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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笔者从东风日产获悉，6 月 3
日，东风日产将在长沙图书馆开启“发
现楼兰发现美”之“东风日产楼兰设计美
学分享会”。 届时，中国第一座戛纳创意
节设计类金狮奖得主熊超、 著名话剧导
演童龙，建筑设计师邱军，以及湖南著名
文化创意人古湘将莅临现场， 分享有关
创意设计、 建筑设计以及话剧等方面的
美学理念。

艺术大咖云集，
邀你一起发现美享受美

作为东风日产精心打造的一款别具
风格的高品质中大型 SUV，楼兰以领先
行业的全感官跑车型美学设计，将“理性
几何美”与“感性表现力”完美融合。

据悉，东风日产“发现楼兰发现美”
系列活动设有多个站点，每一场活动，楼

兰都邀请创新设计先锋与风尚明星的
1+1 跨界组合形式， 着力打造让人耳目
一新的创新设计之旅。在长沙站之前，东
风日产楼兰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成
都、武汉等城市，分别展示了它的结构设
计、空间设计、工业设计、色彩设计和视
觉设计之美。

在即将举办的长沙站活动中， 中国
第一座戛纳创意节设计类金狮奖得主熊
超、 著名话剧导演童龙， 建筑设计师邱
军， 以及湖南著名文化创意人古湘将分
享自己独特的美学理念， 讲述生态、城
市、生活的关系，探究美之极致。

东风日产市场部副部长张茂华表
示：“透过汽车， 我们可以发现工业设计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生活中很多美好的
事物就在我们身边，这也是‘发现楼兰发
现美’活动希望传达给大家的信息：发现

美，享受美。 ”

最美楼兰 4 月销量同比增长
40.1%

随着人们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块
头更大、空间更宽敞的中大型 SUV 越来
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曾经在紧凑型
SUV 市场中拼得你死我活的车企们也
纷纷把目光投向了这个细分领域， 竞相
推出新品。

作为中大型 SUV 的前辈，东风日产
楼兰自上市以来，以先锋、创新的设计理
念，颠覆了以传统设计为主导的 SUV 市
场格局，引领了中高级 SUV 新的设计潮
流，其优美设计一直备受消费者认同，也
成为最美车型的代表之一。

颜值就是生产力。 数据显示，在
2018 年，东风日产楼兰的销量取得突破

式增长，月均同比增长率超过 40%。前 4
个月，楼兰累计终端销售 8997 辆，同比
增长 35.2%。 其中，4 月更是同比增长
40.1%。 （刘宇慧）

“你好启辰，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
“附近五公里范围内，有长沙臭豆腐、糖

油粑粑和小龙虾， 请问您想选择哪种美
食？ ”

日前，东风启辰“中国汽车大脑之智
趣体验营”登陆长沙。 体验营现场，启辰
T90� 2018 款“标准吃货”的回答让体验的
嘉宾惊喜不已。

刚在北京车展上市的启辰 T90� 2018
款是一款智能 SUV， 官方售价 10.98万元
-15.48万元。 凭借着与高德地图和科大讯
飞等合作伙伴强强联手打造的全新升级
版智能互联系统，启辰 T90� 2018 款不仅
能够提供人性化贴心的全时导航、 在线

娱乐、手机远程控制等服务，而且还增加了
“组队导航”、“微信接人”两大功能，瞬间化
身车主最贴心的“AI 助手”，真正实现便捷
智能出行。

为了展现启辰 T90� 2018 款的出众实
力，“智趣体验营” 现场特别精心设计了崎
岖刺激的高空弯道， 客户可以全方位检验
“惊艳智领 SUV”， 感受其平顺高效驾控
的硬底子。很多现场客户都对 T90 试乘试
驾中的优秀表现、 宽阔舒适的车内乘坐空
间和风雕美学高颜值感官设计印象深刻。

据悉，东风启辰“中国汽车大脑之智趣
体验营” 后续活动还将在成都等全国 11
城相继展开。 （刘宇慧）

日前，全新 Jeep 大指挥官国内首次全
仪器深度测评活动在长沙展开。

本次测评活动采用了包括 VBOX数据
采集、惯性导航模块、五轴矢量传感器、电子
赛车计时器等近十种高端测试仪器，通过直
线加速、麋鹿测试、绕桩、减速带等近十项专
业试测项目， 最大程度还原全新 Jeep大指
挥官在全路况全场合环境下行驶的车辆性
能。通过场景化的项目测试以及数据的比较

分析， 用可视化的手段揭秘了 Jeep� 4×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是如何给消费者带来
“快，稳，安，静，省”的上乘驾乘品质。

在刚刚过去的北京车展， 大指挥官一
举占据了热度排行榜头名的位置， 订单持
续飙升，首批车也将于 6 月陆续交付。 有
理由相信， 经过这次实测活动可视化的全
面对比之后， 将有更多消费者对大指挥官
“路转粉”。 （何尚武）

全新 Jeep大指挥官在长进行首次全仪器测评
“大众粉”翘首以盼的 SUV 终于来了。
5 月 26-27 日 ， 由 一 汽 - 大 众

T-ROC 独家冠名的橘洲音乐节在长沙橘
洲沙滩乐园精彩上演， 新生代唱作音乐人
毛不易、鹿先森乐队等众多明星齐聚橘洲，
以各自鲜明的音乐 style 为观众带来了一
场又一场的视听盛宴。

除了活力四射的音乐外，一汽 - 大众
旗下首款 SUV———T-ROC 探歌的华丽亮
相，也让众多现场粉丝尖叫连连。当橘洲音
乐节圆满落幕，一汽 - 大众华南区大众品
牌总经理王胜利宣布，T-ROC 探歌在华

南区全面启动预售， 首批预售车主将有机
会参加 6 月 7 日在佛山工厂举行的沉浸式
体验活动。

作为一汽 - 大众品牌首款 SUV，
T-ROC 探歌自 4 月 18 日首次亮相以来，
就得到了国内众多追求个性、 时尚且富有
活力的年轻人的高度关注和期待。T-ROC
探歌是专为新时代的年轻消费群体量身打
造的纯德系 SUV， 它采用大众 SUV 全新
设计语言，更加个性、时尚且富有表现力，
可满足年轻人个性化的选择。

（谭遇祥）

一汽 -大众首款 SUV探歌启动预售

东风启辰“智趣体验营”登陆长沙

5 月 28 日，全新保时捷 Cayenne“驭·
见之旅” 在上海保时捷体验中心启动。 作
为全球最受欢迎的豪华 SUV， 自问世以
来，保时捷 Cayenne 始终致力于为驾乘者
提供独有的驾驭体验。 2018 年， 第三代
Cayenne 车型正式登陆全国经销商网络，
以出色的操控性能和卓越的运动性能，诠
释了“豪华 SUV 中的跑车”的独特定位。随
着全新 Cayenne�的上市，保时捷同步推出
了“享·你所想”全新保时捷服务套餐，为车
主提供更为全面、 多样的车辆保养及保修

解决方案。
全新 Cayenne 拥有可以媲美跑车的

运动性，三款全新设计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为它带来更为澎湃的动力， 令人惊叹的加
速度堪与 911� Carrera争锋。 而作为一款
SUV，它的越野性能同样出众，能够提供 5
种不同的越野驾驶模式和 6 种离地间隙，
可调整的越野模式令驾驶者能够更轻松地
选择恰当的驱动系统设置， 无论坦途还是
泥泞，全新 Cayenne都能应付自如。

（谭遇祥）

保时捷全新 Cayenne“驭·见之旅” 闪耀上海

本周末，东风日产邀你发现楼兰之美

日前，为回馈 255 万粉丝，东风标致联
手 teamLab 在武汉 M+ 广场上演了一场“1
对 255 万”的盛大告白。

东风标致市场部部长赵丹丹表示，2018
年是东风标致“口碑激活年”，为了让更多人
了解“小狮子”，爱上“小狮子”，东风标致正
式刷新“设计之美、品质之实、科技之悦”的
品牌核心价值，希望为用户带来美感、质感
和动感的全感官体验。 （谭遇祥）

东风标致向粉丝表白

▲

本周末，艺术大咖
邀你一起发现楼兰之美。
（东风日产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