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8日讯 “太励志了，
带崽的西瓜苗从夹缝中崛起，真
是值得那些爱偷懒的人学习啊！”
今天上午， 家住长沙望城的陈志
桃在千龙湖游玩时， 看到两个西
瓜崽竟长在了护坡上的石缝中，
很是感慨。

西瓜苗长在千龙湖护坡上两
块石板之间。 护坡与地面呈45°
角，用六边形的石板拼凑而成。

“生命力太强了，不但在水泥
的夹缝中生长， 还带着两个像香
瓜一样大的崽崽， 真是逆境求生
啊！” 陈志桃把照片发到网上，马
上引起网友的热议， 纷纷称之为
“励志瓜”， 更有人称之为是解秋
乏的“神器”。“小西瓜都这么积极
向上了， 这让以秋乏为由偷懒的
人情何以堪！”（陈先生提供线索，
奖励30元） ■见习记者 徐光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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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添新丁 中级两厢车市驶向充分竞争时代
今夏火热的天气似乎也激发了人们的购车热情，7月国内乘用车销量近 120万辆，同比增长 15%。 其中，作为车市的生力军，中级两厢车市场

的表现尤为出色。 新 TIIDA以 10930台的傲人销量再次领跑中级两厢车市，新福克斯和高尔夫 6同样成绩显著。 一派火热景象之外，中级两厢车市
的三大主力也继续着“三国杀”的胶着状态。

与此同时，消费者的青睐进一步刺激了厂家推陈出新的热情，新兵们也陆续发出参战信号。朗行上市，科鲁兹两厢版到来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全新马自达 3两厢款也将于明年登陆国内……老将坐镇，新兵入伙，这一切似乎预示着，在不远的将来，中级两厢车市或将迎来充分竞争时代。

前景美好 日德美纷纷再祭新兵

在早已摘除了“小众、低端”的
帽子，转而成为“主流、精品”的代
名词后，今日的两厢车市已成为车
市众多细分市场中少有的香饽饽：
2011 年，两厢车市场整体销量约为
46 万辆，2012 年， 约为 64 万辆，
30%的增幅远超车市 11%-12%的
整体增幅。 面对这个数字豁口，专
家指出，未来几年，两厢车的增速
还将远超三厢车，成为众车企竞技
的主战场之一。

面对这块诱人的香饽饽，精明
的厂商自然按捺不住，面对新 TII-

DA、高尔夫 6和新福克斯三大明星
车型，日德美三大车系再次出手，纷
纷派出新兵加入中级两厢车市的快
车道，以期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

其中，有着高性价比、低油耗、
优质做工等口碑的日系车在两厢
车研发上有着天然优势，并不乏经
典车型。东风日产新 TIIDA最早捕
捉到这一市场的讯息，以卓越产品
和优厚口碑牢牢占据“两厢车王”
的宝座，成为该市场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车型。

强手如林的日系两厢车此次
祭出的新兵是全新一代马自达 3。
据了解， 精品两厢车全新马自达 3

将于明年 10 月上市， 和马自达
ATENZA一样，马自达 3 采用全新
家族式的 Kudo“魂动”设计，在外
形上颇得全新马 6 真传， 十分抢
眼。 动力方面，马自达 3 将搭载具
备创驰蓝天技术的 1.5L、2.0L 两款
发动机，辅以 6 速手动、自动变速
箱，实力斐然。

而素以“工艺好，技术硬”著称
的德系车多年来表现稳定，除主打
原汁原味德系风的高尔夫 6 外，近
期 已 再 派 出 另 一 款 重 量 级 新
兵———同为大众品牌的朗行。 掀背
设计的朗行颇有几分小旅行车味
道，且在空间布局上比高尔夫 6 更

具优势，而其在定位上又与高尔夫
6 形成互补，若与高尔夫 6“组团”
征战，实力更是不容小觑。

提及美系两厢车，新福克斯算
是最具代表性的车型， 运动外观和
优秀操控为它赢得不少掌声。 而在
今年， 除久经市场考验的新福克斯
外， 还有一款新车让消费者翘首以
待———两厢版科鲁兹。 这款建立在
三厢版优秀口碑基础上的两厢车将
于今年 10月上市，并搭上了当红好
声音学员吴莫愁的快车， 不仅为热
爱科鲁兹的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
也为美系中级两厢车注入新势力。

道路曲折 品质成通关终极杀器

哪个细分市场能赢得主流人
群青睐 ， 哪类车型就能赢得销
量———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细分市场
中的所有参与者都能分得好羹。 随
着更多竞争者的加入， 日益惨烈的
争夺战必会淘汰不符合要求的参与
者。 如何在日益充分而残酷的竞争
中获得胜利？ 从近年来中级两厢车
市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 只有产品
品质才是赢得市场的终极杀器。

作为中级两厢车市无可争议
的领头羊，TIIDA 最为人称道的就
是其明星产品品质。 凝聚了日产全
球先进技术和品质的 TIIDA 自进

入中国市场后，一路斩获口碑无数。
而新 TIIDA 则以脱胎换骨的姿态
再次大幅提升产品力， 除时尚动感
的外观、 优良的操控性和驾乘舒适
性、 先进动力、 低维护费用外，新
TIIDA还拥有 2700mm轴距的同级
最大空间、6.2L/100km 的同级最低
油耗以及同级最高分的 C-NCAP
五星级安全认证。全能均衡、内外兼
修的产品品质为新 TIIDA 赢得了
“口碑王”称号，也赢得了市场和消
费者长久不衰的青睐。

虽与新 TIIDA 的全能、 均衡
不同，但高尔夫 6 和新福克斯同样
靠产品品质取胜。 近年来，典型德
系大众风格的高尔夫 6， 以其朴实
但足够扎实的产品品质，获取了国
内大批追求低调实用的消费者的
喜爱； 新福克斯则尽显运动实力，
动感外观、充沛动力、独立后悬挂
等耀目卖点，俘获众多崇尚运动激
情的消费者芳心。

无论是新 TIIDA、 高尔夫 6，
还是新福克斯，他们都凭借着卓越
的产品品质赢得了市场的肯定，也
引领中级两厢车市走向更加充分
的竞争。 对于市场发展来说，这意
味着更成熟、更繁荣的未来，对消
费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多、更优质
的产品选择。 我们有理由相信，两
厢车市场很快会迎来一个繁花似
锦的春天。

@摄氏： 长沙香樟路上有条斜斑马
线，过马路要是走慢了，还会被堵在马路
中间进退两难。 我女儿在南雅中学读初
一，每天上、下学都得经过那里，不知这条
斑马线能否拉直？@Hi都市报
记者核实：

斜角斑马线，一个绿灯走不过
网友@摄氏姓刘， 所指的斑马线就在

南雅中学与香樟东路交会处，9月8日中
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斑马线倾斜度约呈
60°。算上非机动车道，香樟东路双向八
车道，记者现场体验，加快脚步过斑马线
需要30秒，人行绿灯却只有25秒。“如果斑
马线不是斜着画，走直线25秒肯定能过。”
学生们说。

交警：加强管控保证行人过街
雨花区交警大队核实后表示，“斑马

线倾斜是为了避开南雅中学的出车道，防
止人车拥堵。”

交警将加大对该路段的管控，避免机
动车斑马线上冲撞行人，确保行人过街时
间。同时呼吁行人，过街时间不够的情况
下， 可在中间安全岛等候下一个绿灯，避
免发生危险。

（网友@摄氏提供线索，奖励30元）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昱

本报9月8日讯 买回家的南
瓜，外表完好无损，可切开一看，
里面却是长满了“豆芽苗”。家住
长沙茶子山小区的龙先生看着买
回家的南瓜， 吃还是不吃很是纠
结，“这是我第一次碰到南瓜长
芽，吃了没问题吧？”

南瓜肚内长出了“苗圃”

今天上午， 记者在龙先生家
里看到了这个奇特的南瓜。 瓜约
有7斤重，已被切开，从其横截面
来看，籽上冒出了白色的芽苗，与
橙色的南瓜丝纵横交错， 就像一
片杂乱的“豆芽田”。

“这是花4块钱从一个流动菜
贩手上买的， 菜贩当时就承认是
放久了才贱卖的， 邻居家购买的
南瓜同样也发了芽。”龙先生昨日
中午准备做个南瓜汤， 切瓜时发
现了异样。“密密麻麻的芽苗像是
塞进去的，我都62岁了，还是第一
次看到！”为了安全起见，龙先生
特地将南瓜蒸透了再吃，“这样可

以高温消毒，味很甜。”

专家：这属“后熟”现象

“南瓜内长芽， 只要果皮没有
腐败，还是可以吃的！”湖南农业大
学蔬菜学教授刘明月说，南瓜肚内
长芽不常见，但也属于正常现象。

“南瓜本身是有水分的， 一旦
有空气进入到果腔内，周围温度达
到一定程度时，种子便有了长芽的
条件。”刘明月解释说，露天种植的
南瓜，一般在7月份下架，但摘下的
南瓜一直摆放在外边，放置的时间
过长，也就是它的后熟时间。再加
上温度高一些，南瓜籽就会发芽。

若表皮没腐败，这种南瓜还是
可食用的。刘明月介绍，像姜、大蒜、
南瓜、胡萝卜等茄类荚类蔬果，出现
果腔内发芽的情况较多， 只要切去
发芽部分， 仍可食用， 只是味道差
点， 营养价值没以前高。“最好食用
新鲜果蔬，长芽瓜果尽量少吃。”

（龙先生提供线索，奖励30元）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昱

斑马线划斜了
一个绿灯走不完

“励志瓜”抗压生长
网友说可解“秋乏”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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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奇！南瓜肚竟开出了“豆芽田”
专家：应多食新鲜蔬果，长芽瓜果尽量少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