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人龙安志在度假村养了两匹
马，却跑丢了。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当天
民警就把他的马找了回来。

几年前，龙安志在北京怀柔区雁栖
镇投资经营了一家度假村，并饲养了两
匹马。龙安志称，3月15日一早，他去喂
马时发现马不见了。情急之下，他跑到
雁栖派出所报了案。民警刘富说，有村
民曾见过两匹马向神堂峪旅游区方向
跑去了。 因去往这个方向不能开车，于
是，他和另一民警叫上几个村民，一起
小跑着向神堂峪方向寻找走失的马。

刘富说，4个多小时后，他们“跑”了
20余公里。最终，在神堂峪景区,马被追
得无路可跑后，乖乖“投降”了。随后，民
警将这两匹马送还给了龙安志。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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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春之后， 洗衣机也进入新一轮的活跃
期。 各洗衣机制造企业纷纷推出创新产品，抢
占市场高地。

近期， 高端洗衣机代表品牌———松下，推
出的斜式滚筒洗衣干衣机阿尔法系列就凭借
精良的品质和高端的功能设计， 引领 2012 年
滚筒洗衣机消费新风尚，充分诠释生活真谛。
科技升级，尽显高品质生活本色

一台洗衣机若为市场新宠，必定有其独特
之处让消费者为之倾心。松下斜式滚筒洗衣干
衣机阿尔法系列的魅力就在于她集合了各项
高端洗涤、烘干、除菌技术，给消费者带来洁净
舒适、环保健康的洗衣体验，尽显高品质生活
本色。

在洗涤方面， 松下采用阿尔法洗涤与三维
立体洗双重洗涤技术， 不仅实现了洗净效果的
显著提升，还倍加呵护衣物。 此外，针对衣物的
晾晒问题， 松下斜式滚筒洗衣干衣机阿尔法系

列还搭载了智能烘干技术， 能够在烘干时轻柔
地抖散衣物，达到受热均匀、蓬松自然的烘干效
果，真正做到“即洗、即干、即穿”的便利境界。

值得一提的是，它还搭载了创新的光动银

除菌技术，为消费者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 通
过发挥银离子和羟基自由基的双重除菌威力，
有效去除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有害细
菌，从而大大提高洗衣机的除菌能力。
理念升级，彰显高端生活品味

松下洗衣机不仅实现了科技的高端化、智
能化，在产品设计上更具人性化色彩，令其至
臻完美。

松下阿尔法秉承“ideas� for� life” 的设计理
念，力求每一个细节都显示出对用户的人文关
爱。 创新的斜式滚筒设计，让消费者不用再深
度弯腰，更不用屈膝蹲下，就可以轻松取放衣
物。同时，其操作面板倾斜向上，在自然站立的
姿态即可一目了然，操作起来也更简便、轻松。

此外，她雍容典雅的外观，精良的材质，流
畅的线条，配上优雅的银灰或香槟色调，充满
时尚气息，也尽显主人的独特品味，成为新居
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五年不限公里数保修

“现代至尊保障服务” 底气从何而来
近日现代透露， 自 1 月 11 日发布专为中

国车主量身定制的 “至尊保障服务” 以来，雅
科仕、劳恩斯的咨询量、成交量明显上升，现代
也将兑现自己的承诺，首批 100 名“吃螃蟹”
的雅科仕、劳恩斯车主及其家属，将于 3 月 28
日至 4 月 1 日期间， 率先享受到现代提供的
“韩国至尊关怀健康游” 服务———畅享韩国首
尔、大田、济州岛等地风景名胜与特色美食，体
验韩国国际领先的健康体检或美容体验，同时
还将走进现代汽车牙山工厂，零距离见证现代
汽车产品的诞生。

事实上， 这不是现代第一次投下汽车服
务的重磅炸弹。早在 2011年，现代索纳塔 8便
率先推出了远超同级车的保修期限，引发整个
行业服务的升级。 上市仅不到 5 个月，索 8 已
成功在 B级车撕开一道裂口，以 10342 的销量
冲进前五，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

现代是否想借至尊保障服务，让索 8 的传

奇，在雅科仕、劳恩斯身上再度上演？
也不能否认这种可能。 据了解，现代发布

的至尊保障服务， 除涵盖 7*24 小时道路救援
等大多数豪车的高端服务之外，还推出了事故
新车更换服务、 最高达 80%的残值保障服务、
同级车型中最长时间的 5 年不限公里数免费
保障期限、最多 20 次的免费保养、上门取送车
等其它豪车品牌都未曾实施的高端服务。

“我们希望这些服务，能带给高端用户专
属的、独特的尊崇体验，能让我们成为用户贴
心的旅途伴侣， 这是现代豪车品牌的价值所
在” ，在发布会现场，现代汽车（中国）整车销
售本部本部长金善发如是说。

有分析指出， 现代豪车在中国的欠佳表
现，吃亏在进入太晚，在美国市场，现代与雷克
萨斯、奔驰、宝马有一争之力。现代是近两年品
牌价值增速最快的汽车品牌，在美国以品质与
服务打开了市场，这次强攻豪车也不例外。

事实确实如此。 一个又一个重量级奖项，
见证了美国乃至全球用户对现代产品品质与
服务的认可，也见证了现代品牌的增值。

时下的中国市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豪车
市场， 也是全球增长最快的豪车市场。 2011
年，所有的豪车品牌增速均超过 30%，奥迪更
是高达 70%；以成都为首的二三线市场正在崛
起，前景诱人。

现代至尊保障服务的推出，可能改变这种
局面。 因为不管残值保障，还是是事故新车更
换，还是 20 次免费保养，还是“韩国至尊关怀
健康游” 的专属增值服务，都变成了量化的、
可直接执行的，率先将服务真正落到了实处。

“这或许是我们至尊保障服务推出以来
效果显著的原因，亦或将推动整个中国豪车市
场服务的升级” ， 现代汽车相关人士如是表
示，“而这种改变， 正是中国豪车车主期待已
久的” 。

家的经销商大会隆重召开
携手乐嘉开创开关新时代

近日， 家的电器 2012全国经销商在中山隆
重召开。 为了全面提升“家的” 品牌新形象，塑
造以“家” 文化为核心的品牌内涵，家的正式宣
布携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著名嘉宾主持乐
嘉，借助其开创性精神及富有冲击力的形象，全
新打造鲜活的“家” 文化。 即日起，乐嘉正式成
为家的品牌 2012最新 LED开关的形象代言人。

乐嘉语言犀利，极具冲击力和开创性，很符
合家的“中国 LED开关开创者” 的品牌形象，家
的电器总经理匡建在经销商大会上表示。 家的
携手乐嘉，不仅为未来家的品牌打造“家” 文化
概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还将这种开创精神不
断注入到产品中， 如 2012 年新品家的 LED 开
关，带给消费者更新更好的家居体验和感受。

与其他传统开关不同，LED 开关为纯平外
观设计， 它的开和关两个操作都设置在同一位
置，手按松开后翘板自动恢复平整状态。 本着让
用户手感更好， 让开关更加长寿的目标， 家的
LED 开关同时兼顾美观、 实用两大感性及刚性
需求，有望成为现代家装家居电工产品的主流。

i7处理器最超值之选

同方钢铁侠 X46H
降千元掀普及风暴
阳春三月，

由于正值春节收
取压岁钱后，且
为换购全新数码
装备的旺季，所
以历来就是众 IT 厂商大力促销必争之时，秣马
厉兵开创销量新篇章。 笔者在走访了中关村电
子卖场后发现，以降价、购机送好礼等为主的返
校季促销已经全面开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
要算是清华同方钢铁侠 X46H 笔记本主题为
“新挑战，‘芯’ 超越” 的促销活动，i7+GT550M
旗舰版与 i5+GT550M 性能版钢铁侠 X46H 产
品均直降千元， 抄底价分别为 4999 元与 3999
元，全面引爆返校季促销市场！

品质与品位同享 松下阿尔法洗衣机开春新亮相

大学生毕业不上班
家14年后饿死

他曾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他冬天几乎只生吃蔬菜

继昆明理工大学被曝光“建盖五星
级酒店”后，最近云南农业大学又曝出
“惊现五星级酒店”。 记者15日前往实
地采访，路上远远就能看到醒目矗立的
酒店，楼顶一侧竖有：“云南农村干部学
院”8个大字，另一侧则竖立着“晟世仟
和”4个大字。

校方回应称： 该酒店并非五星级，
是采取BOT模式引进企业管理和投资
建设的学院综合楼，有效整合社会资源
实现了“共赢”。

对此， 中国商业法研究会秘书长
李业顺分析， 高校之所以频现高档酒
店， 无非是各取所需。“说白了就是钻
政策的空子：既是酒店，就该占用商业
用地而不是学校的教育用地。 如果是
教学楼， 就不该对外以酒店名义进行
宣传。 这其实是一个监管的灰色地
带。” ■据新华社

这种现象真奇怪！
云南高校频现“五星级酒店”

这种服务真周到！
美国人丢马
民警小跑20公里找回

近日， 湖北十堰
一男子被发现死在家
中。该男子叫王小林，
曾是村中第一个大学
生， 大学毕业后不愿
工作独自居住家中14
年， 其母亲因争吵被
其打成骨折后住到女
儿家。 男子像野人一
样生存， 不在厨房做
饭，冬季只吃生蔬菜，
而村民否认其患精神
病，怀疑他是饿死。

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退休教师刘老师是王小林的启蒙老师。

他回忆，小学时王小林非常聪明，有悟性，成
绩一直很好，一次数学竞赛中，他考了全县
第三。刘老师清楚记得，王小林从一年级到
六年级一直当班长，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

谈及王小林，他的一位中学语文教师仍
记得他，“他的字写得好， 成绩也很优秀，后
来考上郧县一中。”

邻居刘雄厚介绍， 王小林小时候很听
话， 读书很用功， 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1994年， 王小林从郧阳师专毕业后又到荆
州师范学院读书，期间，姐姐为了他早早辍
学。在王小林读大二时，父亲去世，很长一段
时间家人都瞒着他。

大学毕业不愿工作
王小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郧县一所

中专教书。由于不满学校的安排，没多久，他
就不干了。回到家，王小林很少帮助母亲干
农活。有一次，因为干活的事，他与母亲发生
争吵，甚至将母亲打成骨折。对于儿子，母亲
也失望了，住到了女儿家，一住就是14年。

此后，王小林无人管束更加懒惰。他不
做事，整日在村里闲逛。想吃东西，就到别人
家菜地里拔点菜。他姐姐每次回家，都给他
买些吃的。家里东西吃完了，亲友看他可怜，
有时给点钱，他就买方便面度日。

冬天几乎只生吃蔬菜
饥饿时，他碰见什么吃什么。没成熟的

果子，地里的花生、玉米棒，他都拿来充饥。
一位邻居说：“一到冬季，王小林几乎只吃蔬
菜，全是生吃。就连红薯叶也大把采着吃。”

在村民眼中， 王小林就像野人一样生
存着，不用厨房做饭，就在家里堂屋用三个
石头支着一个钢锅烧水。 有两年时间不睡
床上，夏天睡在一块木板上，冬天睡在大衣
柜里。在近两年里，王小林更加反常地生存
着。

但村民们都不认为他是患了精神病。
70多岁的老人刘明荣说：“他说话清楚，一
般人还说不过他，不像有精神病。”村小组组
长何宗平介绍，王小林和人们谈论时政时有
板有眼，有理有据，根本看不出他有精神病。

姐姐：我的心一直在痛
3月5日，刘老师路过王家，喊了几声，

王小林答应了。刘老师从窗户看到，王小林
长发齐肩，露出又黑又瘦的脸。刘老师知道
王小林喜欢抽烟， 随即向屋内递了一根烟，
他发现王小林接烟的手瘦若鸡爪。

一个星期过去了。3月12日，邻居们发现
王小林的家里没了动静。刘老师再次走到他
家窗户前，只见他趴在床上，四肢僵硬。村民
进屋查看发现，王小林死了。“好些天没见到
他出门找东西吃了，多半是饿死的。”村民们
对王小林的死感到惋惜。

接到记者的电话，王小林的姐姐嚎啕大
哭，平缓心绪后说：“14年啊，我的心一直在
痛。如果人有来世的话，我希望他做一个能
劳动的人，能自食其力。”

■据长江商报

宅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