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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 孙臣

本报讯 2008年，上海大众
汽车推出了朗逸车型，Lavida品
牌以精湛的德系制造工艺和丰
富的产品配置，赢得了消费者
的广泛认同。今年月均4万辆
的成绩，足以证明朗逸在中国
A 级车市场的成功。而随着
Lavida 家族的升级换代，朗逸
也迎来了全新一代产品。全
新朗逸在外观和内饰上经过
全新设计，并加入了新的车身
和内饰颜色选择，更加年轻动
感；同时在配置上也实现了全
面升级。

作为一款专为中国市场打
造的车型，朗逸的外形一直是
迎合国内消费者口味的典范。
虽然此次全新朗逸相比老款车
型在外观方面并没有太大改
变，但走近观察则能发现诸多
不同。全新朗逸的前脸升级是
它的亮点所在。标志性的水平
横向进气格栅比例相应增大，
发动机盖采用了4条筋线设计，
与中网相辅相成，整体感觉更
显锐利，横向的扩张力得到进
一步加强。全新设计的鹰眼双
飞翼式前大灯拥有犀利的外形
轮廓，灯腔内的结构更具三维
立体感，LED 日间行车灯亮起

时，U形的灯组设计更是夺人眼
球。尾部设计也充满张力。此
外，全新朗逸新增了全新17英
寸铝合金轮毂，而锐雅红、绅雅
灰和风雅金等7种车身色彩也
是个性十足。

在内饰上，全新朗逸的变
化也满足了用户的个性选择。
全新朗逸提供了黑色、棕色和
米色三套新颖的配色、方案，尤
其是全新米色内饰采用上面棕
色下面米色的拼接设计，更显
高端舒适。全新的充满运动气
息的平底三幅式方向盘充分体
现了人机工程学原理，操控更
加便捷顺畅。横向双色装饰条
贯穿左右面板，将中控台从视
觉上分割为上下两个部分，打
造出更富层次感的宽敞驾驶空
间。全新朗逸新增的LED日间
行车灯、10处车内氛围灯、6向
电动调节驾驶员座椅与手套箱
风冷功能等贴心配置，凸显品
位的同时也营造了良好的驾乘
氛围；Mirrorlink 手机映射功
能则可以在中控台显示屏上执
行如收发短信、拨打电话、播放
音乐等手机上的所有操作，轻
松实现人机互动，带来了更为
人性化的驾乘体验。

此 次 全 新 朗 逸 配 备 了
EA211全铝环保1.6L发动机和

1.4T 涡轮增压发动机两款动
力，并搭配7速双离合变速箱。
笔者试驾的1.4T版本采用了上
海大众全新的排量命名，搭载
1.4T 发 动 机 车 型 的 尾 标 为
230TSI。它搭载的EA211发动
机最大功率 131 马力（96kW）/
5000rpm，最大扭矩 225 牛·米/
1400-3500rpm。

在试驾中，EA211发动机
在绝大部分时候都可以展现出
充足的动力储备，深踩一下油
门让车速尽快提升，虽然最大
扭 矩 爆 发 的 标 称 值 仅 为
1400rpm，但实际感受上2000-
3500rpm才是最强大的爆发点，
而如果挂入S挡，DSG变速箱源
源不断的动力甚至可以一直延
续至120km/h以上。

可以说，全新朗逸是一款
很好上手的车型，它配备的全
新ESP车身动态稳定系统、定速
巡航、MKB连续碰撞制动功能、
弯道辅助照明等智能科技，让
驾驶更加便捷自如。全系标配
的RKA智能胎压检测系统、HHC
坡道起步辅助系统、EPS电子助
力转向系统等辅助系统，为安
全出行保驾护航。而全新朗逸
拥有的时尚动感造型、经典卓
越的品质必将成为国内消费者
值得信赖的生活座驾。

青年报 车键

本报讯 今年 12 月 2 日是
第四个全国交通安全日，电装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呼吁社会
各界共同关注儿童交通安全。

由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
究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合作编写的《中国儿童道路交
通伤害状况研究报告》中有这样
一组数据：2013年，全国涉及儿
童道路安全事故共计19620起，
导致儿童死亡的事故3749起。

儿童道路交通安全需要全社会
的共同关注。

因此，在交通安全日当天，
电装联合上海闵行区金都派出
所所在辖区内的鑫都小学开展
了生动有趣的交通安全知识讲
座，由电装的员工充当志愿者教
孩子们如何正确走斑马线、过马
路。讲座后，电装赠送孩子们有
助于在夜间被识别的反光钥匙
链。放学时，志愿者们还在学校
路口协助车辆疏通，保护学生安
全穿过马路。

安全日“电装”教孩子过马路

Lavida家族升级 试驾全新朗逸

青年报 车键

本报讯 日前，“理想志前行
——红旗H7城市驾享汇”上海
站在博大汽车公园举行。据了
解，“理想志前行 红旗H7城市驾
享汇”是一汽红旗自2014年在
全国开始举行的高端系列试驾
活动。

红旗H7是在红旗H平台下
开发的我国首款自主C级车，拥
有世界领先的产品性能和品质，
从概念设计到工程设计全过程
自主开发，代表了中国汽车制造
业的最新高度。红旗H7搭载全
自主研发的高效能全铝发动机，
前置后驱的驱动模式，为理想征
程注入强劲动力；高强度车身，8

安全气囊，更有道路偏离预警、
主动巡航、主动夜视系统，以欧
洲五星安全标准，全力保障进取
之路。

“红旗H7城市驾享汇”活动
在上海的开展，为广大用户带来
了全方位的品牌感知与驾乘体
验，增加了客户对品牌的了解和
信任，为市场拓展打下基础。

红旗H7城市驾享汇在沪开演

青年报 车键

本报讯 近日，斯巴鲁汽车
（中国）有限公司以“安心 安全”
为主题在广东肇庆国际赛车场
举办了品牌体验试驾会。在本
次试驾活动中，斯巴鲁向来自全
国的汽车媒体人员诠释了自身
品牌在数十年发展过程中，在技
术、理念等方面历经钻研与创新

所实现的“全方位安全”。
在车辆启动之前，以缜密

设计消除诱发事故的因素；在
车辆行驶中，保持精准操控以
躲避危险；在车辆应对不同行
驶状况时，通过各种汽车技术
提前预知以避免危险发生；在
碰撞无可避免时给驾乘者以最
大限度的保护。

“全方位安全“是斯巴鲁在

多年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追求
技术进步和理念进化而实现的
汽车设计制造成果。在本次试
驾过程中，斯巴鲁旗下以全新
Legacy力狮和新款Outback傲虎
为代表实现了“全方位安全”的
车型，再次展现出以高行驶性
能、高安全性能和高性价比来守
护每一位使用者“安心 安全”地
享受驾驶乐趣的实力所在。

斯巴鲁举办品牌试驾会

青年报 程元辉

本报讯 日前，保时捷宣布
新培训中心落户上海外高桥。
这座设施一流的双层建筑拥
有深黑色的外衣与利落的棱
角，突显出强烈的保时捷设计
基因。独特的“斜面屋顶”设
计灵感源自位于斯图加特祖
文豪森的“Werk 1”工厂。

巨大的中庭面积接近一个
正规的足球场大小，来此培训
的学员能从大楼内部的各个角
落透过无处不在的落地窗一眼
望见中庭里那些熠熠生辉的保
时捷跑车。事实上，在这座培训
中心里的每一个地方，都能感受
到保时捷的品牌理念。

这座全新的保时捷中心建
筑面积约18，125平方米，整合
了超大面积的展厅和设备齐全
的售后服务中心，成为保时捷中
国发展历程中的又一个里程
碑。豪华的展厅结合数字化元
素，可展示近27台保时捷跑车，
同时拥有保时捷专属精装配件
及车主精品展示区，可满足客户
全方位的个性定制需求，打造独
一无二的保时捷座驾。

保时捷培训中心落户外高桥

■资讯

青年报 程元辉

本报讯 日前，2015年长安
福特·中超联赛 青少年足球发
展项目——未来之星杯总决赛
在广州圆满收官，共有来自全国
7座城市的15支队伍进入决赛
环节，经过为期两天的激烈角
逐，最终由广州富力足球队和上
海申鑫足球队分别夺得小学组
和初中组冠军。

在北京国安、长春亚泰、广
州富力、杭州绿城、山东鲁能、上
海申鑫、江苏舜天共7家俱乐部
的鼎力支持下，2015长安福特·
中超联赛 未来之星杯青少年足
球选拔赛在去年的基础上将覆
盖范围扩大到 7 座城市，共有
150所中小学校的2700余名青
少年球员参与比赛。15支队伍
通过为期数月的区域选拔赛和
层层角逐，最终站上了总决赛的

绿茵场。
除争夺小学组和初中组冠

军以外，本届比赛承袭去年的赛
事规则，由金志扬指导继续担任
本届赛事精英球员选拔总评审，
率领专业评审组共选拔出比赛
中表现出色的 28 名精英小球
员，与网络海选出来的2名小球
员，共同组建成“长安福特未来
之星队”，将于2016年赴海外进
行足球训练与交流。

活动当天，雷腾龙、杜震宇、
程月磊、卢琳、罗竞、杨笑天、韩
鹏、杨家威等来自7家中超俱乐
部的明星球员还与小球员一起
进行了一场趣味横生的技巧挑
战赛，并在赛后的颁奖仪式上勉
励小球员为足球梦想而拼搏。
此外，本次活动还特别邀请到了
来自青海果洛地区的青少年足
球队，与其他几支晋级队伍同场
竞技。

未来之星杯足球赛圆满收官
长安福特助青少年足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