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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成套改造
跨组合作上门走访

“阿姨好，我们是街道的。”爬
上嘎吱作响的木楼梯，郭松柳敲
响了曹杨一村 45 号一室的门。

“没空呀，老姆妈还在刷牙。”“那
我们等等，来忙忙侬。”一旁，郭泽
奋回应道。曹杨新村街道团工委
负责人郭松柳和街道网格中心工
作人员郭泽奋在逼仄的楼道里等
了5分钟，直到姜阿姨开了门。

一村里，签约率达100%的楼

栋都贴上了大红喜报，8-11号
楼更是创造了“曹杨最新改造速
度”，拉起了祝贺横幅。

收集民声民情
多走多听不怕麻烦

改造签约现场共分6个工作
组，郭松柳在6组，郭泽奋在4组，
这次对45号的上门走访，是跨组
合作。13平方米的一室户里，住
着姜爷叔和他94岁老母亲，红色
木地板打了蜡，屋内五斗橱、大橱
并排而立，房间虽小，但窗明几

净。白天，爷叔的姐姐姜阿姨会
来帮忙照顾老母亲。自1961年
搬来，老母亲从未离开过曹杨一
村。“我们不拖后腿，会签约的，老
姆妈只是想过完年再搬。”姜阿姨
是“直肠子”，一边给老姆妈喂蛋
白、酸奶，一边提出个要求：“晾衣
服不要装那种伸缩杆，就要这种
竹质的晾衣杆。”

“好的，我们记下了，到时候
都可以反映商量。”这是在街道
工作的郭松柳第一次长期驻扎
在社区。

无可否认的是，在购买汽车
时，“眼缘”是相当重要的选择因
素。在这一方面，两款车采取了
不同的设计思路。

新探界者是那个“要将硬朗
进行到底”的存在。新车采用雪
佛兰全新一代 SUV 家族设计语
言，硬朗程度要比改款前更上一
层。前脸承袭标志性的雪佛兰
家族式双格栅设计，但分体式
LED头灯组更加犀利，特别是狭
长的日行灯，配合前机盖的肌肉
特征线，透露出纯正的美式SUV
硬派作风。

内饰方面，新探界者延续了
雪佛兰飞翼式双座舱设计，全系
升级配备8吋多点触控彩色液晶

屏，提升了内饰的科技氛围。RS
系列专属设计也在一定程度上
增强了座舱运动时尚感。

奇骏的设计则更多是为功
能性让步。V-motion前脸辨识
度较高，但也正因如此，前脸不
得不采用大面积的镀铬装饰，配
合传统的大灯造型，就更显得保
守了。从侧面看，奇骏的设计也
以简洁为主，圆润内敛的设计很
难打动年轻人的心。

内饰方面，奇骏采用双色拼
接设计，相较于酷黑的新探界
者来说，居家氛围更加浓厚，但
如外观设计一样，挡把上的亮
色镀铬还是让人难免感到一丝
年代感。

雪佛兰新探界者对比日产奇骏

谁才是20万元级合资SUV的“全能硬汉”？

20 万元级别的合资 SUV 市

场可谓百花齐放，无论哪种需求

的消费者，似乎都能在这一细分

市场中找到自己的所爱。而在

这其中，雪佛兰探界者和日产奇

骏，就是两款不得不提的“全能

硬汉”型代表。

9 月底，探界者完成了中期

改款，新探界者以更加硬核的动

力、外观和智联表现示人；而奇

骏也刚刚在 8 月完成了年度改

款，智联方面同样也有所升级。

那么这两款“硬汉”代表，究竟表

现如何？让我们通过对比来一

探究竟。

曹杨一村一工区成套改造项目仅一个月签约率达85%

首个工人新村收到特别“生日礼”

9 月 29 日，曹杨新
村街道各科室5位青年
下沉到曹杨一村一工区，
对15栋楼共411户居民
开展旧住房成套改造签
约工作。如今正好一个
月，签约率已达 85%。
这也是给明年过70岁生
日的曹杨新村最好的“生
日礼”。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改进说话艺术
“你好，我是成套办工作人

员，想跟你聊聊改造签约的事。”

刚来基地，郭松柳的开场白既程

序化又没感情。“小郭，你这样居

民不会签约的。”工作组里的“老

法师”事后点拨了她。于是，她

渐渐学会了拉家常，“爷叔，在烧

饭啊，红烧肉很香啊。”

另一个瓶颈也时常困扰着

郭松柳。“我不想签，我一辈子住

在这里，住得很好的。”往往居民

的一句话，让她准备的一大段话

憋回了肚里。多跑几家后，郭松

柳就发现，一般说这话的居民，

背后可能有难言之隐。青年要

有“钻牛角尖”的精神，一定要坚

持问到底，问出困难后才能有的

放矢帮忙解决。

用真情换真心
“你们知道伐，我这个地板

用了 30 多年还很好，要改造可

以，要对地板做补偿。”虽然把家

安置在了桃浦，面对一村的房

子，李伯伯的这番话一时让工作

组傻了眼。郭松柳跟着工作组

“老法师”四次前往李伯伯家中，

渐渐知道了李伯伯有个患癌症

住院的老伴，知道了他儿子时常

忙于工作，但每次长聊后，老伯都

没松口签约。“其实你们一点都不

关心我。”又一次上门后，老伯不

高兴了，一度连电话都不接。

重阳节前一天，郭松柳和组

员再次上门，这一次大家像家人

一样围坐在客厅的桌边，虽然脖

子上戴着成套办工作证，但对签

约只字未提，他们倾听老人回忆

往昔。老人触景生情流泪，他们

跟着抹眼泪，老人说到开心处，

脸上皱纹舒展了，他们也欣慰地

笑。等第二日重阳节，郭松柳提

着重阳糕上门后，老人收下了重

阳糕，也签了约。

学会总结经验
在街道和大数据打交道的

郭泽奋来到一村后，虽然每天只

在一村里转悠，但步数不知不觉

都能刷到1.5万步。

郭泽奋还总结了“听风、追

风、破风”工作三部曲。听风者，

先了解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追

风者，了解情况后，结合自己的

科室特点，看能解决什么问题就

帮忙解决；破风者，遇到的确不

愿签约的居民，从细节入手，努

力耐心沟通，最终顺利签约。

社区青年在“串门”中成长

总体而言，对于20万元级
别的合资 SUV 市场，两者都是
当之无愧的“顶流硬汉”。但
相比较而言，中期改款后的新
探界者，无论在外观还是动力

性能上都能给消费者带来原
汁原味的美式 SUV 驾乘体验，
配置和可靠性方面也更能满
足我们的期待，是更加值得信
赖的选择。

在配置方面，安全是车主
们首先考虑的部分。两车都配
备了主副驾安全气囊、前排侧
气帘和前后排头部气囊，但相
比而言，新探界者多出四轮独
立胎压数显功能，察看更加直
观。同时，新探界者还配备了
全车安全带未系提醒，安全性
更高，而奇骏仅支持前排提
醒。此外，两车的智能驾驶辅
助系统都达到了同级领先的水
准，诸如ACC、LKA等功能都没有
缺席，值得好评。

另外着重要提及的是智能
化配置。两车都配备了尺寸不
小的中控屏，新探界者搭载全新

一代 MyLink +智能车载互联系
统，该系统支持Apple CarPlay、
百度CarLife、蓝牙等多种连接
方式，还内置丰富的车载APP，并
提供OTA远程在线升级、个性账
户、微信组队等便捷功能。并
且，语音控制系统后续还将升级
为可支持连续对话的升级版科
大讯飞智能语音识别功能，识别
速度和准确度均大幅提升。

奇 骏 则 搭 载 有 Nissan
Connect智联系统，同样具备丰
富功能。但遗憾的是，这块屏
幕并不支持CarPlay或CarLife，
对于用惯了手机映射的人们来
说，就不那么友好了。

动力方面，两车显然也选用
了不同的动力策略。

首先要说的是新探界者的
动力组合。我们目前对比的这
台 RS 车 型 ，搭 载 由 第 八 代
Ecotec2.0T 智能变缸涡轮发动
机与 9 速 HYDRAMATIC 手自一体
变速箱组成的雪佛兰 2T9 动力
组合，这一套动力总成既保证了
动力性能，又兼顾了换挡平顺，
同时在节能方面也表现不俗，强
劲且高效的表现早已在雪佛兰
开拓者和全新迈锐宝XL上得到
验证。

奇骏的动力则彰显了日产
的坚守。搭载2.5L自然吸气发
动机，匹配模拟7速的CVT变速
箱，其最大功率133kW，最大扭矩
239N·m，受限于 CVT 变速箱特
性，峰值扭矩只有在4000rpm时
才会到达。这样的一套动力总
成百公里加速需要 11.5 秒，油
耗竟然达到7.6L，比涡轮增压的
新探界者要高。此外，奇骏的这
套动力总成已经服役多年，按说
应当比较可靠，可其故障率还是
相对较高。在这一方面，探界者
的动力总成可靠性更好。

设计思路：美式硬派与运动科技的风格

动力较量：变缸涡轮与自然吸气的抉择

配置对比：手机联动使驾乘更舒心便捷

小结

社区青年一直在推进旧房改造工作。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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