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节至美设计

Avenir尊享体验

2 0 1 9年底，别克中大型
SUV——— 昂科旗上市，并成功
将Avenir艾维亚高端子品牌引
入昂科旗，同步推出昂科旗
Av e n i r艾维亚车型。昂科旗
Avenir(艾维亚)通过“细节至
美”的专属设计、6座奢享空间，
以及“以客为尊”的别克关怀至
高标准服务，将为用户带来富
有格调的品位之选。

独具一格的菱形格栅设
计，致敬了别克家族徽标中世
纪贵族的锁子甲造型，以古典
金属编织技法融合现代参数
化设计技术，在形变与光变
中彰显整车恢弘气度。别克
昂科旗Aven i r艾维亚拥有独
特的梅洛酒红色车身，华贵
气场油然而生。同级罕见的
米其林21吋轮胎搭配高端喷
涂工艺铝合金轮毂，2 6 5 / 4 5
宽胎设计增加抓地力，进一
步提升稳定性和安全性。前
门 外 侧 与 迎 宾 踏 板 处 烙 有

Av e n i r艾维亚专属车标，彰
显尊贵身份。

别克昂科旗Avenir艾维亚
采用“2+2+2”三排6座布局，并
且每排座位依次抬高，带来宽
绰舒适剧院式空间享受。第二
排“头等舱”座椅选用达到“全
粒面”品质的上等牛皮，并采用
DHH垂直双硬度发泡工艺，在
垂直方向不同区域应用多种硬
度进行支撑，六向可调航空头
枕可为第二排贵宾提供更加宽
大的头部接触面积，提升头部
贴合度和支撑感；创新设计的
四向调节二排座椅扶手不仅保
证了中央通道的空间，同时增
加手臂支撑面积，提高乘坐舒
适性；首次引入的靠背自适应
调节功能，可实现26°的超大
后倾角度和更大前后移动距
离，提供更享受的“躺”姿；加热
/通风/按摩功能一应俱全。

昂科旗Avenir艾维亚配备
的新一代CDC全时主动液力减
振系统，突破传统被动悬架的
性能限制，可根据路面情况和
车辆行驶状态，实时调整减振
器阻尼力与车身姿态，实现精

准驾控与动态豪华舒适的统
一。配合FlexRide四模式自适应
驾驶系统，对动力输出、换挡逻
辑、驱动状态、电子稳定系统等
方面进行智能控制，使车辆精
准应对不同的驾控需求。

贵宾级用车体验
打造独一无二的身份感

昂科旗Avenir艾维亚为车
主打造豪华质感的同时，也提
供了贵宾级的用车体验。用车
主李先生的话来描述：“车子就
像一个人的鞋子，舒不舒服只
有自己知道，当我们一家五口
人一起出行的时候，这就是一

个移动的家，任何一个小细节
都能够提高我们的幸福感，这
种幸福感就是基于对别克品牌
的信任和支持，就是内心的踏
实和自我的认同。”

Avenir艾维亚全系产品提
供“以客为尊”的别克关怀定
制化服务。昂科旗Avenir艾维
亚车主都配有私人车辆管家，
并享有购车、用车、养车的私
人空间。据别克汽车工作人员
介绍：“从在店内选购Aven i r
艾维亚开始，到每一次的进店
保养、维修，都有Aven i r艾维
亚车主专属通道及接待休息
区域。此外，昂科旗Aven i r艾
维亚车主还可享受包括GL8

租赁、机场接送、上门取送车、
救援代步、内饰深度清洁在内
的增值服务。”

别克昂科旗11月销量2976
辆，环比增长50 . 9%，别克昂科
旗Avenir艾维亚所提供的一步
到位的智能豪华体验深入人
心。对此业内人士评价道：“别
克昂科旗Aven i r艾维亚的推
出，成为大七座SUV新标杆，
在兼顾灵活空间、操控舒适性
的同时，大大提升了造车的品
质感，为车主提供了专属的认
同感与独一无二的专属体验，
这对于整个别克品牌的提升，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文/吴海云)

解密别克昂科旗艾维亚Avenir
贵宾级用车享受

在这个消费不断升级的时代里，随着二胎家庭的普及，人
们出行的频率不断增多，对于出行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
何同时满足大空间、高配置、乘坐舒适及个性化定制，为车企
提出了一道思考题。于是，大七座SUV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之
中，成为当下最为热门的SUV细分市场之一。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姜曼 公绪成

还完欠款，银行卡解封

“我也曾想禹传珍为什么
要这样对我，但是现在即使她
不还钱，只要打个电话说老师
我错了，说声对不起，我也很
知足。”10月10日上午，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采访期间，
曾陪同63岁的李中随到禹传
珍生活的村子查找后者的信
息，但从当地村民口中获悉，
禹传珍及其丈夫以儿子在国
外学习需要钱为借口，从村邻
那里借过不少钱都没还。

李中随这才意识到，当年禹
传珍找他担保借钱时，也是以儿
子在国外学习需要钱为借口。即
便如此，李中随觉得如果禹传
珍真的缺钱，真的把钱花到了
该花的地方，也不枉费他四处
打工替其还钱，只要她打电话
道个歉，还是会原谅她。

12月14日，李中随因欠款
被法院查封的工资卡获解封，
这意味着他因替禹传珍担保
借贷承担的还款责任全部履
行完成，他长舒一口气，安稳
地睡了近几年来第一个不为
还债担忧的安稳觉。而还上欠
款后，李中随也可以从头开始
自己的退休生活了。

经过广泛报道，李中随的
遭遇被外界所知，他原以为禹
传珍看到这些报道后能够幡
然悔悟，给他来个电话道歉。
遗憾的是，至今他没有等来期
望的道歉电话。

先去外地跟家人团圆

为了还欠款，李中随度过
了近4年的打工生活。他在北
京通州和临沂干过装卸工，在
威海垒过坝子，在内蒙古捡过
土豆。

在威海打工时，李中随遇
见的老板恰好是自己的一名
学生。出于自尊以及不给学生
添麻烦，他始终没有提替禹传
珍担保欠债的事。“我就跟那
个学生讲，在家太闷了，退休
没事做，就出来打工。”在工地
上，为了不给自己的学生丢
脸，他主动干更多的活，质量
也要求更好。

一年夏天，李中随在费县
探沂镇打工时，像他这个年纪
的人日工资是90元，但因为他
干活实在、卖力，老板给他开
到一天130元。到内蒙古捡土
豆时，因为要在半夜起床干
活，他还把左腿弄伤了，现在

走路还不利索，但是李中随没
有任何怨言。“这是我应该接
受的现实，我应该为自己的行
为负责。”

在银行卡解封的第二天，
李中随就买车票去了外地的儿
子家。多年来，他妻子在外地照
顾孙辈，家人也想接李中随过
去团圆，但李中随还要凑钱还
债，同时也感觉无颜面对家人，
一直孤身一人四处打工。

感恩乡邻想帮他们致富

李中随的遭遇引发网友和
村邻的同情，同时也有人认为
他应该用实际行动给昔日学生
禹传珍再上一堂法制课。12月
22日记者对话李中随时，他也
表达了这个想法，希望通过法
律途径向禹传珍讨个说法。

还完欠款重新规划退休
生活时，李中随还是放不下对
老家的牵挂。他家门口通往村
外的路有一部分是土路，也没

有路灯。他说，现在住在这附
近的大多是老人，晚上走路看
不清，他想把这条路修好，再
把太阳能路灯架上。

李中随老家的房子是1983
年建成的。据其介绍，当年建
房时只用19天就盖完了3间房。

“多亏了周围父老乡亲帮忙凑
钱，村里的学生们知道后也过
来帮忙运砖头。”建成近40年，3
间砖瓦房已经呈现旧态，李中
随却很乐意继续住在这里。12
月22日，在外地跟家人团聚没
几天，李中随又回到了老家。

“我就是普通的农民，感恩帮
助我的父老乡亲们，我要尽最
大的努力，发挥自己的余热帮
助他们，我会感到非常满足。”

李中随还在院子里试种
了四季金银花和两棵新疆库
尔勒香梨，希望种惯了山楂、苹
果的大山能引入经济价值更
高的作物。如果试种成功，他想
把这个技术推广到更多的村
邻手中，让大家多一份收入。

临沂市费县朱田镇上东峪村退
休教师李中随先后帮昔日学生禹传
珍借贷18万元，后禹传珍失联，三年
来李中随四处打工还钱，退休工资
银行卡也被冻结（详见本报2020年
10月12日A03版报道）。2020年12月中
旬，李中随还完了所有欠款，银行卡
解封，他被“冻结”的退休人生也逐
渐迎来本该拥有的温暖。

欠款还完，却没等来道歉
帮学生担保借贷的临沂教师李中随要重新规划退休生活

我就是普通的农民，感恩帮
助我的父老乡亲们，我要尽最大
的努力，发挥自己的余热帮助他
们，我会感到非常满足。

帮学生担保贷款的退休教师

李中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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