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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 7个月，国内乘用车汽
车销量 990.28 万辆， 同比增长
13.4%，继续向着新的全年纪录稳步
前进。 专家表示，车市过去十几年
的急速膨胀，最大的红利来自于经
济的快速发展和汽车的普及化，亿
万中国人的“汽车梦”刺激了中国
汽车产业加速扩展，也成就了中国
汽车第一个黄金 1.0时代。

随着 80、90 后消费群体逐渐
成为车市主力， 二次购车需求的
不断扩大， 中国车市消费结构正
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车市悄然
迈进了 2.0时代。 从 1.0到 2.0不
是简单的数字升级， 而是反映了
中国汽车产业的转型以及消费结
构的升级， 中国汽车消费理性繁
荣期即将到来。
消费结构升级， 中国车市进入
2.0时代

在车市 1.0时代，大部分消费
者都是首次购车， 消费心理不够
成熟， 买车更多是为了面子和彰
显社会地位。 因此，“只买贵的，不
买对的” 成为高端消费群体的普
遍心态，奥迪、宝马、奔驰等豪华
车炙手可热；而在普通消费群体，
“以大为美”成为了消费者选车的
普遍心理， 为了迎合中国消费者
的喜好， 许多厂商特意将两厢车
变成了三厢车，轴距也越拉越长，
各种带“L”的车型遍地开花。

然而时过境迁， 随着中国汽
车市场格局的变化、 二三线消费
群体的增长等环境变化， 以及城
市拥堵加剧、 一线城市限购等问

题， 中国车市逐渐由 1.0 时代进
入 2.0 时代。 在 2.0 时代，车市呈
现出与 1.0 时代很大的不同。 首
先， 产品更加丰富， 以前一款车
“一家独大” 的局面已经一去不
返，A 级车、B 级车仍是汽车消费
的主力，SUV 成为消费者关注的
焦点，MPV有爆发的趋势。

其次，二次购车和购买第二辆
车的比例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懂
车， 越来越明白自己的需求是什
么，什么车最适合自己，对好车的
评判标准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北京
老段一家的购车经历就是一个很
好的证明：老段的第一辆车是新迈
腾，对于一个生意人来说，新迈腾
够大、够气派，让他很有面子。 今年
7月，媳妇又摇到了一个指标，老段
又买了一辆新骊威，主要是方便媳
妇上下班代步、购物使用，同时限
号时自己也可以开。

老段告诉记者， 如果不是工
作需要， 他在市区更喜欢开这辆

新骊威， 虽然这两款车不在一个
档次， 但是新骊威的驾驶感觉和
实用性让他很满意。第一，新骊威
开起来很舒服， 可能是因为使用
了 CVT变速箱的缘故，开起来的
感觉非常平顺， 这一点比迈腾都
强。 第二，车长只有 4.25米，停车
比较方便。同时油耗也很低，市区
百公里油耗也就 7升多。第三，内
部空间足够大，逛宜家和去超市，
他们都会开骊威。

同时，2.0 时代下， 产品类型
更加丰富，更具个性化。 昂克拉、
翼搏等小型 SUV 上市， 拓展了
SUV 的新领域，受到了年轻人的
热捧。 而新骊威、POLO、新嘉年
华等小型车，以时尚个性、省油实
用的特点， 迎合了都市人群精品
两厢车的需求。 这些都预示着中
国车市 2.0时代已经来临。
理性繁荣期到来，小型车期待复苏

随着中国车市 2.0 时代的到
来，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消费

者更加成熟，选车更加理性。相比
以往，市场竞争也更加充分，仅中
级车市就拥有速腾、朗逸、凯越等
数款月销量突破两万辆的车型。
与此同时， 中高级车、SUV 市场
也一改以往“一家独大”的格局，
德系、日系、韩系群雄并起，市场
混战加剧。相比之下，小型车市场
显得有点“落寞”。究其原因，与近
些年的消费升级、 小排量优惠政
策退出不无关系。

事实上， 新一代小型车拥有
不俗的产品力。 新生代骊威采用
的双 C-VTC 连续可变气门正时
智能控制技术、DIS 双喷射技术、
赛车级润滑、 智能 XTRONIC�
CVT无级变速器都已经达到了中
高级车的技术水平。 而制动能量
回收技术， 不仅是同级车上绝无
仅有， 即便是在更高级别车型上
都难得一见。 POLO 同样拥有低
速高扭发动机、6 速 Tiptronic 手
自一体变速箱等先进科技。 新嘉
年华则将缸内直喷、涡轮增压、双
离合技术等前卫技术应用其中。

除了更多先进技术的应用，
小型车也在积极探索更加符合年
轻消费者的服务模式。 以新生代
骊威为例， 东风日产以创新思维
整合“购车、用车”两大阶段，率先
推出“包买包用，乐活即享”的全
新购车模式———骊威直通车。 首
款仅需裸车价 20%，1.7 万元起，
车辆余款及税费分期付款， 即可
轻松拥有新生代骊威， 堪称业界
最低购车门槛；3 年保养、 保险、

精品一站式采购，保养、保险、精
品套餐自由组合分期付款， 享多
重折扣， 并可专享金融绿色通道
与保险管家优质服务。

“骊威直通车”贴合年轻人厌
倦繁琐、崇尚简单的消费特点，为
他们提供一种为生活减压、 为精
彩加速的“乐活即享”生活方式。
此举彻底改变了以往的一次性付
款或贷款单一购车模式， 首次以
最低的购车门槛， 将车辆与购车
用车服务一起打包提供给消费
者，开创了全新购车模式，引领了
中国汽车销售模式的发展新方
向。

拥有强大产品力和创新的营
销服务模式，相信小车市场的“怀
才不遇” 只是暂时的， 在用车环
境、交通环境的压力下，未来会有
更多理性的消费者回归小车市
场，小型车会迎来新的春天。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 中国车
市 2.0 时代已经真真切切到来。
新时代、新需求、新变化，对于汽
车厂商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能
否把握时代潮流推出符合 80、90
后喜好的车型？ 能否针对理性需
求实施营销服务创新？ 能否赢得
消费者的二次购买？ 能否引领智
能化和低碳环保的潮流？ 这些都
关乎汽车厂家未来的兴衰沉浮。
一些有远见的厂商已经开始行
动，新生代骊威、新 POLO、新嘉
年华通过技术升级和营销创新重
新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这就是最
好的例证。

汽车消费 2.0时代下的中国车市透视

贫寒少年带“诗集”求助：我想上学
父母离异后6年无音讯，拿不出学杂费面临辍学 经本报帮助，学校同意全免学费

9月，学生陆续返校开始新学期的生活。而15岁的
房哲豪虽考上了长沙市第十九中学， 却因拿不出学杂
费面临辍学。

为完成求学梦想，他带着自己的“诗集”来到本报
求助。 在记者的帮助下， 长沙市十九中校长周艳红决
定，破例让孩子入学，全免学费。

“这是我写的诗，我
特别喜欢写诗， 我想要
继续读书。”9月6日，房
哲豪带着自己的“诗集”
来到本报求助。

房哲豪今年15岁，
株洲人。 今年夏天刚初
中毕业， 考上了长沙市
十九中， 高中三年可以
免除3000多元的学费，
只需再交2000多元的学
杂费。

然而 对房 哲豪 来
说， 求学路并没有因此
变得平坦。“我没钱交学
费， 我6年没见过爸妈
了。跟着爷爷奶奶过，奶
奶没钱了， 现在我身上
只有300多元低保的钱，
我想用来交学费。”房哲
豪脸上有不属于他这个
年纪的成熟。

原来，房哲豪10岁
那年，父母离异后都离

开了株洲老家，6年来
音讯全无，房哲豪由爷
爷奶奶一手带大，一家
三口靠低保生活。不久
前， 爷爷奶奶都病倒
了，实在拿不出钱供他
上学。

“我太想读书了，你
看， 这些都是我写的诗，
我以后想写更好的诗。”
房哲豪有点紧张地把自
己的“诗集”翻开，一页页
向我们展示。

奶奶想让房哲豪辍
学打工， 而他却想继续
读书。 在得知自己考入
了长沙市十九中后，房
哲豪瞒着爷爷奶奶，独
自一人来到长沙， 找到
本报求助。

“你们帮我再求求奶奶。”
为了征得爷爷奶奶的同意，9
月7日， 记者陪着房哲豪一起
回到了株洲老家。

几天前，房哲豪的爷爷奶
奶双双因生病住进医院。老旧
的房子里，唯一的电器是台闪
着雪花点的电视机，这还是前
两年一名好心的朋友捐助的。

回到家后， 房哲豪忙着打
扫房间。从小父母不在身边，爷
爷奶奶也体弱多病， 这6年来，
房哲豪包下了家中所有的家务
活，当记者提到离家6年的父母
时，房哲豪的眼睛湿润了。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
要我， 我连他们的照片都没
有，只有一张爸爸的寸照。”房
哲豪说，他努力学习，爱好演
讲、文学，经常参加各种活动，
文学作品也时有发表，希望总
有一天爸爸妈妈能看到他的
成绩。

房哲豪带着记者来到爷
爷奶奶住的医院，却停在门口
不敢进去。对他而言，亲情和
能改变命运的学业同等重要。

记者在病房里向房哲豪
的奶奶梁喜兰讲述了房哲豪
想要读书的愿望，希望得到奶
奶的支持。

“我也希望他长大成才，
可是没办法， 我知道对不起
他，但是没办法。我也不想让
他这么早打工，但我真的没办
法……”梁喜兰连着讲了几个
“没办法”， 终于说不下去，把
头靠向一边默默流泪。房哲豪
也走进病房，跪在地上陪奶奶
哭了起来。他说自己也知道并
不是爷爷奶奶不让他读书，只
是家里负担不起。

在记者的一再劝说下，奶
奶答应房哲豪来长沙读书，但
学杂费和生活费都要他自己
想办法。

得到奶奶支持的房哲豪如
释重负， 可一个15岁还在读书
的孩子， 去哪才能筹到这笔学
杂费呢？

随后，记者又陪着房哲豪来
到长沙市十九中，找到校长周艳
红，详细介绍了房哲豪的家庭情
况，房哲豪也拿出了自己历年来
所获得的奖状和诗集。

“他确实很优秀，家庭情况
也很特殊。 我们决定免除他的
学杂费， 给他一个入读的机
会。”周艳红当即表示，免除所
有费用，接受房哲豪入学。

面对这个入学机会， 房哲
豪非常珍惜，他说，入学之后，
他会通过勤工俭学的方式来赚
取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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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答应免学杂费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王智芳 张明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