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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民生

自2010 年 12 月 22 日国
内成品油官方调价不到两个
月时间，国家发改委网站再次
公布：介于国际油价变化率再
度突破国内油价参考的调价
临界点，从2011 年 2 月 20 日
零时起，汽柴油价格每吨上调
350 元，国内油价再次如期上
调。虽然，这样的新闻对于绝
大多数听众而言，司空见惯，
但对于有车族和准车主而言，
无形的“油老虎”还是着实的
增加了他们的生活压力。

一时间，市面上关于“有
车不如没车”、“你加或不加，
油价就在那里，不跌只涨”等
等的言论甚嚣尘上；同时，伴
随油价的不断上调，油价支出
也将成为影响消费者购车决
策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去考究

成熟汽车市场的相关经验，我
们却会发现，油价的走高并非
对所有汽车生产商都是坏消
息。兼具极致节油特性以及时
尚实用品质的舒适车型将会
成为市场宠儿。而作为多年征
战国内微车市场的畅销车型，
北斗星凭借其家族优秀的节
油基因，经济环保特质，无疑
将在此次油价癫狂，汽车销售
量呈现低迷的窘境中再次脱
颖而出。
应对油价飞，昌河汽车出妙计

近日，记者从昌河铃木公
司获悉，面对不断上涨的油
价，3 月 3 日至 31 日期间，凡
是购买昌河北斗星指定车型
的消费者，都可以享受 3000
元的节能补贴，及50000 公里
的油涨补贴。活动期间，购买

北斗星CH7100A2/A3 系列，
厂家将在原车指导价上直接
优惠 5000 元，相当于在补上
3000 元的节能补贴的同时，
自掏腰包另外给予消费者
2000 元优惠。同时，消费者还
可享受“节油北斗星，让油价
不再飞”的促销活动，由厂家
直接送5 万公里油涨补贴。其
计算参照数据如下：北斗星K
机、F 机分别按国家发改委公
布的综合油耗 5 . 9L/百公里
和 6 . 77L/百公里进行计算，
补贴政策参照2 月20 日公布
的 0 . 28 元/L(93 号汽油)油
价上涨幅度进行核算。
省油常青树，北斗星让节能飞

作为征战国内车市 9 年
的车型而言，北斗星品牌堪称
经典。目前市场在售的北斗星

全新车型为北斗星 e+系列，
这款车针对原款而言，在车体
内外饰上进行了全新改变：外
观上，在保持空间灵活多变的
个性四角风格的同时，圆润柔
和的车身曲线应用，添加车身
的时尚与动感，也更彰显产品
年轻派的定位与活力，符合现
在的消费口味；而在内饰表现
与车身处理上，仪表、座位与
功能键位安排更为专业和贴
心，设计更为科学，前照灯、后
组合灯、保险杠等新式改款的
采用，在带来全新体验感觉的
同时，也更显细节做工的精细
与质感。

与此同时，作为产品品质
与实用经济性的重点，贡献突
出的发动机不得不提。北斗星
e+搭载拥有铃木技术的K14B

发动机，这款两次荣膺“中国
心”十佳的发动机，技术成熟
稳定，动力强劲，运转十分稳
定，故障率极低，这点在实际
的运行中也得到很多车主的
认可。此外，这款发动机重量
轻、噪音小，采用了先进的偏
心曲轴、低张力活塞环、低负
荷气门弹簧使发动机达到低
摩擦化的同时，采用的DOHC
16V 缸头、优化的进气管形
状和燃烧室形状技术使燃料
燃烧得到了充分改善，K14B
发动机的最大输出功率为
67Kw/6000rpm，最大扭矩为
112N·m/4000rpm，而油耗却
非常低，百公里理论油耗仅为
4 . 0L，在工信部公布的市郊
油耗中，1 .4L 手动挡北斗星
百公里油耗仅为 4 .8L，实际

生活中经济节油环保的特性
一目了然，遥遥领先同排量众
车型，非常适合目前高油价下
“高压生活”。

目前，市场在售的北斗星
e+系列市场价仅为 5 万左右
的价格区间，相比其节油经济
性和产品品质而言，性价比相
当高，而据昌河汽车销售公司
负责人表示，今年第二季度，
昌 河 铃 木 重 量 级 小 车
SPLASH 也将重装登陆中国
市场，其内外兼修的特质也必
将成为对抗眼下混乱油价的
节能利器。

优异的用户口碑，优质的
产品性能，北斗星系列用真诚
和实力延续着过往的经典，昌
河在“走节能路，造精品车”的
理念下，让节能飞！

小排量因油价而地位暴涨，北斗星让节能飞

本报聊城 3 月 23 日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王广代) 3 月 24 日是世界
防治结核病日。记者从市
传染病医院了解到，医院
收治的结核病患者中，青
少年占五成左右。结核病
专家表示，凡耐多药结核
病患者均可获免费治疗，
24 日上午，相关专家还将
在五星百货广场举行结核
病义诊宣传活动。

“我的孙子才上高
二，这么年轻怎么还得肺
结核，吃药半年多了，还
是不见好。” 23 日上午，
在市传染病医院结核病门
诊，一位 60 多岁的老人向
专家咨询有关结核病治疗
方面的问题。这位老人
说，她老家在茌平，孙子
从去年下半年出现咳嗽、
脸色蜡黄的症状，到县里
一家医院检查才知道是患

了肺结核，现在只能休学
住院治疗。

市传染病医院副院
长、结核病门诊主任李保
林介绍，这名高中生的结
核病病情并不严重，但由
于在校期间不按时吃药，
才造成结核病复发。李保
林说，最近两年，患结核
病的青少年呈增长趋势，
医院收治的结核病患者中
约有五成是青少年。

“近年来，患结核病
的高中生也有所增长。”
李保林说，青少年患病的
主要是上学或打工期间精
神压力大、生活不规律，
加上缺乏营养，身体抵抗
力下降，造成体内原有稳
定的结核感染病灶复发或
感染结核菌后很快发病。
由于结核病患者不规则化
疗、不合理用药，还容易
引起耐多药结核病。“自

2009 年聊城被中国全球基
金结核病项目办公室选为
项目执行地区以来，所有耐
多药结核病患者都可获免
费治疗。”

李保林提醒说，结核
病可防可治并不可怕，关
键是早发现早治疗，只要
患者坚持规律治疗，绝大
多数是可以治愈的。一定
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增加锻炼，提高免疫力，

如果连续咳嗽、咳痰两周
以上，或痰中带血丝，应
立即到医院接受检查和治
疗。

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24 日上午10 点，市卫
生局、市传染病医院在五星
百货广场举行结核病义诊
活动，届时北京、济南、聊城
三地的结核病防治专家，将
到现场免费为患者检查身
体，指导用药。

青少年成结核病高发人群
生活不规律、精神压力大是主因

住楼房就像坐牢
“高楼综合征”侵袭老年人

本报聊城 3 月 23 日讯
(记者 张召旭) 儿女购置
了新房，把父母接来住以示
孝敬。但现代楼房环境十分
闭塞，老年人长期住在这种
罐头盒式的房子里，往往会
因找不到聊天对象产生孤寂
感，被“高楼综合征”困
扰。

“毫不夸张地说，我

60 多岁的母亲住在我们
家，就像在‘坐牢’。”
23 日，市民王先生说，去
年他在水城华府买了一套房
子，住在 16 楼，顺便把 60
多岁的母亲从乡下接到城
里。刚搬来时，王先生的母
亲脾气很温和，有家务活都
抢着干。可时间一长，老人
开始不适应城市生活。

王先生说，最近一段时
间母亲身体越来越消瘦，这
让他非常担心，便带着母亲
到医院就诊。医生表示，由
于母亲离开了熟悉的四邻，
也极少出门，时间一长就患
上了“高楼综合征”。

聊城市人民医院刘医
生说，老年人“高楼综合
征”一般表现为体质虚

弱、四肢无力、脾气暴躁
等，严重的还可能导致心
血管疾病等老年病。子女
应该让老年人多参加社会
活动，和小区里的其他老
年人交朋友，一起打太极
拳、做老年操，既增进友
谊，又锻炼身体，还要注
意给老人增加营养、增强
体质。

本报聊城 3 月 23 日讯(记者
邹俊美) “男，26 岁，身高 1 . 72
米……等一位体贴女朋友。”市民
徐某在汽车站附近张贴征婚信息，
但广告贴了两天只接到一个婚介
的电话。

21 日中午，汽车总站附近电
线杆前一则征婚广告吸引了众人
观看。上面写着：男，26 岁，身高
1 . 72 米，经商，为人诚实，富有责
任心，找一位年龄相当、温柔、善
良、体贴的女朋友。

根据征婚广告上留下的电话号
码，记者联系到了当事人徐某。徐某
说，征婚信息是真的，原来在南方工
作，一直没找到女友。为了找到心仪
的对象，徐某在人流多的路段张贴
了20多张征婚启事。

徐某说，广告贴了两天，他只
接到一个电话，还是一婚姻介绍所
打来的。

26 岁小伙

贴广告征婚
只接到一个婚介所的电话

3 月 15 日至
23 日，市教育局举
办 2011 年中职技
能大赛，来自全市
各个中职学校百
余名学生参加，分
别进行建筑工程
技术技能、现代制
造 技 术 、焊 接 技
术、烹饪技能等九
项技能比赛。图为
果雕赛场上，选手
正在雕刻《只争朝
夕》中的公鸡。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拼才艺

23 日下午，由市老年体协主办的 2011 年全市老
年人乒乓球比赛开幕。比赛分团体赛和个人赛，共有
48 人参加，其中年龄最大的 70 岁。图为：女子个人赛
现场。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乒乓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