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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电视台鉴宝节目不少，中央电
视台有 《寻宝》《鉴宝》《家有传家
宝》，地方台更多。多数人看了这些节
目，心想自己有个宝贝就发了。

同事小李在老家翻箱倒柜，找到一
枚红铜古币，上有篆书宣和通宝（不认
识篆书，后来知道的）四字，便如获至

宝。听说重庆有人鉴宝，便往。先交了
400元的鉴定费，终于见到了黄某某、
余某某鉴定大师。他们说古币是真的，
价值100多万，如要出具鉴定证书并签
名还要交8000元。小李无钱没要证书
就回家了，却天天若有所失。他和我交
流时，我对他说：“你的古币是假的，

古玩这行水深，最好别玩。”
笔者和小李一样也淘得古币几枚，

结果都上当了（见赝品图）。那时我自
作聪明地把图发到网上，发给拍卖公司
（骗子拍卖公司，后来知道的）。所谓的
拍卖公司的做法是：把假的鉴定为真
的，把普通的说成是稀世珍宝，目的是
骗你的钱。骗术有收鉴定费（分专家鉴
定、机器鉴定）、拍卖费、寄存费、前
期策划费、图录工本费等等。骗子公司
每天会打来电话，上海、北京、广东最
多。他们多数根本不考虑你的藏品真
伪，只要送拍，能接的都接，只要收取
前期策划费用，也不用考虑成交与否。
收费1500元打底，估价越高，费用越
高。

家有宝贝多数只是一个传说。普通
的文物不值钱，值钱的你家没有。小李
是幸运的，没有按要求索要证书，更没
有去拍卖，否则他捡来的不是宝贝而是
赔钱货。百度一下骗子拍卖公司，有上
千家。多少人欲哭无泪，多少人在上海
外滩打出“��拍卖公司还我血汗
钱”，多少人组织QQ群受骗群维权，
但一切都晚了。不要想一夜暴富，家有
宝贝就传给子女，不要出手，留着吧，
如果真是宝贝。

立体泊车库“长”啥样？

“我们车库2013年底就已建成投入
运行。”在此值守的保安部经理覃家勇介
绍，因车库地处该酒店场内，少有市民
知晓。记者注意到，该立体泊车库占地
不足百平方米，采用纯钢梁结构，上下
共有5层，可同时停泊46辆中小型车
辆。前来停泊的车辆只需要开上底层带
有悬索的舺板，工作人员通过总控开关
即可将车停放在相应位置；取车时，工
作人员仅需要在总控开关上输入相应停
泊号，车辆即自动下放至底层位置。

当初之所以要修建该车库，覃家勇
说，主要是考虑到酒店出入车辆多，同时
也为了解决社会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
在成渝两地多番考察后才修建的，总费
用160万元。他介绍，他们使用的停车
库属横移机械式，是厂家根据场地等实
际情况量身定做的。“如果不能满足停车
需要，还可以加层。”他说，建设时厂家都
是按停车位多少计算的，单个车位价格
不到4万元。

覃家勇介绍，目前除横移机械式泊

车库外，还有更先进的智能式泊车，人们
只要将车辆停放到相应位置后，预置程
序就会自动将车辆停放好，不需要人工
操作。

经济实惠或成发展趋势

“从价格上来看，现在随便购买一个
车库或车位至少需要几万至十多万，而
立体泊车库单个成本仅需要几万元。”覃
家勇认为，从目前达州停车难的实际情
况来看，大力发展立体泊车库或成发展
趋势，一方面成本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可
根据场地及停车需要灵活建设，包括长
宽高均可灵活设置。

覃家勇介绍，立体泊车库日常维护
也很简单，车库建成后厂家会派人前来
指导，一般在试运行一个月无问题后才
会撤离。平日的费用除需人工操作外，
其它的只有电费。“我们46个车位，一个
月的电费2000多元。”他说，如果引入社
会资金修建立体泊车库肯定赚钱。覃家
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修建100个车
位的大型停车库为例，按照时下最低10
元/天的收费标准计算，不出3年即可收

回成本。
记者注意到，立体泊车库在成渝及

沿海一带已很常见，为缓解停车难起到
了较好的作用。而在我市万源，几年前
就已建有类似小型车库。不过，作为非
官方行为，他们的泊车承载力很有限。

立体泊车库
缓解停车难“神器”

□本报记者 李道全 摄影报道

达州城区缓堵保畅

停车难、难停车……在时下
的达城，随着车辆的快速增加，
如何就近找到一个合适的泊车
位无疑是一大难题。两年前，位
于达州南城的巴人家园大酒店
为解决因场地狭小导致停车难
的问题，自筹资金160万元修建
起了立体泊车库，使停车难问题
迎刃而解。

近日，记者前往一睹究竟。

立体泊车库

覃家勇介绍车库运行情况

家有宝贝多是传说

真品：天策府宝大钱，内外廓齐整，
币文真书，旋读，背面无文，五代十国时
楚王马殷所铸。中国古钱“五十名珍”
之一。

赝品：天策府宝

□唐天晓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食用菌园区，大棚林
立，人来人往。5月21日，达州“游
山玩水”户外群70余名驴友自驾来
到宣汉县方斗乡方斗村现代食用菌
基地，体验采摘食用菌的乐趣。

据园区工人介绍，目前，方斗产
业园总面积1000余亩，建立了食用
菌种植标准小区，以发展香菇、双孢
蘑菇、金针菇等食用菌为主，建成集
观光、休闲、体验为一体的现代农业
体验园。“我们是用青冈木打成木
屑，将苞谷、麦麸、菌种等拌匀，用机
器制成菌袋，再用蒸锅灭菌，最后进
入大棚，经过大半年时间才能出
菇。”工人一边说一边指着鲜嫩的香
菇说，“现在正是出菇期，菌非常新
鲜哟，大家可以放心采摘。”

“哇，这个菌原来是这么长出来
的呀。”几个孩子一阵惊呼，大家纷
纷钻进大棚内采摘。在雾霭朦胧的
香菇大棚内，看着长得超萌的朵朵
香菇，散发出淡淡清香，有些驴友们
刚开始“下不了手”，但一想到美味
的香菇炖鸡汤，最终“黑手”伸向了
萌萌哒香菇，一人手里拎了一大袋，
满载而归。
（本报记者 廖晓梅 摄影报道）

刚刚公布的4月汽车销量数据显
示：2016年4月乘用车市场共计销售
177.91万辆新车，环比下降13.45%，
同比增长6.50%。其中，SUV销量达
到60.93万辆，环比下降12.09%，同比
增长31.64%。可见，SUV市场依然
是拉动我国汽车产业保持增长的细分
市场。但与过去不同的是，以往占据
主导地位的中国品牌SUV产品受到
了合资品牌的冲击，特别是此前销量
稳定的长安CS75在本月出现了断崖
式下滑。另外，合资品牌在SUV市场
的发力也是冲击中国品牌SUV销量
的重要原因。

自主品牌SUV车型4月销量排

行相比前几月下滑较大。销量榜前十
名中，自主仅占四席；前十五名中，
入围七款。前三依旧由自主包揽，分
别是哈弗H6、广汽传祺GS4、宝骏
560。

此外，名次下滑最大的应属长安
CS75，由3月的第四滑至第16位，下
降12个位次。4月销量则由上月的
22037辆下滑至10663辆。

目前，SUV市场的竞争空前激
烈，自主品牌纷纷打出价格牌，长城
哈弗H6等车型选择官降，而后上市
的广汽传祺GS4和宝骏730凭借车
型新、配置高等优势，保持住了高位。

（据人民网）

降挡补油的宗旨就是保持低挡高
扭矩和无顿挫，给人一种输出的动力
源源不断待势蓄发的感觉。简单总结
一下：

1.踩离合松油(离合比油晚松半秒
或者更少更好，先松油再踩离合会有
些许顿挫)。

2.挂空挡(此时离合不松)。
3.给油(这个看平时掌握了，比如

5挡2000转80迈行驶，想降4挡，转
速起码要轰到 2500转，入 3挡要
3500左右了)。

4.补过油以后在转速刚往下落的
同时入挡5抬离合迅速给油加速(先
给油后松离合也会有顿挫)。

经过大量观察和实践，降挡补油
还可运用以下操作方法：

1、“补油法”
操作方法：踩离合器，将变速杆推

入挡位后，踩油门，待转速适当上升
后，再松离合器。

适用挡位：3挡换2挡，2挡换1
挡。主要适用于市内减速后须低速行
驶的情况，如转弯进辅道，进小区大门
等等,如不补加一脚油，松离合器后，
车辆被发动机低速牵制，必然产生顿
挫。采用“补油法”可有效消除减挡后
的顿挫感，但补油量的多寡与车辆当
时的行驶速度及挡位有关，补多了车
要窜动，少了仍会顿挫，需多实践才能
熟能生巧。

2、“提前加油法”
操作方法：踩离合器，将变速杆推

入挡位的同时，踩油门。入挡后，再松
离合器。

适用挡位：3挡换2挡，2挡换1
挡。此方法与“补油法”异曲同工，只
不过将加油时间稍稍提前，但由于有
悖于习惯动作的协调性，操作有一定
难度。适用环境也与“补油法”相同。

3、“两脚离合加油法”

操作方法：A、踩离合(松油门)，将
变速杆推入空挡；B、松离合，同时右
脚踩一脚空油；C、踩离合松油门将变
速杆推入低挡位；D、松离合，踩油门
加速前进。四个动作一气呵成不停
顿。

适用挡位：4减3，3减2，2减1。
适用范围较广，除适用上述场合外，其
它需要减挡增加动力的场合，如冲坡，
爬坡，涉水等都适用。优点，不仅可以
有效消除减挡后的挫顿(因为加空油
时提高了发动机转速)，还可以减少同
步器的磨损。缺点，换挡时间稍长，上
陡坡车辆仍然有明显挫顿感，当然还
浪费了那一脚空油。

4、“不松油门法”
操作方法：松离合时，继续踩住油

门，将变速杆推入低挡位后，松离合
器。

适用挡位：适用于所有需要减挡
加速的场合(一般右脚处于踩油门状
态)，尤其适合减挡超车场合。此方法
有操作简单，换挡速度快，损失动力
少，适用范围广等特点。采用“不松
油门法”减挡，踩离合器时，发动机
空转，可提升转速500—1000转(视
当时节气门开度和时间而定)，待松
离合时，发动机转速正好与低挡位车
速相吻合。既有效消除了减挡的挫顿
感，又将发动机因换挡而造成的动力
中断时间缩至最短，是超车、爬陡坡以
及其它急加速情况下减挡的最佳选
择。

（据腾讯汽车）

唐昭宗时有位宫廷艺人，名叫胡趱，
常常独自骑一头毛驴到朋友家去下棋，
每天早去晚归。他每次到朋友家，友人
必谆谆告诫其仆人说：快把官人的驴子
牵到后院歇息，多多地喂点饲料。胡趱
特别感谢主人的盛情，晚上高高兴兴骑
着毛驴回家。

有一次，胡趱在朋友家玩得正在兴
头上，突然皇帝紧急召见，家人追到友人
家通知他。胡趱仓皇要驴。待把驴牵
来，毛驴喘息不定，汗流遍体。胡趱这才
知道，原来毛驴每天都在为友人拉碾子。

第二天一早，胡趱徒步到友人家下
棋，友人又像从前那样命令仆人喂驴。
胡说：今天毛驴不能来了。友人问：为什

么呢？胡回答：从昨天回去，毛驴得了头
晕目眩、恶心呕吐的病，连路都不能走动
了，特向您请一天病假，让他缓缓气吧！
友人听了也大笑起来。

朋友有贪小便宜的毛病，暗地偷使
胡趱的驴，表面上还说得冠冕堂皇，这虽
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恶德，但直接揭破，
却极伤面子。如果胡趱冷脸责问友人，
往往会因为这点小事伤及友情；如果隐
忍不发，心存芥蒂，此后两人也难以坦诚
相见，而且对友人毫无好处。

此时幽默往往是解决困窘局面的最
好办法，于是胡趱采取了幽默的手段警
醒朋友，当友人听到胡为毛驴请假的话
后，也大笑起来。这笑声中难免会有一

点尴尬与窘迫，这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
愧疚。如果是这样，胡趱的目的也就达
到了，何必非得把事实真相说得清清楚
楚呢？因此，可以说胡趱所采取的批评
方式是高明的，因为它没有负面作用。

生活中，能够运用幽默的手段，处理
人际关系中的矛盾，是人格成熟的标
志。幽默令人笑，但笑不一定是最好的
幽默。好的幽
默，应该是更
高层次的，让
人回味、让人
深思，古人或
许就已经认识
到这一点了。

古人的幽默
□张光茫

合资逆袭
4月中国品牌SUV下滑明显

手动挡这样降挡补油无顿挫

香菇“萌萌哒”
体验采摘乐

看
，我
摘
这
几
个
怎
么
样
？

我也摘点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