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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圣诞、元旦、春节接踵而至，辛苦
了一年的爱车一族拥有了大把假期， 早有
购车念头的会选择此时出手， 有些还制定
了“节日完美购车”计划：选车、试车、品车、
玩车，一个都不能少。 值得提醒的是，世上
本无完美，制定“完美计划”前先考虑清楚
自己最在意什么，才会收获更多快乐。而对
于钟情于驾驶乐趣的人来说， 今天推荐的
Mazda3 星骋不可错过。

节日购车“三部曲”之选车
A 级、B 级、SUV，三厢、两厢 、旅行版

……眼下市场上的各种新车型让本来简单
的选车变得格外艰难。其实，每一款车型都
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也都有相对的不足，
选什么车型完全看自己的需求和喜好。 而
纵观各种车型，能够最好兼顾代步、玩车、
性价比等需求的无疑当属 A 级车。 其中，
新近上市的 Mazda3 星骋定位于 A 级中高
端，涵盖了三厢轿车版和两厢掀背版，可以
说是目前市场上为数不多兼顾三厢、 两厢
的全新 A 级车品牌。

有 “新运动美学领军座驾 ” 之称的
Mazda3 星骋，延续了上一代车型风靡全球
的市场表现 ， 海外销量两年即突破 100
万， 成为马自达新一代产品系列的中坚。
而除了秉承超越同级车的优异操控性能，
纯粹唯美、“马自达风格”十足的运动造型
可以说是很多车主选择 Mazda3 星骋的主
要因素。 的确，全新的微笑前脸造型和柳
叶形头灯组合让 Mazda3 星骋看上去很具
张力，同级车罕有的头灯透镜更让“双眼”
炯炯有神 ；车身侧面 ，突出的棱线与宽厚
的轮眉以及凌厉的腰、裙线条给视觉增加
了层次感；与头灯犀利风格相呼应的尾灯
组衬托出动感十足的尾部造型 ， 总体看
来，Mazda3 星骋融入了更多夸张激进的设
计元素，目的当然是迎合更具个性更年轻
化的审美取向。 选车建议：Mazda3 星骋三
厢轿车款比例协调 、彰显大气 ，两厢掀背
款运动感十足、 后排空间组合灵活多变，
且都有 2.0L 和 1.6L 排量车款， 可视自己
需求和喜爱选择。

节日购车“三部曲”之试车
选定好车型后，一定要亲身试驾一番，

对于主打运动的车型来说，车辆的加速、转

向、 刹车等性能都是非常重要
的体验点，试驾 Mazda3 星骋时
可仔细感受油门的响应、 换挡
手感、转向特性、车身整体感及
制动灵敏性。 值得一提的是，
Mazda3 星骋的 2.0L 和 1.6L 自
然吸气发动机技术成熟度高、
小毛病少，维护成本相对低，在
马自达独有的 S-VT （顺序气门正时系
统）、VIS（可变进气歧管系统）、电子控制节
气阀以及 TSCV（可变涡流控制系统）等先
进技术驱动下， 不仅具备自然吸气车型动
力输出平顺线性的优势， 还拥有中高转速
有力、后程发力强的特点，整体性能在同级
车中名列前茅； 与之匹配的四款变速箱分
别面向不同人群：2.0L 车型的 6 前速手动
变速箱无疑更受“操控狂”青睐，5 前速手
自一体变速箱 “善解人意” 并配有换挡拨
片，适合时尚年轻精英；1.6L 车型的 5 前速
手动和 4 前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则面向注重
经济实用的消费群体。

底盘性能是 Mazda3 星骋最大的亮
点，也为其赢得了“弯道舞者”的美誉。 试
驾时可体验 Mazda3 星骋四轮独立悬挂及
减震系统的软硬度， 四条轮胎的抓地力、
车身的整体感，以及在急转和变线时对车
身侧倾的抑制。 Mazda3 星骋的转向特性
让很多人都爱不释手，不仅是因为低速轻
巧灵活 、高速稳重精准 ，还包括每一次转
向时车身都会给予直接而准确的响应，路
面信息也随时通过方向盘传递给双手。 此
外 ， 试驾时还可感受双盘式刹车的制动
力，前段虚位不多且非常线性的刹车脚感
带给你的制动信心。

节日购车“三部曲”之品车
设计感十足的 Mazda3 星骋当然不是

简单的代步工具，拥有养眼外观和优异性
能的同时 ， 其内里的品质表现也值得赏
鉴。 先说内饰配色，三厢版 1.6L 车型上深
下浅的内饰偏向于成熟家用，2.0L 以及两
厢全系的全黑内饰则为喜欢运动的人准
备。 从做工和材质用料看，Mazda3 星骋车
内大量使用的软性覆盖材料很显高档，搭
配的银色镀铬件很显质感。 在储物空间方
面，Mazda3 星骋的设计很人性化， 前排阅
读灯上方设置了眼镜盒、中控台上设计了
多个储物格 、后门板上设置了杯架 ，实用
性很强。

整体上，Mazda3 星骋的内饰完全可媲
美进口版本， 而全新配备的无钥匙进入和
一键启停系统、超强功能的运动型方向盘、
双区自动空调、真皮座椅等舒适型配置，也
提升了车型的档次和性价比。 在最不应忽
视的安全方面， Mazda3 星骋原型车在欧
洲 NCAP 测试中获得了最高的五星安全
评级， 在美国高速公路安全局的碰撞测试
也获得了双五星成绩，“欧美双五星” 安全
评级让其进入“全球最安全车型”行列。 此
外，Mazda3 星骋全系车型都可享受 “三年
或十万公里”整车延长质保及“一年 24 小
时免费道路救援”升级服务，这也给予了车
主更多的安全感。

体验完以上三个环节，相信 Mazda3 星
骋一定会吸引很大一部分追求“运动”的年
轻消费者，而 9 款车型、11 万到 15 万的价
格区间也会让消费者在选购它时不再纠
结：如果你是刚进入社会工作不久，喜欢潮
流新鲜感同时注重经济实用，那么 Mazda3
星骋 1.6L 车型会讨你欢心；如果你追求极
致运动感，Mazda3 星骋两厢的 2.0L 车型会
更让你青睐；如要同时兼顾家庭的使命感，
大气动感的 Mazda3 星骋三厢 2.0L 车型一
定适合你。

日前， 上海大众斯柯达
品牌旗舰车型昊锐 2012 款
正式上市。 据悉，此次上海大
众斯柯达对昊锐 2012 款进
行了优化调整， 产品线经过
重新梳理后共推出 8 款车
型， 并新增璀璨金和午夜蓝
两个全新车身颜色， 内饰上
也有全新呈现， 新增多项尊
崇配置后产品实力更是全面
升级。 与此同时，上海大众对
斯柯达昊锐的价格体系也进
行了优化调整，昊锐 2012 款
价格区间为 17.19 万至 24.39
万，性价比优势进一步凸显。

新车款新颜色新内饰
安全配置全面提升
此次， 上海大众斯柯达

根据市场消费者需求对昊锐
的产品线进行了进一步的优
化调整，依托 1.4TSI、1.8TSI、
2.0TSI 三大排量发动机及 5
挡手动变速箱、6 挡 Tiptronic
手自一体变速箱 、7 挡 DSG
双离合手自一体变速箱三款
变速箱， 结合不同的配置对
产品架构进行了重新梳理 ，
共推出 8 款车型。 在车身颜
色上，昊锐 2012 款全新推出
了高贵沉稳的午夜蓝和奢华
时尚的璀璨金， 配合昊锐优
雅修长的车身设计， 进一步
凸显了这款全能座驾的典雅
尊贵气质。此外，上海大众斯
柯达对昊锐的内饰也有精心
优化，采用了更为精致、时尚
的全新木纹饰条和金属饰
条，低调奢华感油然而生，于
细节处更显品质感。

多项尊享配置
尊贵体验全面升级
作为上海大众斯柯达旗

舰车型， 昊锐自上市以来便
以越级品质成为中高级车市
的标杆车型 。 全系标配 TSI
发动机、全球首创 TwinDoor
双段式开启行李箱设计 、同
级车中率先采用 PLA 智能泊
车辅助系统……正是凭借全
面领先的科技含量与人文关
爱， 全能车型昊锐迅速赢得
了业界和市场的广泛认可 。
此次升级上市的昊锐 2012
款新增多项尊贵配置， 让这
款低调奢华座驾实力更上一
层楼。

昊锐 2012 款新增极具
智能化的免钥匙启动系统 ，

车主只要随身携带智能感应
钥匙， 进入车内踩下刹车摁
下启动按钮就能发动车辆 ，
传统繁琐的解锁开门、 打火
启动等动作统统被省略。 多
在高档行政级别车型上采用
的老板键功能同样出现在昊
锐 2012 款的装备表上，尊享
的配置让后排空间更加灵
活， 昊锐宜商宜家的特质也
进一步提升。 据悉，坐在后排
右侧座位的乘客能通过副驾
驶座椅靠背上的 4 向电动调
节开关调节副驾驶座椅的前
后及收放座椅靠背， 再配合
领先同级的宽敞车内空间 ，
昊锐 2012 款将带来更为舒适
便利的乘坐享受。

另外， 昊锐领先同级的
PLA 智能泊车辅助系统此次
也全新升级，功能更为强大，
能通过多次移位实现侧边停
车，停泊昊锐 2012 款将变得
更加轻松和享受。 据了解，依
托 PLA 升级版智能泊车辅助

系统 ， 只要车位超过车长
80cm，昊锐 2012 款都可自信
入主， 挂入倒档后消费者只
需控制油门和刹车， 无需操
控方向盘， 便可将爱车泊于
最佳位置。

实力典范新起点

自 2009 年上市以来，斯
柯达昊锐凭借出众的产品实
力迅速跻身于高端中高级轿
车市场主流车型之列。 销售
数据显示 ，2011 年 1-11 月
份， 这款全能座驾在整体市
场低迷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
16%的同比增长，11 月份销量
更一举跨越 5000 辆，展现出
了稳健持续的市场增长性 。

而终端消费市场反馈也表明，
高效环保的动力、可靠的 C-
NCAP 五星级安全性能 、领
先同级的宽敞舒适驾乘空间
以及充满人文关爱的设计和
配置已经成为昊锐的产品标
签，这款低调的实力车型正赢
得越来越多车主们的好评 。
此次全面升级的昊锐 2012 款
无疑进一步增强了上海大众
斯柯达品牌在高端中高级车
市的号召力，市场潜力有望持
续释放；而作为承载着斯柯达
品牌形象建设重任的旗舰车
型， 实力升级的昊锐 2012 款
也将让更多中国消费者感受
到百年斯柯达的睿智魅力 。

（王天笑）

不久前，我与家人以自驾的形式在云南游了一圈，着实心醉神迷。其中不得不提到，在云南的数日里全程陪伴我们的
“良驹”———老友慷慨相借的一辆汉兰达车。 云南地区的路况对驾驶员车技与车辆自身品质有着更为苛刻的要求，此次旅
程让我更加透彻地领会到：在汽车市场 SUV 板块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为什么汉兰达上市近 5 年仍旧订单如潮、供不
应求？

近期，我将会从安全、动力、舒适与销量四大方面邀读者共同品味汉兰达的魅力所在，让我们一起“追彩云之南、驭精
品座驾”。

SUV 城市新体验

广汽丰田汉兰达舒适百分百

本刊记者 谭遇祥

节日购车“三部曲”：

谭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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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zda3星骋选车、试车、品车

编者寄语：

昊锐 2012 款外观。

Mazda3 星骋在路上。

汉兰达宽大造型突显沉稳气质。

Mazda3 星骋内饰风格。

十多年前， 人们喜欢开着越野车去冒
险，寻求刺激；而今，喧闹的都市里，人们选
择 SUV 更多是希望能够在喧哗中获得一份
宁静与舒适。 于是，以汉兰达为代表的城市

型 SUV， 在保留传统越野车高通过性和开
阔视野基础上， 兼备轿车的舒适性和操控
性，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

要知道， 在云南自驾游不仅是技术活，
还是体力活。 假使一辆车既是 SUV， 也是
“MPV”，还是一辆“轿车”：适合郊区各种糟
糕的路况，能满足商务用途，也能兼顾家用
……真的有这样的车吗？或许它就是你的答
案———广汽丰田汉兰达 ！ 作为舒适派的代
表，汉兰达身上透露出的特征，几乎就是现
代城市 SUV 所有的发展趋势。 全新汉兰达
有着宽大的车身，拥有创新的、宽敞的内部
空间， 并配备了豪华、 舒适的内饰。 而且，

Highlander 新款汉兰达标配了同级别车型中
最高标准的安全装备。 这款 SUV 行驶中非
常安静，而且灵敏性超凡，将多功能性和驾
驶舒适性汇于一身。 全新 Highlander 汉兰达

配备了全面的安全
装备。

汉兰达出自丰
田著名的中型车平
台， 在这个平台上
还诞生了新一代凯
美瑞、雷克萨斯 ES
系 列 和 RX 系 列
等经典车型。 比肩
豪华轿车的高品质
底盘技术， 以及高
技术含量的自动空
调系统， 为汉兰达
的驾乘舒适打下坚
实的基础。

最成熟悬挂：
坐得舒服 跑得稳

汉兰达高大的车身配备了媲美高级轿
车的悬挂系统，采用了前麦弗逊独立悬挂后
双连杆式悬挂系统，保证良好直线行驶以及
转弯的稳定性，可应付市区和郊区的不良路
况，使操控更加从容自如，乘坐更加舒适自
在。

麦弗逊独立式悬挂是目前技术最为成
熟的前悬挂系统， 也是城市型 SUV 的主流
配置。 麦弗逊式悬挂结构简单紧凑，占用空

间小，可有效扩大车内乘坐空间，舒适性相
当好。

众所周知，麦弗逊独立式悬挂虽然舒适
性极高，但是横向稳定性差，抗冲击能力差。
针对这个缺点， 汉兰达的开发工程师对悬
臂、弹簧和减震器等部件进行了全方位的改
良，大幅提升了抗冲击能力。 例如平衡杆装
置就创新性地应用了最佳的几何学角度进
行设计，可以充分过滤地面颠簸，时刻保持
行驶稳定性。

减震器总成是汉兰达对麦弗逊式独立
悬挂改良的最大亮点 ， 由多片式线性控制
阀和反弹弹簧组成。 采用多片式线性控制
阀， 可以获得线性的减震力 ； 配合反弹弹
簧，则确保了转弯过程中的车辆稳定性 ，作
用在于反弹过程中抑制悬架伸长 ， 实现轻
松与舒适驾驶， 使车辆具有出色的可操控
性及稳定性。

汉兰达在双连杆式独立后悬挂系统中
参考了高级轿车的设计特点，融入了多连杆
式悬架的理念，从容应对各种路况 ，带来更
佳的减震性、高刚性和优异操控性。 通过位
于上端的支柱减震器与车身相连，下端的 A
臂变成了两根连杆，在性能表现上 ，改良后
的悬挂系统不仅更加舒适，还为越野性能预
留了充分的空间。 此外，后悬挂还扩大了轮
距，在增加了操纵平稳性的同时，提供了更
加宽敞的后排乘坐和行李厢空间。

在高品质底盘技术的支持下，汉兰达可
以轻松应对市区和郊区的修路、坑洼、积水、
铁轨、减速坎等不良路况，赢得了极佳的用
户口碑。 “行驶轻盈自如，悬挂感觉很软很舒
适，即使刹车和转向的动作比较粗野 ，车身

的摇晃感也不会很大， 完全是高档车的感
觉”， 成为很多人开过汉兰达之后的共同的
感受。

神经网络控制自动空调系统：
高科技打造最适宜温度

如果说，成熟的悬挂系统为汉兰达的舒
适性奠定基础，那么，带神经网络控制的自
动空调系统等高科技配置，则为驾驶者和乘
坐者提供最大化的舒心、惬意，如沐春风。

汽车内部温度是舒适性的重要指标 。
现在许多高档车都已经取消传统手动空
调，采用更高档的全自动区域空调，能够智
能地将车辆分为多个区域 ， 使全车各个角
落的温度都非常适宜。 汉兰达采用了 3 区
独立控温空调系统， 由车内的前后配置温
度传感器进行控制，让驾驶席，副驾驶席以
及后排空间可以分别按需调节温度 。 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 ， 在右侧后围饰板设置了 1
个后方腿部出风口， 最大程度的满足了后
排乘客对温度的需求。

不仅如此， 汉兰达的自动空调系统中，
还配置有神经网络控制功能。由于人的感觉
相当复杂，所处环境不同，对同一给定温度
的感觉就不同，例如，在寒冷气候中对阳光
照射会感到相当暖和，但在炎热气候中却感
到非常不舒服。而神经网络这种更高层次的
控制技术，能够根据人体所处环境而精确控
制温度。神经网络控制系统首先分析不同环
境下的温度，根据车内具体条件，计算出最

适宜的出风口温度、光照修正量 、目标气流
量和出风模式等，更精确地控制空调。这样，
乘员只要操作旋钮或按键，设置所需温度及
风机转速，以后一切事情都由自动空调控制
系统办理了。

悬挂系统和空调系统只是汉兰达舒适
性的一方面，事实上，汉兰达在低噪音、内饰
质感、座椅设置等各个方面所带来的舒适都
赢得了车主的盛赞。汉兰达应用丰田全球领
先的高品质底盘技术，充分适应现代都市生
活需要，创造了百分百的舒适境界 ，让车主
从容尽享“全领域、无界限”的驾驶乐趣。

汉兰达超大空间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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