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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西昌，很多人第一印象会想
到卫星发射基地。 但是，当真正亲近
西昌的时候，你会发现她远比想象的
更有风情。 冬日里的灿烂阳光如温床
般慰藉万物，翠柏夹杂着红枫似层峦
叠嶂，清碧如染、波光荡漾的邛海边，
扑面而来的大自然景致美不胜收。 若
非广汽三菱新劲炫 ASX 的试驾 ，或
许真就错过此番美景。

本次试驾的新劲炫 ASX，在不久
前的广州车展上正式公布价格并宣
布上市，12.88 万起的 “合资 SUV”价
格已然给足人们惊喜。 那么，在国内
SUV 日趋中庸化、同质化的今天，来
自于专业“SUV 世家”广汽三菱的新
劲炫 ASX，又能否带给消费者全新的
驾驶感受？ 激起年轻一代的兴趣呢？
通过此次在西昌实地试驾新劲炫
ASX，或许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时尚之悦：外形引领潮流

对于追求时尚的 “80 后 ”来说 ，
新劲炫 ASX 的外形设计无疑十分具
有杀伤力。 一眼看去，新劲炫 ASX 宛
若俊美的宠兽，肌肉隆起，蓄满力量，
只待主人跨上，便会一跃而起。

新劲炫 ASX 的前脸是三菱汽车
家族式的鲨鱼嘴造型，衬托两侧鲜活
的超宽域 HID 前照灯， 配以两段式
发动机盖构造设计， 层次感分明，让
人过目难忘。 相比进口版劲炫，新劲
炫 ASX 根据国内消费者的喜好将进
气格栅的样式做了改进，对进口版相

对生猛的梯形造型加以修边，让新劲
炫 ASX 更显亲民。 前后的下护板分
别向上延伸出一小块“黑色地带”，正
契合当下 SUV 流行的越野风尚。 同
时雾灯的造型也重新设计调整，整体
看起来更加简洁、动感。 大量镀铬装
饰的应用， 让新劲炫 ASX 显得更为
精致。

值得一提的是， 新劲炫 ASX 采
用具有记忆功能的树脂翼子板，不仅
使得车身成功实现轻量化，而且在发
生轻微碰擦后，凹陷处能够自动恢复
原形。

如今， 传统 SUV 中庸老气的设
计早已不受年轻人待见。 如果你觉得
你还年轻，并且不喜欢将自己困在平

庸的三厢轿车里，又希望周末可以带
着家人郊外踏青或野营，那么新劲炫
ASX 绝对是适合你的选择。

宽适之悦：内饰现代动感

聪明的消费者从来不满足于“表
面功夫”，新劲炫 ASX 力求全面满足
消费者的“内在”需求。 在紧致的车身
尺寸 （4295mm×1770mm×1615mm）
下面， 新劲炫 ASX 实现了最佳的空
间利用率及舒适性，提供宽松、舒适
的乘坐体验。

打开车门， 很容易发现新劲炫
ASX 的内部空间并不像很多中级
SUV 那样局促 ， 与欧蓝德同等的
2670mm 轴距，保障了宽裕的车内空
间， 这一轴距在同级 SUV 车型中目
前也是最大的。 坐在新劲炫 ASX 的
有氧真皮座椅上，环顾四周会发现视
野非常广阔。

新劲炫 ASX 车内布局现代而富
有质感，整体设计依旧采用与进口版
本一样的纯黑配色，低头可见换挡手
柄旁边的两驱、四驱切换按钮，定速
巡航、无钥匙启动、蓝牙免提、导航系
统等装备一应俱全，高清晰彩色背光
仪表盘甚至比进口版的配置更加有
质感。

作 为 一 款 中 级 SUV， 新 劲 炫
ASX 的储物空间让人惊喜。 可容纳 4
瓶 500ml 饮料瓶的大容量储物箱，放

置手机钱包的储物格……后备箱空
间达 384L，足以应对家庭出行需求，
而后排 6:4 分离式折叠座椅则进一
步满足了消费者对于空间的多样化
需求。

驾驶之悦：操控畅快随心

虽然定位为一款主要适合家用
的“新生代中级 SUV”，但来自三菱家
族的血统注定新劲炫 ASX 不是一款
满足于安逸感的车。 上下坡路、急弯
道、碎石路、高速路“一个都不少”，新
劲炫 ASX 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

点火启动，炮筒式仪表盘的白色
背景灯瞬间亮起，随着脚底向油门施
加压迫 ，发动机的 “吼叫 ”声清晰入
耳，令人驾性勃发。 试驾的这辆新劲
炫 ASX 搭载 2.0L 4B11 MIVEC 发
动机， 它源于世界著名赛车 EVO 的
动力系统，功率和扭矩在同级别车型
中处于领先。 这样的动力对于一款车
重约 1400kg 的中级 SUV 来说绰绰
有余。

新劲炫 ASX 是同级别车型中唯
一配备了带镁合金手动换档拨片的
CVT 变速器的车型，轻轻拨动换挡拨
片还可以自在享受手动换挡的乐趣。

经过坡路，对“SUV 世家”出身的
新劲炫 ASX 来说轻而易举。 新劲炫
ASX 的四驱车型，配有三菱独特的牵
引力分配程序，可以根据驾驶情况自
动在前后轴分配扭矩。 这套四驱系统
与欧蓝德上的完全一致，通过按键选
择三种不同的驱动模式：2WD、4WD
AUTO（自动 4 驱），和 4WD LOCK
（锁定 4 驱 ）， 不仅能够完全应付
On-Road 行驶 ， 亦能兼顾到 Off-
Road 行驶。

新劲炫 ASX 灵敏的转向性继承
了三菱一贯的技术传统，转向力度比
较适中， 在低速下方向盘转动轻盈，
转向甚至比很多轿车都要灵敏，非常
适合城市驾驶。

而源自欧蓝德专业底盘的前麦
弗逊和后多连杆独立悬挂进行精心
调校之后，平稳性进一步加强。 当车
轮碾过公路减速带， 或是遍布细碎
石子的沙土路面时， 零碎震动被消
弭于无形， 三菱技术传承的专业优

势可见一斑。

安心之悦：安全经济无虞

让人吃惊的是， 新劲炫 ASX 的
安全配置完全不输给中高端轿车：包
括同级罕见的膝部气囊在内的 7 安
全气囊、ASC （主动稳定控制系统）+
TCL（牵引力控制系统）、EPS（电动助
力转向系统）、BAS（紧急制动辅助系
统）、HSA（坡道起步辅助系统）、制动
优先系统、80°角超宽域 HID 前照灯、
倒车影像等一应俱全。

值得一提的是， 三菱领先的抗冲
撞 安 全 强 化 车 身 RISE （Reinforced
Impact Safety Evolution） 在新劲炫
ASX 上的应用，它可以抵抗从各个方
面来的冲击的 “全方位防碰撞安全车
身”。在发生碰撞时可有效吸收特定位
置的冲击力， 同时车身骨架 980MPa
级的高强度钢保持架构不毁坏变形，
从而最大限度保障驾乘者安全。

对于不少新手来说，新劲炫 ASX
独有的制动优先系统也是一个不错

的配置。 在油门踏板和刹车踏板同时
被踩下时， 将切断发动机的动力，优
先选择制动。 对于紧急状况下的驾驶
者来说将在安全上有很大助益。

高端性能和安全配置，并没有影
响“80 后”所要求的经济性。 新劲炫
ASX 配置的三菱 MIVEC 技术（连续
可变气门正时及电子升程控制系统）
和 EPS 电控助力转向技术，能兼顾充
沛的动力和燃油经济性。 同时，新劲
炫 ASX 官方测试给出的 0.33 风阻系
数低于同级别其他车型， 使新劲炫
ASX 具备顶级的空气动力性能。与同
级别车型相比， 新劲炫 ASX 2.0L 两
驱版车型的油耗极具竞争力，官方测
试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 7.5L-7.8L
（四驱版为 8.3L）。 此外，厂家还针对
小排量需求的消费者推出 1.6L 车
型，在保证动力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
了燃油经济性。 再加上国产后价格从
12.88 万起步、 五年十万公里超长保
修期限以及常用零部件比进口劲炫
下浮 20%， 都使得新劲炫 ASX 的性
价比十分具有吸引力。

12 月 14 日，致力于打造国内高
端主流用户的权威城市资讯平台的
凤凰汽车在长沙圣爵菲斯酒店举行
了一场名为 “龙跃凤鸣 协作共赢”
的凤凰汽车区域营销推介会。 此次
活动到场的嘉宾有湖南省汽车商会
领导、 湖南各大媒体编辑记者及长
沙各大汽车品牌经销商总经理及市
场经理、销售经理等。

据悉 ，此次活动是凤凰汽车进
驻长沙以来举行的首场大型推介
活动 ，活动旨在向媒体和经销商推
介凤凰汽车长沙站 ，探讨汽车网络
营销之道。 凤凰汽车总部凤巢传媒
广告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彭震宇 、
凤凰汽车事业部区域主编肖建华
及华洋世纪汽车集团副总经理王
黎明出席本次活动并发表了精彩
的演讲。

彭震宇在发布会上就凤凰汽车
长沙站的成功落地讲到：“伴随中国
汽车市场的发展与转移， 湖南已成

为中国汽车社会中最不能忽视的市
场之一， 这次凤凰汽车长沙站在大
家的关注下成功落地， 将以长沙为
中心， 为华中汽车消费市场提供最
具价值的互联网营销服务。 ”

就新形势下如何最大化的利用
网络平台进行营销， 用最小的投资
达到最大的效益等问题， 肖建华表
示：“凤凰汽车为汽车经销商量身打
造的整合营销解决方案———凤凰车
商， 便是解决一系列问题的最优方
案之一。 凤凰车商拥有门户、品牌、
用户品质三大优势，携凤凰视频、手
机凤凰，凤凰电台及凤凰卫视、凤凰
周刊、凤凰都市传媒进行联动推广，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三网融合大矩
阵。 ”肖建华还向各位出席会议的代
表简单阐述了凤凰车商在营销上的
独到之处： 凤凰车商拥有快捷信息
发布平台、优良的商机管理系统、丰
富的活动营销手段、 新颖的舆情营
销系统、独一无二的无线营销方式、

打破常规的碎片化广告营销等一系
列营销手段。

本次推介会的最后阶段， 彭震
宇正式授予湖南百省国际传媒有限

公司凤凰汽车长沙站的代理权限 ，
全权负责凤凰汽车长沙区域的内容
及广告方面的独家运营。

（徐萌）

12 月 15 日，东风雪铁龙高性
能高端中级车 C4L 在长沙国际车
展东风雪铁龙展台荣耀上市。C4L
本次上市共计推出四款车型 ，正
式售价为 12.39 万-16.99 万元 ，
分别配备 1.6THP、1.6L 两款发动
机。 目前新车已全面接受消费者
预订。

在今年 9 月巴黎车展首次亮
相的 C4L 是雪铁龙面向全球推出
的战略车型， 是东风雪铁龙落实
神龙公司“5A 计划”的重要车型，
也是神龙公司“E 动战略”首款涡
轮增压发动机车型。 它的推出完
善了东风雪铁龙产品谱系， 实现
了其在中级车市场的全面覆盖 ，
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
择。

东风雪铁龙总经理潘家年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空气和水 ”是
雪铁龙的品牌象征 ，C4L 融会了
这一品牌精髓， 并展现出亦动亦
静的独特产品哲学。 “动”代表了
澎湃动力及独步全球的底盘调校
技术；“静” 代表了完美空间和极
致舒适的驾乘体验。 C4L 静若止
水、 动即澎湃， 将为众多积极向
上、 充满正能量的社会中坚力量
带来超高享受的全景汽车生活。

同时 ， 潘家年总经理宣布 ：
“东风雪铁龙将作为汽车唯一赞
助商和互动赞助商，与《中国好声
音-对战最强音》 全球巡演合作，
在杭州、广州等 12 大城市进行巡
回演出， 为歌迷和车友带来惊喜
好礼。 ”届时，人们可以近距离接
触融会动静哲学的 C4L， 体验其
亦动亦静的独特产品优势。

C4L：动静相融的“四‘T’
合一”

作为东风雪铁龙首款高性能
高端中级车，C4L 的“四‘T’合一
悦享‘T’时代”产品优势，满足了
用户在动力、科技、安全、设计四
大方面的苛刻需求。 四“T”分别
指：高性能“T”动力体验（Turbo）、
人性化智能科技（Telligent）、值得
信赖的新五星安全 （Trust）、引领
潮流的动感造型（Trend）。

动动动， 是高性能 T 动力体验
（Turbo）———C4L 搭载由 PSA 和
宝马集团联合研发的 1.6 THP 涡
轮增压直喷发动机， 使驾乘者从

起步开始就能体
验到涡轮增压带
来的高效动力。

静静静， 是舒适，
人性化智能科技
（Telligent）———拥
有 2710mm 超 长
轴距的 C4L，不仅
带来最宽大的舒
适空间，更采用多
项超越同级的人
性化科技配置 ，为
用户带来尊崇用
车享受。

静静静， 是安心，
值得信赖的新五
星 安 全 （Trust）
———东 风 雪 铁 龙
C4L 采 用 C -
NCAP 新 五 星 安
全标准打造，为用
户带来同级车最
高级别的安全保
障。

静静静，是赏心悦
目，引领潮流的动
感 造 型 （Trend）
———在 外 观 设 计
上 ，C4L 延 续 了
“动感力学” 家族
脸谱，配合线条设
计及细节配置 ，整
体凸显出充满力
量、时尚动感的运
动气质。

今 年 是 东 风
雪铁龙品牌 20 周
年。 作为中国最早
的合资汽车品牌
之一 ，20 年来 ，东
风雪铁龙坚持为
用户提供人性化
的汽车生活，成为
最值得信赖、富有
远见的合资汽车
品牌， 并因此赢得了百万用户的
信赖。 C4L 作为其全新战略车型，
将以傲视群雄的产品实力、 前所
未有的营销攻势以及不断向前的
进取精神， 树立高端中级车市场
的新标杆， 并迎来品牌发展的全
新高度。 （王天笑）

全球最大的宝马御用升级定
制厂商 AC Schnitzer （亚琛施纳
泽）隆重上演了 2012 年长沙国际
车展的重头戏：黑金双色的 25 周
年限量版 AC S6 全球首发， 以配
备金色 22 寸 HRE 多片式锻造轮
毂 、纯金的 25 周年 LOGO、金色
内饰板等耀眼之势炫金登场。 整
个展台人气爆棚， 汇聚了星城数
家媒体和车迷朋友， 当之无愧成
为本次长沙车展的人气王参展
商。

25 年这个数字， 代表了在四

分之一个世纪中，AC Schnitzer 拥
有着辉煌的成就———无论是赛事
领域还是商业领域，致力于 BMW
汽车、MINI 汽车与 BMW 摩托车
领域的定制化、个性化研发。 作为
高性能汽车升级定制的世界领军
品牌，作为 AC Schnitzer 湖南唯一
经销商的湖南华驰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本次带领 AC Schnitzer 高性
能宝马品牌进驻 2012 年湖南国际
车展隆重首秀。

在位于 二 楼 豪 车 馆 A09 的
AC Schnitzer 展台上，最吸引眼球

的就是 25 周年限量版 ACS6，这
款车型是在 ACS6 的基础之加入
了 25 周年的定制元素，将“金色”
的尊贵气质发挥的淋漓尽致 。 展
台 之 上 ， 这 款 25 周 年 特 别 版
ACS6 将 现 代 手 工 与 AC
Schnitzer 的传统文化完美融合，并
向 中 国 消 费 者 展 现 了 AC
Schnitzer 手工工艺以及高级定制
的奢华魅力和文化深意 。 此外 ，
AC S7 和 AC S5 也同样吸引了
现场观众的目光， 两款车型同台
展出可谓宜静宜动，相得益彰。

据悉 ，AC Schnitzer 在中国除了提
供进口整车销售服务以外， 还为众多宝
马车主提供改造升级服务。 其纯正的德
国品质、完美的原车匹配度、更具性价比
的配装方案、 贴心细致的售后服务已经
被中国消费者所熟悉， 每一位宝马车主
都可以在 AC Schnitzer 长沙中心打造出
专属于自己的个性爱车。恰逢 25 周岁生
日 ，AC Schnitzer 还推出了极具吸引力
的用户回馈活动， 即日起到湖南华驰订
购经典 18 寸 、20 寸轮毂将享受最低优
惠价格。

（王天笑）

———试驾广汽三菱新劲炫 ASX

悦悦悦随随随心心心 爱爱爱同同同行行行
本刊记者 谭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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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汽车长沙站举办联合协作营销推介会

龙跃凤鸣 协作共赢

AC� Schnitzer�携多款车型闪耀长沙国际车展
授牌仪式现场。

新劲炫 ASX 外观。

东风雪铁龙 C4L 外观。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进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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