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在长沙人民中路与曙光路相交的
路口，有着一座 50 余年历史的老厂房，
这里承载着许多老长沙人的回忆，它就
是原曙光电子厂。 不过，自 2012 年 11
月 17 日开始 ， 你要改口管它叫曙光
798 城市体验馆了。 在门口，一栋高楼
的外墙上，悬挂了一辆彩色的车，呈即
将飞出墙外状，从这一点，就可以大致
猜到曙光 798 的方向———汽车文化和
创意文化， 这正是项目核心打造的重
心。 “未来曙光 798 将打造成长沙新地
标， 成为外地人来长沙必去的一个景
点。 长沙是一座娱乐之都，曙光 798 的
出现，将使长沙的文化更多元。 ”曙光
798 城市体验馆负责人介绍。

看到曙光 798 的名字，第一反应就
是想到北京 798。如今，798 已不再是一
个简单的数字，它因北京 798 艺术区而
被赋予新的含义。 在百度百科，798 与
798 艺术区是同义词，已合并。 艺术区
的名字是由北京国营电子工业老厂区
的名称沿用而来，它代表着由该艺术区
引申出来的文化概念，以及 LOFT 这种
时尚的居住与生活方式。

从 2001 年开始， 来自北京周边和
北京以外的艺术家开始集聚 798 厂，他
们以艺术家独有的眼光发现了此处对

从事艺术工作的独特优势。他们充分利
用原有厂房的风格（德国包豪斯建筑风
格），稍作装修和修饰，一变而成为富有
特色的艺术展示和创作空间。

而长沙曙光 798 城市综合馆，与北
京 798 也有共通之处，也有差异。 都是
由旧厂房改造的项目，曙光 798 选择了
前曙光电子厂的旧厂房， 经过改造而
成。 由于地处市中心，因此将其打造成
有创意的生活体验馆。 不同之处是，北
京 798 纯为艺术家的活动场所，而长沙
曙光 798 则可谓是高端机械工业产品
城市展厅， 其中包括豪华游艇展馆、顶
级豪车城市展馆、 高端汽车综合展厅、
顶级机车展厅，以及 22000 平米超高挑
高 LOFT 式创意办公、 配套金融中心、
时尚高端餐饮、酒吧、影像工厂、现代艺
术创展中心等综合业态。 项目将以文
化、 商业交互式体验的全新营销模式，
打造湖湘顶尖级文化艺术创作、文艺学
术交流、文艺作品展示等与高端商业体
运作结合的创新综合型文化产业基地。

北京有 798， 上海有新天地 ，有
1933 老场坊 ， 而如今长沙有了曙光
798。

在现代化城市， 厂房向郊区转移，
逐渐移出繁华市区。 而旧厂房，承载了

更多人的感情和故事， 有着深厚的历
史， 改造发展创意产业成为了一种时
尚，这就是 LOFT。 看过热播电视剧《奋
斗》的人，一定会羡慕他们的 LOFT 生
活，自在安逸。 在牛津词典中，LOFT 的
解释是 “在屋顶之下、 存放东西的阁
楼”。但现在 LOFT 所指称的是那些“由
旧工厂或旧仓库改造而成的，少有内墙
隔断的高挑开敞空间”。 LOFT 的内涵
是高大而敞开的空间， 具有流动性、开
发性、透明性、艺术性等特征，现在已经
成为一种席卷全球的艺术时尚。

上海新天地把反映上海历史和文
化的老房子改造成集国际水平的餐饮、
购物、演艺等功能的时尚、休闲文化娱
乐中心，它已经成为上海时尚的经典象
征，而曙光 798 借鉴其模式，将旧厂房
改造后，打造成一个 LOFT 式购物消费
及休闲娱乐的体验中心，俨然是要成为
长沙的“新天地”。

在目前的规划中，项目将包括综合
品牌汽车销售馆 、飞机、游艇、创意办
公、行业会展中心于一体。 曙光 798 城
市体验馆坐拥超三万平米全国最大规
模的中心城区汽车综合展厅，两万平米
超开阔空间 LOFT 式创意办公，将成为
长沙的创意文化聚集地。目前已经有多

个知名企业进驻办公，如全国十大杰出
婚纱影楼艾特婚纱集团，在这里将建成
湖南最大的婚纱摄影机构；知名品牌锐
丰音响将打造顶级私家影院影音会所；
长沙首席超跑豪车美容改装中心正能
量汽车改装的进驻，为改装车迷提供服
务。 在曙光 798 的场馆规划中，还有未
来红馆，这里将被定位为飞机游艇体验
中心、活动交流中心、城市未来生活体
验中心。 在长沙曙光 798 的现场，就可
以一站式体验到多元的消费选择，这也
是目前长沙唯一的创意体验中心。

“我们要打造一种未来的高端生活
态度， 高端生活， 在 798 都可以感受
到。 ”项目负责人为曙光 798 定下了一
个基调。 他希望，消费者在曙光 798 既
可以买到高端豪华车，也可以选到称心
如意的楼盘，更个性高端的消费需求还
有重型机车、摩托艇、游艇和飞机，传递
高端生活态度。

这几年，中国市场已经成为汽车最
大的市场，而长沙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
超过 100 万。 汽车，已经成为人们离不
开的产品，曙光 798 正是瞄准了这块的
市场，将重点打造汽车文化，邀约各大
豪华车进驻。 目前各大品牌 4S 店都选
择在二环线外甚至更偏僻的地方，曙光

798 极佳的地理位置，将方便消费者选
车，提供一站式服务。同时，曙光 798 还
特别打造了一个国际豪车馆，可谓群星
璀璨。 截止到目前，劳斯莱斯、宾利、玛
莎拉蒂、法拉利 、兰博基尼、阿斯顿马
丁、路虎、保时捷、宝马、奔驰等超豪华
品牌和豪华车已经进驻，同时进驻的汽
车品牌已达 65 个。

从曙光 798 进驻的品牌来看，法拉
利、玛莎拉蒂等超豪华品牌首次进驻长
沙，是其在长沙唯一的城市展厅。 众多
超豪华品牌齐聚，曙光 798 将成为湖南
超豪华品牌最集中的商业区，将吸引大
量的奢侈品消费人群。曙光 798 内销售
的游艇和飞机，则定位更加高端。

———曙光 798城市体验馆盛大揭幕
本刊记者 王天笑

� � � �继昂科拉广州发布会后， 令人期
待的昂科拉湖南区域上市发布会于 11
月 16 日圆满结束。 据了解，本次上市
活动由长沙别克经销商：申湘天程、申
湘远大、 永通华诚、 华洋江通联合举
办， 备受瞩目的别克全新都市紧凑型
SUV———昂科拉 ENCORE 在聚光灯
前震撼亮相。

昂科拉 ENCORE 立足通用汽车
全球最新四驱紧凑型 SUV 平台，为新
崛起的年轻一代进取新锐量身打造。
它融合了 SUV 的多功能性和高坐姿，
兼具紧凑运动型车的高效与灵活操控
感受， 为都市年轻消费者提供了传统
三厢车、两厢车以外的全新 SUV 车型
选择， 开辟了 15-20 万元高档紧凑型
SUV 蓝海市场。

刚劲不失灵活的运动造型
———诠释年轻时尚个性
别克昂科拉 ENCORE 融汇了别

克全新设计语言，无论是极具视觉冲击

力的家族式前脸，
还是借鉴了 Coupe
双门轿跑车设计理
念的快背式利落线
条， 以及同级唯一
全系标配的 18 吋
超大轮毂等， 凸显
了 SUV 与生俱来
的硬朗刚毅的运动
气质与“小昂科雷”
般的豪华美感，更
兼顾了年轻新锐的
优雅品位与张扬个
性 。 4278×1774×
1646mm 三围尺寸
和短前悬、 短后悬
设计， 既赋予昂科

拉 ENCORE 灵活敏捷的动感身形，同
时也带来更大的车内空间体验。

高档轿跑车的动感精致空间
———承载年轻丰富内涵
昂科拉 ENCORE 的内饰设计秉

持“驾者中心”主旨，采用别克标志性
360 度悬浮式环抱一体设计理念，处处
体现高档轿跑车的细节处理和精致做
工。宽绰的车内空间可轻松容纳五人乘
坐；6/4 分割可完全翻平的后排座椅及
全车 24 处分类储物空间， 淋漓展现了
SUV 的空间灵活与便利性， 充分满足
日常使用或野外郊游的载物需求。 此
外，包括体现未来科技的 IntelliLink 智
能车载交互系统、OnStar 安吉星全时在
线助理在内的众多高科技配置，更为昂
科拉 ENCORE 注入了智能基因。

高效精准的动力操控
———赋予年轻强大内心
昂科拉 ENCORE 所采用的先进

动力及底盘技术延续并充实了别克
BIP 智能驾乘体系。 首次全系引入的
Ecotec 系列最新 1.4T 涡轮增压发动
机， 匹配全进口 6 速手动变速箱及新
一 代 6 速 手 自 一 体 变 速 箱 ， 输 出
103kW/4900 -6000rpm 与 200Nm/
1850-4900rpm 的强劲动力，可与 2.0L
自然吸气发动机比肩。 高效动力科技
使得昂科拉 ENCORE 可满足严格的
欧 V 排放标准， 百公里综合油耗低至
6.9L，创同级新低。 其运动化底盘由通
用欧洲工程中心高标准调校， 全系标
配 EPS 电动随速助力转向系统、18 吋
普利司通 Dueler 动力侠系列宽胎及同
级最优制动系统， 实现媲美高档轿跑
车的“瑞士钟表级”精准操控。 四驱车
型搭载通用汽车先进的 AWD 智能四
驱系统， 可智能判断车辆行驶状态并
在 0.2 秒内切换驱动方式， 在 100:0-
50:50 之间自动连续控制前后扭矩分
配，让年轻车主能够畅享 SUV 的自由
驰骋。

傲视同级的安全防护
———呵护年轻无悔激情
昂科拉 ENCORE 充分发挥别克

品牌的一贯的安全优势， 打造了同级
SUV 顶尖水平的安全配备。 它采用别
克高标准的 BFI 一体化车身结构，近
75%的车身采用高强度及超高强度钢
材，满足全球五星级安全碰撞标准。 此
外 ， 昂科拉 ENCORE 还全 系 配备
ESC 车身动态稳定控制系统、TCS 牵
引力控制系统 、HSA 坡道辅助系统 、
ROM 翻滚感应系统等先进齐全的电
子主动安全系统， 最大化提升动态操
控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连同全球领先
的 OnStar 安吉星全时在线助理，让科
技为出行保驾护航。 （王天笑）

别克首款国产都市紧凑型
SUV-昂科拉 长沙闪耀登场

� � � � 2012 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迈入
成立五周年的长安马自达，在“纵享激
情”品牌战略的发布下，完成了对产品线
的优化升级，对渠道网络的精心运营，对
用户服务的全程呵护，在品牌营销层面
的创新之举也屡获业界好评。 在最为人
所关注的产品层面， 其旗下 Mazda2 和
Mazda3 星骋系列迎来优化升级及产品
线的加强。 第十届广州车展上，长安马
自达有哪些亮点车型最值得关注?

10 月 16 日，引领国内运动 A 级车
潮流风尚的 Mazda3 星骋迎来了首次
升级： 旗下三厢和两厢车型的 1.6L 排
量“精英型”系列全面上市，本届车展
上，“新精英型”将重装出击，拥趸们可
零距离感受它不凡的风采魅力。

Mazda3 星骋上市一周年以来，已

在品牌、口碑等层面树立起合资 A 级车
的价值新标杆， 截至今年 9 月已获得
“最佳人气中级车”、“中国 2012 年车型
评选之实力车型”、“2012 全国年度十佳
车”等超过 37 项重量级大奖；在今年 7
月发布的 C-NCAP 中国新车碰撞安全
评价中，Mazda3 星骋更以 50.2 分的惊
人成绩成为 C-NCAP 历史上首款 “五
星+”认证 A 级车，优异表现在业界和市
场上掀起强劲的“星骋旋风”。

10 月 22 日，马自达汽车面向全球
市场开发的 A0 级战略产品 Mazda2 也
迎来全面升级。 Mazda2 上市以来已在
世界各地获得过 “欧洲年度车 （第二
名）”和“全球年度风云车”等超过 52 项
权威大奖。 在 2011 年面向德国 17,000
名车主的满意度调研中，Mazda2 获得

“德国用户最满意小型车”殊荣。 此次
上市推出的新 Mazda2， 更以百变灵动
的风格特征、 丰富实用的车内配置和
精湛的工艺品质闪耀 A0 级高端市场。

随着国产日程的临近，引领长安马自
达驶入“创驰元年”的进口 Mazda CX-5
也势必将成为本届车展上的焦点车型。作
为融合马自达全套“创驰蓝天”技术和“魂
动”设计主题的都市跨界 SUV惊世之作，
Mazda CX-5 的发动机、变速器、车身及
底 盘 全 面 应 用 了 马 自 达 新 一 代 的
“SKYACTIV”革新技术，目前已获得“全
欧最美 SUV”、美国“2012 最佳安全性能
奖”等骄人成绩。 进口Mazda CX-5的加
入将有助于长安马自达产品线高度和品
牌形象的提升，明年国产后更将成为其市
场表现再上新台阶的利器。 (谭遇祥)

广州车展探营长安马自达全新产品阵容

� � � � 近期，一辆贴有 “文明出行，咪做
垃圾虫”（文明出行，不做垃圾虫）的黑
色天籁轿车， 出现在广州多个主干道
上，引发网民的广泛关注，车主余先生
更被赞为“文明哥”，甚至被誉为“中国
好车主”。

“文明哥”的报道出街后 ，东风日
产对其宣传文明出行的行为表示非常
支持， 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东风日产车
主向“文明哥”学习，参与到文明出行
这一行动中来。

11 月 19 日 ， 东风日产正式发起
向“文明哥”学习的倡议，号召所有东
风日产车主“争当中国好车主”。 据了
解，东风日产“争当中国好车主”的活

动将率先在南区启动，并逐步覆盖全
国。 此外，东风日产更联合媒体向社
会发起关于 “中国好车主 ”行为规范
的征集 ，邀请所有市民参与到 “中国
好车主 ”行为规范的讨论中 ，希望通
过实际行动为建设文明城市贡献自
己的力量。

在媒体对 “文明哥” 进行相关报
道、并呼吁社会关注之后，11 月 19 日，
东风日产接棒“文明哥”，面向所有车
主开展 “争当中国好车主” 的车主活
动。 该活动旨在通过号召所有车主学
习“文明哥”，从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绿色驾驶三个方面倡导车主养成良好
用车习惯， 从而形成良好的文明行车

风气。
对此， 东风日产南区营销部部长

洪浩表示：“作为东风日产的车主，‘文
明哥’为大家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我们开展此活动， 正是旨在呼吁所有
车主‘争当中国好车主 ’，养成良好的
文明行车习惯，杜绝驾驶习惯盲区，从
而改善中国道路交通现状， 营造良好
的汽车社会氛围。 ”

据悉，即日起，只要关注 @ 东风日
产 NO.1 微博， 参与 # 中国好车主 #
话题讨论，发表您认为“中国好车主 ”
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 并 @ 东风日产
NO.1， 将有机会获得由东风日产送出
的精美车模。 (谭遇祥)

东风日产发起“中国好车主”行为规范征集

化腐朽为神奇 缔造长沙经典

� � � �近日， 中南汽车世界举办了一场
万众瞩目的盛典，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
车迷关注。 据悉，湖南天福力帆 4S 店
全新装修携力帆 X60 发现版重磅来
袭。 活动当天，力帆 320 车型 29900 元,
620 车型 45900 元。

湖南天福力帆历经八年市场磨砺，
于今年 8 月份开始， 经过 2 个月的全新
装修， 如今焕装袭来， 以总建筑面积
3500 平方米，集整车销售、维修服务、零
配件销售、信息反馈等于一体的高标配
置服务潇湘。 装修后新店带来的不止是
崭新的购车环境，更有崭新的精神面貌，

崭新的售后服务，崭新的魅力车型。
盛典吸引了四面八方的车迷 ，各

方媒体的关注， 更有力帆汽车集团副
总裁兼销售公司总经理等高层领导亲
临指导，可见，湖南天福力帆过去八年
的努力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赢得了万
众瞩目。 盛典上的所有来宾将深深祝
福、殷殷期盼、拳拳关怀寄予于一个个
气球上，当激情饱满的十声倒数后，所
有的气球升至天空，绚烂了整个星空。
这是所有来宾对天福力帆的祝福与关
怀， 更是天福力帆向世人展现其英姿
勃发、蓄势待发的魅力与魄力。

湖南天福力帆焕装开业可谓惊喜
连连， 特别是力帆 X60 发现版的上市
更是引起车迷的狂热的追捧 。 力帆
X60 发现版继承了原力帆 X60 的所有
优点，在外观、舒适性等方面有了大幅
提升， 特别是新增迎宾踏板彰显着力
帆 X60 发现版的人性魅力， 最大的亮
点的是力帆 X60 发现版搭载 1.8CVVT
全铝发动机，与普通铸铁发动机相比，
全铝发动机强度高、 重量轻、 散热性
好、持久耐用。 这样的优质、高性价比
的产品，一经面世，立马获得了市场的
狂热追捧与一致好评。 （徐萌）

湖南天福力帆 4S 店
携力帆 X60发现版魅惑来袭

豪华车品牌纷纷进驻于此。

曙光 798 城市体验馆内，由老厂房改造成的现代城市汽车展厅。

昂科拉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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