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坊田·天空农场

集生态餐厅、超市、茶水咖啡、种
植体验、萌宠乐园、体验式游戏等项
目为一体的坊田·天空农场，在成都
已开3家店：鹏瑞利青羊广场店，蔬菜
品种多，面积大；龙湖北城天街店，绿
植覆盖、田园气息浓厚；金牛凯德广
场店，业态丰富，集合了萌宠区、陶艺
区、烘焙区、3D画区、游乐区、足球
场。农场里的萌宠区是孩子们的最
爱，而家长和孩子们还可以在这里认
识各色各样的蔬菜，体验采摘的乐
趣，或者认养一片自己的菜地。

微田园屋顶农场

微田园屋顶农场位于天府软件
园C2座，面积2000余平方米，由蔬菜
园、水果园、花卉园、枫叶林、湿地等
区域组成。这里打造了孩子的农耕
· 植 物 课 堂，培养孩子对科学的
求知欲、动手能力，满足孩子更天然
的实践体验，菜园里的作物可观、可
品、可教育。

梦田都市农场

梦田都市农场位于高新区益州
大道1999号银泰城6楼屋顶，占地约
5000平方米，是一家集蔬菜采摘、楼
顶景观打造、萌宠喂养、烘培DIY、多
肉DIY、手工布艺等为一体的“天空
农场”。此外，在露天的5人制足球
场，周末的时候爸爸们还可以约几
个朋友到这里踢球……

绘咖啡·屋顶农庄

总府路王府井百货9楼的绘咖

啡，打造了一座将园艺与农场结合
的“屋顶农庄”，1700平方米的面积，
溪水中，几条鱼撒欢其间，茂盛的水
草，鲜艳的玫瑰，即将成熟的番茄、
玉米、草莓，让这片屋顶焕发生机。
这里引入的是自然农耕理念，方寸
之间可见用心，工作人员利用咖啡
渣、菜叶、果皮等材料制作肥料，天
然环保；地面用树皮覆盖，既能阻碍
杂草生长，又能防止水分流失，树皮
腐败后还能提供植物生长所需的有
机质；采用植物间种驱虫，不施农药
化肥，比如在玉米旁边种植旱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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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萨特，一个雄踞B级车市场
领先位置十多年的名字，在诸多老
司机心目中，一直与驾乘舒适、外
观稳重大气挂钩，动力并非它最大
的卖点。不过，6月25日在成都空港
试驾体验中心举办了上汽大众“时
代所向 实力·智选”280TSI试驾
会，配备1.4T发动机的全新帕萨特
280TSI款车型却展示了它强劲的
动力。

在全球节能减排的大背景下，
厂商越来越重视小排量车的技术含

量，然而，仍然有不少人担心小排量
车提速慢，动力差，发动机超负荷运
转等问题。全新帕萨特 280TSI通过
现场直线加速试驾击破了“小马拉
大车”这一说法——在试驾中，配备
1.4T发动机的帕萨特在加速前中后
段均完胜配备1.8T发动机和2.4自然
吸气发动机的竞争车型。

配备最新EA211 280TSI发动机
的全新帕萨特的数据已经接近甚至
超过第二代EA888 1.8T发动机。在
排量只有1.4T的情况下，全新帕萨

特拥有与排量更高的同级别车型相
同的扭矩，让驾驭快感油然而生。同
时配备7速DSG双离合变速器，使
280TSI燃油更充分，百公里实际油
耗只需约5.9L。

此外，全新帕萨特280TSI还具
备宽敞的车内空间和丰富的车内
配置。智能驻车起停系统、MIB Ⅱ
代 多 媒 体 信 息 娱 乐 系 统 、Clean
Air PM2.5空气净化系统等科技配
置，为驾乘者提供了极具质感的行
驶体验。 （桑田）

东风裕隆纳智捷锐3 选装大触控屏

上周，东风裕隆即将上市的全新车
型纳智捷锐3展开了媒体试驾。外观上，
纳智捷锐3的外观辨识度极高，家族全新
风塑墨行的外观设计语言使得它在美观
的同时将整车风阻系数也降低至0.29。在
内饰部分，纳智捷锐3最为引人关注的就
是位于中控台可选装的13.3寸大触控屏，
这种配置在特斯拉中已经实现，但对于
大部分车型来说比较罕见。

在SUV风行的大环境下，东风裕隆
锐3作为轿车却要做到兼具SUV的通过
性和高视野，又拥有轿车的大空间和舒
适性。纳智捷锐3不仅轴距达2620毫米，
更通过合理的内部设计使得后排乘客

“额外”获得了多达100毫米的活动空间，
而经过巧妙的车身设计，使得车身高度
达到超越SUV的1551毫米，这样的高度，
再加上座椅的巧妙设计，非常有利于人
员进出车辆，而且也能达到最好的驾驶
视野。 （刘逢源）

东风标致“动·感”
品牌体验行动耀动蓉城

6月17日，东风标致“动·感”品牌体验
行动来到成都。作为“升蓝向上”的重要落
地活动，全新的“动·感”品牌体验行动，集
结标致及东风标致最新设计潮流“标致新
一代设计风格”和技术趋势“ADAS智能驾
驶辅助系统”，并通过多元化的品牌文化、
品牌历史的展示，以及精彩纷呈的体验项
目，掀起全民体验热潮。

设计展示区无疑是最吸引人们关注
的区域之一。重点呈现的标致新一代设计
风格，不仅是对汽车颜值的再次刷新，也
是对内部设计以及交互体验的再次定义。
东风标致还将率先应用了新风格的全新
3008带到了活动现场，这款即将正式上市
的SUV车型，整体造型更加硬朗动感。截
至目前，2016年“动·感”活动行程已经过
半，近4万名消费者参与体验。 （桑田）

2016 BMW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
全新开营

上月底，2016 BMW儿童交通安全训
练营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正式开营。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海森博士宣布，已经有12年历史的
BMW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今年将以“大
手拉小手，童悦安全路”为主题，对活动形
式、教育对象、传播内容进行全方位创新。
未来五个月，训练营将陆续登陆合肥、上
海、沈阳、武汉、佛山。不仅如此，在宝马百
年之际，BMW儿童安全训练营将在沈阳
建立宝马品牌在国内第一个固定场所的
BMW儿童交通安全体验馆。 （刘爱妮）

6月18日，集多种新潮创意于一
体的全景式试驾体验活动——海马
S5 360°潮驾玩趴走进成都，带来
了一场时尚新锐的潮流大Party。

在别具一格的“海马S5 360°
场景化体验”环节中，体验者通过
360°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观看中
央大屏进行障碍物体验，依次完
成90°直角弯、倒车入库等任务，
过程极富趣味性、挑战性；“海马
M6 moofun体验区”，对海马M6的

“运动+互联”双重属性以及moo-
fun移动互联人车生态系统进行了
生动展示；“海马M3空间大挑战”
环节，可以充分感受2016款海马

M3的空间设计，尤其是901mm后
排腿部空间。

海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
部长浩潇潇表示，海马S5 360°潮
驾玩趴，是海马汽车针对年轻人时

尚、新潮的生活理念，专属打造的创
新体验营销活动，将建立海马汽车
与年轻人更加紧密的情感联系，加
深“活力海马”在各重点区域的品牌
印记。 （刘爱妮）

十几万元的小型SUV就拥
有最先进的9速自动变速箱和专
业级SUV的能力，这在Jeep自由
侠出现之前，小型SUV市场里找
不到能完全符合以上条件的一
款车。上周，颜值爆表、针对85后
推出的全新Jeep自由侠在成都
正式上市。同时，自由侠魔兽限
量版、正义黎明版、75周年致敬
版等多种更具个性标签的版本
也同步推出。作为同级唯一的专

业SUV，在试驾过程中少不了
专业级的挑战。成都区域上市
当天，媒体记者针对性地对自
由侠进行了快速绕桩、海螺弯、
紧急刹车避让、三连坡、V型槽
等场地试驾和城市道路、高速
道路试驾。整个试驾体验出乎
大家的预想，在与同级另外两
款合资小型SUV的通过能力及
越野能力的比试过程中，自由
侠轻松胜出。 （张煜）

去年第三代奔驰ML迎来了
中期改款车型，名字从ML变为
GLE。“GLE”三个字母中，“E”代
表着GLE级SUV车型与E级轿车
共享平台，而G则是对越野精神
领袖G级的致敬。但是，改款后
的GLE绝不只是名字的变化。

此次试驾车型为GLE400，
动力系统依然延续了2014款之
后ML400的配置：3.0升双涡轮
增压V6直喷发动机，最大功率
245千瓦（333马力）/5250转，7速
自动变速器（配有换挡拨片），同
时还匹配有4MATIC全时四驱
系统以及空气悬挂系统。

GLE具有五种驾驶模式，其

中常用的SPORT运动模式和
COMFORT舒适模式差别很大，
而越野模式则针对特殊环境，悬
架升高，动力输出也变得柔和。

运动模式下，每次深踩油
门，GLE都会将人压在椅背上。
同时，加速后变速箱迟迟不升
档，慢慢随车速回落，以应对下
次加速。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运
动化操作，并不会牺牲平顺性，
整套动力系统还是很有高级感，
抑扬顿挫的感觉并不强烈，给人
感觉整车反应偏向稳重但是力
道十足。而Comfort舒适模式下，
GLE的方向盘比较轻，回正速度
快，比较“跟手”。 （刘爱妮）

谁说欧洲杯是爸爸专属？
宝贝足球大赛开始了！

看球和带娃不能兼顾？现在机会来了！
6月25日~7月10日在SM广场举办的宝宝足
球运动大会上，足球向前冲、积木小球门、
积木神射手、积木小球王等项目都可以带
宝宝参与。凡2013年6月25日至2016年6月
25日出生的宝宝均可免费报名参加。

另外，成都儿童团还为粉丝朋友们推
出了缤纷的暑期夏令营活动：霸气侧漏的

“我是枪王”主题夏令营、探秘自然的都江
堰“双遗”研学夏令营、青城书院研学夏令
营等，精彩不容错过！

成都商报记者 周婷婷

老司机们的更多新选择 改款，绝不止是名字的变化
试驾梅赛德斯-奔驰GLE 400 4MATIC

海马S5 360°潮驾玩趴跃动川渝

试驾Jeep自由侠
85后的“专业级起点”

办学背景
多元教学为不同层次学生搭建成才立交桥

本科率突破95% 武侯高中将在新高一开办“中科院拔尖人才实验班”
“本科上线率突破95%

（含艺体、出国预计数据），志
远班重点率100%，纯文化本
科率97%。”高考成绩出来以
后，武侯高中的这条喜报在
扎堆的学校数据中显得格外
耀眼。据了解，自2013年以
来，武侯高中捷报频传，本科
升学率一路看涨，到今年竟
突破95%大关，在这份满意答
卷的背后，多少学子因此而
金榜题名。

然而，武侯高中并没有
因为高考成绩的优异而就此
满足，为了破解“钱学森之问”
这一艰深的教育命题，为了培
养出具有创新意识、创造思维
和动手能力强的拔尖人才，上
周五，武侯高中正式挂牌成为

“中国科学院科普博览基地学
校”，并将在今年新高一年级
开办“中科院拔尖人才实验
班”，以丰富学校多元成才办
学的理念，为未来社会培养出
更多的创新型人才。

近年来，武侯高中办学成绩突出，学校充分整合社会
和高校优质资源，创办了特色鲜明的学生多元化成才办学
模式，特别是校本课程“生涯规划与学法指导”、杰出中学
生培养实验室（志远班）、艺术教育特色（八大美院精品美
术班）、国际留学预备与中美交换生课程的建立，形成了武
侯高中迈向优质高中的四驱动力，它们不仅享誉社会，多
元教学板块的开办更是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搭建了成才立
交桥，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圆了大学梦。

今年起，武侯高中的多元化特色办学将再添一名新成员
——中科院拔尖人才实验班。此次，武侯高中与中国科学院深
度合作，成为了“中国科学院科普博览基地学校”，因此，中科
院拔尖人才实验班也将得到来自中科院的全方位支持。

不仅如此，武侯高中自身的办学实力也完全有底气对
拔尖创新人才进行培养。据了解，近年来武侯高中先后建
设了理化生数字互动实验室、通用技术专用教室、生物创
新实验室、科技模型工作室、生物资源大棚培育基地、云翻
转教学实践工作室等一系列科技创新活动基地，为学生主
动参与、大胆创新构建了良好的平台。日常教学中，老师和
学生除了对各学科教材要求的实验进行操作之外，还通过
各种有效资源，进行科学研究及调查，仅这一学年，学校就
开展各科实验100多例，创新科普实践研究数十例，这些都
为今后武侯高中创新人才的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武侯高中中科院拔尖人才实验班今年计划招收
一个班，该班学生不仅享有学校的优质师资，连中科
院的专家、教授今后也将成为同学们的导师，除此之
外，在课程设置上，该班也将更多地突出创新和实践。

据介绍，武侯高中中科院拔尖人才实验班师资
配备呈现出“高学历”、“高资历”和“具有中西教育背
景”的特点，学校选出了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研究生
等一批高学历青年教师，同时选出了一批享有政府
特殊津贴人员的高资历教师来担任这个班的学科教
学，这些老师不仅学历高、资历深，还大都具有西方
教育背景，走出国门进行过培训深造。班主任王东就
曾在美国进行过长时间的学习，教育理念先进，富于
创新意识，不仅如此，他还担任过班主任17年，管理
经验丰富，极具洞察力，能从不同角度去发现每个学
生的个性特点，真正做到对学生因材施教。

当然，中科院的专家、教授也将成为实验班学
生的导师，他们会定期到学校来开设讲座，对学生
进行科普培训，还将提供中科院的实验研究项目供
学生动手实践。

同时，武侯高中还充分发挥了本地高校的优势，
与电子科大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达成合作，聘请电
子科大教授为客座教授，为实验班学生开设选修课。

班级设置
师资优质 中科院专家教授来给学生当导师

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了保证正常的高中
教学以外，中科院拔尖人才实验班将通过精
心设置的选修课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动
手能力，同时，学生还可以利用周末时间到
中科院成都分院实验室去学习和做实验，了
解科技发展的前沿动态。寒暑假，学校也会
组织实验班的学生到中科院去进行集训。

在日常教学中，给实验班上课的每一位
老师，都需要站在各自的学科立场，将创新
人才和动手能力的培养纳入备课目标，他们
不仅要给学生上课，还要在高中规定的课标

之外，带领学生开展一些实验项目和进行专
题课题的研究等。

经过高中三年的创新培养，武侯高中给中
科院拔尖人才实验班预设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呢？“如果仅就高考来看，那就是本科重点率
100%，学生全部迈进国内一流大学和世界名
校，进行理工科方面的技术研究。”武侯高中校
长张剑表示，当然学校中科院拔尖人才实验班
并不仅仅着眼于学生高考，它更关注学生的长
远发展和终身发展，以期为国家培养出将来在
学科领域有突出贡献的杰出人才。

培养目标
高考重点率100% 学生迈进国内外一流名校

■招生计划：1个班，45人
■报名条件：
武侯区初三诊断性考试535分以上
成都市中考成绩超重点线20分以上
外地生中考成绩超当地重点线40

分以上
校考进入志远生录取范围

■报名时间：
报名已经开始，6月30日进行资格

确认
■咨询电话：
王老师 13980434599
梁老师 13402862615
周老师 13881947889

武侯高中中科院拔尖人才实验班2016年招生信息

武侯高中招生主页：www.cdwhgz.com

关注成都儿童团公
众微信号，点击首
页右下方“活动平
台”即可了解详情
并参与，值得一提
的是，点击今日的
微信头条，团长有
惊喜相送！手机扫
描右侧二维码，关
注成都儿童团！

快来城市里的“天空农场”
带孩子一起变身都市农夫

炎炎夏日，无人不向往大自然的绿色和清凉，也许你会认为“大自然”应该在郊
外，在田园，在山林，在城市以外的花草树木间。其实不然，在成都市区，咱们身边那
些高楼上就有“天空农场”！家长们可以带孩子去观赏鲜花烂漫，品味瓜甜果香，也
可以亲自动手体验种植乐趣，当一回“都市农夫”。 成都商报记者 王霞 周婷婷

一个熟悉的名字 动力大幅提升
试驾全新帕萨特280TS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