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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丝绸之路通常是
指欧亚北部的商路，与南方的
茶马古道形成对比，西汉时张
骞和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开
辟的以长安(今西安)、洛阳为
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
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
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

“陆路丝绸之路”，它开辟了中
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
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各
国使者、商人、传教士等沿着
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
绝。此次旅行终点土耳其，是
古代丝绸之路上至关重要的
国家之一，它连接东西方交
通，汇集八方文明，造就了无
数神话。

吕晓丽

千年古都 丝绸之源

西安承载了千年历史，见
证了无数朝代的辉煌与传奇。
如今，它依然散发着光芒。作
为本次旅行的起点，我们从这
里自驾启程，追寻两千年前先
辈们探索的足迹，再次出发西
行7000公里，踏上探寻新丝绸

之路的壮阔旅程，一起探索古
老文明的创新生命。在这一趟
旅行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
量用手里的镜头去记录沿途
自然、记录历史和人文故事，
在漫长的地理跨越中，翻阅千
年历史，在“一带一路”精神的
感召下，体味新丝绸之路的创
新之变。

探望华夏文明
探索丝路奇观

兰州，作为丝路重镇，黄
河之都，是母亲河悠久历史、
厚重文化的见证。此次重走
丝绸之路大家顺流而行，在
这里继续传承祖辈文化根
基，探索华夏文明之源。这里
依山傍水，山静水动，南北群
山对峙，东西黄河串城而过，
蜿蜒百余里，将丝绸之路文
化、黄河文化、民族文化汇集
其中。

丝路奇观新发现

张掖，古称凉州，是昔日
的边关要塞，平山湖丹霞石
林大峡谷，是这里最壮美的
地貌景观。它被《中国国家地

理》杂志及中外知名地质专
家 和 游 客 誉 为“ 比 肩 张 家
界”、“媲美克罗拉多大峡谷”
的丝绸之路新发现！小伙伴
们在这里纵情体验自然奇
观，尽情享受BMW X家族独
有的驾驶乐趣。xDrive智能
全轮驱动系统根据路况转瞬
之间实现前后轴0-100%动
力的无级分配，在这里与探
索者一道恣意挑战冰雪。

创新莫高窟
世界文化的魂宝

莫高窟，坐落在河西走
廊西端的敦煌，拥有千年的
历史。隋唐时期，它随着丝绸
之路的繁荣达到兴盛。735个
洞窟，4 . 5万平方米的壁画，
2415尊泥质彩塑，成为世界
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
富的佛教艺术地区。探索未
知的旅程从“数字敦煌”与

“虚拟洞窑”开始。探索者可
以通过当代先进的数字技术
和多媒体展示手段，全方位、
近距离的“亲密接触”敦煌莫

高窟绚丽多彩的石窟艺术经
典与气势恢宏的历史文化。

陆上三峡
打造酒泉风电的“巨无霸”

瓜州风力发电场，是全
国第一家正式获批的千万千
瓦级风电基地。今天小伙伴们
将来发现瓜州风力发电场基
地探寻风力发电的奥秘。只有
善于思考、勇于探索未知的队
伍，才会创造无限可能。未来
几年，瓜州风力发电场的风电
装机规模将达到2000万千瓦，
成为名副其实的“陆上三峡”。

人类文明交往生生不息，
从地域性的交往走向全球性
的交往，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
月，展现了人类的进步与发
展。如今，我们生活在互联网
时代的当下，也许无法体会到
一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以及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无
尽魅力。在一切未知的路上，
我们只能继续前行！继续一场
激动人心的探索之旅！

(未完待续)

重重走走丝丝绸绸之之路路，，谱谱一一段段星星月月传传奇奇

自驾路线：西安、兰州、张掖、敦煌、瓜州、乌鲁木齐
自驾终点：土耳其
车辆提供：BMW X家族

5月20日，长安马自达新昂克赛拉济
南试驾会在欧乐堡和黄河边进行。长安
马自达新Mazda3 Axela昂克赛拉售价
11 . 29-16 . 29万元，搭载1 . 5L、2 . 0L两套
“创驰蓝天”高压缩比发动机动力组合。

新昂克赛拉的外观设计充分展现了
“魂动”理念，赋予了新昂克赛拉活力充
沛、张力十足的充满韵律感的灵动气质。

EPB电子驻车系统、ADD彩色平视显
示系统、中央控制人机交互系统、MZD
CONNECT马自达悦联系统等众多领先科
技的运用，为驾乘者带来前所未有的驾驭
激情与科技操控体验。新昂克赛拉采用了
NVH极致静音技术，在老款车型基础上，
针对隔音降噪进行了多达18项的改进。

“创驰蓝天”发动机拥有无可比拟的
同级最高13:1压缩比，全新4-2-1排气系
统；1 . 5L、2 . 0L发动机拥有燃料精细混

合多点式6孔高压缸内直喷技术(二级喷
射)，燃烧状态发动机由电脑实时控制，
最大功率/扭矩达到116KW/202Nm。

此外，新昂克赛拉搭载了马自达全
球首创的“GVC矢量控制系统”，全面创
新的GVC系统以马自达“人本理念”的研
发哲学为出发点，力求达到真正适合人
体工学的车辆形态，进而为更多用户提
供“顺滑流畅的G(加速度)衔接”的畅快
驾驶体验和更舒适的乘坐感受。(Eleven)

两两万万开开博博越越

含含牌牌含含税税含含保保险险

运运动动基基因因碰碰上上““黑黑科科技技””如如鱼鱼得得水水
——— 黄河边试驾新昂克赛拉

中国人讲究货比三家，方知
优劣。当吉利收购了沃尔沃，将
其全球优越的安全智慧搭载到
吉利3 . 0车系之上时，着实让博
越成为了一款国人买的起的精
品车。因为其好看、好开、好智能
的优越表现，这款车也被广大网
民评为“三好先生”，成为当之无
愧的“网红”。

吉利博越历时三年半时间
打造的智能互联精品SUV，整体
造型融合了中国文化元素与国
际时尚潮流，外观动感精致。流
线型车身设计，配合动感的猎豹
腰线和时尚的悬浮式车顶，彰显
出SUV车型特有的运动气息。博
越搭载了诸多前瞻性的智能配
置，如城市预碰撞安全系统、
ACC智能自适应巡航、360°随
动3D全景影像、PM2 . 5空气净化
器、“你好博越”智能语音交互系
统等。尤其是博越首创“安全识
别圈”概念，从驾驶安全感到主
动安全，再到被动安全，全面打
造智能驾驶安全体系。

从济南吉利汽车超市了解
到，为减轻购车客户的压力，作
为济南最大的吉利汽车经销商，
吉利汽车超市推出了“两万开博
越，含牌含税含保险”的优惠政
策，让真正需要买车的客户“省
事、省心、省钱”。其开通的“热线
电话：0531-69927000”，真正让
客户感受到吉利汽车客户至上
的服务理念。

5月18日，长安汽车首款MPV凌轩
上市发布会在河南郑州惊艳开启，发
布会以舞台剧的形式向大家演绎凌轩
生活“就享多一点”的梦想大戏！向外界
展现出了长安凌轩这款安全精致MPV
身上“高颜值、大空间、强安全”的魅力
所在！此次发布会共推出3款1 . 6L+
5MT手动版车型，分别是手动进取型、
手动幸福型、手动精英型。官方指导售
价为6 . 79万元-8 . 09万元，今年下半年
1 . 5T及AT车型也将陆续推出。4月份，
长安汽车举行全新的设计理念战略发
布会，正式发布全新设计哲学“生命动
感”以及全新设计理念战略下的设计理
念和语言“智色双旋”，作为长安汽车开
拓全新产品谱系的首款MPV经典产
品，长安凌轩不仅继承了其“智色双旋”
的品牌灵魂和设计精髓，还肩负着中型

MPV整体市场向上突破的使命与重塑
市场格局的重任，并为那些懂得享受生
活品质和众乐而居的家庭族而来，为他
们全面开启凌轩生活！

长安凌轩的惊艳上市，不仅为长
安汽车产品谱系的全面性与造车实力
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为
消费者实现家庭梦想迈出了重要一
步，在自主中型家用MPV领域，一个
新的标杆正在冉冉升起！相信在未来，
长安汽车的成绩也将更加辉煌！

长长安安汽汽车车安安全全精精致致MMPPVV凌凌轩轩惊惊喜喜上上市市

5月20日，广汽传祺C级旗舰轿车
GA8 2017款在济南上市。新车经过30
项优化升级，新增280T动力，售价区
间14 . 98万元-25 . 98万元，并享有同
级罕有的5年/15万公里超长质保。传
祺GA8上市后相继服务全国两会、厦
洽会、亚欧博览会与G20峰会等国际
高端盛会，以卓越的品质和产品实力，
被誉为“中国高端制造实力名片”。

传祺GA8 2017款整车延续光影
雕塑2 . 0设计美学，5003mm超长车身
配以流云式车身腰线，18英寸豪华铝
合金轮辋，全LED大灯，商务和时尚
观感完美融合；2907mm的超长轴距，
1910mm超宽车身设计，带来尊崇宽
适的舒享空间；新增兼具科技和时尚
黑 色 内 饰 ，后 排 迎 宾 踏 板 ，标 配
PM2 . 5空气净化系统。GA8 2017款

新增Ti POWER 280T高效涡轮增压
发动机，在1750-4500转持续输出高
达280N.m峰值扭矩，搭载爱信最新一
代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充沛平顺动力
随心而至；底盘采用铝合金全独立悬
挂，增加操控乐趣的同时，有效提升乘
坐舒适性；新增7英寸全彩液晶仪表，并
拥有360°全景泊车影像系统。

(刘庆义)

广广汽汽传传祺祺GGAA88 22001177款款济济南南上上市市
不要告诉我你们还在谈论去哪里

吃粽子！还在纠结是甜粽子还是咸粽
子吗？
小编我要在这里一脸傲娇的告诉你
们，这个端午我要到东风风神吃粽子

端午特惠———“百台东风风神车
八折购”到店有惊喜，全部满足你！

六重好礼：一重礼：参与试乘试驾
还可领取夏季驱蚊神器。

二重礼：老客户转介绍新客户购
车可获得1000元油卡。

三重礼：增换购AX7车型客户另
可享受2000元购车补贴

四重礼：如办理分期购车，可以得
到厂家送的品牌净水器一台。

五重礼：当天订车客户可参与礼
品抽奖，家纺、电器等你来拿。

六重礼：进店看车就可领取4S店

为您准备的精美端午特产一份。
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
东风风神济南金天易4S店
销售电话：68817881
地址：济南市槐荫区匡山汽车大世界
东区北门正对面
东风风神工业南路店
销售电话：68816811
地址：工业南路与奥体西路交叉口
东北角

激激情情畅畅购购 东东风风风风神神钜钜惠惠端端午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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