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 : //hsb . voc . com . cn
2013年9月9日 星期一A24 汽车资讯

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在这个
象征团圆的日子里，无论是“独在
异乡为异客”的游子，还是平时忙
碌，疏忽了与家人相聚的工作狂，
都会在这天赶回家， 与身边最重
要的人团聚，一起吃月饼，一同赏
明月。 正是“天上一轮才捧出，人
间万姓仰头看”，这是多么美好温
馨的画面！今天，我们就将镜头聚
焦在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 听听
他们对这个传统佳节的印象，以
及在中秋节的愿望。
月满———女儿：“我想看最圆的月
亮，最美的嫦娥”

五岁的女儿是家庭快乐的源
泉，是家庭永远的祈盼。在她的印
象中，中秋有最圆的月亮，有最动
人的嫦娥，有最美味的月饼，她的
中秋愿望，就是爸爸开上车，带上
她和妈妈，接上爷爷、奶奶，一起
兜风、赏月、吃月饼。

“我们家的车有很大的天窗，
能看到整片天空， 白天能看见太
阳，晚上能看到月亮”。 孩子的愿
望总是很容易实现， 带上几块月
饼， 享受清风拂面， 欣赏圆月满
天， 再加上妈妈娓娓道来关于嫦
娥的动人故事， 这就是最美好的
中秋夜晚。

“好在新一代轩逸的车内空
间够大，要不怎么够她折腾呢！ ”
看着调皮的女儿爬上爬下， 妈妈
娇嗔地说。“买车的时候，考虑到
逢年过节老人会过来，人比较多，

所以首要想到的是车内乘坐空
间。 选车时， 专营店工作人员介
绍， 新一代轩逸的后排空间是同
级别车中最为宽敞的， 甚至超过
了奔驰 S 级， 带老人孩子出游不
会觉得拥挤。现在看来，这个选择
特别合适， 宽敞的后排为不安分
的女儿提供了足够的玩闹空间，
都快成了她的专区了。 ”

听到妈妈说她调皮， 女儿跑
过来嫩声细语的说：“我不光在车
里调皮啊， 我还在车里安静的睡
觉呢！ ”女儿天真的辩解让妈妈忍
俊不禁：“是啊， 那还是你的专属
小床呢！ ”妈妈说：“当时工作人员
跟我们说新一代轩逸采用了仿生
学座椅，我们没有概念，但坐上去
确实非常柔软， 并极富支撑感和
包裹感， 女儿常说比他的小床还
舒服！ ”

团圆———妈妈：“老公女儿都在身
边，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

对于妈妈来说， 中秋就是一
个团圆夜。“平日，老公的工作特
别忙，经常出差，连续多天见不到
面是常事。女儿小时候，爸爸每次
出差回来，她都会感到陌生，现在
大了，则经常念叨‘爸爸怎么还不
回来’”。可以看出，妈妈的中秋愿
望就是一家人在一起， 度过一个
团圆的佳节。

“一个女人带孩子总是有很
多不便和辛酸，以前没车的时候，
去超市总是不敢买太多东西，只
能多去几次，占用时间不说，关键
是小小的女儿每次还得跟着跑前
跑后，帮拎东西。自从老公将新一
代轩逸带回家， 我再也不用发愁
去超市购物了。 新一代轩逸 500
多升的超大后备厢， 不用说超市

购物， 就是自驾游装一辆自行车
都不在话下。 ”

在妈妈看来， 超市购物还是
小事， 耽搁了接女儿放学才是更
让人放心不下的。“有去年的教
训，所以今年下雨时，很多人都不
敢上路，为了接女儿，我也顾不了
那么多。 好在新一代轩逸的表现
非常给力，轻踩油门，动力喷薄而
出，加速反应迅捷，并且指向也非
常清晰，即便是坑洼、湿滑路面，
新一代轩逸也总是能精准把握轮
胎方向，不会颠簸、打滑，这让我
安心不少……”

听到没有他的日子里， 老婆
的种种不易， 老公颇为动容：“这
个小家能如此井井有条， 都是她
的功劳。 她为了这个家思虑周全、
精打细算。 买车的时候她特别关
注油耗，用她的话说，好车每个月
能省下不少油‘锭子’呢？ 工作人
员跟我们说新一代轩逸采用了
Pure�Drive 纯净动力系统和 Eco�
Drive节能驾驶助手，对这些技术
名词我们不太懂，但是 6.2L/百公
里的油耗确实是我们所看过的车
里最低的，这让老婆非常满意”。
家和———爸爸：“给我爱的人最温
暖的家”

因为经常出差、照顾不到家，
爸爸中秋最大的愿望就是： 给我
爱的人最温暖的家， 而这也是他
终其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对于
中秋的解读， 他说出两个字：家

和。“古语说‘家和万事兴’，如果
没有和睦的家庭， 没有贤惠的爱
人，我是不能说走就走，不会在事
业上步步高升的”。

自然， 中秋团圆节少不了拜
望老人。 开着轩逸，带上父母、妻
儿，吃上一顿大餐，然后沿着护城
河道，仰望星空，对着圆月，为身
边最重要的人， 许下心中最美好
的祝愿。在爸爸心里，一家人其乐
融融，便是对幸福最好的注解。

“因为有老人，车内舒适性显
得尤其重要”。爸爸特别指出。“除
了超大行政级后排空间和 Mul-
ti-Layer 仿生学座椅， 新一代轩
逸还采用了双区独立自动空调、
后排空调出风口设计， 加上领先
同级的豪华科技装备， 新一代轩
逸打造出极其便利、 极富享受的
车内空间。 此外， 三维超静音工
程， 为爱静的老人提供了绝对寂
谧的静音享受。关上车门，喧嚣隔
绝于外， 车内就是一个独属的家
庭空间。 ”

带家人出游，除了舒适性，爸
爸还特别关心安全。“我最看重的
是新一代轩逸的安全性能。 据专
营店工作人员介绍， 新一代轩逸
多通道式的车身结构采用了核潜
艇级超强钢， 在保证车身超强稳
定性的情况下，还具有超高刚性，
再配合上各种主动安全配置，能
够为我和家人提供最为可靠、周
密的全方位安全保障。 ”

月满人团圆 家和万事兴
———新一代轩逸车主的中秋印象

“小巨人”搅动中级车市

“小巨人”来势汹汹

根据目前国内的状况， 小型
SUV 市场的持续升温已经是不争
的事实，为了抢滩这一细分市场，
各大汽车厂商纷纷磨拳擦掌。 除
了已经在市场上打开一定局面的
昂科拉和翼搏外， 雪佛兰预计在
年内推出与昂科拉同平台的全新
小型 SUV�Trax， 东风标致也将于
2014 年 4 月推出标致 2008， 奥迪
全新小型 SUV 也有望在 2014 年
亮相……一时间众多品牌都将目
光锁定在这一细分市场， 这让刚
刚起步的小型 SUV颇有受宠若惊
的感觉。

有如此好的市场期待并不是
没有原因的，从产品力层面来看，
小型 SUV 确实有其独到的优势。
首先，与以“大排量、高油耗”著称
的传统 SUV相比，它的排量更小，
更适合环保的大环境。 更重要的

是， 它亲民的价格更容易为年轻
消费者所接受。 其次， 与轿车相
比，它拥有更高的车身，更宽广的
视野，更高的底盘，更好的通过性
以及更优秀的坑洼极限路面对抗
能力。

除了产品本身， 中国消费者
“自古”的越野情结也助长了小型
SUV的兴起。 尤其灰色天空、钢铁
丛林、 枯燥的生活更激发了现代
都市人对于野性和激情最真挚的
期待。 在这部分群体看来，花中级
车的钱就能买到一款可以任意游
走在城市与郊野之间的 SUV，一
尝自由狂奔的越野梦想， 不仅划
算，而且超值。

对更多的消费者而言， 在价
格允许的情况下， 多一种选择也
不是坏事，更何况小型 SUV 有其
独特的产品优势。对此，正打算购
车的张先生表示：“价位差不多的
新速腾和昂科拉各有所长， 让我

犹豫不决。以我目前的职位来看，
外形大气的新速腾似乎更为合
适， 但是张扬着年轻活力的昂科
拉也让我心动不已。”而本来已经
决定购买雪佛兰景程的李先生，
最终选择了同等价位的翼搏：“作
为充满激情和梦想的年轻人，我
还是更喜欢个性、时尚，适合越野
的翼搏。 ”

从消费者的选择来看， 小型
SUV的出现不仅影响了传统 SUV
市场， 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了中
级车市场。 从谋略的角度来说，小
型 SUV堪称“一石两鸟”。对此，业
内专家指出：“小型 SUV 对传统
SUV 市场形成冲击在所难免，对
部分中级车也会有分流， 但主要
还是同价位车型之间的竞争，而
且只对追求时尚、 推崇个性的年
轻人比较有吸引力， 对整体以心
智更为成熟的消费者作为目标群
的中级车市来说，影响并不大。 ”

中级车主流地位难撼

从销量增速来看， 小型 SUV
确实来势汹汹，但因此就得出“小
型 SUV会抢占中级车市场” 的结
论还为时尚早。 不仅因为小型
SUV 刚刚起步，在人气积累上，无
法与在中国已经有二十多年发展
积淀的中级车相抗衡， 更因为中
级车有其天然的产品优势， 大气
的外观， 宽敞的空间和丰富的配
置， 为其征服了一大批执着的拥
趸者，主流地位难以撼动。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 外形
设计大气的产品因符合传统审
美，往往更易受消费者青睐，特别
是关乎面子的大件产品汽车。 作
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中级车主力
消费群体在社会上往往扮演着技
术骨干、公司领导的角色，在选择
座驾时，符合他们角色气质的“沉
稳大气”是其最为关注的因素，而

能取得良好口碑和领先销量的车
型在外形上无一不具备大气沉稳
的特质。 素有“最强中级车”之称
的新一代轩逸和持续热销的新速
腾就是中级车中大气稳重的典型
代表。

另一方面，随着人们对于空
间及舒适性的要求不断苛刻 ,大
空间也早已成为中级轿车的立
足之本。 尤其作为社会新兴中坚
力量的 80 后， 越来越多地面临
结婚生子的问题，4-2-1 的家庭
构成让他们在购车的时候特别
关注空间。 在空间表现上，向来
以“舒适大空间”著称的新一代
轩逸堪称佼佼者，2700mm 的轴
距相当出众，再加上绝对越级的
680mm 行 政 级 后 排 空 间 和
1760mm 的超宽车身宽度， 确实
称得上“海量”。

大空间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
就是乘驾更为舒适， 但是仅此还
不够， 丰富的舒适性配置也越来
越为消费者所看重， 特别是在汽
车进入家庭以后。 在这方面比较
厚道的是新一代轩逸， 双区独立
控制自动空调，后排出风口，兼备
美学性与功能性的 Multi-Layer
仿生学座椅、 三维超静音工程技
术应有尽有，不负其“超级款待座
驾”之称。

“得中级车者得天下”，中
级车是车型种类和品牌最多的
一个轿车细分市场， 也是整个
汽车行业的主要增长潜力点 ，
其价格梯度分布较为宽广 ，与
其他品类的车型在价格上形成
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日益
完善的竞争格局有利于各市场
的良性发展， 在其他品类车型
的“挑衅 ”下，中级车在保持自
有优势外， 势必会被激发出更
多的可能，值得期待。

据中汽协数
据显示， 今年国内

汽车消费市场唯一保持高速
增长的就是 SUV 产品， 同比
增长超过 40%，其中小型 SUV
产品表现尤其抢眼， 部分车
型的销售增速甚至超过了
60%，为低速增长的中国车市
注入一支强心剂。

正因得到市场的持续热
捧， 各大厂商都计划加大对
于这一细分市场的投入，除
了热销的昂科拉和日益兴起
的翼搏， 将有更多的车型加
入到小型 SUV 的快车道。 日
益庞大的小型 SUV 市场给车
企们带来了充分的想象空
间： 小型 SUV 的火热成就了
谁，又威胁到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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