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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都市中的小飞侠

晶锐酷黑版展现运动基因
人不可貌相，车子也同

样如此。一部 A0 级小车往
往也可以爆发出惊人的能
量，比如上海大众斯柯达的
硬派小车晶锐，时尚乖巧的
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强劲的
CR C 内心，集动力、操
控、安全等诸多优势于一
身。
内外结合，小飞侠闪亮登
场

晶 锐 酷 黑 版 是 晶 锐
2011 款的最大亮点之一，
兼具时尚与运动风格，个性
十足。外形方面，酷黑版标

配炭黑色车顶酷劲十足，熏
黑大灯配合透镜效果演绎着
耍酷所需的凶悍，至于黑色
镀铬中网边框、高光全黑色
镀铬竖条直瀑式进气格栅、
以及黑色外后视镜和黑色防
擦条所组成的酷黑四件套，
更是在与炭黑车顶的遥相呼
应的同时，透出个性、时尚
与灵动。酷酷的外形宛如都
市小飞侠般瞬间提高了回头
率。内饰方面，独具特色的
黑色运动风格为晶锐酷黑版
平添一种犀利的视觉体验，
特别是黑色的中控、黑色三

辐真皮方向盘、黑色运动织
物座椅，共同营造了晶锐酷
黑版的激情“酷黑”空间，
让驾驶激情油然而生。

非凡动力，展现CRC 本质

凭借扎实的德系工艺、
出色的操控动力性能和稳健
的 全 方 位 安 全 ， 晶 锐 在
CRC 战场上披荆斩棘，成
绩十分显赫。去年一举拿下
CRC 五连冠，今年也已夺
得四连冠，提前锁定年度总
冠军。
辉煌的战绩离不开晶锐出色

的操控和动力性能。德系车
优良精准的操控性能是有口
皆碑的，晶锐不仅继承了这
一特质，并且成为了其中的
佼佼者。酷黑版配备大众领
先的 1 . 6L 全区式高效发动
机，拥有 BoschME7 . 5 . 20
发动机控制系统、整合 E-
Gas 电子油门技术、静音链
凸轮轴驱动链条等多项先进
发动机技术，配合进气管优
化设计和易换装机滤器设
计，较同级车具有更为出色
的动力表现，使晶锐的动力
输出流畅强劲，特别是其低

速高扭的出色性能，令人印
象深刻。一旦踩下油门后，
发动机就会立即响应，澎湃
的动力源源而来，加速超
车，一骑绝尘的快感油然而
生。

配置齐全，诱惑无可抵挡

四门电窗是当下高端
A0 级车的标准配置，在晶
锐酷黑版上，该配置已升级
为四门一触式带防夹功能，
与同级其他车型的仅驾驶员
一触式相比，不仅先进而且
更实用；在手动空调主宰

A0 级车型的情况下，自动
温控空调已成为酷黑版晶锐
的标准配置，让驾乘者可以
享受到更舒适的环境；倒车
雷达在 A0 级车型中基本属
于选配件，如果安装车主一
般需要多支出数千元，而酷
黑版晶锐不花一分钱就能获
得原厂高品质的数字式无盲
区 PDC 倒车雷达，这一 A
级车都未必拥有的配置已属
于酷黑版标配；还有绿色隔
热玻璃、气动无骨雨刷以及
电子防盗系统等都是酷黑版
的标准配置。

不久前，广汽本田(以下称
广本)首款 Cross 跨界车型歌
诗图于10 月 30 日在山东正式
上市。这款介于轿车与 SUV
之间跨界，定位高端，不仅拥有
轿车的舒适性，又兼顾了 SUV
行驶性能的轿跑跨界车，迅速
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昔日雅阁铸就广本辉煌

雅阁被誉为 B 级轿车销
量的头牌，口碑、信誉和售后都
颇为出色，加上前几代车型的
口碑基础，雅阁在国内的汽车
市场中树立了较高的地位。有
资料显示，今年 1-9 月，雅阁的
累计销量为 127190 台，继续保
持第一，月均销量为 14132 台，

远远领先位列第二凯美瑞的月
均 11954 台，雅阁始终牢牢占
据着 B 级车市场的霸主地位。
由此看出，雅阁已经为广本打
下了非常稳固的品牌基础，可
谓功不可没。
低调雅阁的彪悍卡位

第八代雅阁被称为史上最
强雅阁，外观上呈现的是鲜明
的运动风格，车身使用高强度
钢材在新车型上所占比例已经
达到了 48%，车身撞击力道的
吸收控制得很好。

另外八代雅阁车长将近 5
米，轴距达到 2.8 米，车身尺寸
接近大型轿车。八代雅阁配备
了 2. 0 升、2 . 4 升和 3 . 5 升三

款发动机，为 i-vtec 智能可变
气门正时及升程电子控制发动
机，相对于上代发动机，它可通
过 ecu 电脑控制进气门的开启
关闭，使发动机的作功保持最
佳状态。
“歌”“阁”整合发力

如果广本的双品牌战略实
施顺利的话，那么广本在高端
市场上有歌诗图进行争抢占
位，高端市场下有雅阁以准 C
级领袖姿态进行包抄合围，可
以想象中国的高端车市场的份
额将会逐渐被广本所吞噬。广
本利用现有车型基础上分别向
上和向下伸出的触角，打开了
一片全新的局面。

雅阁十年品质 铸就广本“全新阵容”前驱王别克君威的驾控DNA
一辆车就是一个生命，

他是由众多 DNA 组合而成
的。而在一辆运动型前驱王
者的 DNA 序列中，傲慢成
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君威就
是这样一款前驱之王，傲慢
但绝无偏见。
设计DNA

全新别克家族基因中的
直瀑式格栅，在君威身上被
赋予了更多不安分的基因。
跑车般倾斜的前挡风玻璃，
与前车盖的 V 型设计浑然
一体。快背式车顶所构成的
线条一直延伸至车尾，与车
身从前至后上提的高腰线，
形成犀利的侧翼观感。车顶

的鲨鱼鳍仿佛随时准备划破
沉闷粘稠的空气，绝尘而去。
动力DNA

君威 2. 0T 的最大功率
为 220 马力，最大扭矩达到
360 牛米，拥有同级最高的
81 kW/L 升功率，配合专属
的先进 6 挡手自一体变速
箱，0 ～ 100 km/h 加速仅
用 7 . 7 秒，最高时速 232 公
里，在同级别运动型产品中
难逢其敌。罗列出来的这组
数据，就是君威 DNA 链条
中最让人血脉贲张的部分。
这意味着，这款产品会在你
踩下油门的时候带来强烈的
推背感。

操控DNA
君威采用了加强型麦弗

逊式独立前悬和多连杆独立
后悬组合。前悬架下控制臂
通过两组轴套固定在副车架
上，其中后轴套为液压式，确
保操控精确的同时，提升了
悬架系统的震动吸收能力。
独立多连杆后悬挂精心设计
的几何结构，提升了车辆操
控稳定性。前后悬架中大量
采用了铝制部件，减轻了底
盘总质量，且提供了更好的
悬挂平衡性和灵敏的路感回
馈，辅以针对中国路况的优
化减震调校，使横向和纵向
支撑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