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叶华尔街日报曳和路透
社 6日分别报道袁 白宫打算打
野环保牌冶袁 用非关税壁垒遏制
进口汽车在美国市场销售袁从
而保护美方利益遥

以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
国政府高级官员和汽车业管理
人员为消息源袁叶华尔街日报曳
首先报道袁总统唐纳德窑特朗普
已经责成多个部门制定方案袁
利用现有法律袁 使进口汽车受
制于严苛的尾气排放标准遥 美
国环境保护部受命袁 为这项政
策寻找法律依据遥

美国汽车制造业两名高级
管理人员向路透社证实袁 美国
政府打算对进口汽车采取更加
严苛的环保标准遥

这两名消息提供者说袁这
项措施据信由商务部长威尔
伯窑罗斯上周提出袁美国车企并
未要求或者支持政府这样做遥

特朗普打出 野美国优先冶
野美国制造冶旗号袁以单边主义
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维护美方
利益袁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忧虑尧反对尧批评遥 叶华
尔街日报曳报道袁落实新规有难度袁特朗普政府内
部意见不一致遥

白宫发言人莎拉窑桑德斯没有正面回应上述
报道袁仅称特朗普将继续推行野自由尧公平尧互惠冶
的贸易措施袁以野促进美国经济发展尧继续使工作
岗位和制造业重返美国冶遥

美国市场去年进口汽车销售量占总量大约
21%遥路透社报道袁美方这项措施对欧洲车企的打
击可能大于对日本和韩国车企袁因为日韩企业去
年在美所售汽车中袁 七成产于设在美国的工厂曰
对欧洲车企而言袁这一比例仅有三成遥

日本叶每日新闻曳网站转引叶华尔街日报曳的
报道时评述袁特朗普政府以环保标准等手段设置
非关税壁垒袁 另一方面却要求日方放松标准袁从
而有利于美国车企扩大对日出口遥

这则报道在日本新闻网站雅虎引发读者热
议袁对美方做法野差评冶一片遥 一条评论写道院野美
国车在世界上越来越卖不出去袁是世界上最卖不
掉的车遥 不仅日本和欧洲汽车袁就连中国尧韩国的
汽车也赶超美国车遥 冶另一名读者写道院野一方面
退出叶巴黎协定曳袁另一方面却要强化环保标准遥
真可笑遥 冶 惠晓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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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尧 平时开车时养成下坡时小
带一脚刹车袁 试试有没有刹车的
良好习惯遥

一发现没刹车了袁 此时一定
要冷静袁千万不要惊慌失措袁要沉
着应对遥 如果车速不是太快袁试着
先拉手刹看看能不能把车速降下
来袁拉手刹时一定要注意院不要拉
的过快袁过死袁如果一把拉死手刹袁
由于车速袁惯性等原因袁很可能将
钢丝绳蹦断袁那就更完了! 一定要
缓缓用力袁 慢慢的将手刹车拉死袁
有效最好袁如果没效果的话袁就要
另想办法了遥

2尧拉手刹未果袁这时就要试着
抢档袁 看看能不能将档位从高档
抢到低档遥

不知道大家学车时师傅有没
有教过野两脚油门冶进退档法?或者
有学过但老师没教在什么情况下
使用的?其实那是抢档时最佳的操
作方法袁 具体是大脚轰一脚油门袁
退档袁再轰一脚油门袁进档袁因为下
坡时如果没有刹车袁 由于惯性使
然袁车速越来越快袁变速箱已经很
难开合袁大多抢不进低档位袁用这
种方法还有一线希望袁 接着大脚
给油袁轰开同步器袁强行推进低档
位袁 使车速慢下来再配合手刹的
使用袁慢慢将车子停下遥

3尧如果还不行袁低档抢不进去
的话袁也不要慌袁这时就要认真观
察路况遥

看看左右是否有山袁 如果有袁
这是最好的袁 最好是靠右边的山袁
(因为右边相对来说对自己的伤害
会小点袁 能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

将车子方向慢慢开向路边袁 两手
死死抓着方向盘袁蹭向山体袁注意院
是整个车体和山体的刮蹭袁 而不
能一头冲进去袁 那样不死也差不
多了!!! 一定要用右面整个车身的
面积和山体接触袁 增加摩擦力袁使
车子更快的停下遥 还要注意一点袁
两手一定要握紧方向盘袁 以免方
向盘的抖动袁打伤手骨遥

4尧如果右面没山袁而是靠驾驶
室这边有山的话袁 也只能往这边
靠了遥

这时需要注意的是袁 不要一
把方向就靠死山体袁 而要靠一点袁
方向又回打一点袁 让车子从新回
到路面袁再往山上靠一把袁又回拉
一把袁以免一把靠死袁使驾驶室变
形袁对驾驶员造成伤害遥

5尧 如果两边都没有山体可以
依靠的话袁就要看看路边是否有树
木可以利用了遥

如果有的话袁 处理方法也一
样袁再没有就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
建筑物可用? 总之方法大致如上袁
灵活应用就是了遥

6尧如果都没有的话袁由于车速
越来越快袁 一时间又无法停下袁在
路上难免碰到前车袁这时危险也就
更大了袁必须时刻注意鸣笛袁看看
前车是否有让过的迹象遥

如果让出足够的道路袁先行冲
过去再说袁如果很勉强的话袁不要
强行冲过袁 这时只好两败俱伤了袁
往前面的车子屁股硬撞(可不要往
大货上撞哦袁那是必死无疑的! )袁
既然撞上了袁 就不妨多来几次袁直
至停下为止袁活活袁可能不怎么厚
道袁但为了保命袁事急从权袁也顾不
得许多了遥

7尧假如以上所有条件都不具
备的话袁如是直路倒还无所谓袁先
跑着再说袁说不定前面就上坡袁那
可就万事大吉了袁如果碰到弯道袁
这时就要看看车速有多快了袁有
把握过弯的话 袁尽量过 袁如果实
在车速过快袁 根本不能过的话袁
这时就要看看有没办法 野软着
陆冶了袁如果路基下面不是很深袁
又有沙滩袁 软土地什么的话袁只
管往前冲了袁相信伤害也不是很
大袁至少总比拐不过弯来袁造成
翻车好点遥 如果两边都是万丈深
渊的话袁那只好多念几遍野阿弥
驼佛冶了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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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奥迪 A8L袁 不仅继承了前
代车型所有的优秀特质袁 更展现了
奥迪面向未来的全新品牌形象袁诠
释了奥迪对于未来豪华趋势的理
解 遥 A8L 车 身 尺 寸 5302mm/
1945mm/1485mm袁轴距 3128mm袁在
同级车中颇具优势袁 采用奥迪家族

最新设计袁 定位更加年
轻时尚遥 前脸六边盾家
族式进气格栅的形态更
加扁平袁 配以大量镀铬
材质装饰袁 使车头看上
去重心更低尧气场更足曰

双腰线恰到好处地勾勒出车身丰富
层次感的同时袁庄重又大气曰贯穿式
尾灯采用了 LED 光源袁 颇具时尚
感遥

内饰部分宽敞明亮袁 有多个条
纹氛围灯可供调节遥 多媒体交互系
统应用了集成式多功能触控屏袁取

代了绝大多数物理按键及旋钮遥 木
质门板装饰条配中控烤漆装饰板袁
拉丝银和亮黑配色营造出了古典高
级的韵味袁 晚上的时候辅以多种颜
色尧风格的氛围灯袁又多了分年轻尧
活跃的气氛遥

动力系统部分袁 全新奥迪 A8L
搭载 3.0T V6 涡轮增压发动机袁匹
配 8速自动变速箱袁 最大输出功率
250kW渊340Ps冤袁峰值扭矩 500Nm遥
并全系标配 48V 轻混系统尧quattro
全时四驱系统及自适应空气悬挂遥

艾澈

全新奥迪 A8L
官方指导价 93.78-130.98万元

刹车失灵怎么办？
这几招让你死里逃生

行车途中袁最怕
的就是刹车突然间
失灵袁 稍一不慎就
有可能造成车毁人
亡袁 所以掌握点应
急方法袁 以备不时
之需袁 或许就能化
险为夷袁逃过一劫遥
下面就简单谈谈如
何在没有刹车时的
应对方法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