发
了四起幼儿园校车遗落幼儿致死事
故。

这些“人”创造的此类让人心
痛的新闻屡见不鲜，而且绝不会终
结。作为当事司机，他们脑子里压
根就没从教训里学到“从车头走到
车尾检查一遍”这么简单的道理；
作为幼儿园负责人，他们压根不在
乎没来也没请假的孩子到底去哪里
了；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只要事情
没有发生，他们就想当然认为不会
发生。

智人从东非起步，用脚步丈量
全球，从部落到社会，和平战争交
互，“规则”让人各司其职各负其
责，这才有了长久的进步和稳定。

但凡离经叛道违背传统的，极个别
的是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有了发明
创造促进了人类进步，绝大多数则
拖了人类后腿。而明知交通法规不
允许却刻意为之的，显然不是进步
行为。像伸剪刀手的这类“人”不
仅可悲，而且表现出了对规则的极
度漠视，这比戏谑还要可怕。

时光如果上溯个几万年，这些
“人”应该会是进化过程中第一个
被淘汰的。规则让人面对危险需要
快跑时，这些“人”在左顾右盼，一
不小心就被尼安德特人的大木棒给
揍倒了。所以当你开车打电话、抽烟、
不让行人、乱摁喇叭时，一定要想想
你对得起东非大草原上奔跑的祖先
吗？

比比挑挑衅衅更更可可怕怕的的
是是对对规规则则的的无无情情漠漠视视

吉利博越自上市以来,已
达到21万的销量,在国产SUV
销量中遥遥领先。因其拥有世
界顶级的汽车安全技术,智能
化的人机智能交互系统以及
高档的外观感受和舒适的驾
驭体验 ,成为许多家庭购买
SUV的首选。

本次为吉利博越自上市
以来首发让利,限时针对吉利
博越所推出0息金融计划。首
付仅需4成、享受18期免息等

金融政策,最高贴息达6000元。
更有24期、36期产品,只需首付
30%,超低息。

吉利博越自上市以来从
未让任何客户失望,不仅更加
体现吉利汽车“造每个人的精
品车”的发展理念,也让更多人
看到中国汽车的美好未来,让
更多人为“中国质造”而骄傲。
济南吉利汽车超市
69927000
槐荫区经十西路388号

吉利博越18期0利率

吉利汽车超市开启“0息金融计划”

7月22日，新一代梅赛德
斯-奔驰GLASUV以新生姿
态于济南之星震撼上市。此
次新一代梅赛德斯 - 奔驰
GLASUV发布包括GLA200
动感型、GLA20 0时尚型、
GLA2204MATIC时尚型、

GLA2204MATIC豪华型和
GLA2604MATIC运动型在
内共5款新车型，售价区间为
27 . 18万-39 . 9万元。

作为梅赛德斯-奔驰新
生代家族的首款SUV车型，
GLA SUV一直是年轻消费
群体的最佳拍档。随着新一
代梅赛德斯-奔驰GLA SUV
的活力上市，其时尚先锋的
全新设计、无惧险阻的运动
性能和引领潮流的智能科
技，必将陪伴济南之星的新
生代客户在事业与生活上直

面挑战，更好地释放激情，活
出真我风采。

新一代GLA SUV搭载
动力强劲的4缸涡轮增压发
动机，搭配7速双离合器自动
变速箱(7G-DCT)，兼顾舒适
性与运动性，操控快感一触
即发。动态操控选择 (D y -
namic select)系统提供“舒
适”、“运动”、“个性化”等多
种驾驶模式，为新生代人群
带来丰富的车辆动态性能体
验。

(eleven)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GLA SUV济南之星上市

7月18日，东风日产全新
KICKS劲客在成都及全国百
城同步联动上市。全新KICKS
劲客共推出4款车型，官方指
导价为9 .98万—13 .48万元。

作 为 东 风 日 产 布 局
YOUNG NISSAN 3 . 0战略

的 重 要 产 品 举 措 ，全 新
KICKS劲客集“炫酷时尚的
拼色造型”、“自信驾驭的智
行科技”、“宽裕舒适的座舱
空间”及“高效省油的动力总
成”四大傲视同级的产品力
优势于一身，实力满足“劲客
青年”的用车需求。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副
总经理王金宁表示：“凭借傲
视同级的产品实力及创新、多
元化的营销举措，全新KICKS
劲客必将成为小型SUV市场

的创变者，改写现有格局，树
立小型SUV新标杆。”

作为“劲客青年”专属的
小型都市SUV，全新KICKS
劲客围绕“都市魅影”设计理
念，将大都市的时尚、动感格
调与年轻人的独有个性鲜活
地融入整车设计，带来四大
产品力优势，完美展现“酷i科
技SUV”定位的核心内涵，让
年青消费者放胆探索，敢爱、
敢做、敢尝鲜。

(eleven)

售价9 . 98万—13 . 48万元，全新KICKS劲客“劲”酷上市

欧蓝德荣耀版上市以来
吸粉无数，7月23日，上百
位客户齐聚济南站长清区马
套山旅游度假区，一同感受
荣耀版带来的燃情体验。

动力操控上，荣耀版搭
载 原 装 进 口 三 菱 2 . 0 L
MIVEC发动机，其最大功率
122KW，最大扭矩201N·m，
动力上较同级竞品车型具有
明显优势。在百米加速跑道
中，荣耀版的强劲动力让试
驾客户大呼过瘾。与此同
时，平顺、无顿挫感的灵活
操控，配合BAS制动辅助系
统，获得客户连连点赞。

欧蓝德上市以来，凭借

“2047”的超强产品力，成
功带领广汽三菱全系车型销
量一路飙升。如今，荣耀版
“燃”动上市，其“全驾
值”的产品优势更是深受消
费者青睐和认可，上市不足
1个月便成功举办了全国千
人同步交车活动，不仅成功
刷新2 . 0L级别SUV价值新标
杆，更完美加码欧蓝德上市
即热销的销量佳话。

(戚淑军)

百城试驾会济南站落幕，欧蓝德再创新征程

7月22日，济南冠华4S店
举办的众泰T700济南区域上
市发布会，在齐鲁汽车生活广
场隆重举行。新车推出豪华
型、尊享型、尊贵型、旗舰型在
内共10款车型，全系搭载1 . 8T
或2 . 0T发动机，匹配5速手动
或6速双离合自动变速箱，售
价区间为10 . 68万—15 . 58万

元。作为众泰汽车旗下第一款

中大型豪华SUV，众泰T700外
观原创度较高，采用全新六边

形格栅设计，前脸更显犀利。

内饰采用大面积皮质包裹，镀
铬饰条及木纹饰等材料的应
用更显档次。新车全系配备了
ABS+EBD、ESC、TCS、刹车辅
助、上坡辅助、前排双安全气
囊、刹车优先等安全实用配

置。此外，众泰T700全系标配
LED大灯、转向辅助、电动调

节 外 后 视 镜 ( 加 热 除 霜 ) 、
PM2 . 5绿净技术、智能伸缩踏

板等配置，在同级别车型中优

势非常明显。 (陈颖)

10 . 68万元起售

众泰汽车T700为你而来

根据从工信部获得的申报信息：东风启
辰将推出一款全新紧凑型三厢车。申报图显
示，该新家轿整车线条十分凌厉，设计动感
时尚，或搭载1 . 6L发动机，被命名为启辰
D60，有望今年11月上市。

外观方面，启辰“风雕美学”设计元素在
新车得到延续，前格栅由双横向排列的镀铬
块构成并与两侧灯组相连，颇有启辰T90车型
的神韵。此外，该车锐利的灯组造型搭配极具
辨识度的LED日间行车灯，配合隆起的发动
机盖折线，加上贯穿式的下进气格栅，风格颇
为犀利。

新车侧面比例较为协调，前后轮眉周围
线条设计十分锋利，并分别与前后大灯组相
连。新车尾部造型一定程度延续了T90的设计
风格。两个尾灯组中央还带有“VENUCIA”标
识。申报信息显示，新车将提供多种造型轮圈
和前格栅样式供选择，包括战斧式17寸铝合
金轮毂。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型号为HR16的1 . 6L
自然吸气发动机，带双C-VTC和双燃油喷射
系统，最大功率93千瓦，最大扭矩154牛米。

东风启辰从东风日产独立出来之后，在
设计、研发等方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这款继T90后的第二款“风雕美学”车型，将
有望在激烈的自主品牌市场掀起风暴。

东东风风启启辰辰新新车车曝曝光光

紧紧凑凑家家轿轿年年内内上上市市
张子森

C14 都市车界 2017年7月28日 星期五

编辑：戚淑军 组版：刘静


	C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