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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或于年底上市，陆风荣曜给你意想不到的高能惊喜
随着SUV市场的竞争日趋白

热化，众多车企也是使出了浑身
解数，力争推出更完美的产品满
足细分化的市场需求。陆风汽
车，一家专注于高性能SUV的中
国车企。近日，官方信息透露，
其又一款旗舰车型：陆风荣曜将
于年底上市。
性能卓越，延续陆风家族基因

陆风荣曜采用了江铃控股
全新CSPA舒适可拓展高性能平
台，整车的轻量化水平达到了国
内先进水准。我们知道在赛车
领域，轻量化是提升性能的核心
要素，有了CSPA平台，陆风荣曜

在轻量化方面迈上了一个大台
阶。拥有好平台之后，为了进一
步提升性能，陆风荣曜在动力匹
配上也下了很多功夫。

它搭载上了江铃控股旗下
拥有福特技术的 1.5GTDI 发动
机 ，这 套 发 动 机 最 大 功 率
120kW，最大扭距 250Nm。与之
匹配的是来自格特拉克的 7 速
双离合器变速箱。这套动力总
成堪称主流配置，不仅稳定性、
平顺性优佳，还可以满足消费者
对于SUV车型爆发力、加速性能
的追求。

此外，为了让陆风荣曜更具

操控感和行驶品质，陆风联手国
际一流底盘调校团队——英国
米拉，对陆风荣曜进行了专业的
底盘调校，使得这辆车在激烈驾
驶情况例如极速过弯、紧急变线
等状态时，可以很好地保持车身
姿态的稳定。

智者大成，开启智慧车生活
随着互联网+趋势的愈演愈

烈，消费者在车型智能化方面有
着越来越高的要求。对于这点，
陆风荣曜也交出了一份不错的
答卷。陆风荣曜搭载了歌来2.0
（glory）智联系统，这套系统集合
了智能驾驶辅助、智能座舱享受
以及智能车联网体验等多项功
能，全方位提升了车辆的智能化
水准。
颜值至上，打造专属形象

一辆车的外观往往会决定消
费者的购买决策。为此，陆风汽车
与 意 大 利 知 名 设 计 公 司 GFG
Style联手完成陆风荣曜的设计。
GFG Style是由Giorgetto和其儿

子Fabrizio Giugiaro创立的全球
知名汽车设计公司，Giorgetto曾
担纲保时捷、阿尔法罗密欧等多个
品牌经典车型的设计师。陆风荣
曜前脸的点阵式六边形格栅、分体
式全LED大灯，在细节之处彰显了
大师的功力。

对于现在的购车者而言，性
能卓越、智能网联、颜值出众，是
对于一辆车型的基本需求，显
然，陆风荣曜在这几方面表现都
不错。从官方曝光的信息来看，
它在关乎驾乘舒适性的空间方
面，以及用车成本的经济性方面
都具备越级优势，基于此，我们
有理由相信陆风荣曜上市后会
有出色的市场表现。

长安马自达高速公路免费关怀活动即将开启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一年

一度的国庆假期即将来临，长
安马自达 2019“驭马驿站”也
如约而至，10 月 1—7 日期间
在全国 10 个主要高速公路服
务区开展免费关怀活动，为开

启“度假模式”的全国长安马
自达车友们送上一份安全保障
和温馨的关怀！

在售后服务领域，长安马
自达始终坚定践行“用户+”
思维，以“全生命周期客户关

怀”理念回馈用户，不断探索
新 的 服 务 形 式 ，始 终 将 车 主
放 在 首 位 ，让 长 马 车 主 感 受
到长安马自达无微不至的呵
护。

千呼万唤始出来,Brother固定资产软件火热上线！
近来，固定资产软件化管理

已成为发展趋势，Brother作为标
识行业的企业，研发了 Brother
专属管理软件。

过去，固定资产管理基本采
用手工数据记录和手写普通纸
质标签。现在，Brother 推出了

“PC端+移动端”整体固定资产管
理解决方案，可方便、高效解决
问题。

用户通过PC端软件将固定
资产数据导入系统，配合Broth-
er PT-P700系列（PT-P700、PT-
P750W、PT- P710BT）或 者 PT-

P900 系 列 机 型（PT- P900、PT-
P900W、PT-P950NW），打印固定资
产标签。

盘点时，使用手机端App（仅
限Android 系统）将数据同步到
手机，通过手机扫描各个资产上
的标签条码进行固定资产盘
点。最后同步到PC端，即可在PC
端软件看到固定资产盘点状
态。同时，Brother TZe覆膜标签
拥有的六大特性，能够有效保护
字迹不被“摧残”、防止标签脱
落。即日起可登录兄弟(中国)官
方网站，下载软件！

长安马自达秋季服务活动如期而至
秋季将临，长安马自达季节服

务活动也如期而至。2019年9月
16日—2019年10月31日期间，
长安马自达客户莅临线下门店即
可享受季节性检查、蓄电池优惠、

保养套餐复购优惠等多项服务！
惠动金秋，驭马常伴，秉承

“全生命周期客户关怀”理念，长
安马自达始终坚持以贴心的售
后服务助力车主实现更精彩的

拥车生活。计划在秋日出游的
用户朋友们，尽快带上您的爱车
前往长安马自达线下门店，为您
的爱车进行一次“元气满满”的
秋日保养吧！

广告

“雕琢的玉石”
未来还有两个建设阶段

昨日一早，青年报记者赶到位于
浦东新区合欢路300号的上海图书馆
东馆建设现场，看到这栋高大的建筑
已经拔地而起，雏形毕现。上海图书
馆东馆位于迎春路、合欢路、锦绣路与
世纪公园围合的一片树林之中，因为
整体建筑上大下小，如一块玉石，所以
也被称为“森林中正在雕琢的玉石”。

上海图书馆东馆是2017年9月
开工建设的，到现在正好两年。记者
了解到，这建筑占地面积3.95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高度
50米，地上7层，地下2层，是在浦东
花木地区的一栋十分别致的建筑。
建设方上海四建的项目经理张永陟
告诉记者，上海图书馆东馆建筑主体
钢结构封顶意味着建设即将进入新
的阶段。接下来还有两个大的阶段
需要跨越。第一是玻璃幕墙建设。
上图东馆的每一块玻璃幕墙都有

1.55米长，4.2米宽，单块玻璃这么大
的在国内都十分少见。当然，因为整
体建筑是上大下小，四周四面都呈斜
坡状，这也给玻璃幕墙的安装增加了
难度。第二是内部精装修。所有的
建设工程将在明年下半年结束，以确
保后年能够对外试运行。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上海图书馆
从来都是上海的知识殿堂，而上海图
书馆东馆的建设也体现了最前沿的高
科技。比如外立面的玻璃都是采用最
先进的3D彩釉打印技术来呈现不同
层次的透明度，就像大理石石材表面
自然变化的肌理。建筑内错层贯通的
采光中庭使用全环绕木色格栅，气势
博大开放，4大核心筒和28根支柱均
采用饰面清水混凝土，感受温润亲和。

东馆的建筑
是上海图书馆最重要的藏品

在接受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上海
图书馆馆长陈超表示，从目前来看，上
海图书馆东馆的建设还是比较顺利

的，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陈超说，
上海图书馆有很多的馆藏，但东馆的
建筑是上海图书馆最重要的藏品。

图书馆建筑是硬件，而硬件的发
展必然推动软件的提升，这也是上海
图书馆东馆备受读者期待的原因。
在陈超眼里，未来的上海图书馆东馆
将成为一个激扬智慧、交流创新、共
享包容的“知识交流共同体”，一个市
民乐享其中的“书房、客厅、工作室”，
一个培育提升广大读者人文涵养、艺
术修养、信息素养、科学精神和创新意
识的公共空间；一个集图书文献信息
资源、科技创新研发资源、社科智库研
究资源、上海地情研究资源为一体的

“互联网+”时代全媒体复合型图书馆；
将凸显“阅读文化中心、知识交流中心、
决策咨询智库、技术体验中心、国际交
流平台”等五大功能。

未来，上海图书馆东馆会凸显馆
藏特色、创新知识服务方式，大力推
广全民阅读，将成为和市民同呼吸共
命运的知识圣殿。

全球首个国际乒乓
文化节将在沪亮相

本报讯 记者 钟雷 说起中国的
“国球”，乒乓球是很多人的第一答
案。有人开玩笑说，在中国，随便拉
一个路人都可能是个乒乓球好手，乒
乓文化也渗透进人们生活的点滴。
正值全国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纪念之际，首届上海国
际乒乓文化节将于9月25日-10月3
日期间在位于上海浦西世博园区的
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博物馆和中国乒
乓球博物馆（以下简称“乒博馆）进
行。届时，广大球迷们可以通过观赏
文艺表演、参与趣味对抗赛等方式近
距离触电乒乓文化。

本届上海国际乒乓文化节由中
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上海
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体育局进行学
术指导，上海体育学院主办，国际乒
联博物馆·中国乒乓球博物馆承办，
文化节由中国最具国际视野的北京
柒零柒恩剧团有限公司“爱丁堡前沿
剧展”策展团队整体策展。本届上海
国际乒乓文化节是中国乃至全球首
个国际乒乓文化节。

记者从主办方获悉，在上海国际
乒乓文化节期间，每天现场将循环表
演《乒乓音符》《一起乒乓舞》《逆向乒
乓赛》《电音乒乓》《乒乓冥想曲》等五
场文艺演出，演出团队由国际知名的
艺术家组成。这些由策展机构在全
世界范围内精选的与乒乓有关的艺
术表演作品，中西合壁的艺术家们用
他们天才的想象力，发掘乒乓运动的
艺术之美。

热爱乒乓球历史的球迷们，还可
以在此次文化节期间一睹百位乒乓
冠军的手模。据悉，为了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容国团

“首冠”60周年，乒博馆特别举办“爱’
乒’才会赢——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容国团生平事迹暨百位
乒乓冠军手模、剪纸艺术展”。

希望在文化节期间大展身手的
球迷们也将有用武之地，乒乓文化节
中，现场将设有mini乒乓对抗赛、小
小镜面对抗赛、高网乒乓对抗、圆筒
乒乓对抗、掂掂球挑战五大乒乓趣味
挑战，实力过硬的球迷还有机会收获
神秘奖品。

昨日上午9点28分，上
海图书馆东馆宣布主体钢结
构封顶。至此，这栋被称为

“森林中正在雕琢的玉石”的
建筑即将进入建设的新阶
段。青年报记者了解到，上
图东馆将于明年下半年竣
工，后年试运行。

青年报记者 郦亮

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东馆主体钢结构完成封顶东馆主体钢结构完成封顶

““森林森林中中的玉的玉石石””
预计明年竣工

▲上海图
书馆东馆雏形
已现。

青年报记
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