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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豹魅力
“优雅”是对捷豹XE的第一

印象，流畅洒脱的车身线条，标
志性的J-Blade行车灯，延续家
族风格的格栅设计，捷豹XE看
起来就像是一头蓄势待发的猎
豹。低矮的车头设计更好地凸
显了线条的立体感，衬托出捷
豹XE霸气十足的前脸。发动机
盖上清晰利落的线条为整车创
造了紧凑强劲的外观，流线型
的车身、陡峭的倾斜式挡风玻
璃和突出的侧面线条彰显了专
属捷豹XE的轿跑式轮廓和运动
感。

坐进车内，“优雅”风格的
内饰更为XE增添魅力：高科技
面料与高级皮革，搭配双针缝
线，带来如同定制般的非凡感
受；缎面黑色铝材与原木饰板

更彰显了捷豹品牌纯手工打造
内饰的悠久传统与豪华特质。

惊艳赛道
作为运动轿跑，车辆性能

才是成败所在。采用了全铝智
能架构的XE，车身的75%以上采
用了铝材达到车身的轻量化，
能够实现更好的操控性、燃油
经济性及安全性。首次采用高
密度铝质单体壳打造的车身，
让XE成为同级车型中首款使用
该材质的车型。该材质不仅可
以打造坚固的车身，还可将车
身重量减少40％。轻量化坚固
车身结构和纵向后驱动力系统
是XE打造完美的起点。

捷豹XE搭载的发动机提供
两种排量，三种输出功率的不
同配置：其中2.0升涡轮增压发
动机具有200马力和240马力两

种输出功率调教，实现性能、精
细化和能效的完美结合；V6机
械增压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可达
340马力，其峰值扭矩为450牛
米，赋予了这头猛兽无与伦比
的加速及动力性能，0-96公里/
小时加速时间仅为4.9秒。搭
配8速自动变速器，在保留了适
当冲击感的同时，糅合了控制
感和机械质感，在踏上赛道的
瞬间点燃驾驶激情。

舒适驾乘
智能全铝结构的轻量化配

合机舱下的那颗澎湃心脏，让
捷豹XE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瞬态
反应速度。踩下油门的瞬息
间，便能感受到其强劲动力；全
铝智能架构所带来的更加轻快
的动态反应，使车身姿态在弯
中也能保持得很好。源自 F-

TYPE的双叉臂式前悬挂与集成
式多连杆后悬挂减震效果卓
越，面对路面的颠簸，悬挂系统
的响应动作快速连贯，既满足
XE对路感完美还原的精确操控
表现，又保证了舒适驾乘的需
要。

本次试驾活动的举办地天
马山赛道全长2.063公里，拥有
8个左弯6个右弯。完美的50：
50重量分配，使XE拥有优秀的
操作平衡，在弯前可以更加从
容自信。作为首款配备电动助
力转向系统与全路况自适应控
制系统的捷豹车型，XE拥有更
迅速的动态反应，强大的发动
机输出配合调校灵活的底盘，
令XE轻松征服弯道。精准的底
盘平衡和完美的高灵敏度驾驶
手感意味着每一公里道路对XE
而言都是一马平川。

“豹”风来袭 激情试驾捷豹XE

青年报 车键

本报讯 作为中国市场上
一款上市6年就劲销60万辆的
Honda全球战略车型而言，本次
全新锋范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
焦点。与上一代产品相比，它
又带来了哪些颠覆性变革？带
着这些疑问，笔者参与了9月在
苏州举办试驾活动。

全新锋范以“型格运动中
级车”（The MODE Sedan）为定
位，将当下国际时尚界流行的
MODE风格与Honda最先进汽车
技术进行了完美糅合。驻足全
新锋范前，其秉承 Honda“Ex-
citing H Design”的整体设计
理念，全新锋范飞翼式的前脸
与流线型保险杠，凸显凌厉和
饱满。车身侧面轮廓鲜明的刀
锋式双腰线与动感有力的翼子
板，让人感受到跃跃欲试的前
冲力。宽大俊朗的一体化拉阔
式尾部设计、钻石切割设计的
后尾组合灯以及切削工艺轮
毂，呈现出高级的质感。

全新锋范拥有超越同级的
丰富配置和高质感的细节，通

过分层悬浮式座舱设计打造出
极富未来感的驾控体验。多功
能方向盘、无钥匙进入系统、智
能屏互联系统、一键启动系统
等智能配置的搭载全面凸显了
科技感。另外先进的DA智能屏
互联系统，配合环绕高级音响
及全车降噪工程。

全新锋范整车长度达到
4450mm，对 比 老 款 增 加 了
28mm，轴距从 2550mm 增加为
2600mm，后 排 腿 部 空 间 提 升
60mm，膝部空间增加 70mm，让
后排乘坐更添舒适；而在车身
宽度不变的情况下，前排座席

肩部空间提升 40mm；拉高的 A
柱线条弧度则实现了更为宽敞
的前排头部空间，驾驶视野更
加开阔。此外，全新锋范行李
厢空间总容量达到了536L。值
得一提的是，全新锋范还拥有
同级别少有的后排出风口，营
造出贴心舒适的乘坐享受。

全新锋范搭载Honda 全新
Earth Dreams Technology（地
球 梦 科 技）引 擎 1.5L 直 喷
DOHC i-VTEC发动机，最大功率
达 96kW/6600rpm，最大扭矩为
155N·m/4600rpm，澎湃动力性能
远超同级。与此同时，全新锋范

采用高刚性轻量化车身，配以重
新调校后的运动底盘（新几何形
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高刚度H
型后扭力梁式悬挂）、低风阻车身
设计，能获得优异的响应性能及
操控稳定性，最小转弯半径仅5.3
米。试驾过程中，全新锋范先进
的动力系统带来畅快的加速感
受，与AT变速器不同，CVT让提速
更为流畅，毫无顿挫，而且也没有
了传统CVT的响应迟滞，让驾驶
乐趣倍增。此外，全新锋范转向
系统通过优化设计实现了快速响
应，直接反映驾驶者的意图。驾
驶时的畅快与动感，让人欲罢
不能。

在安全方面，全新锋范采
用了 Honda 全新一代 ACE 高级
兼容性车身结构，通过采用高
强度钢板材料和骨架结构的强
化，实现了高水准的碰撞安全
性能。同时，搭载了大量在同
级车型上少有的先进安全装
备，如 VSA 车辆稳定性控制系
统、HSA斜坡辅助系统、ESS紧急
刹车警示系统及侧气帘等，使
得全新锋范在主动安全方面也
体现出较高水准。

驾驭锋潮 试驾广汽本田全新锋范

垂马登陆上海

本报讯 车键 日前，由中国
金茂（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体
育发展总公司联合主办，新浪上
海联合承办，东风日产启辰晨风
鼎力支持的2015国际垂直马拉
松系列赛启辰晨风上海站暨陆家
嘴金融城楼宇登高节金茂大厦站
正式开战，来自上海乃至世界各
地的500名选手齐聚上海，和启
辰晨风一起锐意攀登，共同挑战
这座420.5米的中华第一楼。

作为今年赛事城市分站赛之
一的上海金茂大厦站，自启动参
赛报名通道，数天之内名额立即
爆满，足以显示出上海市民对垂
直登高这项新兴运动的热捧。此
中吸引的不仅仅是上海及全国各
地的垂马竞技爱好者，还有不少国
际垂直竞技选手。美籍精英选手
John Paul Mccarthy，曾参加马
来西亚铁人赛，冰岛雪地马拉松和
各种国际垂直跑比赛，成功征服过
上海IFC和香港ICC两座高楼。同
属实力强劲的精英选手，还有一位
刚在世锦赛男子马拉松赛中取得
骄人成绩，并在垂马北京金地中心
站男子组中获得亚军的李伟。中
外选手对决88层高的金茂大厦，
在高耸的建筑中互相追逐，享受垂
直竞技登顶后的畅快淋漓。

雪佛兰推动
中国少年足球热

本报讯 程元辉 9月13日
凌晨，英超最负盛名的“双红会”
对决在老特拉福德球场举行。
开赛前，在全球观众见证下，11
名球童与身着印有球童名字球衣
的曼联一线队员一同步入“梦剧
场”，并按照足球传统，接受曼联球
员们赠予的球衣。 这11名球童
全部由雪佛兰选送，其中包括两
名来自中国的足球少年。当晚，
在上海，第三届雪佛兰金领结足
球超级联赛正式宣布启动招募。

作为曼联全球的官方汽车
合作伙伴，近年来，雪佛兰以多
种方式在全球范围支持和推动
公众对足球的热爱。今年，雪佛
兰已连续第二年帮助来自世界
各地的足球少年在曼彻斯特完
成球童之梦，与曼联球员牵手步
入赛场的两位中国球童——8
岁的李金东和11岁的孙福羽还
在英国参加了曼联足球学校的
专业课程。同时，雪佛兰品牌于
2013年正式启动了雪佛兰金领
结足球联赛，如今已成功举办两
届，共覆盖全国46个省市，吸引
1171支球队参与报名，参赛人
数达到6658人，已成为国内颇
具影响力的业余足球赛事，众多
喜爱足球的年轻人在赛事中施
展了自己的才华和激情。

■资讯
作为有史以来捷豹

所打造的最轻盈、最坚
固、拥有最强空气动力
学的性能的一款车型，
无论从外观、气质还是
驾乘体验而言，捷豹
XE都是一款追求极致
完美的杰作。XE重新
定义了运动轿跑的概
念，成为同级车型中真
正的领跑者。日前，

“豹”风来袭·捷豹XE媒
体试驾会在上海天马山
赛车场举办，在赛道上
体验来自捷豹XE的速
度与激情。 青年报 程元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