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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行成

十年一弹指十年一弹指，，上汽大众上汽大众

的的SUVSUV阵营阵营，，从一辆途观发从一辆途观发

展到如今途铠展到如今途铠、、途岳途岳、、途观途观

LL、、 途 昂途 昂 、、 途 昂途 昂 XX 济 济 一济 济 一

堂堂。。今年今年 11--1010 月月，，累计销累计销

售 近售 近 4040 万 辆万 辆 ，， 同 比 增 长同 比 增 长

2323..66%%。。而定位在途铠和途而定位在途铠和途

观观LL之间的途岳之间的途岳，，上市以来上市以来

累计销量已经超过累计销量已经超过 1313 万辆万辆，，

月均销量超过月均销量超过11万辆万辆。。

消费者对途岳的第一印消费者对途岳的第一印

象是什么象是什么？？记者在试驾时记者在试驾时，，

以雪山为背景发了个朋友以雪山为背景发了个朋友

圈圈。。果不其然果不其然，，有人来问有人来问

我我，，你去试驾途昂啦你去试驾途昂啦？？

在很多在很多SUVSUV都喜欢用流都喜欢用流

线线、、用锐利来装帧自己用锐利来装帧自己，，甚甚

至俨然已经成为一种至俨然已经成为一种SUVSUV的的

流行元素的时候流行元素的时候，，途岳横空途岳横空

出世了出世了。。整个前脸除了方整个前脸除了方

正正，，就是直线就是直线，，就连梯形格就连梯形格

栅也不见弧度栅也不见弧度，，这么一种方这么一种方

方正正的造型方正正的造型，，让人感受到让人感受到

了一种别样的了一种别样的、、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力量

感的硬派之美感的硬派之美。。就连腰线也就连腰线也

充满了线条感充满了线条感，，甚至轮包都甚至轮包都

采用了偏方形的设计采用了偏方形的设计，，更不更不

用说尾部和前脸一样一横到用说尾部和前脸一样一横到

底的硬朗设计了底的硬朗设计了。。但这么搭但这么搭

配起来配起来，，却使整车充满了力却使整车充满了力

量和肌肉感量和肌肉感，，而且丝毫不显而且丝毫不显

累赘累赘，，更是一点都不生硬更是一点都不生硬。。

这就是途岳给我的第一这就是途岳给我的第一

印象印象，，怎么看都好看怎么看都好看。。

顺便说一句顺便说一句，，线条这么线条这么

带感的途岳带感的途岳，，整车风阻系数整车风阻系数

只有只有00..3232，，这在同级别这在同级别SUVSUV

中中，，也算是首屈一指的水平也算是首屈一指的水平

了了。。

此次试驾此次试驾，，记者特地选记者特地选

了一条山路了一条山路，，在当地有着成在当地有着成

都都““秋名山秋名山””的美誉的美誉。。这条这条

路盘山而建路盘山而建，，最宽处不过最宽处不过 77

米米，，有近有近 180180 个回头弯个回头弯，，一一

弯接一弯的场景数不甚数弯接一弯的场景数不甚数，，

更别说有些急弯处角度都能更别说有些急弯处角度都能

超过超过200200度度。。

虽然都是铺装公路虽然都是铺装公路，，但但

对于底盘相对较高的对于底盘相对较高的SUVSUV来来

说说，，想要酣畅淋漓地通过想要酣畅淋漓地通过，，

仍然有些考验整体设计功力仍然有些考验整体设计功力

的意味的意味。。

记者试驾的这辆途岳搭记者试驾的这辆途岳搭

载了载了 EAEA211211 11..44TSITSI 发动机发动机，，

融合了缸内直喷融合了缸内直喷、、涡轮增压涡轮增压

等 先 进 技 术等 先 进 技 术 ，， 最 大 功 率最 大 功 率

110110kWkW，，最大扭矩最大扭矩 250250NmNm，，

匹配七速双离合变速箱匹配七速双离合变速箱，，并并

有有 77 种驾驶模式选项种驾驶模式选项：：经济经济

模式模式、、标准模式标准模式、、运动模运动模

式式、、个性化模式个性化模式、、雪地模雪地模

式式、、越野模式越野模式、、越野个性化越野个性化

模式模式。。

过这段山路时过这段山路时，，为了模为了模

拟大多数驾驶者的日常方拟大多数驾驶者的日常方

式式，，记者一路就是标准模记者一路就是标准模

式式，，DD挡到底挡到底。。

整条山路有连续上坡和整条山路有连续上坡和

下坡下坡，，记者用不同的速度去记者用不同的速度去

尝试各种难度的过弯尝试各种难度的过弯，，有中有中

低速低速4040--5050km/hkm/h不踩刹车过不踩刹车过

的的，，也有时速也有时速 6060kmkm 以上轻以上轻

点刹车入弯过的点刹车入弯过的，，或者是更或者是更

高速度重踩刹车降速过弯高速度重踩刹车降速过弯，，

结果都一样结果都一样。。

途岳方向盘良好的指向途岳方向盘良好的指向

性性、、恰到好处的恰到好处的EPSEPS电子助电子助

力转向系统力转向系统、、轮胎出色的抓轮胎出色的抓

地力和调校出色的底盘地力和调校出色的底盘，，以以

及集成了多达及集成了多达 2626 项功能的项功能的

ESPESP 车身稳定系统车身稳定系统，，让整段让整段

山路都变得十分友善山路都变得十分友善。。没有没有

推头推头，，没有甩尾没有甩尾，，没有任何没有任何

因为高底盘带来的不适感因为高底盘带来的不适感，，

入弯和出弯时入弯和出弯时，，通过后视镜通过后视镜

观察行车轨迹也不见丝毫的观察行车轨迹也不见丝毫的

凌乱凌乱。。当然当然，，这么连续的转这么连续的转

弯弯，，对于后排乘客是一个挑对于后排乘客是一个挑

战战。。

从这么一段上下山路来从这么一段上下山路来

看看，，11..44TT的途岳已经能够胜的途岳已经能够胜

任大多数任大多数，，甚至所有铺装路甚至所有铺装路

面面，，而且表现还非常的出而且表现还非常的出

色色，，要爆发有爆发要爆发有爆发，，要控制要控制

更是不缺控制更是不缺控制，，如果更高配如果更高配

置能配合换挡拨片置能配合换挡拨片，，驾驶体驾驶体

验可能会更好验可能会更好。。

如果说铺装路面考验合如果说铺装路面考验合

格是基本分格是基本分，，那么对于一款那么对于一款

大多数配置只有两驱的城市大多数配置只有两驱的城市

SUVSUV来说来说，，能不能适应轻度能不能适应轻度

越野环境越野环境，，也是消费者对其也是消费者对其

考量加分的一大因素考量加分的一大因素。。

还好还好，，途岳并没有让人途岳并没有让人

失望失望。。得益于全新得益于全新 MQBMQB 平平

台的轻量化设计台的轻量化设计，，底盘纵向底盘纵向

摆臂摆臂、、稳定杆稳定杆、、下弹簧摇臂下弹簧摇臂

均采用超高强度钢材均采用超高强度钢材，，重量重量

下降下降，，强度提升强度提升。。11..44TT的途的途

岳自重不到岳自重不到 11..44 吨吨，，而在发而在发

动机转速达动机转速达17501750转时就能爆转时就能爆

发出发出250250NmNm的扭矩的扭矩，，配合轮配合轮

胎出色的抓地力胎出色的抓地力，，面对某些面对某些

看似拒绝两驱车的路段看似拒绝两驱车的路段，，也也

都能有惊无险地通过都能有惊无险地通过。。当当

然然，，配备配备22..00TT发动机和四驱发动机和四驱

动力动力，，以及以及 HDCHDC 陡坡缓降陡坡缓降

功能的顶配旗舰版车型功能的顶配旗舰版车型，，能能

自如匹配的路况就更丰富自如匹配的路况就更丰富

了了。。

在刚结束的广州车展在刚结束的广州车展

上上，，途岳途岳 20202020 款已经亮相款已经亮相

了了，，新款车型的豪华版及以新款车型的豪华版及以

上版本车型均升级搭载上版本车型均升级搭载 88 英英

寸全触控娱乐及导航系统寸全触控娱乐及导航系统。。

据了解据了解，，途岳途岳20202020款还款还

将新增将新增 280280TSITSI 豪华版豪华版 PlusPlus、、

330330TSITSI四驱豪华版四驱豪华版PlusPlus两款两款

车型选择车型选择。。两款车型将配备两款车型将配备

广受消费者喜爱的打孔皮革广受消费者喜爱的打孔皮革

座椅和驾驶员座椅座椅和驾驶员座椅1212向电动向电动

可调功能可调功能，，对于喜欢途岳的对于喜欢途岳的

消费者来说消费者来说，，值得期待的理值得期待的理

由也就更充分了由也就更充分了。。

本报记者 顾行成

一开始看到这次的试驾一开始看到这次的试驾

车车，，也就是也就是 20192019 款全新一款全新一

代帕萨特代帕萨特，，记者内心其实并记者内心其实并

没有太多的波动没有太多的波动。。等停下来等停下来

开始取景拍照的时候开始取景拍照的时候，，正好正好

一辆老款领驭经过一辆老款领驭经过，，车头相车头相

交的那一瞬间交的那一瞬间，，突然心有所突然心有所

触触，，虽然虽然““配方配方””已焕然一已焕然一

新新，，但近二十年过去了但近二十年过去了，，帕帕

萨特还是那股熟悉的味道萨特还是那股熟悉的味道。。

全新一代帕萨特比上一全新一代帕萨特比上一

代加长了代加长了6161mmmm，，轴距更是轴距更是

增加了增加了6868mmmm，，达到了惊人达到了惊人

的的 28712871mmmm，，足以媲美足以媲美 CC 级级

车车。。这种加长直接体现在舱这种加长直接体现在舱

内空间内空间，，舱内纵向空间比上舱内纵向空间比上

一代增加了一代增加了2020mmmm，，后排膝后排膝

部空间增加了部空间增加了3636mmmm。。

相比上一代相比上一代，，全新一代全新一代

帕萨特的静音功能提升超过帕萨特的静音功能提升超过

三成三成。。可以说可以说，，对噪音的隔对噪音的隔

绝和吸收能力绝和吸收能力，，明显优于上明显优于上

一代产品一代产品。。

整车滤震性能方面整车滤震性能方面，，全全

新一代帕萨特也可圈可点新一代帕萨特也可圈可点，，

虽然整体调校偏硬朗虽然整体调校偏硬朗，，但路但路

面的起伏传递到车内的面的起伏传递到车内的，，却却

只有清晰的路感只有清晰的路感，，而过滤了而过滤了

震动和多余的回弹震动和多余的回弹。。加上记加上记

者试驾的旗舰版配备的是打者试驾的旗舰版配备的是打

孔真皮包裹式的人体工程学孔真皮包裹式的人体工程学

座椅座椅，，形象一点说形象一点说，，是真的是真的

可以将人吸附住的那种座可以将人吸附住的那种座

椅椅，，支撑包裹性能极佳支撑包裹性能极佳。。

试驾这一路经过了一段试驾这一路经过了一段

长达数公里的轻轨和地铁混长达数公里的轻轨和地铁混

合工地路段合工地路段，，基本上每过十基本上每过十

米就会经过几处坑洼米就会经过几处坑洼，，但全但全

程走下来程走下来，，不仅工地施工的不仅工地施工的

噪音被弱化到几乎不影响车噪音被弱化到几乎不影响车

内日常对话内日常对话，，遭遇大坑时遭遇大坑时，，

车内乘员也只是随车起伏车内乘员也只是随车起伏，，

并没有从座椅上被颠起来的并没有从座椅上被颠起来的

突兀突兀。。以至于回程途中以至于回程途中，，记记

者就在这近乎无尽的坑洼中者就在这近乎无尽的坑洼中

枕着睡眠头枕枕着睡眠头枕，，睡了整整一睡了整整一

路路。。

也许对帕萨特太熟悉也许对帕萨特太熟悉

了了，，记者总觉得这是一款在记者总觉得这是一款在

这个细分市场这个细分市场、、这个价位接这个价位接

近完美的车型近完美的车型，，很难挑出什很难挑出什

么不足么不足，，尤其是全新一代帕尤其是全新一代帕

萨特对某些比较影响用户体萨特对某些比较影响用户体

验的细节部分又进行了明显验的细节部分又进行了明显

的提升的提升。。

还是以旗舰版为例还是以旗舰版为例，，第第

三代三代 EAEA888888 系列高功率版系列高功率版

22..00TSITSI发动机的最大功率达发动机的最大功率达

162162kWkW，，最大扭矩最大扭矩 350350NmNm，，

15001500 转时涡转时涡轮开始介入轮开始介入，，

18001800转时升挡转时升挡，，在时速在时速5050--

7070 公里之间公里之间，，区间油耗表区间油耗表

现只有现只有 66LL 左右左右，，上山爬坡上山爬坡

过程中切换到过程中切换到SS挡挡，，油门只油门只

需轻点就能过需轻点就能过，，完全可以满完全可以满

足日常出行需求足日常出行需求。。

虽不像一些竞品一样改虽不像一些竞品一样改

走年轻走年轻、、时尚化路线时尚化路线，，但记但记

者认为者认为，，全新一代帕萨特之全新一代帕萨特之

所以能吸引这么多消费者的所以能吸引这么多消费者的

青睐青睐，，更多还是在于其始终更多还是在于其始终

领先市场的配置领先市场的配置，，以及把这以及把这

些配置糅合成经典的能力些配置糅合成经典的能力。。

所以所以，，有时候就想有时候就想，，如如

果真的选择困难了果真的选择困难了，，那就帕那就帕

萨特吧萨特吧，，不会后悔的不会后悔的。。

试驾途岳，
想去哪玩、怎么玩都可以

还是熟悉的味道
试驾全新一代帕萨特

别样魅力，
硬朗的小途昂

畅快淋漓，
想去哪玩都可以

在后座睡了一路

纠结了就帕萨特吧

本版摄影 张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