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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贺鑫一

伴随着5月份大量新车入市，6月份
新车的试驾活动便纷纷“上马”，让媒体
和消费者能在第一时间感受新车的魅
力，车企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来博取更
高的关注度。

第八代凯美瑞深度试驾

今年1月份，全新一代凯美瑞陆续
到店，近日，记者也拿到了第八代凯美瑞
试驾车，对这款车进行了深度评测。
外观上，新凯美瑞完全变成了运动

派，这是为了应对已经成为“购车顶梁
柱”的80后口味而设计的。无论是流畅
的线条还是细长大灯，都有一种雷克萨
斯ES的美。内饰上，新凯美瑞也足够大
胆，中控台采用了Y形交叉的设计，各功
能区分化依然便捷易用，出色的人机工
程之下，总让人感觉说不出的舒服。新凯
美瑞搭载的全景天窗的面积够大，让人
有开敞篷跑车的快感，新搭载的抬头显
示仪能显示车速、导航、音乐等信息，十
分好用，此外为了驾驶安全，新车还搭载
了变道辅助系统，如果不打转向灯变道，
在声音提醒的同时，方向盘还会施加轻
微力度，将车辆“拽”回来。此外，新凯美

瑞坐椅更加柔软，显然是为了舒适度考
量。
动力上，新凯美瑞搭载了2 . 0升和

2 . 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我们试驾的2 . 5
升车型匹配8速自动变速箱，有经济、正
常及运动三个模式可供选择，可以明显
感觉到的是，新凯美瑞底盘进行了运动
化调校，在保持舒适性的同时，也加入了
些许运动元素。

东南DX7 Prime驰骋绿洲

“沙舟环湖天际白，银川美誉夸沙
湖”,驾驶东南DX7 Prime穿梭在银川，
入眼便是盛景。6月 6日，东南 DX7
Prime在宁夏银川举行了媒体试驾。作
为东南汽车“翼3”设计理念诞生下的首
款产品，DX7 Prime全新立体化前脸呈
现出“鹰击”的姿态，配以光线聚拢性强
的智能光感启闭双透镜LED鹰眼前大
灯，其有效光射程距离达200米以上，犹
如鹰眼般犀利动感。车头侧面新增的一
道结合了“力量”与“流动”的凸曲线，让
整车造型更雕塑化。
内饰上，DX7 Prime全新软质 IP

造型采用飞翼式设计，给人一种大鹏展
翅的视觉观感。不仅如此，选用高档材质
设计的车内 IP板、升级为10寸LCD悬

浮式炫彩触控显示屏的中控屏幕，不但
手感俱佳，还大气雅致。此外，全新造型
豪华中控搭配亮眼精致的银色饰条，更
添高端气息。承袭东南SUV运动基因，
DX7 Prime配备多种动力组合，无论是
1 . 8T+6DCT，还是1 . 5T+6AT，动力输
出都非常线性。本次试驾选取了1 .5T东
南DX7 Prime，其匹配的现代6AT变
速箱表现非常不错，展现了DX7 Prime
的强悍实力和“格之翼”的魅力。

驾享东风风神新AX7、AX4

6月2日，东风风神驾享汇来到孔子
故里山东曲阜，为此次驾享汇活动护航
的主力车型，是东风风神旗下的两款明
星产品——— 东风风神新AX7、AX4。在
近150公里的驾享旅程中，新AX7、AX4
充分彰显了东风风神的智享新实力。
新AX7搭载的 1 . 6T发动机，由

PSA与BMW联合研发而来，连续八年
获评“国际年度发动机”，匹配爱信第三
代最新 6AT手自一体变速箱，高效节
能，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低至7 . 0升，在
同级中处于领先水平。AX4的1 . 4T＋
6DCT铂金动力组合表现同样让人惊
喜。该发动机是东风自主开发的第二款
发动机，也是东风首款小排量增压发动

机，搭载的6DCT变速箱，是东风格特拉
克首款小扭矩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高速两旁是延绵无际的丘陵，穿行

其中，让人倍感轻松。而依据东风风神
3 . 0感知质量标杆打造的东风风神新
AX7、AX4，拥有超大面积的软包内饰，
优异的NVH调校，几无新车异味的车
内空间，包裹性极强的座椅，更让这段旅
程心旷神怡。

第十代雅阁订单突破1.5万辆

第十代雅阁发布仅一个多月，订单
已突破15000辆，其携全面升级的美学
设计、运动操控，持续激发消费者的好奇
心与驾驭欲望。新雅阁搭载了锐意十足
的LED大灯，演绎美学的前脸，革新设
计挑逗你的视觉感官。科技方面，新车搭
载MVC360°全景影像系统，PA自动泊
车系统，CTM后视动态提醒系统，
Honda SENSING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搭载的毫米波雷达和多个超高清的摄像
头，为车主紧急避险从主动到被动安全
应有尽有。动力上，新车搭载全新锐T动
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 G-Des ign
Shift的全新无级变速器，带来不凡的驾
驶体验。广汽本田青岛瑞冠店开启全面
试驾模式，欢迎车迷前来试驾。

初夏时节 新车试驾走起

36 《于丹趣品汉字》作者：于丹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立春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日子，表
示春天正式来了。
再看“春”字，甲骨文的字形有点

复杂，像不像一幅画？上面是什么
呢？就是一株刚刚钻出地面的柔嫩
的小草，写作“屮”（c hè）。两个
“屮”在一起，就是现在的草字头，写
作“艹”，也是草木初生的样子，象征
着地上毛茸茸的、刚刚发出来的小
草。中国人对草本和木本的东西都
抱有非常深的感情，因为在春天万
物复苏的时候，是大地给
我们带来了生机，不仅有
美好的景色，还能为我们
提供饮食。
再往下看，除了上面

的小草，旁边这个字是什
么？是“屯”字。它也是个
象形字，就像一株正在破
土而出的子芽，你看这个
弯曲的弧度像不像豆芽？
所以《说文解字》里面就
说，“屯，难也，象草木之
初生”。当然，“屯”在这
里也作声符。除了“草”和“屯”，还有
个什么字呢？还有个日头。也就是
说，在阳光的照耀下，种子拱出了地
面，小草破土发芽，万物初生都得益
于太阳。所以“春”字从草、从日、从
屯，屯亦声。整个“春”字就像一幅大
地回春图，阳气从地底萌发，阳光蒸
腾着，种子拱出了地面，小草破土而
出。
这样一幅大地回春图，一定是带

着生机和动力的。所以《说文解字》解
释“春”是什么？“春者，推也。”有一种
阳气蒸腾的强大力量推动它生长，它
“从草从日，草，春时生也”。清代“说
文四大家”之一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中说：“得时草生也。”也就是说草木
是应着季候生长的，从立春以后不负
春光、不负阳气，万物迅速生长。
看一看白居易写的：“乱花渐欲

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草一开
始刚没马蹄，到后来蓬蓬勃勃长出
来了。当春天草木繁盛的时候，就像
唐代诗人刘禹锡所写的：“沉舟侧畔
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时，不
仅仅是草本植物在生长，木本植物
也都开花了。万物生春的那种烂漫，

就是人们所喜欢的一派
春光。人的心要迎合春
天，什么叫“沐春风而思
飞扬”呢？这个时候人开
始生出梦想了，生出豪情
了，往往喜欢喝点酒，中
国人特别喜欢用“春”字
做酒名。过去说酒酿出来
以后是黄绿色的，这个颜
色不就是春天的青草、芽
尖的颜色吗？所以春色似
酒。
在很早的时候，《诗

经·豳风·七月》里面就有“为此春酒，
以介眉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用这
稻谷酿成了春酒，用这个春酒来求长
寿。你看那个时候就酿春酒了。李白
在《哭宣城善酿纪叟》诗中，追念善酿
酒的纪叟，“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
春”，就算是到了地下黄泉，忘不了的
事儿就是酿酒。这里的“老春”就是指
酒。“老春”两个字多生动，它有那种
蓬勃的劲道，又有那种掩盖不住的豪
情。

明日关注：为什么说“花看半开，
酒饮微醺”？春天有半开到盛开的花，
而人饮酒的时候有微醺到酩酊的情，
春与酒之间是有这种关联的。

《让我做你的心灵捕手》
作者：黄之盈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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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他们不太在乎消耗他

人，也不珍惜别人为他的妥协和牺
牲，甚至认为对方是应该的、欠他的。
如果对方不从，他们就羞辱对方，甚
至声泪俱下，袒露弱处，以达到“要别
人来解决自己人生困境”的目的。
第一位提出“情绪勒索”一词的

学者是苏珊·佛沃（她以FOG（迷雾）
一词来表示以下三种状态——— 恐惧、
义务、罪恶感。被勒索者常莫名其妙
地被要求付出，他们感到无助，但却
不晓得该怎么逃脱。
他们害怕伤害对方的

情感，或者让对方难过，但
从没想过对方加诸在他们
身上的是一种慢性毒物。
最糟的是，当你提出抗议
和反对时，还会被说：“当
初也是你自己要做的，又
没人逼你！”“哎呀，一个愿
打，一个愿挨，你就多担待
一点啊！”“你以前都可以
接受，为什么现在不行？”
这些话，往往让被勒

索者更难以摆脱。什么样的人特别容
易被情绪勒索？通常有以下五种人。
一、自卑的人：自卑的人，也是渴望被
对方认同的人。只要对方一对你不
满，你就会放下自己的事，全心全力
让对方开心。二、过度负责任的人：这
种人常认为凡事都与自己有关，只要
对方说是你的错或你也有责任，你就
会将责任扛过来，但其实那根本与你
无关。三、贬抑自己的人：这种人常因
为别人的轻蔑或鄙视而痛苦，所以只
要感受到一丝丝被贬抑，他们就觉得
自己很差，并且认为“是我没用，是我
不够好”。四、习惯压抑的人：这种人
不喜欢吵架，他们凡事忍让，也认为

自己不应该大动肝火，所以宁可以对
方为主，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
后相安无事。五、过度同情他人的人：
这种人有泛滥的同情心，认为人溺己
溺，所以让对方一下又何妨，但这一
让步，可能被软土深掘，从此就很难
脱身。
他们的共通点就是“用妥协的方

式让对方高兴”，殊不知勒索者并不
会因此善罢甘休，他们会愈发予取予
求。

七个步骤，摆脱情绪勒索
情绪勒索者普遍存在

于你我的生活里，当他们
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他们
就会控诉对方对他们不
好、不爱等等。因为他们的
自我是破碎的，所以他们
永远都觉得自己不被爱、
不被尊重，但其实最终的
问题与关键都在他们自己
身上。如果我们是被勒索
者，那么，我们可以依照以

下七个步骤调整我们与他们互动的
方式。
一、看穿勒索者永远是无法被满

足的→以减少我们付出更多。二、停
止继续喂养勒索者→先撤回关爱，看
对方的反应，你就会知道他是在乎你
是否累了、过度负荷了，还是只要你
无条件地持续掏心掏肺，只为了维护
他的舒适圈。三、承受一段时间勒索
者的抗议和控诉→这段时间可能有
点长，你或许也觉得有点难受，但总
比你一辈子被勒索来得好。

明日关注：四、关起耳朵和感官→
人生还有其他事可以做，所以先暂时
离开现场，并且不要被他的控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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