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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俱乐部

上周，探界者 Equinox 上市，

在现场，雪佛兰宣布与 Discovery

探索频道开启全面官方合作。探界

者 Equinox 包含 1.5T 和 2.0T 两种

动力系统共 6 款车型，售价 17.49 万

元至24.99万元。

雪佛兰探界者拥有59项全系标

配配置，如发动机自动启停、主动进

气格栅、智能无钥匙进入、发动机一

键启动、蓝牙系统等，覆盖车身外观、

智能科技、便利舒适、安全保障等各

个方面，综合实力无人能撼。乐趣驾

控更是演绎到了极致，突破性地搭载

通用汽车全球最新的两组高性能动

力系统，其中 2.0T 双涡管直喷涡轮

发动机与 9 速 HYDRA-MATIC®
手自一体变速箱的动力组合能实现

最大输出功率 191 千瓦、最大扭矩

353牛·米的超强动力表现。另一套

高效动力系统是高性能版1.5T顶置

直喷涡轮发动机与 6 速 DSS 智能启

停变速箱的黄金组合，动力和油耗表

现均同级领先。

雪佛兰探界者基于通用汽车全

球最新一代中级 SUV 平台打造，车

身采用极其坚固的车身材料，其中高

强度钢与超高强度刚比例高达82%，

满足全球5星安全碰撞标准。即日起

至6月30日前，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

享6重Discovery探索礼包。

福特新全顺短轴中顶震撼上市福特新全顺短轴中顶震撼上市

4 月 8 日，吉利帝豪 GL“实力体

验营”第二季（杭州站）在白马湖试

驾场顺利举行，浙江豪众、杭州豪

帝、杭州远景和杭州鼎伦四家经销

商携手厂家共同举办。本次活动除

了与合资明星车型的静态对比外，

业内首创的安全识别圈和别具一格

的生态净化舱给在场的每位都带来

了一次全新的感官体验，而在试驾

环节开场时由专业教练演示的ACC

自适应巡航和预碰撞系统，更是让

我们在惊叹科技带来变化的同时，

体会到了吉利帝豪 GL 对于“安全做

的再多也不为过”的实力诠释。除

此以外，吉利帝豪 GL 在其他方面，

如外观、内饰、乘坐舒适性、NVH、

驾控性、等处，均呈现不亚于甚至超

越合资明星车型的高水准，其全面

的高质感和强大的产品力赢得在场

人士的一致好评。

吉利帝豪GL“实力体验营”第二季在杭州顺利举行

4月8日，上汽设计国际挑战赛

在中国美术学院正式启动，这是大

赛第五次举办，经过前四届的积累，

这项针对大学生的设计大赛，已经

从国内走向世界，并引起了汽车设

计圈的高度关注。

上汽始终专注核心竞争能力建

设，致力于培养怀揣中国汽车梦的

未来汽车设计人才。在汽车设计创

新领域，上汽可以说是捷报频传。

上汽荣威 VISION-R 概念车获得

日 本 著 名 汽 车 设 计 杂 志《CAR-

STYLING》评选出的“2015 年度中

国最佳概念车设计大奖”，成为首个

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汽车品牌；荣威

RX5 和其新能源版荣威 eRX5 荣获

“iF DESIGN AWARD 2017”设计

大奖，这是继荣威 RX5 和荣威 360

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之后，荣威

品牌再次登顶最受瞩目的世界设计

舞台，打破汽车设计大奖被合资品

牌垄断的局面。另外，荣威 RX5 还

获得“2016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工业设计金奖”殊荣。

17.49万元起，雪佛兰实力中级SUV探界者上市

4 月 6 日，福特汽车在上海宣布其中国电气化战

略，确定将在中国推出两款全新电动汽车，并在 2025

年前向中国市场推出更多新电动汽车。计划于 2018

年上半年上市的福特蒙迪欧 Energi 将成为长安福特

生产的首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与此同时，福特汽车

还将在未来五年内向中国市场推出一款全新纯电动

小型SUV。

为更好满足中国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尤其日益

增长的电动车需求，福特汽车将在 2025 年以前为中

国消费者提供全面的电气化解决方案——包括混合

动力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纯电动汽车等不同

形式的新能源车型。届时，70%的福特品牌在华销

售车型将提供电动车版本，这包括了长安福特旗下的

全系车型。

福特汽车将推出
两款全新电动汽车
福特汽车将推出
两款全新电动汽车

第五届上汽设计国际挑战赛启动

4月9日，短轴中顶车型作为福特新全顺的明星车型

压轴登场，共6款车型，官方指导售价126,300元起。

此次发布的车型提供 2 款动力选择，其中福特

2.0T PUMA TDCi 柴油发动机拥有出众的燃油经济

性，百公里油耗仅为 7.6 升；曾荣膺“沃德十佳发动机”

的福特 2.0T EcoBoost GTDi 汽油发动机更为高效，

带来更强劲的动力性能。

福特新全顺短轴中顶车型的内部装载空间最大可

达 7 立方米，实现优质的空间利用率。并且，新车的强

化车身结构中，硼钢的使用比例高达 40%，搭载丰富

主/被动安全配置，全方位安全保障。另外，5.8米超短

转弯半径，方便在狭窄路段转弯、掉头和泊车，带来绝

佳的转向操控并提升行车安全。

载着梦想的邮轮即将启航，你岂能错过？本周一，钱江晚

报“浙盐蓝海星”170广场舞俱乐部发出“急寻‘舞媚娘‘，跳舞

游世界”的征集令后，我省的舞蹈爱好者们纷纷响应，希望能

加入这场与众不同的邮轮派对。

钱江晚报“急寻‘舞媚娘’，跳舞游世界”活动受追捧

舞蹈爱好者们都想搭上这班与众不同的邮轮

如果选不上，自掏腰包也想去

本报讯 由杭州市乒协主办的杭州市第

七届“孙泰和”杯纯业余乒乓球比赛将于4月

29 日~30 日在三鑫乒乓球俱乐部举行，想参

加者即日起可前往报名。

本次比赛设团体、男、女单打，均分两个

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单循环赛制，第二阶

段采用单淘汰加附加赛决出名次，其中团体

和男单比赛录取前 8 名，女单视报名人数而

定给予奖励。 水一名

杭城草根乒乓球赛开始报名

杨榕斌在领舞。陈学东 摄

本报通讯员 李文瑶 蒋升 本报记者 杨静

“舞蹈是一项独特的运动项目，它不仅可

以强身健体，还可以让我们拥有优雅的气

质。”浙江科技学院的美女老师杨榕斌学生时

代专攻的是田径女子项目中最难的七项全

能，现在已是排舞运动的积极推广者。“小时

候参加跳舞比赛，是为了赢取那些可爱的玩

具奖品。长大后跳舞，收获了快乐和自信。

我发现在舞蹈中能做到最好的自己。”

作为国家级健身指导员，杨榕斌经常利

用双休日到省内各地进行健身排舞、广场舞

公益培训，“看到那么多人喜欢跳舞，学舞热

情很高，这是我继续跳跃的动力。我的学生

有 70 多岁的老年人，也有幼儿园的小朋友。

我们学校的留学生们也十分喜爱我的课，尽

管有时候无法用语言交流，但我们之间有着

一种大家都能读懂、都能表达的语言，那就是

舞蹈。我还带着他们参加各种体育艺术、舞

蹈类比赛，获得了全国一等奖的好成绩。”

跳舞的功效究竟有多好，64 岁的顾晓梅

感受颇深：四年前，两位亲人的相继去世，自

己患上了抑郁症。走了很多医院、看了很多

专家，治疗效果却不好，当时痛苦得连自杀的

念头都有了。有天晚饭后散步，看到同龄人

都在跳舞，于是就跟着大家学起来。没想到

就这样爱上了跳舞。半年多后，自己的抑郁

症好了，性格也变得很阳光，“感谢 170 俱乐

部，让我们老有所乐，让退休生活更加充实。”

免费乘邮轮去日本，跳舞看世界，这样的

活动太吸引人了。沈燕瑜也是位多年的广场

舞爱好者，看到钱江晚报相关报道后，很想参

加，但又担心自己在评选中实力不够，“如果

选不上，我希望能自费参加你们的活动。”

你想成为“舞媚娘”别动队首批成员吗？

那就来报名吧。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4

月 15 日，之后专家评审团将从中挑选 20 位

广场舞爱好者作为候选人。候选人再进行民

间投票，得票数最多的前10名将获得这场我

们精心设计的海上广场舞主题派对免费入场

券，邮轮目的地是日本，全程5天时间。

在旅途中，大家一起跳大海主题的舞曲，

并且请专业摄影师全程拍摄下来，相信这一

定会成为你人生中难忘的时刻⋯⋯

报名要求：身心健康、舞艺精湛的广场舞

爱好者；在群众中有良好的示范作用，是健身

人群中的带头人；热心从事公益事业或有励志

感人的人生经历；形态健美、有超越年龄的精

神状态⋯⋯满足以上标准之一均可报名。

报名方式：在钱江晚报体育微信“170 俱

乐部”上发送关键词“舞媚娘”后，在弹出的表

格中填写相关信息预报名。

扫码加入全

省规模最大

的广场舞“正

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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