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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锻炼身体
只为挺直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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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城市SUV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购
车优选，对城市SUV车型的外观、内饰、配置、
品质等全方位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
于对SUV市场发展趋势和消费者需求，东风悦
达起亚着力打造新一代KX5，满足消费者对精
致时尚生活品质的全新追求。

25年深厚沉淀，为中国诚意而至
1993年，起亚汽车首创先河，将轿车与越

野车的特点进行融合创新， 推出了第一代
Sportage，成为城市SUV车型的开山鼻祖。

2004年， 第二代Sportage车型正式导入中
国， 开启了在中国长达15年的发展历程。2016
年，东风悦达起亚在第四代Sportage基础上，正
式推出了KX5车型， 并以出众的综合实力，在
新车品质评价（NCQA）机构调查检测夺得第
一名。

凭借25年发展沉淀的从容与自信，新一代
KX5车型如约而至，融合起亚汽车Design� KIA
设计理念，为中国消费者打造专属全新外观造
型， 搭载起亚汽车DRIVE� WiSE尖端科技装
备，带来全面领先的安全超感体验。同时，与百
度联合开发的智能互联系统2.0， 旨在为中国
消费者带来次世代的人车交互体验，以智能科
技之力开启精致生活。

精致造型设计，内外尽显格调美学
新一代KX5以中国消费者审美作为外

观设计的出发点，在宽度和高度保持不变
的情况下，通过增加整车车身长度，调整
长宽高比例，并且配合一体式虎啸设计前
脸，及贯穿式尾灯设计，营造气势宽阔的
车体观感。而大灯、雾灯、转向灯、尾灯等

全面配备同级领先的LED车灯， 水晶质感
的车灯交相辉映，不仅时尚高端，而且科
技感十足。除此之外，新一代KX5还采用了
型格霸气的18英寸铝制轮毂， 其动感设计
与车身相互呼应。

在内饰设计上， 新一代KX5更将独到
的细节把控力极致展现。驾舱采用简洁实
用的对称式布局，并在多处细节以高级软
质材料进行包裹，为驾乘者带来全面升级
体验。在凸显科技感的中控台部分 ，配备
了傲视同侪的 10.25英寸悬浮式智能显示
屏， 显像清晰， 色彩丰富且触控敏捷、准
确 ，可控制整车多项实用娱乐功能 ；与中
控屏呼应的是在同级别SUV车型中鲜少配
备的全彩7英寸炫彩仪表盘， 能够根据行
驶模式自动切换主题颜色，营造出未来在
握的科技体验。

操控与安全并举，尽享卓越驾控乐趣
新一代KX5延续2.0L+6AT和1.6T+7DCT

的黄金动力组合，在动力输出与环保节油的双
平衡间，最大化满足中国消费者都市日常用车
需求，实现兼具畅快动力输出和高水平燃油经
济性的驾驶体验。值得一提的是，新一代KX5
在底盘悬挂上进行了动态升级，通过对悬架刚
性、避震行程等数据进行调校，在日常驾驶中
舒适从容。 此外，1.6T版本还将搭载东风悦达
起亚技术领先的智能适时四驱系统的两款车
型，带来全路况任意驰骋的驾驶快感，更能满
足当前消费者对于多场景用车的实际需求。

与此同时，新一代KX5还装备领先同级车
型的DRIVE� WiSE“智心合一”智能驾驶辅助
系统，集成了针对长途或高速行驶路况应用的
LKA车道保持辅助系统、SCC� w/S&G带智能

自适应巡航及DAW驾驶员疲劳提醒、 城市路
况下的FCA前方防撞辅助、FCW前方碰撞预
警系统、 和SVM全景影像等高级驾驶辅助系
统， 将驾控安全升级到智能驾驶的新高度，带
来比肩豪华品牌的卓越驾控体验。

智能交互进化，极致人性化关怀
新一代KX5装载了与百度联合开发的智

能互联系统2.0，汇聚了包括AI智能语音控制、
远程控制、 手机实时互联、GPS导航在内的多
项实用性功能。其中，强大的AI智能语音功能，
可轻松通过语音控制空调、车窗、天窗、电动尾
门、QQ音乐播放等， 无需繁琐的按键操作，避
免驾驶途中分神。其次，驾驶者还可通过“U-
VO”手机APP或者百度人工智能助手“小度”
对车辆进行远程控制，随时随地掌握车辆状态。

除了全新升级的智能交互系统，车内还配

置有各种人性化便捷功能。包括细致入微洞悉
消费者用车实际而装备的无线充电装置、方便
日常用车体验的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空气
净化器、四轮胎压监测等，真正地做到了想消
费者所想。

宽适静谧驾舱，尊享越级豪华体验
新一代KX5将每一寸驾舱做到极致，在长

宽高4550mm*1855mm*1655mm，以及2670mm
轴距的整车尺寸上，在第二排打造出宽适的腿
部空间，辅以典雅舒适的皮质座椅，让每次驾
乘都成为一件愉悦舒适的事情。同时，新一代
KX5还配备了一览式全景天窗，视野通透带来
更佳的车内空间感受，令驾乘者在每一公里的
行程中，皆能无死角领略车外风景，在路途中
尽享舒心惬意。

此外，新一代KX5在车身密封材料、静音
装置、车身涂装工艺进行重点升级，通过装配
多层隔音棉、吸音降噪材质，尽量阻隔胎噪、风
噪、发动机振动噪音等传入驾舱，致力为每一
位用户实现驾舱图书馆级别的静谧性享受。

东风悦达起亚新一代KX5的上市，向新生
代消费群体， 奉献了一款融合“雅致格调外
观”、“舒适驾乘体验”、“越级智能配置”的智享
精致SUV，刷新消费者对于城市SUV的传统认
知。 作为东风悦达起亚2019年的重磅战略车
型，新一代KX5也将发挥其利刃作用，续写KX
系列辉煌， 助力东风悦达起亚进一步打开市
场。 （夏厦） 广告

创领城市SUV新标准
东风悦达起亚新一代KX5实力演绎精致之作

3月19日， 东风悦达起亚新一代
KX5在上海世博会中国船舶馆惊艳上
市，诚意而至。新一代KX5共发布2种动
力，6款车型。

车型

1.6T豪华版四驱

1.6T豪华版两驱

1.6T精英版四驱

1.6T精英版两驱

2.0L舒适版两驱

2.0L时尚版两驱

价格

18.18万元

16.98万元

17.68万元

16.48万元

15.98万元

15.48万元

3月26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从四川凉山警方获悉，3月13日22
时左右，昭觉县公安局民警熊强为拦
停冲卡车辆被拖挂狂飙6.2公里，疯狂
司机一路狂甩方向盘、变道超车、弯道
加速，最快时速达80多码。最终，疯狂
司机被控制。

3月13日，昭觉县公安局在人民中
路设卡开展缉毒、酒驾综合查缉，当天
22时57分许，执勤民警在城区人民中
路，发现一小型客车形迹可疑，遂对该
车进行盘查，而当民警在对司机进行
进一步检查的过程中，司机突然倒车，
准备逃跑。

民警熊强见状上前拦截，并示意
其停车。该司机置之不理，反而猛踩油
门加速，撞向正在执勤的民警熊强。

据警方介绍，车辆直冲过来，正命
令其停车的熊强被撞到膝盖，顺势双
手撑住引擎盖，跳上车辆，他找到引擎
盖顶端，死死抓住。他说：“当时没想多
的，就想着要拦住他，让他停车。”

此时，车子猛地加速。在车辆疯狂
前行的过程中，熊强不顾个人安危，多
次命令司机停车。疯狂司机行经交通
加油站作短暂停留，让民警下车。但民
警熊强见其未熄火，担心自己下车后，
该车会冲撞其他车辆、行人，再次命令
其熄火，该司机见民警不下车，继续驾
车逃窜。

随后，该车一路狂甩方向盘、变道
超车、弯道加速，想要将民警甩下车，
最快时速达80多码，经干河坝出城又
绕环城路行驶至昭觉大桥附近，司机
觉得自己已无处可逃才将车停下，民
警熊强随即招停一辆货车拦在车前，
防止其再次逃跑，跳下引擎盖将车钥
匙拔下，并将疯狂司机马某某控制在
车内，随后赶来支援的民警将犯罪嫌
疑人马某某抓获。

经查：犯罪嫌疑人马某某因酒后
无证驾驶，途遇交警设卡，担心自己被
查获，从而强行冲关撞向民警，拖挂民
警高速逃窜6.2公里，该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二百三十二条
之规定，涉嫌故意杀人罪。

目前，马某某因涉嫌故意杀人被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当晚，民警熊强双手乌青、不住发
抖，经送医检查，身上多处擦伤。事发
后的第三天，瘸着脚的民警熊强坚持
回到了工作岗位。 蒋尚殊 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天线宝宝”王昌富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新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新
大楼一共有大楼一共有1818层层，，王昌富和王昌富和
病友们每次爬楼梯到病友们每次爬楼梯到1515层层，，
坐电梯下来坐电梯下来，，再爬上去再爬上去，，每天每天
至少要爬至少要爬66趟趟。。这是梁益健医这是梁益健医
生布置给生布置给““天线宝宝天线宝宝””们的们的

““作业作业””————66分钟内爬上去分钟内爬上去，，
才可能有机会接受最后一次才可能有机会接受最后一次
最大的矫正手术最大的矫正手术。。

严重的脊柱侧弯严重的脊柱侧弯，，压迫压迫
了胸腔里脏器了胸腔里脏器，“，“天线宝宝天线宝宝””
们往往会出现呼吸困难甚至们往往会出现呼吸困难甚至
是呼吸衰竭是呼吸衰竭，，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肺肺
功能不好功能不好，，矫正手术时也存矫正手术时也存
在风险在风险。。

今年今年2323岁的王昌富是贵岁的王昌富是贵
州毕节人州毕节人，，到成都市第三人民到成都市第三人民
医院就诊前医院就诊前，，他未曾知道他未曾知道，，有有
一天一天，，他会被医生他会被医生、、志愿者们志愿者们
亲昵地叫做亲昵地叫做““天线宝宝天线宝宝”。”。就像就像
在看到电视节目在看到电视节目《《感动中国感动中国》》
播放梁益健医生的事迹前播放梁益健医生的事迹前，，他他
从来不知道从来不知道，，原来自己的病是原来自己的病是
可以治疗的可以治疗的。。

疯狂司机强行冲卡
拖挂民警6.2公里
一路狂甩方向盘

王昌富告诉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他1岁多时，家长在
给自己洗澡时，就发现背上有一
块“鼓包”。随着年龄的增加，王
昌富的背突一点点变得越来越
大，脊椎越来越弯，两只脚不一
样长，两个肩膀也一高一低。“我
的左手要一直撑住（左腰），时间
一长非常酸胀。”王昌富说。

但从小到大，王昌富和父母
从来没想过，这个病可以治疗。

“也看到过（别人一样的病），但
是都没谁治疗过。”王昌富的妈
妈张燕说，家里也没有钱给孩子
治疗。

因为生病，王昌富连背几本

书都觉得吃力困难，但他知道，
自己除了读书，没有其他出路。
上初中，王昌富就坚持到离家2
个多小时路程外的镇上中学读
书，一个人租房生活，“周六我们
就去给他送点米、送点菜。”张燕
说。租住的小屋格外潮湿，墙壁
总是浸水，即便这样，王昌富的
成绩也一直在前三名。

“高中住校，宿舍在6楼，教
室也在6楼。”王昌富说，别的同
学一口气能上去，自己却要歇个
两三次，冬天打水提一壶就走不
动。“经常吐”，因为脊椎弯曲压
迫内脏，王昌富经常呕吐，吃不
了东西。

以前 背了20多年的“包”
从未想过能治疗

2016年，王昌富以优异的成绩
考取了贵州医科大学的康复治疗
专业。一次，王昌富和同学到附属
医院参观，咨询了老师，老师建议
他去骨科看看，但因为种种原因，
王昌富并没有去，“潜意识里就觉
得自己肯定治不好，也没钱治疗。”
后来，是家里人在电视上看到了

《感动中国》中梁益健医生的报道，
告诉王昌富，“你的病可以治好！”

2017年，哥哥陪着王昌富到成
都看病，“梁医生说，我的脊椎侧弯
已经超过了180°，属于重度了。”

2018年7月19日，王昌富住进了
医院，7月26日，接受了第一次手术。
现在，王昌富的头部、腰部分别被套
上了钢环，由4根高过头顶的支撑杆
连接固定，通过头盆环牵引，慢慢地
矫正弯曲程度。也正是这些“天线”
一样的矫正器，让医护人员亲昵地
称呼他为“天线宝宝”。

听上去十分温暖，但实际，戴
上头盆环和牵引器的“天线宝宝”，不
仅身体经受不起一点碰撞，连视野、

晚上睡觉都受到限制，病床上必须
垫上厚厚的海绵，并且一躺下就不
能动。戴了8个月的牵引器后，王昌富
的身高从142厘米长到了153厘米，双
肩变得等高，双腿也变得等长了。

王昌富已经接受了2次手术，下
一次，他需要手术矫正弯曲的肋骨，
最关键、也是最后一次大手术，对身
体条件要求很高，“侧弯的度数要不
超过90°，肺活量也必须要达到标
准，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

为了让“天线宝宝”们尽可能
地达到手术条件，梁益健医生给他
们布置了作业：爬医院新大楼的15
楼，每天6趟，6分钟以内爬上去，才
有可能手术。每天早饭和午饭后，
王昌富和病友们就一起去爬楼，上
午下午各3趟，一开始，这并不容
易。扶着楼梯把手，爬一次常常要
歇好几次。不爬楼的时候，王昌富
就抱着呼吸训练器锻炼，“刚开始
只能达到500ml，现在能有2000ml
多一点。”王昌富说，而手术条件要
求，至少要在3000ml以上。

愿望 希望能早点治好
需要一个好的身体去当医生

在医院期间，王昌富还是一个
志愿者，“天线宝宝”受到社会公众
的广泛关注，也一直有公益组织、
高校志愿者来开展活动，王昌富就
要负责对接，开展活动。“有的刚来
不久的患者，不适应，我们就要开
展些活动，告诉他们需要注意什
么。”王昌富说。

王昌富大学本科的专业是康
复治疗，选择这个专业，王昌富说，
因为自己也是一个残疾人，所以对
别的需要康复治疗的患者，特别能

感同身受。
为了治病，王昌富暂时休学了，

“现在就是希望能早点治疗好，需要
一个好的身体去当一个医生。”

但摆在王昌富面前的，还有高
昂的治疗费，治疗8个月，前期家里东
挪西借的11万元已经花光，后期的治
疗费、生活费还没有着落，“最后一次
大手术，就需要15万。”王昌富说，这
还没有算上中间的手术费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王红强

现在 矫正8个月“长高”11厘米
为了手术机会天天爬楼90层

王昌富在爬楼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