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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至10月初，车市愈发热闹，包
括广汽本田皓影、全新梅赛德斯-AMG
A35L、长城炮皮卡越野版在内的多款重
量级新车亮相，势必引发各自细分市场
新一轮的竞争；而岛城的4S店阵营也再
添生力军，百得利青岛思皓体验店将是
新能源车消费者的新去处……

广汽本田皓影正式亮相

9月25日清晨，广汽本田全新紧凑
型SUV皓影正式亮相。与此同时，皓影
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格为18万元起。

在外观上，新车采用了与冠道、雅阁
相似的设计语言，贯穿左右的镀铬条与
造型规整的LED大灯组融为一体，下方
则是倒梯形的中网与正梯形的前包围进
气口，搭配两侧小尺寸开孔，看起来更加
运动。车身尺寸方面，皓影的长宽高为
4634毫米/1855毫米/1679毫米，轴距为
2661毫米，与“姊妹车型”东风本田CR-
V类似。此外，根据配置不同，新车还将
提供LED条状前雾灯、Black Edition
幻夜系列套件、前后驻车雷达、多模式倒
车影像、全景天窗等。动力方面，皓影燃

油版搭载1 . 5T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42
千瓦，并匹配CVT无级变速箱，且包括
前驱和四驱车型；皓影锐·混动版则有望
搭载2 .0升i-MMD混动系统，工信部综
合油耗为百公里5升左右。

点评：产品力不俗，有望热销。

长城炮皮卡推出越野版

在今年十一的阿拉善英雄会上，长
城炮越野皮卡正式发布。它的外观造型
硬朗且圆润饱满。大嘴式的黑色中网搭
配了宽幅饰板，前后保险杠和轮眉等处
还采用了黑色材质的越野套件，同时还
有黑色的行李架及粗壮的防滚架，可以
说“野味十足”。配置方面，新车配备了9
英寸的触控式显示屏（包括车联网和语
音交互系统）、7英寸液晶仪表盘、电动
天窗、电子手刹、自动驻车等，此外，
9500磅的绞盘和涉水喉（选装集沙杯）
也属标配，车子涉水深度达到900毫米。
在动力上，新车搭载了2 . 0T发动机，最
大功率140千瓦，最大扭矩为360牛·米，
满足国六排放标准，传动系统为8速手
自一体变速箱，具备经济/标准/运动/雪
地/泥地/沙地/4L共7种全地形驾驶模
式。该车还具备四驱系统，前中后三把差

速锁等专业越野装置。
点评：长城炮开拓了国内的皮卡市

场。

全新AMG A35L开启预售

日前，记者获悉，作为首款在中国制
造并生产的AMG车型，全新梅赛德斯-
AMG A35L 4MATIC在青岛开启预
售，预售价格为40万元～ 44万元。

新车沿用了海外版车型的外观设
计，前脸采用激进的设计语言，其中前进
气隔栅采用了双镀铬横幅＋大车标的搭
配，前保险杠也具备更大的开孔造型设
计，并在两侧具备双片式风刀，让车头更
具攻击性。此外，新车轴距预计将达到
2789毫米，车尾部还加入了一块小尺寸
的扰流板。内饰方面，该车全系配备了
AMG风格的液晶仪表盘及平底式方向
盘，提升整车内饰运动氛围。众所周知，
AMG车型的重头戏还是在动力，该车
将搭载一台全新2 . 0T四缸涡轮增压发
动机，最大扭矩400牛·米，并匹配AMG
SPEEDSHIFT DCT 7G横置湿式双离
合器变速箱，以及AMG Performance
4MATIC四驱系统。

点评：这款小钢炮车型兼顾了性能

与日常使用。

百得利青岛思皓体验店开业

9月28日，百得利北京亦庄思皓体
验店与百得利青岛思皓体验店（城阳区
黑龙江中路177号）同期开业。思皓是江
淮大众旗下的纯电动品牌，其首款车型
E20X同期上市，补贴后售价为12 . 8万
元～ 13 .8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整体采用X形设计

语言，呈现出较为时尚的视觉感受，同时
诸如封闭式进气格栅设计也能够让人一
眼看出其纯电动车型的属性。内饰风格
上，思皓E20X采用几何元素设计，厚实
的电子换挡杆采用缝线皮革工艺，座椅
采用Alcantara和皮革搭配工艺，进一
步提升了车子的精致感。配置方面，新车
将配备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8英寸中
控触屏、高清7英寸液晶组合仪表、泊车
辅助、语音控制系统和远程遥控等。思皓
E20X搭载一台永磁同步电机，最大功
率92千瓦，工信部续航里程为402公里，
而新车从15%电量充至80%电量的时间
小于50分钟。

点评：岛城消费者在购买新能源车
型时又多了一个选择。

新车凶猛 车市迎来小高潮

《寻找朱莉美》
作者:连谏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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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不常见着陆武，我已经很久
没遭到这么强烈而真挚的表扬了。我
热泪盈眶，干了一瓶啤酒，感谢他拨云
见日，挖掘出了我深藏不露的高贵生
命本质。然后，我就想表现得更大公无
私一些，问他知不知道何建军的案子
进展怎么样了。陈枢白了我一眼，好像
我这个问法侮辱了他，侮辱他是反扒
组的，不仅没资格插手大案要案，连了
解案情的资格都没有。
我忙冲他陪笑脸，说我不是那意

思。他才懒洋洋说犯罪嫌
疑人锁定了，在逃中，至于
什么时候抓着，就看这俩
小子什么时候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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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闲得像在故宫屋顶

上遛兽的仙人，但我又没
仙人的本事，也没有兽可
以给我遛，我总不能上街
弄一群流浪狗流浪猫遛
吧？我在微信上和陆武这
么说，陆武说完全可以，用
不了多久，咱市媒体上就
会报出一青年才俊，因爱妻被谋杀，因
不满警察的操行，一怒之下的自行破
案路上，成为了热爱生命的爱心人士。
不知为什么，现在听他说穆晓晨

是我爱妻，总觉得充满了讽刺意味。我
强烈表达了我的抗议。
陆武不知从哪儿知道了我和朱莉

美的事，就冷笑，说有了新欢就不承认
旧爱，不是你的操行啊。
我很汗颜，但又不能不承认我真

的很喜欢朱莉美，我和朱莉美的来龙
去脉一直没机会和他讲，就说：你知道
那点破事完全是皮毛，我给你讲讲真
相吧。
陆武说没时间听，该给他爸翻身

了。
我失落极了，就像酝酿了一肚子

大戏，却没人听。说句没天良的话，我
真希望陆武的爸爸早点死，这不是我
狠心，而是他活着，已经完全没有质
量。他的胃全部切掉了，大部分的肠子
也已坏死，吃下去的东西非但不能消
化吸收，反倒全都变成了毒素，加速他
身体的衰败，所以，医生不让给他吃东
西，靠输营养液活着。但是，吃，是人的
第一生存大欲啊，因为长期捞不着吃

东西，陆武父亲看不得别
人吃饭，吃任何东西，谁在
他面前动一下嘴巴，在他
看来就是在偷吃好吃的，
他会伸出枯瘦的手，嘶哑
着嗓子问：你在吃什么？搞
得全家人进出他病房，都
像严肃的青蛙，紧紧闭着
嘴巴。
这样呢，陆武父亲又

嫌闷，要看电视，看了一小
时，陆武就让人把电视搬
走了，因为电视上难免有

吃的镜头，他父亲一看见别人吃东西
就流泪，哀求陆武说给我点吃吧，吃饱
了就死也行。
但陆武不想让他死，陆武妈也不

想让他死，他自己也并不是真心想死，
就只能饥饿地活着。陆武曾经流着泪和
我说，现在他都不敢看他爸的样子，一
看就心碎，觉得活着对他爸来说，已经
成了酷刑，尽管如此，他父亲还是顽强
地要求活着，想亲手抱一抱孙子再死，
仿佛，这才是一个人寿终正寝的荣誉。

明日关注：无从偿还的债务很容
易变成折磨，只要陆武看一眼他枯瘦
的、被食物馋得眼泪汪汪的父亲，就会
自责得恨不能捅自己一刀子。

《女儿的选择》
作者：丛虫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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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的老乡关系没有那么戏剧

化，不必相拥落泪也不必落井下石，多
半只是互相说一句：我也是那里人。而
后多半还客气一句：听不出来啊，你一
点口音都没有。
车唯一住的小区附近有个公园，

王梅熟悉了环境后，每天把自己和乐
乐都打扮漂亮去公园，就成了日常工
作，打扮漂亮，写出来只是简单的几个
字，而车唯一知道那是个多么浩大的
工程。
王梅自己的衣服不用

说，多年修炼此道，衣服裤
子裙子配套，连搭配的丝
巾和鞋子都是现成的，她
的搭配经验如果写成文章
卖给时尚类杂志，千字可
以拿到八百块钱，如果写
成畅销书呢，一本日本人
写的收纳书轻松就卖出去
了十万册。所以，拥有这样
高级经验的王梅女士，绝
对有资格流露出一种远远
高于常人的高贵气质。
而乐乐就不同了，车唯一自己穿

衣服都图方便走休闲风，奶奶李劲松
骨子里是个农村人，乐乐有不少小裙
子还没穿就放小了。奶奶喜欢给她穿
的就是层层叠叠的衣服裤子，外面罩
个围兜，口水巾。
这样的乐乐到了王梅手里，顿时

让她回到了多年前，演出回来妆都没
下，就去看大半年没见面的女儿，好
嘛,被乡下保姆带得土了吧唧，剃个光
头，乌眉黑嘴，喊她么么。
什么“么么”，是“妈妈”。王梅无名

火起，接着就是好一通洗刷改造，第二
天车唯一就穿着粉红色小裙子雪白长
筒袜加小皮鞋，跟着妈妈学跳新疆舞

了。
乐乐也不例外，王梅宝刀不老，把

她的衣服都过目一遍，刷刷抽出几件，
鹅黄小上衣，纯白蕾丝蛋糕裙，黑色打
底裤，头上夹了一个鹅黄色白点点的
蝴蝶结，这一打扮，乐乐坐在那里不
动，还以为是从商场里刚买回来的洋
娃娃。
孙天行看了都惊呆了，拼命讨好

丈母娘：妈，妈您真有一套！您看您这
专业人士，就是跟我妈不一样。乐乐，

闺女，宝贝儿，咱得多大的
福气，能有这么会打扮的
姥姥啊。
孙天行虽然爹妈是青

石村人士，但他在两岁就
来北京，不算土生也算土
长，一口贫得不能再贫的
北京话，不惜牺牲了自己
老妈去捧岳母，果然王梅
很受落，笑着点点头：不管
怎么说，我干这一行的，是
比较注重外表，人是衣裳
马是鞍，乐乐是个女孩子，

从小应该多学点穿衣打扮，不然将来
怎么走到人前去。
车唯一听了这些熟极而流的话，

立即在后面脑补了一大堆走到人前
去，去做主角不做配角，去当主演不当
陪衬，去出人头地而不是默默无
闻——— 这就是王梅的生存哲学：我，
是，主，角！
如果她不是被人关注的中心，那她

宁可去死，也绝对不愿意去做绿叶衬红
花。幸好，她的一切都在周遭出类拔萃，
所以不必去死，而是小范围内红了。

明日关注：王梅喜欢比，喜欢把人
比下去，但她也害怕比，最害怕的就是
这些一比之下，她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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