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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MG� GT对于文化的重视， 充分

说明了MG� GT对85后人群的人文关

怀： 随着最早的一批85后人群步入而

立之年，85后已经成为社会财富的支

撑者和创造者。可以说，85后是目前最

具压力的一个群体。同时，对于85后而

言， 工作是为更好的生活积累财富的

一个途径， 精彩的生活才能让工作更

有激情，更有活力，也才更有创新。中

规中矩的生活不属于85后， 平淡乏味

的车型也不会成为85后心仪的座驾。

揣着梦想前行，才能搂着现实安

睡。MG� GT是那款与你的梦想一起

出现的车型：速度和自由、奔跑和阳

光、笃定和坚持。

上汽车推出的第四代MG� GT，

延续的是MG� GT的文化。在1965年、

1968年和1973年，三款旨在诠释时代

潮流语言的车型先后诞生：MGB�

GT、MGC� GT， 以及MGB� GT� V8。

这几款车型已经被收入大英百科全

书，被称为“英伦经典车型范本”。

11月1日，在MG品牌诞生90周年

之际，MG推出了第四代GT车型，重

新定义这个品牌的经典DNA， 着重

强调其出色的性能和潮流的设计。回

归MG黄金时代的直瀑式进气格栅以

及悬浮刀片式内网设计，不仅展现出

MG90年的光辉历程， 还凸显了MG

张扬又不失精细的特质。MG� GT通

过这款蕴含英伦文化的英伦汽车，诠

释了85后所向往的生活态度：保守而

不死板，张扬而不焦躁。

当然还有“专属”的：MG� GT还

专门针对年轻人钟情的激情驾驶，对

仪表盘灯光做了特别设计，AT车型

挡位换到“S”时，或MT车型转速达

到3000转时，仪表盘灯光会由原先的

极地白转为焰红色———这个小细节，

就可以让85后肾上腺素飙升。

85 后 应 该 会 特 别 去 了 解

“CUBE-TECHMG”———这 是 MG�

品牌首款搭载上汽的全新一代动力

总成， 搭载了SGE� 1.4TGI涡轮增压

发动机。该发动机采用缸内中央直喷

技术，功率110千瓦，扭矩235牛·米，

加速更加畅快，并实现低转速高扭矩

的动力输出。MG� GT还引入高效的

TST� 7速双离合变速器，其拥有智能

挡位预啮合技术， 换挡时间低于0.2

秒，灵敏度堪比F1。

MG� GT发布会上， 代言人赵又

廷特别提出的一个思想是：“因为有

inkaNet，我可以开着它，随时出发。”

作为专门为80后、90打造的一款车，

MG� GT搭载上汽inkaNet� 4.0智能网

络行车系统，可以实现三网覆盖自由

互联、高识别语音自由说、3D全息自

由行导航等功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旅行吧！ 你或许需要一种来自MG�

GT的年轻力量。

我们为什么需要一辆MG� GT？因

为这是85后人群可以变现的梦想：

9.58万~14.98万元的价格，加上有着90

年历史的汽车品牌对这个梦想的深入

研究和把控。 (

张国鸿

)

给我一个假期、一条路、一辆MG�GT

我将满血归来

MG� GT在上市前做了一件有趣的事

情，对85后人群的性格特征进行了细致的调

查报告：叛逆、特立独行、追求自由和时尚，同

时又对记忆中美好的事物有着深刻的怀旧情

怀。 而在MG� GT上市发布会的现场，MG�

GT一反其他车型上市的节奏，并没有对车型

的配置进行过多的说明， 而将重点放在了

MG�GT的文化上： 新生代演员赵又廷作为

MG� GT的代言人； 全球最大的单一车型

（MGCC）俱乐部的领袖对MG�GT作出了

试驾报告；公布价格时，MG�GT的配置参数

并没有被详细阐述。 这一切都在传达一个理

念：MG认为，MG�GT的文化内涵是必须与

其车型性能同样重要的一个因素。

冬天，少不了吃腊味，除了蒸

着吃做煲仔饭外，还有一种美味就

是腊味连锅。去年冬天，听香就用

这样的美味征服了不少好吃客，今

年听香金牌腊味连锅再次回归，带

来寒冷里的好滋味。中间有炭火的

小铜锅很惹人爱，腊排骨、腊猪蹄、

腊鸡、 腊鸭等腊味在锅里翻滚，这

些美味的腊味在富有肉香之余偏

咸，而偏咸的腊味在锅中久煮味道

依旧甘香。冬天还有一个好味就是

羊肉，羊肉汤吃腻了？没关系，咱们

来吃羊蝎子，听着吓人，实际上就

是羊脊柱骨与萝卜一起炖了，滋味

相当巴适。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晶

西岭的红叶

可远观又可赏玩

西岭雪山的秋季， 景致烂漫。远

望去，山峦红黄相间。若有一抹云霞

斜过或一些细雪点缀， 步入其间，宛

如踏进了油画一般人景相融。你可以

走在清幽的山间小道上，呼吸清新的

空气，倾听雀鸟的轻啼，仅在这一刻，

城市里的所有繁杂和无奈皆抛之于

脑后。

西岭雪山的红叶美，美在“可望

而可及”。游客中不少人都想摘几片

红叶，保留住那美丽的景象，或夹在

书本间，或赠送亲友，以作留念，有的

情侣还把红叶夹在相册中，作为浪漫

的回忆。西岭红叶美，美在凝神静思

间，小憩时望着半坡红叶浮想联翩。

从山脚到山顶

感受不同层次的美

西岭雪山从山脚到山顶都是原

始森林，从下而上可见不同的树种和

植被，处处风景如画，而金秋最美的

就是那满山的红叶。 此行专为观红

叶，到了山下就不停步了，直接去乘

观光缆车。乘坐的缆车一升空，映入

眼帘的是满山的红叶似火，风中的红

叶翻滚着如红色的波涛，阳光下的红

叶闪着金光犹如无数飞舞着的巨龙

的红色鳞片， 壮观的景色让人陶醉。

到西岭雪山观赏红叶，收获的是美丽

和清新的自然气息。当走近驻足看它

的时候， 似乎没有一片是完美的，有

半青半红的，有破损的，也有快要枯

萎的。或许这种不完美有时候也是一

种美，这大自然的美才是最真实的。

在红叶包围中

释放运动的激情

不少人认为，没有了冬天的雪花

飞舞、夏天的绿野葱茏，没有了滑雪、

滑草，这季的西岭雪山想来该是沉闷

的吧。 但当你真正走进景区里才发

现，原来西岭雪山也有着那么多的精

彩变幻、那么多的激情浪漫。

山林间五彩斑斓， 碧绿草地的

背后，彩林、雪山、云烟、蓝天共同组

成了一道美妙的人间奇景。 各种奇

妙的运动引来阵阵呼喊和尖叫，让

人的心情也随之雀跃。射箭、攀岩、

弹跳飞人……各种娱乐活动等着你

来挑战。

星级酒店百元抢！

数量有限，赶快行动！

从即日起到11月30日止，景区特

别推出了酒店的优惠政策。按照准三

星级酒店修建的山地酒店只要100元

/间/晚（不含早餐），每日限量50间；

按照准四星级酒店修建的映雪酒店

仅需200/间/晚（不含早餐），每日限

量30间。每日数量有限，赶快开始行

动吧！

（王荣）

到西岭雪山

免费观赏最后一波红叶

———最后一波红叶来袭，星级酒店百元抢购

落叶有声， 秋意无

痕， 即使是暖阳也挥不

去早晚的凉意。11月的

成都被阴雨天气笼罩

着。据了解，西岭雪山日

月坪景区于上周已经降

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

由于目前西岭雪山后

山———西岭雪山旅游度

假区仍处于门票免票期

（至11月30日）， 且目

前低温天气还将持续，

照此情况看景区还有可

能再降雪， 游客将有机

会在未来两周的日月坪

景区观赏到秋、 冬两个

季节不同的景观， 还可

以在雪中观赏红叶。

热乎乎的暖身小火锅

一、登录景区的官方网站也

可抢购星级酒店特惠房；

二、在携程网、艺龙网、同程

网、驴妈妈旅游网上均可抢购。

景 区 咨 询 电 话 ：

400-028-9695

� � � �网址：www.xiling.cn

� � � �微信号：xisnow

� � � �微博：新浪官方微博@西岭

国际旅游度假区

腾讯官方微博@西岭雪山

抢购方式

悠然老挝

行走在老挝，你常常会看到这样

一组画卷：翠绿的田野、友善质朴的

农家、穿赤色僧袍的僧侣组成以及镀

金的奢华庙宇。这个国度从很大程度

上来说，特色就是佛教信仰，风情就

是乡村生活。

老挝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

活，人们随时都面带笑容，因为他们

看起来很快乐，无忧无虑。在老挝不

枉此行就一定要参观老挝的象

征———塔銮寺。纯金镀成的塔身金光

闪闪，气势恢宏，是佛教文化艺术的

结晶，被视为老挝的国宝。

多样泰国

包容的泰国不仅有璀璨夺目的

佛教文化，也有满足年轻人购物需求

的shopping� mall，以及曼妙的海岛风

情，使泰国近两年成了国人出国旅游

目的地的大热门。

素可泰古朴壮丽的宫殿遗址，

以阳光、沙滩、海鲜名扬世界的芭

提雅，矗立在万花丛中和有咖喱特

质小食的清迈……在美丽的海岛

旁，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等待日落，

享受慢时光停滞在暹罗风华里的

惬意闲适。

【线路】

成都—昆明—老挝琅勃拉邦—

万荣—万象—泰国廊开—芭提雅—

素可泰—清迈—清莱—清孔—成都

【路况】

中国境内全程为高速公路、老挝

境内为水泥路面， 泰国路段路况良

好，清迈到清孔山路坡陡、山路弯道

多而且急，请注意下坡、弯道的行车

规则，泰国为左行驶。

【最佳旅游季节】

10月到次年4月属于黄金季节，

气候适宜，雨量少，温度不高。

【

TIPS

】

现到参加泰国老挝

16

日经典自

驾之旅 ，

12

月

21

日发团 ， 特价只售

11800

元。详情请拨打

82001615

成都商报记者 王荣

11800元 到泰国老挝16日经典自驾

美丽野性的自然风光与朴实的生活， 使得老挝宛如一个失落的天堂，

在外人看来他充满了神秘色彩。 就像一本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那样：

一个骑在大象上的中年男人，穿梭在浓雾弥散的丛林中，愕然地回头，显得

神秘而原始。而邻居泰国更像是个礼数周全的绅士，处处都彰显着包容与

谦逊。跟着“成都出发”旅游超市，参加泰国老挝

16

日经典自驾之旅，

12

月

21

日发团，特价只售

11800

元。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健康的向往首先从食物选择开

始。正所谓时间越短越新鲜，人们通常

用时间去衡量食物。“海鲜要吃当天

的、蔬菜要吃当天的、牛奶更要喝当天

的”， 什么样的牛奶才是更新鲜更健

康更营养？ 笔者在第三届中国好鲜奶

新鲜盛典中了解到“24小时巴氏鲜牛

奶”又一次获得“第三届中国好鲜奶

暨新鲜动力·创意盛典”创新奖。

为此笔者进行了深入了解，新希

望华西乳业推出的 “24小时巴氏鲜

牛乳” 从上市至今已成为全民关注

的焦点，同时也让中国乳业进入了健

康“标准时间”时代。24小时巴氏鲜

牛乳作为最好的鲜奶之一，为消费者

提供时间和品质的保证： 限时售卖，

只销售当天生产的产品，24小时后即

下架，极鲜品质犹如现挤，确保完整

牛奶营养成分和醇正鲜乳的滋味；优

等卫生和理化指标，严苛管控每一批

次的原奶卫生指标和理化指标，确保

菌落总数和理化指标的至优品质，让

消费者安心享用；每一滴牛乳都源自

新希望直属GAP认证的国家级示范

天然牧场，生态环境无污染、无化学

残留， 媲美欧盟国际品质； 自然0添

加，原生牛乳从挤出到加工整个环节

不添加任何物质，不调整任何牛乳成

分， 将原汁原味的牛乳呈现给消费

者。 极大限度保证了牛奶的新鲜，具

有“越近、越快、越新鲜”的优点，真

正做到“用时间定义鲜奶”。同时新

希望乳业提出了以“24小时鲜奶”为

主打的“鲜战略”———聚焦实施“低

温产品、低温营销”，逐步打通完整

鲜奶产业链，实现牧场、工厂、市场的

三位一体化。遵循新鲜牧场、新鲜加

工、新鲜营销和服务的宗旨，实现从

牧场到餐厅各个环节新鲜、 健康、安

全的无缝连接，让消费者每天能喝到

安全放心、营养健康的优质鲜奶。

新希望乳业“24小时鲜奶”不仅开

创了低温巴氏鲜奶的时间标准时代，已

经成为巴氏鲜奶的标志性举措，并为中

国乳业树立全新的发展标杆起到引领

作用，开创鲜奶崭新时代。 (

李晶

)

24小时鲜奶 开创鲜奶新时代

经过几天阴雨，冬天已经来临，冷

风里的身体和尚味的心灵都需要一种

温暖，脑海中时时浮现火锅的影子，最

惹人爱的就是汤料鲜美的小火锅。由

蒙牛乳业与成都商报联合主办的 “人

人都是美食家” 栏目本周为大家推荐

三家特色汤锅，每家都有特色，值得推

荐。同时，我们邀请了美食达人到店一

起分享美食，还有扫描二维码，关注活

动微信，获得蒙牛益生菌饮料优益

C

一

瓶的现场活动。 吃火锅就喝蒙牛优益

C

，益生菌保护肠胃，让你吃辣更过瘾。

另外， 我们也推出了最新的火锅

探店活动，得到了好吃嘴的热烈响应，

各路美食达人都向我们推荐自己心目

中最好吃的火锅， 我们也将走进这些

最热门的火锅店， 向大家推荐招牌菜

式，并奉上最新“食”讯，跟着“人人都

是美食家”吃遍成都火锅！

每逢周三， 成都商报餐饮版将为

你奉献全新一季美食栏目———“人人

都是美食家”。 如果你发现了新鲜、有

趣、奇特、热门的美食，请告诉我们，独

乐乐不如众乐乐， 让我们一起分享美

食，分享快乐！

藏在人来人往的春

熙路，开业不久的101购

物艺术中心5楼的美食

城虽然人气有待提高，

但有眼光的商家已经瞅

准这里的商机抢占了口

岸。 这家店装修时尚略

带小清新，很适合情侣、

闺蜜聚会。 进门的小料

台上30多种小料全部由

厨师一手打造， 其中特

制辣酱味道超好， 还有

麻辣鸡肉等特色小料，

小料都可以装个满满一

碗。既然叫靓汤，汤底一

定不同寻常， 提供的10

款汤底都是精选上等食

材， 足足炖够8小时，保

证不含任何添加剂，原

汁原味， 特别推荐青柠

仔姜酸汤的锅底， 喜欢

吃酸辣味的朋友一定不

能错过， 一揭锅盖就有

浓浓的柠檬清香迎面而

来，加上仔姜的辣味，这

个味儿，对啦！吃小火锅

一定要吃各种滑、 各种

丸子才舒服， 这里滑和

丸子都是师傅们天天费

力打造而成，绝对Q弹。

人均消费：

60

元

特色推荐： 手工滑系列 手工肉丸系列

青柠仔姜酸汤 烘焙黑米

地址：春熙路西段

39

号

101

购物艺术中

心

5

楼

九荷豆捞最大特点是对青城

道家养生食疗理念的运用，不光将

传统的港澳豆捞改良，还将豆捞与

川菜相结合，研发出川式浓汤与创

新川菜相结合的新一代豆捞。继承

了麻、辣、鲜、香、形的川菜特色，摒

弃川菜重油的传统习惯，首创所有

菜品均采用都江堰人工菜油和青

椒、花椒的烹饪方式，特色菜椒香

九肚鱼、 九荷琥泊卖相与味道俱

佳，而九荷金汤、银汤、虫草花清热

汤、 道家养生汤等锅底也让人叫

绝。

人均消费：

60~80

元

特色推荐：金牌腊味连锅 羊蝎子

萝卜铜锅烩

地址：宽窄巷子

6

号

人均消费：

65

元

特色推荐： 青城无极滑 九荷

糥米卷

地址 ： 一品天下大街

276

号

（大蓉和对面）

领味时尚靓汤

九荷豆捞

听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