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驱车是一种入门级竞技模型。1982年，日本田
宫模型发售了第一代迷你四驱车，当时，这个操纵简
单的玩具没有受到太大关注。但随着1989年的动画
片《四驱小子》播出大热后，迷你四驱车在日本成为潮
流。这部动画片也在国内播出，相信有人还记得太阳
之子，天皇巨星，冲刺流星……这些赛车就是出自这
部动画片，比赛要用曲棍控制方向，讲究团队作战。
在那个零花钱还买不起正版的年代，是“盗版”让更多
人有了玩四驱车的机会。改装的小马达、哥哥们搭建
的赛道，已经玩得破烂不堪，却也舍不得丢掉，大概是
对美好童年的不舍吧。

关于迷你四驱车/

玩
家

2018.10.8
星期一

报料热线
028-96111

责
编
仲
伟

版
式
方
蕾

校
对
廖
焱
炜

08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守着心目中的最后“阵地”，四驱车显然已
经成为了尤里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从
童年的玩乐到成人以后的钻研，他在若干零件
的匹配、组装、成型里，追逐着速度的激情和想
象力带来的成就感。

如今的尤里，希望身边更多的人能认识四
驱车的乐趣并喜欢上，保留住孩提时代的珍贵
记忆。将来，大家不用挤在一间狭小的房间
里，手中的四驱车可以飞驰在成都的更多角
落。

封面新闻：这么多年以来，你觉得遇到的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尤里：永远都有一个人，一辆车追在你前
面，所以我不能停下。

封面新闻：对于新手玩家，你有什么好的
建议吗？

尤里：买一部企划版的 MA，按照说明书
组装好后，可以思考如何替换龙头，或者凤尾，
用更高效更简便或者更坚固的零件 。一切按
照自己的想法来，只要符合田宫的下场标准。

“好”这个词在车界不受用，大家用的车都不一
样，理念不同，很难说谁的车更好。千万不要
盲从外界流行的车型，否则没办法按照自己的
想法做车，潮流都是别人定的，砸钱不一定是
好事。

封面新闻：你自己“玩车”有什么心得体会
吗？

尤里：因为喜欢所以坚持，意味着完成了
一件儿时未完成的事情，并且做得更好。四驱
车并不符合浮躁的心态，需要沉下心来。说简
单点，它就是一套超大初中物理游戏，并且常
玩常新，永远也玩不腻。它不像电子游戏，假
如不做各种补丁，游戏就停留在某个阶段了，
但是四驱车不做任何补丁，也永远会有新东
西，车永远都会变的，这是它的魅力。可以在
不断的尝试和实验里实现自己的想法，满足对
速度和机械原理的追求。

封面新闻：在成都，四驱车普及状况如何？
尤里：成都的环境不算好，几乎没有办法

普及，商场里面现在甚至买不到田宫车了，圈
子里大概只有 100 多个人。我们即便是去了
漫展，但看的人居多，真正愿意入“坑”的人偏
少。成都没有其他跑道了，这里是最后的跑
道。

封面新闻记者 钟雨恒 摄影关天舜

小小四驱车
童年记忆的“钥匙”

对于80后和90后来说，迷
你四驱车是童年的美好记忆。
随着日本动漫《四驱小子》、《四
驱兄弟》的风靡，那时的小男孩
人手一辆自己组装的四驱车是

“标配”。动用自己的智慧和巧
手，将若干零件组合成型，最终
让车子能够快速飞驰，在电子
游戏还不够普及的年代里，四
驱车不仅是玩具，更打开了一
扇探索世界的大门。

1993年出生的尤里，5岁时
收到了人生的第一辆四驱车，
是亲戚送的礼物，他现在还能
记得那辆车的型号和模样，“是
奥迪 T0，我不会装，就让我爸
帮我装，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玩
具，四驱车显得很珍贵。”在尤
里的记忆里，小时候的伊藤洋
华堂和人民百货，有长长的四
驱车跑道，每每和父母去逛商
场，自己都会被跑道上的“精
灵”吸引，它轻盈，灵敏，有速度
带来的快感。

小学后，尤里每个月只有
十块钱的零花钱，买不起更多
的四驱车配件，他便去拆别人
不要的旧马达，或者把商场里
烧坏的车子捡回来。“当时对它
的认识还很浅显，只知道龙头、
凤尾、马达，会绕，会选磁铁。
一共有十几辆车子，我带着它
们去参加奥迪的比赛，别人的
装备都很高级，只有我用的最
基础的配件，但却经常能赢。”

小小的四驱车就像尤里童
年的钥匙，轻轻一转，无忧无
虑、充满乐趣的日子便从记忆
的宝匣里跑出。

居民楼里的跑道
寄托着梦想的“阵地”

动漫《四驱兄弟》，讲述了
一群热血少年追逐梦想的故
事，四驱车便是这梦想的载
体。对于尤里来说，亦是如
此。只是后来成都市内的四驱
车跑道越来越少，到尤里上初
中后，几乎无处可寻，没有了跑
道，四驱车仿佛也就失去了生
命般。“那时开始流行‘超车王
’，跑道变成了半圆形的水管
道，四驱车的跑道被拆得差不
多了。”

用尤里的话来说，现在还
能坚持玩四驱车的，都是怀旧
的人。他大学毕业后和朋友接
办了“车厂”，想弥补儿时的遗
憾。而这座“车厂”，设在居民
楼里狭小的房间内，几乎只有
圈子内的人知道它的所在。“来
的基本上都是朋友，约好了结
伴过来玩车。我把它叫作‘最
后的阵地’，因为已经找不到其
他跑道了。”

尤里认为，迷你四驱车的
普及难度一个是没有足够的跑
道做支撑，二来，从组装到改
装，玩家需要沉下心来做，“四
驱车并不符合浮躁的心态，少
有人愿意为它花时间了。”

封面新闻记者 钟雨恒 摄
影 关天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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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是独
一无二不可替
代的事物：这是
童年的回忆。

——杜伽尔

尤里的秘密
“基地”，在成都市
武侯区高升桥一栋
普通的居民楼里。

挨家挨户的门
前挂着喜庆的“福”
字，老奶奶在花园
里踱着步，小孩的
笑声，厨房的饭香，
使得这里生活气息
格外浓厚。

顺着二楼的过
道往里走，在走廊
的最底角，房门敞
开，门前的桌子上
摆着零零散散的零
件和工具，几十平
方米的房间内没有
家具，一座红蓝相
间的跑道从客厅横
跨到隔壁卧室。

“这应该是成
都迷你四驱车的最
后‘阵地’了”。尤
里将手里的“三角
箭”放入跑道，手一
松，车子像离弦的
箭般蹿了出去，顺
着跑道，在直道和
弯道间飞速穿梭，
一圈又一圈。

小时候看《四驱兄弟》，我们总会被里面各
式各样拥有不同“能力”的迷你四驱车吸引：不
仅拥有强劲的爆发力和无与伦比的速度，甚至
可以弯曲车身、爬墙、弯道超车、180°的大回
旋……而这些能力往往来自于主人公对于四
驱车的潜心研究和改造。

现实生活中，也有这么一群四驱爱好者，
动用科学的物理知识，通过不断的调试，创新，
让各个部位的零件发挥最大的作用，并相互适
应、契合，以达到四驱车的最佳状态。

巧手+智慧
小小四驱车不简单

据尤里介绍，如今市面上的迷你四驱车有
两种类型，一种叫“轴车”，一种叫“中制”。“轴
车类似小时候玩的田宫四驱，它的原理是通过
电击驱动一侧轮胎，以此带动另一侧，前轮带
动后轮或者是后轮带动前轮；而中制是由电击
同时驱动两侧轮胎，省了中间的一根轴，更易
于操作。”

玩家根据说明书组装完成后，可以按照自
己的想法对其进行改装，替换零件，用各种办
法让车子跑得更快，其中考验的不单是一双巧
手，还有科学的智慧。“简单来说，就是把初中
学的那一套物理知识拿出来。比如说导轮，它
的作用是利用对弯道的反作用力来转弯，怎么
去调校它的位置，让它在过弯途中更好地顺应
弯道，转过来后车头能正对直道，就像‘漂移
’。再者是轮胎，直接决定车的高度，和底盘下
的改装空间以及车的动力。”

尤里认为，四驱车的速度关键在于导轮和
轮胎的设置，结构是否合理，另外，改车要顺应
车本身的特性，不能盲从潮流的玩法，追逐高
端配置，“改车要根据底盘的特性来改，本质上
车的特性不能被破坏。复杂的不一定是好的，
重要的是简单且高效。”

创新＋耐心
Get动漫同款“技能”

飞直道、过弯道、爬复式山，在跑道一层层
的障碍下，四驱车一旦上场，“生死”只能靠自
己，在尤里眼中，这也是四驱车最大的魅力所
在，“当你改装完成后，一切看车，它是自由
的。有别于遥控赛车，四驱车在赛场上不受任
何控制。”

一座好的跑道，一定要有与速度相称的难
点。玩家不仅要寻求四驱车的“快”，也要保障
它的“稳”，“车轮离开跑道后，能不能完整落回
去，这才是关键。”如同一架超音速的飞机在峡
谷里飞行，要让它顺利、高速通行并且不撞壁。

至于动漫里的各种招式和技能，尤里表
示，并不是完全无法实现。《四驱兄弟》中，阿吉
的赛车“原始战神”有套“海豚系统”，车子可以
摆动起来，尤里介绍，如果安装一个弹簧凤尾，
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而“抬脚走墙壁”则是
通过导轮的设置让一只“脚”提起来。

尤里对四驱车的热爱可以说已经到了“痴
迷”的地步，简单改装已经无法满足他的探索
心。他曾和朋友花了一年时间只做一块底盘，
前前后后做了5套，不断调试最终才有了满意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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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动画片《四驱小子》。

尤里。

更多玩家精彩
故事，扫码上封面
新闻看短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