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豪华车的好车榜中，全新华晨宝马 5 系
几乎是以刷屏的方式存在。 日前，笔者对华晨
宝马 530� Li 进行了一次深度试驾，不论是外观
内饰、动力表现还是科技配置，这台车都表现优
秀，可谓名不虚传的好车。

先说外观。笔者试驾的是 530Li� M 系列运
动套件版。 相比走大气沉稳路线的老款 5 系，
全新华晨宝马 5 系在外观设计上要年轻许多，
而运动套件版又是全新宝马 5 系中最运动、最
年轻的一款车型。 初见倾心，就如同遇上了一
位运动少年。

不仅如此，全新华晨宝马 530Li 在科技配
置方面亮点颇多， 两片式全景天窗、CarPlay、
后排座椅电动调节、前排座椅加热等都是大家
喜闻乐见的配置， 而笔者试驾的 530� Li� M 套
件版还选配了很多的实用性配置，比如电动的
后备箱、前排的座椅通风 / 加热、无钥匙进入、
HUD 抬头显示等等，黑科技满满。

试驾一台宝马，驾驶感受才是重点。 年轻
化的外表下，全新 5 系藏着的却是一颗躁动不
安的心。 在动力升级到 B48/B58 后，全系 5 系
的动力水准也变得焕然一新。 最大功率 252 马
力，最大扭矩达到 350 牛·米的 2.0T 发动机为
这台分量十足的 530Li 带来了轻巧的感觉，发
动机转速甚至不用超过 2000 转就能带来不错
的提速感， 采埃孚的 8AT 变速箱保证了换挡
的平顺。轻踩油门，反应非常灵敏。虽然和配备
了 V6 发动机的 540Li 那种弹射式的加速尚有
差距，但也足够酣畅淋漓了，对比同级的 E 级
或 A6L 毫不逊色。

整体来说，530Li 的关键词是年轻和运动，
M 系列套件更是加强了这种印象。 如果你追求
年轻的运动感， 觉得奔驰 E 级太过商务气息，
奥迪 A6 又太过老气， 那么全新一代的宝马 5
系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何尚武）

得年轻者得天下。 当越来越多的“85
后”、“90 后”消费者拥入汽车市场，成为车
市消费的主流人群， 汽车品牌纷纷扛起品
牌年轻化的战略大旗。无论是入门级产品，
还是中高级旗舰， 无一例外都在向年轻人
示好。在抢占年轻消费者的战场上，各品牌
纷纷使出“杀手锏”，一场肉搏战正在上演。

东风雪铁龙：
云逸抢占“合资首款

互联网 SUV”IP

� � � �一直以来， 法系车给人的印象都十分
自我，从不为了迎合他人而轻易改变。但对
于抢占年轻化市场， 却是例外———东风雪
铁龙在 9 月 20 日推出的新车型云逸 C4�
AIRCROSS,�是合资品牌中的首款互联网
SUV，凭借其超高智能、超高颜值、专属定
制、专属舒适，全方位对接“互联网原生代”
的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智能化的需求，
这款车在湖南区域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
力。

10 月 21 日， 东风雪铁龙云逸 C4�
AIRCROSS 湖南新车交付仪式在长沙举
行。 为了感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对东风雪
铁龙的信赖与支持， 东风雪铁龙特此打造
了一场专属沙龙。 东风雪铁龙中区总监王
晶珑出席活动并致辞。 王晶珑表示：“百年
来， 雪铁龙保持对于品牌基因与历史的敬
畏与尊重，并将创新与大胆完美融合其中。
时代在变，雪铁龙当然也要随之改变。但有
一点，雪铁龙是执拗不变的，那就是始终认
真倾听消费者内心需求， 提供更多的人性
化舒适体验。 相信凭借着云逸 C4� AIR-
CROSS 的出众外观、卓越配置和愈加完善
的售后体系以及亲民售价， 它必定成为今
年的爆款 SUV，在湖南市场拔得头筹。 ”

一汽 - 大众：
加推中型 SUV 探岳

满足多样化用车需求

要论一汽 - 大众年轻化战略的代表
作，探歌首当其冲。 作为一汽 -大众旗下首
款 SUV，年轻化、运动化的探歌不仅结束了
一汽 -大众长期无 SUV可卖的尴尬局面，
还打破了人们对大众车型传统认知。

10 月 22 日，继探歌之后，一汽 - 大众
再推年轻化的 SUV 新品探岳， 新车共提
供 三 种 动 力 共 计 10 款 车 型 ， 售 价
18.88-31.98 万元。

探岳定位中型 SUV，竞争对手包括上

汽大众途观 L、上汽
通用别克昂科威等
车型。 值得一提的
是，探岳虽然与途观
L 均基于 MQB 的平台打造， 但两款车型
的由来并不完全相同， 探岳基于欧版
Tiguan 基础打造， 而途观 L 则是基于美
版 Tiguan 基础打造。

作为大众品牌最新的 SUV 车型，探
岳外观、 内饰均采用了大众最新一代的设
计元素，整体造型风格与探歌很相似，动力
方面搭载了 1.4Tsi 以及两种不同功率调
校的 2.0Tsi 发动机，匹配 7 速双离合变速
箱。探岳搭载了诸多主被动安全配置，一汽
- 大众表示，探岳是首款达到 L2 级自动驾
驶的合资 SUV，同时，探岳还提供 R-Line
车型版本可选，进一步消费者多样化需求。

一汽丰田奕泽：
年轻，就要快意生活

外观很炫酷、 内饰有情趣、 开着有惊
喜， 这是一汽丰田在年轻化战略下所推出
的新车型———奕泽给人的普遍印象。 10 月
23 日 -10 月 24 日， 奕泽 IZOA 快意之旅
在武汉举行。在两江三镇的美景中，奕泽用
行动宣告：年轻，就要驾驭随心，快意酣畅。

众所周知， 奕泽 IZOA 自诞生以来就
被冠上了“高颜值”的标签。 无论是锐利的
LED 前大灯、酷似轿跑的大幅溜背车顶还

是造型别致的尾灯，都让人一见倾心。不仅
如此，进入车内后，立刻就被它的内饰设计
和用料所吸引。偏向驾驶员一侧的仪表台，
让所有物理按键都触手可及； 全系标配的
9 英寸大屏带 CarLife 智能手机互联，通
过数据线或蓝牙即可与手机实时互联，非
常实用。

动力方面， 奕泽 IZOA 搭载了首款
TNGA� 2.0L 喷气流控发动机和新一代 10
速双传动 CVT 变速箱。 其中，发动机的最
大热效率达到世界顶级的 40%，压缩比高
达 13:1， 可输出 126Kw 的最大功率和
203N·m 的最大扭矩。 穿梭于武汉的大街
小巷，穿插并线、走走停停是免不了的。 而
奕 泽 IZOA 应 对 这 些 情 况 简 直 是 小
CASE。 比如调头时，在一些较窄的路面，
其他车型不能一次完成的动作， 奕泽 I-
ZOA 却可以轻松搞定，这得到要归功于奕
泽 IZOA� 5.2m 的最小转弯半径。而当遇到
红绿灯或道路拥堵时， 奕泽 IZOA 配备的
智能节油启停系统和 Brake� Hold 自动驻
车功能等，又可以让驾驶变得异常轻松。特
别是起步时，由于变速器加入了起步齿轮，
令起步更加迅捷有力，完全没有传统 CVT
起步肉、慢一拍的感觉。

（刘宇慧 谭遇祥）

车企争抢年轻化市场

黑科技加持的“运动少年”
———试驾华晨宝马 530� Li

10 月 21 日，广汽三菱·2018 长沙
国际马拉松赛以“爱长沙，辣就跑”为主
题，在上午 7 时鸣枪开赛。 本届赛事以
改革发展的成就及砥砺奋进的精神，成
功入选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田径协会联
合主办的《奔跑中国》2018 赛季“将改
革进行到底”主题系列赛。

比赛当天由 CCTV5 全程直播，虽
然雨势不断，但依旧挡不住来自世界各
地的 2.4 万名运动健儿的热情。 作为本
届长沙国际马拉松赛的冠名赞助商，广
汽三菱以“新主流实·尚 SUV”奕歌为
赛事领航车， 助力长跑健儿激活自我，
快乐奔跑。

一江两岸风光无限，
广汽三菱与你激活自我

广汽三菱·2018 长沙国际马拉松
赛作为华中地区级别最高、最火爆的马
拉松赛事，在赛道设置上充分结合了地
域特色：围绕长沙一江两岸展开，尽显
山水洲城独特的魅力，展示了城市的发
展和时代的变迁。参加长沙国际马拉松
赛的长跑健儿可远观万山红遍、层林尽
染的岳麓山，感受“夜醉长沙酒，晓行湘
水春”的杜甫江阁；还可在被誉为“中国
第一洲”的橘子洲上体会“指点江山，激

扬文字”的豪情。
长马现场，人声鼎沸，每个人都在

兴奋地为接下来的比赛做准备，现场洋
溢着青春活力的氛围，其中，有一支跑
团格外引人注目。由广汽三菱组织的百
人奕歌天旗跑团和 cosplay 方阵，在企
业吉祥物菱角宝宝的陪伴下欢乐入场，
亮相即成为赛道最靓丽的风景线，所到
之处与大家频频互动，燃动长马赛场。

与之前不同，此次马拉松的助威从
原有的“拉拉队 + 口号 + 欢呼”的“传
统老三样”模式，提档升级成拥有长沙
特色的“音乐加油站”。 当天，广汽三菱
邀请了本土知名乐队为参赛者进行现
场表演，让参赛者在用音符串联的赛道
中得到鼓舞，在全力冲刺的同时更加享
受比赛过程。 除此以外，广汽三菱在赛
道途中设置了“激活加油站”，为长跑健
儿提供能量补给，为他们创造好成绩提
供便利。

潮流奕歌助阵“长马”，
实力提供全方位保障

今年，时尚潮流奕歌挑起了赛事用
车的“大梁”，为赛事一路保驾护航。 比
赛期间， 奕歌作为领航车和工作车，全
程支持赛事运营，为工作人员以及物资
供给、赛道指引、赛后服务等环节提供

全面的车辆保障。
奕歌“无限动感，无畏挑战”设计理

念和“激活”的品牌主张，都与马拉松精
神有不谋而合的部分。 作为一台“新主
流实·尚 SUV“，奕歌以澎湃动力为长
马参赛者一路领航，和大家一同奔跑在
长马赛道上，快乐开跑，激活新生。1.5T
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让奕歌拥有了出
色的加速性能，给人满满的动力和激活
快感。

广汽三菱“专业创造愉悦”的服务
理念不仅体现在汽车产品，还延伸到长
沙国际马拉松的赛场上。 今年，广汽三
菱与长马再度牵手，为长跑健儿提供高
保障水准的赛事服务，力求为他们提供
更加舒适、 周全的竞赛环境和指引，全
面助力长跑健儿释放激情，勇敢挑战极
限，激活新生。超越极限，永不言败的马
拉松精神，在广汽三菱身上同样得到完
美体现。 未来，广汽三菱将在激烈的行
业竞争中逆流而上，以全新的姿态迎接
新的发展机遇，再创新的发展速度。

（谭遇祥）

潮流奕歌为赛事保驾护航
助力广汽三菱·2018长沙国际马拉松赛

广汽三菱执行副总
经理李曲明为 2018 长沙
国际马拉松赛鸣枪。

广汽三菱·2018 长沙国际马拉松赛正式开跑，奕歌与你激活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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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雪铁龙云逸 C4 AIRCROSS。 (东风雪铁龙供图）

一汽-大众探岳。 (一汽 - 大众供图)

一汽丰田奕泽 IZOA。 （一汽丰田供图）

广汽三菱奕歌。 长沙国际马拉松赛现场，活力四射的广汽三菱参赛方阵。 （本文图片由广汽三菱提供）

“85”、“90”后成车市主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