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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上旬，正逢2019青岛国际车
展举行，多款重量级新车亮相岛城，整
个市场的热度都在随之提升。

沃尔沃全新XC40开启预售

5月8日，沃尔沃全新XC40在青岛
国际车展上正式开启预售。据悉，新车
的时尚版26 .5万元起，豪华版28 .3万元
起，运动版31 .9万元起。
就外观而言，XC40依然是简约的

北欧风格，多边形前格栅、雷神之锤日
间行车灯、L型尾灯都是沃尔沃经典的
家族设计，也让新车有更高的辨识度。
在配置上，XC40配备了12 . 3英寸的全
液晶仪表盘，全景天窗、无钥匙进入、一
键启动等，而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一定不
会缺席，City Safety城市安全系统能
够提升这款SUV的主动安全性，减少驾
驶员压力。动力方面，新车搭载了两款
涡轮增压发动机，分别是1 . 5T与2 . 0T
（包括高低功率两个版本），并匹配8速
手自一体变速箱。

点评：从预售价格看，全新XC40的
性价比相当不错。

长安马自达全系车型亮相

在今年的青岛国际车展上，长安
马自达携全系车型亮相，包括“新驾享
主义大7座SUV”马自达CX-8、“新感
官驾控SUV”第二代马自达CX-5与
“智美运动家轿”马自达3 Axela昂克赛
拉，给广大消费者、车迷留下了深刻印
象。
其中，马自达CX-8充分展现了旗

舰SUV的魅力，外观动感犀利，而车内
空间充分依托人体工学打造，各部面板
均使用了高档的专属非洲白木，座椅采
用Nappa真皮，营造出有如“意境书斋”
般的乘坐空间。与此同时，“创驰蓝天”
科技为CX-8带来轻快的加速性能和愉
悦的驾乘感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
安马自达还为CX-8推出了增值税降税
补贴、旧车报废置换补贴等五重购车
礼，综合优惠4万元。

点评：销量有望进一步提升。

纯电精灵，深度试驾欧拉R1

在新能源车领域，特斯拉、蔚来固
然是名声响亮，但高昂的价格还是让工
薪阶层望而却步，相对来说，纯电动小
车到是比较亲民，比如我们试驾的这款
欧拉R1。
欧拉R1的外观设计非常圆润可爱，

尤其是前脸圆润没有直角线条的设计，

看着就像是一个眉眼未开的小孩，很惹
人怜爱。此外，R1的轴距为2475毫米，
四门贴近四角的设计最大限度地提升
了车内空间的利用率。内饰方面，R1多
用圆形元素，大走可爱风，三辐式方向
盘呈U形断开式设计，搭配双圆仪表造
型，而一块大尺寸屏幕矗立在中控台之
上，实体按键较少，复古的同时还带有
一丝科技感。在动力上，R1搭载一台最
大功率为35千瓦的电机，入门版车型的
续航里程为310公里，中高配车型的续
航里程为351公里。

点评：车子开起来很轻快，确实很
适合代步。

新BMW 7系登陆岛城

日前，作为BMW大型豪华车阵列
中的中流砥柱，新BMW 7系启动了它
的青岛首次亮相。外观方面，新车汲取
了宝马X7的设计元素，双肾进气格栅

面积增大约40%，与更大尺寸的宝马品
牌LOGO搭配，气势十足。新车仍提供
全新设计豪华套装和M运动套装两
种外观风格。进入车内，记者发现其
最为抢眼的变化在于换装了一套最
新的全液晶仪表盘，并搭载了最新的
iDrive 7 . 0多媒体系统。在动力上，新
BMW 7系搭载提升后的3 . 0升涡轮增
压直列六缸发动机和4 . 0升双涡轮增
压V8发动机，以及难得一见的6 . 6T
V12发动机，与其匹配的是8速手自一
体变速箱。

点评：新BMW 7系以独特的方式将
豪华、创新和卓越的驾驶体验融为一
体，开辟“豪华新境”。

捷豹路虎推出多款新车

5月8日至13日，2019青岛国际车
展正式举行，捷豹路虎在此次展会上推
出多款全新车型。其中，2019款捷豹
XEL搭载其自主研发的Ingenium 2 .0
升四缸发动机，带来高效优化的性能和
优异的平顺性表现，让人印象深刻。而
2019款路虎发现的舒适性配置及驾驶
辅助系统均进一步升级，彰显其全地形
豪华大型SUV细分市场标杆级产品的
非凡实力。此外，新款路虎揽胜星脉也
同期亮相。

点评：全新车型产品力进一步提升。

5月的青岛，又有一大拨新车来袭

《幽微的人性》
作者：李玫瑾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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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你看见某个犯罪人，你
会觉得他很可怜。可怜在哪儿？就是
他连天赋之才都没有。比如我曾经在
浙江遇到一个系列奸幼的案件，很可
恨在哪儿？他把一个女孩的肚皮都剪
开了。女孩几个小时后得到家人的解
救，活下来了。这个犯罪人被抓到以
后，你会发现他长相畸形。他住在什
么地方呢？就在山底下搭了一个棚
子，他就住在棚子里。他的姐姐结婚
了，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他上到小
学三年级就不上了，他学
不懂。他怎样生活呢？村里
给他一些救济金；同时，村
里谁家需要修剪果树的活
儿找他去做，也给他一些
钱。这些虽然能解决他的
生活来源问题，可是他到
一定年龄后有了男人的需
求，只能欺负比他更弱的，
因此就选择中小学生下
手，做了多起奸幼案件。当
我遇到这种人时会有一个
感受：这类人才是最底层
的人，他们不仅物质上贫困，最重要
的是生理上也“贫困”，心理上也“贫
困”。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陕西商洛
有一个侏儒杀了40多个人，也是这样
啊。这些人是很可怜，我觉得这确实
是我们社会该怎么去做的问题。

窦文涛：所以说，很多时候人不
是生而平等的。

傅剑锋：从体质到地位等等。
李玫瑾：这类人基本上就一个方

式最好：把他们养起来。同时，社会不
重视优生优育的话，这个问题就会一
直存在。而且，这部分人在犯罪人群
当中至少能占到10%～ 20%。你到监
狱里去调查，比如有不认识字的，没

上过学的，或者听不懂的，连钢笔都
不会拿的，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所
以，你对他们除了同情之外没有别的
办法。当时就在想，对这种人只有一
个办法，就是养起来。

窦文涛：养起来，那还有一个精
神的问题。

李玫瑾：性的问题，他们有性的
需求。

窦文涛：我看很多犯罪人，包括
大学生投毒的，我后来在他们的日志

里都发现找不着女朋友是
一个很大的问题。

傅剑锋：包括韩国那
个赵承熙。

李玫瑾：就是有性格
缺陷。

窦文涛：他们好像表
现得特别渴望找女朋友，
但是找不到。

李玫瑾：你知道男人
这个问题失败在哪儿吗？
我曾经概括过男人吸引女
人有几个角度：第一个，长

相；第二个，你长相不好不怕，你只要
能说会道；第三个，有钱；第四个，有
权；最后一个，如果前面四个你都不
具备，你有情有义也行。什么叫有情
有义呢？就是你待人实在，能吃苦，能
为人付出。那么，这种男人也会有人
爱。什么人最糟糕呢？就是前面几个
条件都没有，又特自恋，自尊心很强，
心高气盛，而且自身能力又很差，不
能吃苦耐劳，达不到目的时就容易愤
怒，这种男人就很麻烦了。所以我就
说，男人长得丑不怕，你一定要肯吃
苦。

明日关注：13 通过行为可以推
测长相

《悟能》
作者：马德华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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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有单独的一套镜头语言，它

可以随意切换角度，达到放大人物情
感的效果。我因此闹了不少的笑话，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三报”这一场戏。
“三报”是李自成大兵压境，吴三
桂派人护送陈圆圆入山海关，自己稳
坐在中军大帐听探马蓝旗官来禀报刺
探来的消息。头一报是“陈圆圆已经启
程入关”，第二报是“陈圆圆被山贼掳
走”，第三报是“陈圆圆被李自成抢走”，
这才促使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
当我听到第一报的时

候，人物内心是喜悦和兴
奋的，脸上的表情应当是
高兴，我按照舞台上的经
验把戏做足了。不料这个
时候导演喊了声“咔”。我
脑子一蒙，我这点没毛病
啊？我就问导演：“导演，我
这点戏怎么了？”导演就说
了一句话：“收着点。”
我不明所以，我这点

戏多好啊，为什么要收着？
等到听到第二报“陈圆圆
被山贼掳走”时，我把眉头紧锁，眼睛
瞪大，脸部的肌肉全都绷紧起来，鼓
足丹田气喊了一声：“啊，再探再报！”
导演这次有点火了：“马德华，你

这是第几报？”我说：“第二报啊。”
导演说：“那你第三报怎么办？”
我听导演这么一说，彻底不会演

了。这要是在剧场里演，“三报”下来
是要起尖的（观众是要喊好的）。我
说：“导演，我怎么囤的我怎么卖，当
初学戏的时候先生就是这么教的，我
不知道毛病在哪儿啊！”导演跟我说：
“舞台上的表演和影视里面的不一
样。在剧场里，那么多观众看你一个
人在舞台上表演，你夸张一些恰到好

处。但这是电影，这场戏是要用推镜头
给你一个面部特写的，本来推镜头就会
增加人物的情感，再来一个面部特写，
整个荧屏上就你的一张脸，你的表情又
这么狰狞，还不把观众吓着？这戏就没
法看了，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
“哦！”我一拍脑门，恍然大悟，好
像找到些诀窍，当时就说：“导演，咱
再来一遍。”
这回我一边演戏，一边看着镜

头。等镜头向我推过来的时候，我就
把所有的劲头、分寸全都
收着使。等镜头拉远了，我
再适当地把戏做足。
这“三报”全部拍完

了，导演一喊“咔”，冲我嚷
了一句：“嘿，马德华，你小
子还真灵！”
俗话说：“一处不到一

处迷，十处不到九不知。”
正是这次闹的笑话，让我
知道了戏曲以外的表演方
法和技巧，为我接下来的
人生转折点——— 电视剧

《西游记》的拍摄，也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

不能把角色演脏了

很多事说来也巧，1982年的时
候，北昆决定排《孙悟空大闹芭蕉
洞》，组织上决定让我演猪八戒。虽然
猪八戒是一个很讨巧的人物，但我不
想把他演成只会出丑、搞笑、无厘头
的人物。

明日关注：我观摩了很多前辈老
先生的演出资料，做足了功课。此外，
我的恩师郝鸣超先生还给我讲了几
则梨园行的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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