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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纯电动汽车路上
没电了咋办？

较低的用车成本，环保
无污染，还能够享受购车补
贴，新能源电动汽车越来越
多。如果行驶在路上，纯电动
车没电了该怎么办？

手机APP方便找电自救
同汽车抛锚或者快没油

的处理情况一样，车主要想
办法先自救再求救。据记者
了解，目前有很多辅助电动
汽车使用的手机APP，比如
聚能充、闪充、电动汽车助手
等都可以为车主提供充电和
找充电桩的服务。另外，还有
专门提供上门充电的公司。
遇到车辆没电只要拨打电话
确定位置，移动充电车就会
前去给电动汽车进行快充。

寻求救援找帮助
电动汽车没电同样可以

拨打保险公司救援电话。据
了解，平安保险、人寿保险等
几家保险公司，由于电动汽
车的特殊性，对于购买保险
的电动汽车，在车辆没电抛
锚时同样提供拖车救援的增
值服务。

除了保险公司外，大部
分新能源汽车4S店也会有专
门的车辆救援。由于电池过
度放电会导致性能衰减影响
使用寿命，建议车主还是在
低电量提醒时尽快给车辆充
电，也能免去完全耗尽电量
后的麻烦。 据齐鲁网

在济南，鲁菜、烤串、火锅是大家最为亲睐
的美食，但有很多对世界美食孜孜追求的国

际范儿餐厅老板，有的游历世界归来，有的为追
寻正宗口味前往国外进修，几乎都有深厚的海外

背景和国际化的视野，热爱美食并且希望把世界级的
高品质料理带到济南。

丽莉娅

俄罗斯风情

济南少数的俄式餐厅，一进
门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俄罗斯气
息！餐具、饰品、装修处处弥漫着
老板的高品位，每周还会有美丽
的俄罗斯歌手驻唱。

推荐菜：俄式红菜汤、酸黄
瓜、罐牛、罐虾、俄式香肠拼盘、
法国蛋。

人均：100元。坐标：宽厚里三
期西南牌楼左手边二楼。

喜象泰

泰国风情

济南最地道的泰式餐厅。老
板旅居东南亚十几年，连厨师都
是泰国宫廷主厨调教出来的。所
以如果你真的想体验泰国当地
的饮食文化就来这里试一试吧！

推荐菜：帕泰、极品咖喱蟹
冬阴功汤、芒果糯米饭、黄咖喱
牛腩。

人均：99元。坐标：泉城路188
号恒隆广场东翼5层。

索菲特比萨高意大利餐厅

意大利风情

经典的意大利餐厅，一走进
楼层，轻柔的音乐慢慢传来，随处
可见的意大利风格的油画和手工
艺术品交相辉映，在餐厅的尽头
还藏着一个开放式的比萨烤窑，
充满浓郁的亚平宁半岛风情。

推荐菜：鳕鱼、石斑鱼、土豆
汤、提拉米苏。

人均：300元。坐标：泺源大街
66号银座索菲特大酒店2楼。

印度味道indian taste

印度风情

一说到印度菜就想到各种
香料和咖喱！这家正宗的印度
菜，你想吃的咖喱这里都有！装
修也是满满的异域风情，在这里
也常常见得到外国人的身影，可
见料理做的很地道呀！

推荐菜：黄油鸡肉咖喱、蔬菜
角、玛莎拉薄脆饼、羊肉面包卷。

人均：70元。坐标：花园路189
号历下软件园c座。

门阅南洋料理

新加坡风情

不知从何时起，东南亚菜风
靡济南，尤以泰国菜为主，可是
这家主打新加坡菜的地方绝对
是一股清流！主厨从新加坡学习
烹饪，对于新加坡可谓是非常了
解，对自己要求也是很高，拿手
菜一定也非常棒。

推荐菜：新加坡麦片虾、新加

坡叻沙、海南鸡饭、南洋小吃拼盘。
人均：70元。坐标：宽厚里南2

期-105号。

爱丁堡文化主题餐厅

德国风情

德国菜为主的文化餐厅，
一进门处处都是酒的主题风
格，酒瓶、酒杯、瓶盖、酒起、杯
垫都是装饰，很有特色！这里还
有自酿的啤酒。济南的夏天怎
么能少得了啤酒！再加上接地
气儿的各种烤串，你想吃的这
里都能满足你。

推荐菜：德国烤猪肘、德国
烤肠组合拼盘、自酿啤酒、烧烤。

人均：80元。坐标：省府前街红
尚坊珍祥烧烤对面(珍祥斜对面)。

南多世明火烤鸡

葡式风情

一出场就风靡济南的葡式
烤鸡，吃一口欲罢不能！店面装
修简单舒适，很多国外留学生喜
欢在这里聚会，他们说这里有家
乡的味道！厨房是开放式的，全
透明化，吃着也放心。

推荐菜：无骨鸡腿、红薯条、
土豆泥。

人均：60元。坐标：舜井街世
茂国际广场西座一楼西南角。

乐滋西餐厅

美式风情

济南老牌西餐厅，这里有着
原汁原味的美式菜品。不管是装
修环境还是经营模式都独具特

色。这里还会经常搞一些小型的
活动，很多老顾客会经常去坐坐。

推荐菜：鲔鱼三明治、美式
原味牛肉汉堡、肉酱意大利面、
芝士鸡条。

人均：75元。坐标：泉城路77
号与县西巷交叉口西50米路北，贵
和商厦东临。

巴黎食光

法国风情

酒香不怕巷子深，藏匿在后
宰门这个小巷子里的甜品店，每
天都有很多食客慕名而来。创始
人远赴巴黎蓝带学院学习，是在
巴黎米其林餐厅任职过的高级
甜品师！创造了这个属于我们泉
城人的法式轻奢甜品店，环境优
雅浪漫，超适合约会。

推荐菜：维纳斯、闪电泡芙、
巴比伦、夏洛特。

人均：120元。坐标：县西巷后
宰门街20号。

慕尼黑皇家啤酒餐厅

德国风情

正宗德国菜，大肘子、烤香
肠、自制酸黄瓜！重点是这里有
上百种德国啤酒！一进门就像走
进了一个德国庄园，木质的装修
风格，还有酒窖，在济南就能体
味到这种德国风情！

推荐菜：德式香肠拼盘、猪
肘、榴莲披萨、啤酒。

人均：130元。坐标：经十路
16787号(翰林酒店旁)。

据“大嘴吃泉城”

字大声响续航久 老人也能用的智能手机
传统的老年手机主要以非

智能机为主，字体大、声音大、操
作简单、价格便宜似乎成为老年
手机的标签。随着智能手机的更
新换代，很多时尚的老年人也喜
欢用手机上上网、看看新闻、发
个微信，做儿女的也更多的送父
母智能老人手机了。本期生活家
为大家推荐几款适合老年人使
用的智能手机。

高颜值新机—魅蓝S6

售价：999元起
魅蓝S6是1月17日魅族旗下

发布的首款千元全面屏手机，采
用一体金属机身设计，侧面指
纹、隐藏式U型天线金属后壳，颜
值突出。

配置方面，1440×720分辨
率，搭载三星Exynos 7872处理器
3/4GB运存内存和32/64GB存储
空间，内置3000mAh容量电池，后
置摄像头1600万像素，前置800万
像素。

点评：这款手机在性价比方

面还是很有优势的，3000mAh电
池基本够用，除了分辨率差点，
像素也能满足日常。

大续航电池—红米5 Plus

售价：999元起
红米5 Plus是小米去年底推

出的一款高性价比千元全面屏
手机。正面配备四角全面屏，背
面则为三段式金属后壳，提供多
种配色可选，颜值在线。

配置方面，5 . 99英寸1080P主
流全面屏，搭载高通骁龙625处理
器，3/4GB运存和32/64GB存储空
间，提供前置500万+后置1200万
像素摄像头组合，内置4000mAh
大容量电池，运行MIUI 9系统。

点评：红米系列是鲁sir每次
都会给老人推荐的机型，不仅是
因为高性价比，自带的老人模式
很实用，大电池+大屏幕也很适
合老人。

四摄拍照—荣耀9青春版

售价：1199元起

荣耀9青春版是荣耀去年底
推出的一款高性价比千元全面
屏手机。极光双面2 . 5面玻璃+塑
料边框设计，背面为流光玻璃后
壳，前后双摄与后者指纹设计，
颜值在千元机中颇为出众。

配置方面，荣耀9青春版配
备5 . 65英寸18：9全面屏幕，搭载
麒麟659八核处理器，提供前置
1300万+200万和后置1300万+200
万像素摄像头，3/4GB+32/64GB
内存，3000mAh电池。

点评：青春版荣耀9主打高颜
值和性价比，拥有前置双摄和后
置双摄，适合喜欢拍照的老人。

入门级推荐—红米5A

售价：599元
红米5A是去年10月小米低

调发布的一款入门手机，相比前
代红米4A配置区别不大，主要提
升了机身工艺，在塑料机身上加
了金属喷砂处理，提升了质感。

配置方面，红米5A配备5 . 0
英寸720P小屏幕，搭载高通骁龙

425入门处理器，2GB内存和16GB
存储，提供前置500万和后置1300
万像素摄像头组合等。

点评：这款手机在硬件上没
什么亮点，主要是价格便宜。如
果是给家里老人选购的入门过
渡机，还是可以考虑的。

本报综合

奔驰AMG
将放弃V12发动机

尽管我们都知道，大排量
自吸发动机早晚会迎来消声
匿迹的一天，而且不会太远。
但当消息真正传来的时候还
是会有一些感慨。

从宝马M760L i将会在
2019年退出，到奥迪宣布放弃
W12发动机，日益严苛的排放
法规逼迫厂商淘汰高排放的
动力系统。日前，梅赛德斯-
AMG也宣布加入，未来将会
淘汰12缸发动机。

梅赛德斯AMG目前正在
使用的是一款代号为M279的
6 . 0L V12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并且已经服役了近四年，它被
搭载在了AMG家族中的S级、
G级以及SL级这些顶级车型
中，有最高可以输出630马力
的动力表现。

AMG CEO Tobia Moers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未来
AMG顶级车型阵容中，将会
有一款4 . 0L V8双涡轮增压发
动机的混动版本，它能提供
800马力以上的动力输出。动
力表现已经超过了目前6 . 0L
V12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即便
目前V12还有优良的平顺性
以及强大的扭矩表现，但在日
益进化的混动引擎系统面前
已经渐渐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更何况紧逼V12下台的还有
日益严苛的排放法规。

不过M279发动机还并非
完全要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
在奔驰的序列当中，今后V12发
动机将会只存在于梅赛德斯-
迈巴赫的车型上，作为顶级车
型的动力以保持迈巴赫产品的
高端、奢侈形象。 据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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