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佛兰科鲁兹
掀背车正式上市

9 月 10 日 ， 备受市场期待的
雪佛兰科鲁兹掀背车在上海正式
宣布上市，共推出 1.6 手动豪华版、
1.6 自动豪华版和 1.6T 自动旗舰
版三种不同配置的车型，并有 6 种
车身颜色可供选择，官方指导价为
11.59 万元 -14.99 万元，新增 1.6L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全新 6 速手自
一体变速箱的动力组合属首次引
入科鲁兹车型。

发布会上，上海通用汽车总经
理王晓秋表示：“科鲁兹掀背车凭
借同级首创的欧式跨界设计、灵活
实用的超大承载空间，以及 1.6L 涡
轮增压发动机与全新 6 速手自一
体变速箱的动力组合，为时下年轻
人带来更多个性化的用车体验，表
现科鲁兹掀背车年轻新潮的生活
态度。”

外观方面，科鲁兹掀背车采用
同级首创的欧式跨界设计，突破传
统两厢车的直角设计风格，用兼顾
美学与实用的“黄金 40 度弧线”，
勾勒出速度感十足的掀背造型。简
洁明快的车顶线、 干净利落的肩
线，以及动感上扬的腰线，让整车
外观更加立体充满张力，呈现出如
跑车般的设计美感。

动力方面，科鲁兹掀背车搭载
1.6L 自然吸气发动机和 1.6L 涡轮
增压发动机。专为科鲁兹掀背车配
备的 1.6L 涡轮增压发动机与全新
6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动力组合，
带来更为强劲而又平顺的驾驶体
验。Ecotec�1.6L 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达 135�kW， 升功率达
84.4� kW/L， 可以在 2000 转至
5600 转的超宽区间持续输出 235�
Nm 最大扭矩， 令车辆在起步、提
速、中段加速、高速行驶再加速等
各个阶段都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
力。 ■江云

9 月 13 日，“纵享畅快
尽在此刻———全新 RAV4�
360°全体验” 深圳站活动
在香蜜湖试驾中心盛大举
行。在城市模拟、性能对比以
及静态对比三大体验区内，
记者全面感受了全新 RAV4
“安心”与“舒适”的造车哲
学， 畅享了全新 RAV4“突
破，领悟全新境界”的魅力。

在模拟城市路况的快速
出发、通畅道路等环节，全新
RAV4 搭 载 的 2.5L 双
VVT-I 发动机与 6AT 手自
一体变速器灵活协作， 带来
了比同级及旧款车型更快的
起步速度与更平顺的加速，
并实现了更省油与更低排放
的目 标 。 而 全新 2.0L 双
VVT-I 发动机与 S-CVT
超智能无级变速器的黄金搭
配， 则将发动机的每一分潜

力发挥到极致， 带来顺畅有力、
毫无顿挫感的驾乘体验。当切换
至 M 挡时，全新 RAV4 实现了
7 个速比连续变速模式，运动感
十足。

在过街天桥环节， 搭载的
HAC+DAC 上下坡辅助控制系
统为全新 RAV4 带来了镇定自
如的上下坡表现，全新的悬挂系
统也让整车在翻越障碍、应对复
杂路况时保持了堪比轿车的舒
适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新
RAV4 搭载了动态扭矩分配控
制 4WD 系统，该系统可根据传
感器发出的信息，预先将扭矩分
配至后轮， 从而提升抓地性，在
干燥、泥泞、易打滑等各类路面
都能实现优良的操控性能，保持
预期的驾驶路线。如果想要在下
雨天出去撒点野， 全新 RAV4
强大的越野通过性毫无压力。

■张琳

它的名字你或许很陌
生， 它的家庭背景或许让你
觉得有些混乱， 但这些丝毫
不会影响你对它的好感。它，
就是 DS5， 长安标致雪铁龙
的“长女”，让人过目难忘的
“女神”。日前，在深圳记者对
这款即将上市的新车进行了
为期一天的试驾。 尽管接触
时间不长， 但它的美， 它的
好， 已深深印在了记者的脑
海里。

DS5 的外形设计融合了
Coupe 跑车、旅行车和猎装
车等元素的“混搭”，线条抽
象、前卫，让人过目难忘。打
开车门，坐进驾驶室，它广阔
的视野让你觉得自己正置身
跑车之中， 加上机舱般多的

按键， 会有一种穿越的错
觉———太具科技感了。

如果你以为它的科技
感仅仅限于外形， 那就错
了。 全新 DS5拥有大量智
能配置， 都是先进的科技
植入。试驾当天，记者感触
比较深的是它的车道偏离
警示系统， 在车子时速超
过 60 公里的时候，如果你
走神了， 让车子偏离了正
常车道， 它会通过座椅震
动提醒。

特别让我惊喜的是全
新 DS5的动力表现。 之前
对这款 1.6T 车型并不抱
太大希望， 但是试驾感受
是：它才是真正的小钢炮，
在转速不过 1500 的情况

下， 就能够做到高效提速。这
都有赖于它的发动机。据说这
款 THP200 发动机，由标致雪
铁龙与宝马共同开发，集结了
小排量、 大动力的两大优点。
有了强劲心脏，当然不用担心
没有激情和速度。

当然，“女神”也有不完美
的地方。首先是空间，轿跑的
设计让其后排空间不是特别
宽裕；其次，它的悬挂较硬，山
道过弯时会有明显的颠簸感，
舒适度有待提高。但是，这些
小缺点在它迷人外形的遮盖
下，显得不足为奇，至少，像记
者这样的“外貌控”还是难以
抑制住对它的喜爱。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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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蒙迪欧
长沙品鉴试驾会落幕

别致有趣的赛道、优雅而科技
感十足的靓车……9月 15日，一场
别开生面的品鉴试驾会在长沙拉
开帷幕。

这 是 长 安 福 特 长 沙 经 销
商———湖南华隆、湖南力天、湖南华
达、 湖南力天福驻 4家公司为刚上
市不久的新蒙迪欧特别准备的试
驾活动。当天，数十名福特发烧友
在现场与当天活动的主角———新
蒙迪欧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深度
领略了这款车的超凡魅力。

此次试驾会设置了三个试驾
项目，分别是完美旅程、十面埋伏、
丛林奇兵， 试驾项目专业性非常
强， 对试驾车的要求非常苛刻。从
弯道车身的平稳、 操控的灵活自
如、百米加速、ECS 车身稳定系统、
ABS防抱死等等不同的测试项目，
全方位地证明了新蒙迪欧智能科
技的强大。

目前，新蒙迪欧的品鉴试驾会
已落下帷幕。对这款车感兴趣但是
没能赶上活动的车友不妨前往就
近的福特经销商处申请试驾。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宇慧

冷艳女神也有如火激情
———深圳试驾 DS5

全新RAV4“360°全体验”驾临深圳

DS5 是一辆近乎完美
的车。

优点：外形优美，动力
强劲；

不足： 空间不算宽裕，
舒适度有待提高。

试驾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