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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脸
适合框架稍粗、镜片颜色偏冷、颜色较

深的眼镜，有“收紧”脸庞的视觉效果。过艳
的黄色、红色镜片或框架线条纤细柔和的太
阳镜，会将脸庞衬托得更大。
小脸庞

适合戴细框架或无框眼镜，选择淡雅的
蓝色、紫色、浅咖啡色等镜片颜色，会有意想
不到的效果。

脸型较长
应选择上下

较宽的圆形或弧形镜面、略粗的镜腿以减弱
长脸的细长感。 细长的脸型一般较骨感，选
择女人味一些的粉红或葡萄酒红色的镜片，
能增加脸庞的亮度。
方脸庞

宜选用上下较窄框架四角呈小圆角的
太阳镜，太大和太方的镜框只会使脸部显得
更方，镜片颜色以稳重的褐色为佳。
三角型的脸型

适合选用镜片颜色较浅、较细金属镜框
或无框的眼镜， 以减弱脸部上方的重量，以
免使本来就宽的脸部更加有扩张感。
上额较小下巴略宽的脸型

应选用镜框较粗、颜色较深、横向宽度
略宽的眼镜来调整上下的比例，视觉上给人
谐调的感觉。

春光无限，买副太阳镜戴戴

不同的脸形选择不同的太阳镜

太阳镜的消费热度正随着气温的走高而增加，各种新潮靓丽的太
阳镜再次成为时尚达人的扮靓法宝。

3月27日，记者走访宝岛眼镜、老杨明远等眼镜店发现，各大眼镜
店纷纷推出今季新款太阳镜，生意火爆，长沙眼镜批发城也为迎接销
售旺季而造势。

随着天气转暖， 太阳光强度不断增
强，大街小巷的太阳镜专卖店渐渐火了起
来， 虽还未至盛夏，但五彩缤纷的太阳镜
市场，早已是一派火爆景象。

“近段时间天晴， 消费者大都是前来
选购太阳镜，生意乐观。”宝岛眼镜黄兴南
路店的销售人员说道。

3月27日， 记者来到位于黄兴南路步
行商业街北口长沙眼镜批发城看到，前来

选购太阳镜的市民络绎不绝，迪奥、雷朋、
万宝龙等知名品牌太阳镜更是堆满各个
专柜。

“天气转暖的第二天， 就卖了80多
副。” 长沙眼镜批发城负责人姚先生告诉
记者，连日的高温使得太阳镜的销量大幅
增加，每天最少可卖出50副太阳镜，较前
段时间增加了五成， 其中300元的太阳镜
卖得最好。

最高一天卖出了80多副

太阳镜的颜色和款式越来越多， 红、
绿、黄、琥珀等众多颜色让人挑得眼花缭
乱，各种各样的款式也让人举棋不定。

杨明远眼镜人民中路店的周经理告
诉记者，驾车人必须选择偏光镜，偏光镜
可以减弱光线对人眼的刺激，并减弱迎面
而来的车灯光束或前车尾灯的影响，能过
滤有害杂光，有效降低眼睛对光线的不适
感，并使视野更加清晰。不少高端品牌都
推出了偏光镜，在驾车族中比较受欢迎。

“不同场合应该用不同的太阳镜，太
阳镜的颜色选购很有讲究。” 长沙眼镜批
发城负责人姚先生介绍， 从舒适度考虑，

太阳镜的颜色以灰色、墨绿、茶色为好。灰
色对光谱能够均衡地吸收，戴上灰色的太
阳镜看事物比较自然。墨绿色，让人感到
舒适清凉， 适合眼睛容易疲劳的佩戴者。
茶色，能够增加对比度，适合明暗变化明
显的地方佩戴，如过隧道，能让你判断事
物更加准确。当然，你也可以根据美观度，
选择其他颜色的太阳镜，渐变色的太阳镜
也是不错的选择，看东西更有层次感。

“有青光眼、有视神经网膜炎、色盲、
有夜盲症、光线弱的地方，这5种情况不宜
戴太阳镜。”宝岛眼镜的销售人员说道。

■记者 吴林 实习生 彭阁

太阳镜购买佩戴有讲究

生活小秘诀

排气量

4.0L

4.6L

级别
GX-R
VX
VX

VX-R

全国统一建议零售价（单位：元）
765,000
799,000
1,019,000
1,159,000

作为丰田的标志性 SUV 车型，LAND�
CRUISER 系列车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进
入中国以来， 已赢得了无数消费者的青睐。
2003 年，LC100 和 PRADO 正式在中国国
产，此后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2007年
底，LAND�CRUISER�200 兰德酷路泽在中
国全新耀市，以卓越的综合表现迅速赢得了
新一代“四驱之王”的美誉。

日前，笔者从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获悉，优化升级版的全新 LAND�CRUIS-
ER�200 已于近日焕然上市， 售价区间为
76.5万元至 115.9万元。相比原有车型，全新
LC200 在外观、内饰、动力操控、科技配置等
方面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和优化，从而以更
为突出的综合优势续写 LAND�CRUISER
品牌不朽的传奇。

硬朗于外 质感于心
全新 LAND�CRUISER�200在外观上进

行了诸多细节设计的优化。 其中，前脸的造
型更为硬朗、利落。 前大灯内新增了 LED日
间行车灯，平添了高端时尚气质；雾灯造型
的圆形设计更具动感；此外，后视镜上还追
加了转向灯，在增加美观度的同时，进一步
提升了行车的安全性； 前进气格栅稍作改
动， 在保持简洁大方的同时， 更显流畅；坚
固、 厚实的前保险杠既符合当下流行设计，

又凸显出尊贵、霸气之感；侧部车身彩条和
防蹭条以及尾部组合灯设计均有所优化更
新，细节处彰显了王者风范。

内饰方面， 全新 LC200 沿袭了原有
LAND�CRUISER 品牌车型的豪华风格，打
孔真皮材质的座椅带来更为尊贵的驾乘享
受；金属风格涂装多处可见，桃木木纹装饰
将豪华感再度提升；TFT彩色多功能信息显
示屏更增强了车辆的科技感。 整体内饰设
计， 更是充分满足了消费者对高端 SUV 内
部空间的更高要求。

澎湃动力 轻松驾驭
全新 LAND�CRUISER�200动力系统焕

然一新。 全新搭载的 4.6L�V8发动机， 最大
输出功率可达 228kw， 比原有 4.7L�V8 发动
机提升了 26kw， 最大扭矩提升了 43N.m；
4.0L�V6 发动机的最大输出功率也提升至
202Kw，比原有发动机提升了 23kw，最大扭

矩提升了 9N.m，动力更加澎湃，性能愈益卓
著。 同时，V8款车型配备了 6速手自一体变
速箱，在强劲不间断的动力基础上，为驾乘
者带来更为平顺流畅的驾驶体验。

在底盘系统上，全新 LC200还对原有悬
架的弹簧和减震器进行了优化，使其在拥有
更强动力的同时，操控性能更为卓越，兼顾
了不同路况的驾驶舒适性。 并且，铝合金轮
毂设计也有所变更， 追加了 18 英寸铝合金
轮毂，配 285/60R18轮胎，紧抓地面，进一步
保障了车辆的动力传递， 为全新 LC200 提
供了绝佳的动力表现。

高端科技 装备充实
全新 LAND�CRUISER�200不仅保留了

原有的全时四驱系统、 综合感应防抱死系
统、动力调节悬挂系统、低速巡航驾驶辅助
系统和上坡辅助控制系统等高科技豪华装
备， 还新增了多地形可选驾驶辅助装置、转

向驾驶辅助功能等高端装备，越野通过性更
卓越、操控更便利、驾乘更舒适。

此外，全新 LC200还新增有座椅通风功
能、方向盘加热、电动升降行李箱尾门等功
能，在舒适性及便利性上为车主带来更高级
别享受的同时， 也进一步彰显出顶级 SUV
的豪华感。

品牌传承 再续辉煌
自 1951 年诞生以来，LAND�CRUISER

品牌已享誉全球 60余年。 而 LC200 更是将
LAND�CRUISER 品牌发扬光大，不仅传承
了丰田的品牌活力和经典设计， 更诠释了
“四驱之王”的全新风范。 自 2007 年底登陆
中国市场，LC200 便以硬朗外观、先进技术、
豪华配置及卓绝的越野性能，成为高端 SUV
领域的代表车型。

进入市场的近 5 年来，LC200 不断依据
市场需要进行产品优化，推出改款车型，以更
为突出的产品性能满足了消费者更高、 更多
样化的需求。正是基于自身尊贵的气质、不断
提升的产品力和创新进取的精神，LC200 在
销量及口碑上双双引领高端 SUV市场，并当
之无愧地成为新一代的“四驱之王”。

历经优化升级后，全新 LC200 产品优势
更为突出，从而以更为锐利、霸气的外观和
强劲的动力操控给消费者带来更为舒适、安
全的驾乘乐趣，以及更为酣畅淋漓的专业越
野体验，必将赢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重装革新 再续传奇
全新 LAND�CRUISER�200焕然上市

内饰图

整车侧面图

长沙眼镜批发城迪奥、BOSS等知名品牌太阳镜堆满各个专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