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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冬至”是中国深厚
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南方，
人们煮汤圆来寄寓团团圆圆，北方的
老百姓则喜欢用饺子把浓浓的喜意
包起来。两种庆祝方式殊途同归，都
传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
待。

而年关在即，买辆暖心好车过个
舒心佳节，也成为人们的热门之选。
在 此 ，同 属 东 风 日 产 的 阳 光 和
MARCH将上演一场同门竞技。那
么 ，究 竟 是 寓 意 团 圆 的“ 汤 圆 ”
MARCH更招人喜爱，还是象征幸福
的“饺子”阳光更暖人心房呢？ PK之
后即见分晓。

尽管师出同门，但外观设计上二
者却风格迥异。

设计语言上，阳光采用极具雕塑
感的车身设计，两条遒劲有力的侧面
腰线交汇于尾灯处，配合饱满的微微
上扬的车尾以及苍穹式的车顶，造型
经典不落俗套。锐利的虎眼式车前
大灯炯炯有神，配合宽大的镀铬格
栅，构成了酷似天籁的"X"型前脸，高
级车韵味显露无遗。

而MARCH走的则是小巧精致路
线。按照“挚友般亲切”的设计理念，
MARCH徐徐上扬的腰线富有活力，
配合略微上翘的车顶，勾勒出独特的
线条美。同时，咧嘴微笑的镀铬格栅

与晶润的前大灯遥相呼应，散发出亲
切动感的气质，正如“汤圆”般小巧精
致。

从外观上，阳光和MARCH都属
于各自区隔的主流设计，但阳光大气
的造型会更适合追求体面感的消费
者，而MARCH汤圆般的精细则更得
时尚精英一族的欢心。

显然，汤圆没有饺子的块头大，
但拿易享主义的MARCH和宽适主义
的阳光做空间的对比，却可以发现各
自不少亮点。

空间上，阳光秉持“让前后座乘
客共享舒适”的设计理念，通过缩短
发动机与油箱等机械配件的占位，轴
距达到同级最佳的2,600mm；针对腿
部空间做了加长设计，让后排腿部空
间一举实现了宝马7系等豪华车标准
的636mm；同时，设计师在头部空间
采用曲形穹顶设计，令车内空间得到
进一步的扩展与提升，减少行车的压
抑感。如果再加上490L的超大方正
行李厢、一键式启动系统、智能遥控
钥匙，以及后排大型中央扶手等人性

化设备，阳光倡导的“宽适主义”确实
可以保证过节期间全家人出行的舒
适享受。

与阳光不同，MARCH的内在空
间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车身轴距
为主流级别的2450mm，账目数据虽
不如阳光的2600mm，但在工程师对
其空间进行系统化的合理设计后，
MARCH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1688mm舒展乘坐空间，前后排腿部
空间分别达到619mm和517mm，头部
空间更是达到94mm，这样的空间表
现即便是182cm的大汉乘坐也不会有
一点儿狭促感。

后排坐椅折叠后形成的531L大
行李空间，具有强大的实用性，其行
李装载量和灵活程度也远超阳光。
而同级别首次配备的智能化e车助
手，拥有车辆信息、启动指引、行车提
醒信息、保养信息、温馨生活提示、泊
车辅助六大类30种提示功能，配合一
键启动功能，以及倒车雷达等高科技
配置，在便利性上，MARCH一样足以
与阳光较劲。

从账目数据看，阳光有明显优
势，但汤圆MARCH在日常使用上更

加灵活多变，二者各有千秋，同样可
以算是暖心的佳选。

决定车辆暖不暖心的最关键指
标，是它的心脏部位--动力表现，在
这点上，阳光以节能先锋迎战易驾精
英的MARCH。

阳光搭载的日产全球HR15DE引
擎和智能 XTRONICCVT无级变速
器，由于同级别中率先应用的燃油双
喷射系统、双C-VTC连续可变气门正
时智能控制系统两项日产领先技术，
其燃油经济性和动力输出表现叫人
叹服，在爆发出139Nm的同时轻松实
现了5.8L的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
更值一提的是，XTRONICCVT无级变
速器可以提供1000多种智能变速模
式，除了满足节日出游时的操控乐趣
外，也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平顺性，不
愧于节能先锋的美誉。

同样日产全球发动机系列的
HR15DE，在经过工程师的重新调校
后，MARCH取得了同级别最佳的操
控灵活性和燃油经济性的平衡。在
成熟4AT变速箱的配合下，MARCH90

公里等速油耗仅5.3L，比阳光还要低；
与此同时，扭矩仅比阳光少1Nm，达
138Nm，这样的动力驱动MARCH小
车的体重，爆发力是无需担心的。而
4.5米的同级车中最小转弯半径，配合
日产一向成熟精准的调教，给你带来
暖心的低油耗的同时，还带来澎湃激
情的操控乐趣。

虽然二者的发动机都源于日产
经典的HR15DE系列，但考虑到彼此
车重的不同，阳光更强调燃油的经济
性，MARCH则在保持低油耗的同时，
更显驾驶乐趣。

今年的冬至有点冷，但这场精彩
的同门竞技却给冬至佳节准备了最
好的献礼——象征幸福喜气的“饺
子”阳光和“汤圆”MARCH：阳光适合
佳节期间全家走亲访友，MARCH则
更适合年轻一族自由出行。至于哪
款更暖心，则要看各位的需求和喜
爱。

文/晓姗

考试项目更注重实际操作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

定》（公安部123号令）将于明年1月
1日起实行。该规定修改和完善了
驾驶人考试内容，提高了校车驾驶
员的准入条件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
的处罚力度。

近日，公安部交管局召开电视
电话会议，要求全国公安交警部门
为123号令的实施做好准备，同时
要求驾校要抓紧做好考试场地方面
的准备。

想开车就要先拿到驾驶本，明
年1月1日起想拿本更难了。《规定》
对小型汽车驾驶人的考试项目进行
了调整。公安部交管局副局长李江
平作出了介绍：调整后，小型汽车场
地考试项目由原来的“训练10项、
考试4项”改为“训练和考试均为5
项”，即倒车入库、坡道定点停车与
起步、侧方停车、曲线行驶和直角转
弯。

从考试科目的改变中不难看
出，考试突出了实际驾驶中的实用
性，取消小型汽车桩考两个桩位之
间的移库、通过连续障碍、单边桥等
现实生活中应用性不强的考试项
目。即在实际学习和考试中不再用
立杆作为倒库、停车的标志。

根据修订后的《机动车驾驶证
申领和使用规定》中的第五章“机动
车驾驶人管理”的规定，对道路交通
安全违法行的相关扣分项进行了调
整，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
严重程度，一次记分的分值为：12
分、6分、3分、2分、1分五种，查看具
体扣分实施细则请点击这里。

1.右转弯/过人行横道线未减
速、停车和避让行人——扣3分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

用规定》“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
道，不按规定减速、停车、避让行人”
的规定，一次记3分。另外，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四十七条“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
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
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中对这种
违法行为也有相应说明。

2.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
扣3分

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根据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超车、让行
的，或者逆向行驶”的规定，一次扣3
分。这一行为比较多的发生在早晚
高峰和车流量较大的路口，而且不
少左转车辆的司机会把车距压缩的
非常近，角度也越转越小。造成的
结果就是影响了相对方向行驶的直
行车辆正常通行，这样做不能提高
路口的通行速度，甚至还有事故发
生。

3.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车不让
左转车先行——扣3分

相比上面提到的两个交通违法
行为，很多时候驾驶者是明知故犯，
而“右转车不让左转车”这一行为属
于交通违法，甚至部分司机都根本
不知道。根据据《机动车驾驶证申
领和使用规定》，属于不按规定让
行，一次扣3分。在此，编辑提醒大
家以后要注意了！

4.不按规定超车、逆向行驶
——扣3分

不按规定超车和逆向行驶，也
同样违法《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
用规定》中“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超
车、让行的，或者逆向行驶”的规定，
一次扣3分。 不按规定超车主要有
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违法行为：第
一种是越过中央实线逆向超车，第
二种就是占用非机动车道从右侧超
车。不管是哪种行为，都存在极大

的安全隐患。
5.未给特殊车辆让行——扣3

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五十三条“警车、消防
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
务时，可以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路
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
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规
定，如果前方车辆未给予让行，也属
于违法行为，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
领和使用规定》“驾驶机动车不按规
定超车、让行的，或者逆向行驶”条
例，算是不按规定让行，扣3分。

6.堵车乱插队、强占对向车道
——扣2分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
用规定》“驾驶机动车遇前方机动车
停车排队或者缓慢行驶时，借道超

车或者占用对面车道、穿插等候车
辆”的规定，一次扣2分。堵车乱插
队就是我们常说的“加塞”，这也是
目前国内很普遍的一种交通顽疾，
明年驾照新规定正式执行之后，执
法力度也会进一步加强。此外，在
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情况，如：出
小区的车辆为了并入主路而堵住对
向车道的情况，在明年也因“占用对
面车道”的规定，被扣2分。

7.开车乱扔垃圾——扣2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乘车
人不得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
不得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有影响
驾驶人安全驾驶的行为”，如果您开
车时向窗外乱扔垃圾，将被扣2分。

8.开车打电话——扣2分
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

规定》中对“驾驶机动车有拨打、接

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类似
的行为也有明确规定，扣2分。在
原来，这一违法行为由于取证比较
困难，因此处罚力度不强。而现在，
不少地方已经开始试点使用高清摄
像头对开车打电话的行为进行拍照
取证，除了会罚200元外，还扣2分。

9.违反规定使用灯光和双闪
——扣1分

违反规定使用灯光最突出的问
题就是不正确使用远光和变道不打
转向灯，其中有关不正确使用远光
我们有过详细介绍文章，并把这个
行为定性成“谋杀”，在开着远光灯
会车时，驾驶者根本看不清路中间
的行人，极易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这一行为，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
使用规定》中，会按照“驾驶机动车
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规定，予以扣
1分的处罚。 文/仁名

常规的普通版加长车如今已经不算什么稀奇车型了，但车身长度超过30米，拥有26个轮胎，车后配备游泳池
的加长车还是让人大吃一惊，其超长车身有铰链链接，行驶时需要前后各一名司机协同操作，因为驾驶它实在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 文/图 仁铭

——冬至暖心车推荐

要“汤圆”还是“饺子”？

外观：大气隽永VS小巧精致
空间：宽适主义VS易享主义

动力：节能先锋VS易驾精英

驾考新规1月1日起实施

车上配备游泳池 奢华特长车型盘点

九种容易扣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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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车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