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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转暖后，外出观光的
车辆逐渐增多，有些私家车行
驶在高速上，见到风景好的地
方习惯停下观赏一番，随意停
放车辆，还不设置任何警示标
志。还有一些驾驶员容易忽视
路牌，特别是私家车较常见，好

多驾驶员行驶到高速公路上根
本不看路标，待从该下的路口
过去后才发觉，甚至冒着危险
掉头逆行，这种情况事故发生
率极高。虽然是几秒钟或几十
秒钟的事情，却可能会付出生
命的代价，高速交警支队提醒

广大司乘人员：高速公路上千
万不要随意停车，行车时一定
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路标，如
果没有看清路标，走过去了，切
勿掉头逆行，可以到下一个出
口再掉头，这样，高速公路才会
畅通，安全才有保障。

□记者 李哲

4月16日至17日，全球顶
级豪华SUV品牌路虎，在郑州
用一场“征城挑战营”试驾体验
活动，让宾客切身感受到了路虎
品 牌 所 蕴 含 的“Above and
Beyond”的品牌精神。路虎品
牌旗下两款国产明星座驾——
发现神行和揽胜极光联袂登场，
通过产品讲解、公路试驾及越野
挑战等环节，全景展现了路虎始
终如一的世界级品质和性能。
此次路虎·发现神行&揽胜极光

“征城挑战营”试驾体验活动将
覆盖全国30个城市。

试驾体验会上，路虎品牌精
心设置的挑战项目让人充满了
征服欲，如高达6米、最大坡度
为45°的Pagoda陡坡、30°极

限侧坡、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台阶
路、高难度的坑洼路以及考验车
辆涉水通过性的涉水路，均展示
出了路虎产品无与伦比的越野
性能。

发现神行和揽胜极光两款
车型均搭载了240马力的2.0升
Si4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可在
每分钟1750转时达到峰值扭矩
340牛·米，ZF 9速变速箱更可
迅速细腻地换挡。在越野试驾
项目体验上，路虎独有的全地形
反馈适应系统可选择普通驾驶、
草地/沙砾/雪地、泥沼/车辙和
沙地四种模式，从容指挥车辆的
马力及扭矩输出，轻松越过坑
洼。下坡中，陡坡缓降控制系统
让车辆以较低速度下坡，释放双
脚，让人充分感受到路虎车型的
极致驾控性能。

□记者 刘婷婷

4月9日，观致汽车观致5
SUV在河南致悦4S店正式上
市，售价区间为13.99万-19.49
万元。

观致5搭载与观致3相同
的1.6T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
输出功率156马力，峰值扭矩为

230牛·米。车身长宽高分别为
4587mm/1869mm/1676mm，
轴距 2697mm，最小离地间隙
达 180mm，行 李 厢 容 积 为
450L，后排座椅放倒后可达
1500L。内饰方面，中控台的布
局及方向盘造型延续了观致家
族式的设计风格，中央配备有8
英寸液晶显示屏。

此外，新车提供宝石蓝、水
晶白、星光黑、旭日红、坚果棕、
微光灰六种外观车漆，以及马
鞍棕、黎明灰、星际黑三种内饰
搭配供消费者选择。配置方
面，新车还将配备有自动驻车、
全景天窗、11扬声器Bose音响
系统、倒车影像、无钥匙进入、
带记忆功能电动调节座椅等。

试驾全新高尔夫·嘉旅：
动力超强 油耗超低
□记者 史歌

近日，在一汽大众全新高尔
夫·嘉旅上市之前，记者与这款定
位宜家宜商宜旅的高尔夫家族成
员有了一次亲密接触。通过3天
的体验式试驾，包括多种路况：城
市道路、高速道路、国道省道甚至
乡村道路，体会到全新高尔夫·嘉
旅的超强动力以及超低油耗。

外观上，嘉旅前脸看上去更
具活力，车身侧面的线条保持了
高尔夫家族的流畅动感。新车
长 宽 高 分 别 为 4348mm、
1807mm、 1574mm， 轴 距
2680mm，都比高尔夫要大。丰
富的储物空间是一辆旅行车的
必备，嘉旅设计了多达24处的
丰富储物空间，例如前后门板等
区域有很好的表现，前门板可以
轻松放下容量为1.5L的水瓶，
而后门板则能放下容量为1L的
水瓶。行李厢容积为500L，当
后排座椅的两个可单独调节的
部分前移至最前位置时，行李厢

容积可达590L，放倒后排座椅，
行李厢容积可扩展至1520L。

高尔夫·嘉旅搭载EA211
系列发动机，共有1.6L、1.2T和
1.4T三种排量发动机可选。其
中，1.6L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输
出功率 81kW(110PS)；1.2T 发
动 机 最 大 输 出 功 率 81kW
(110PS)；1.4T发动机低功率版
的 最 大 输 出 功 率 为 96kW
(131Ps)，高功率版为 110kW
(150Ps)。

嘉旅提供了“标准”、“运
动”、“经济”、“个性化”四种驾驶
模式。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
模式下，每次收油转速便会降低
到怠速水平（800rpm左右），进
入“滑行”状态，从而降低燃油消
耗。“运动”模式会自动将挡位放
在“S”挡，动力输出变得更加迅
速和直接，转向也变得更沉稳。
在安全方面，嘉旅配置了包括
MKE疲劳提醒、MDFS动态大
灯辅助，选装ACC自适应巡航、
BSD盲区监测等。

试驾路虎发现神行、揽胜极光：
体验征服的快感

全新观致5 SUV郑州上市

春季开车，要注意这些问题——

□记者 祁驿 解元利

安全第一：提防春困、做好保养
春天到来，随着气温

回升，天干物燥，让人感觉
焦躁不安，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
中，清明节小长假期间接连发生的
车祸，再次提醒大家要注意春季开

车的安全。

对于经常跑高速的司机而
言，“春困”可谓“顽疾”。春季
白天变长、夜晚变短导致睡眠
不足，加上驾驶室在阳光照射
下又比较温暖舒适，驾驶员很
容易产生瞌睡犯困现象。

“春困”是春季导致事故的
“首要杀手”，主要导致驾驶员
应变能力下降，反应迟钝，常会
出现判断失误。对此，高速交
警介绍了一些预防“春困”的方
法：早睡早起，保证睡眠；注意
驾驶室保持通风，保持空气新
鲜，否则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
增多，会助长春困的发生；加强

锻炼，清晨信步走、做操跑步、
打打太极拳对于振奋精神十分
有益；做好饮食调节也很重要，
不可多食寒冷、油腻的东西，更
不可过多饮酒，最好每天多吃
些新鲜蔬菜和水果。

防止犯困还有个方法就是
适当地调节行车节奏，在开车
过程中，驾驶员不妨嚼嚼口香
糖、听听激烈一点的音乐、与乘
坐者说说话，还可以不时地打
开窗户通通风透透气，车内的
温度有变化，也有利于消除困
乏的感觉。在停车的间歇，可
以下车让身体动起来，如果不

方便下车，可以适时在车上扭
扭脖子、抖抖肩膀，在车上做一
些搏击动作，更有益于振奋精
神。另外驾驶员还可以在车内
放一瓶具有醒脑作用的香水。

除了这些外界刺激外，驾
驶员在行车时，可以有意识地
变换车速，改变行车节奏。因
为单调的车速及单调的风景是
困乏的诱因。在行车道路选择
上，不妨找一些沿途景色多变、
花红柳绿的道路来行驶。这样
心情也好，而视觉上的变换刺
激也让驾驶员不易疲劳。

常跑高速的司机，要小心春困

换季保养对于车辆来说尤
其重要，很多车主不注意车辆
保养，事实上这是误区。前几
年，一辆商务轿车在高速上发
生自燃事故，等高速交警和消
防人员赶到现场，车已经被烧
得剩下一个空壳，前后只用了
不到10分钟，而事故原因只是
一根电线老化。很多细节问题
都是发生事故的致命原因。

专业人士提醒大家，春季，

汽车保养主要集中在漆面、底
盘、散热器、机油、蓄电池、轮
胎、空调等方面，一定要做好汽
车底盘的检查工作。拆洗汽缸
和散热器的放水开关。清洗发
动机水套，清除冷却器中的水
垢，检测、调试节温器效能。如
果所使用的机油不适合，应该
更换发动机、变速器、转向机、
后桥等处的冬季用润滑油(或低
温区用润滑油)，改为夏季用润

滑油。检查蓄电池，看看电力
是否充足。一定要给汽车轮胎
做一次系统的检修工作，最好
是做一次四轮定位。

此外，春季气温升高，是各
种病菌繁衍生长的黄金季节，
因此要特别注意汽车内的防菌
工作，让汽车内保持干爽卫生，
特别是对汽车坐垫、出风口这
些卫生死角更要做好清洁工
作。

换季保养，更要全面做

自驾出游，要集中注意力

□记者 史歌

4月 11日，比亚迪官方在
BYD Dreams 品牌盛典上宣
布，旗下首款中小型SUV——
比亚迪元正式上市。燃油版售
价区间为5.99万-12.19万元，
双 模 版 售 价 区 间 为 20.98
万-24.98万元。上市后，元将
与唐、宋构成新能源SUV家族

“三叉戟”，共同征战中级、紧凑

级及中小型SUV市场。
比亚迪元共计推出包含

1.5L、1.5TID燃油版及双模版
在内的共计14款车型。其中，
1.5L 燃 油 版 售 价 为 5.99
万-8.59万元，1.5TID燃油版售
价为8.59万-12.19万元，“百公
里加速4.9秒”的双模版售价为
20.98万-24.98万元。目前，比
亚迪元燃油版已陆续到店。

比亚迪元燃油版搭载1.5L

和1.5TID发动机，最大功率分
别为80kW和113kW，最大扭
矩分别为 145N·m 和 240N·
m，分别搭配五速手动和六速自
动变速器。双模版1.5L自然吸
气发动机配合前后两个最大功
率110kW、最大扭矩250N·m
的电机，配合全时电四驱，让其
拥有“4.9秒百公里加速、百公
里综合工况油耗2L以内”的性
能。

比亚迪元正式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