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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封二

今天（星期一）

阴，
局部有小雨雪转多云，
南风 2 ～ 3 级，-2 ～ 6℃

明天（星期二）

阴转多云，
南风 2 ～ 3 级

转北风 3 ～ 4 级，
0 ～ 5℃

多云间晴，
北风 2 ～ 3 级，

-3 ～ 4℃

（谢晓丽)

宝贝白连博———

喜欢给爷爷奶奶“上课”
大家好，我叫白连博，小名叫金

豆子，是个性格开朗的男孩，今年 4
岁了。

我刚 9 个月大的时候，就到聊城
红黄蓝亲子园上学了，经过几年的学
习，已经从“小豆丁”成长为“大金豆”。

生活中，我可懂事了，每次有零

食都要和小朋友们一起分享。最近，
我喜欢给爷爷奶奶“上课”，让他们当
我的学生，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给他们
讲一遍。爷爷奶奶听得可认真了，竟
然比我学得还好。爸爸妈妈每每看到
这一幕，都会很感动，连连夸我这个

“老师”敬业。

后天（星期三）

提醒

公交集团将成立“校车”公司
为城区中小学生开通“校车”专线

本报聊城 2 月 12 日讯 (记者
张召旭 通讯员 广新 周正
王琮) 记者 12 日从聊城市公

交集团获悉，今年将成立专业的
“校车”公司，为城区中小学生开
通“校车”专线。同时将更新 30 辆
公交车，逐步淘汰旧车。

根据工作安排，今年将更新 30

辆公交车，逐步淘汰旧车；新辟和
优化调整公交线路 3-5 条，使城乡
公交线路达到有效衔接，便利乘客
转乘；成立专业的“校车”公司，开
通“校车”专线，便利城区中小学生
安全乘车，免去广大家长的后顾之
忧；加快对 LNG 公交加气站项目
的规划、用地、评审、建设，确保

LNG 公交车辆的示范推广运行；
加快完成对柳园路、建设路、光岳
路、利民路等城市主干道公交候车
站亭的建设改造，进一步改善市民
乘车环境；完善 GPS 智能管理调
度系统后续功能，加快完成手机刷
卡消费系统的安装使用，进一步方
便市民乘车。

弱冷空气影响，首场春雪降水城

情人节那天将有大风降温
本报聊城 2 月 12 日讯(记者

谢晓丽) 12 日下午，水城降下今
年首场春雪，降雪量不大却能让人
感到丝丝凉意。13 日白天转多云。
14 日又有一次冷空气影响聊城，
情人节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

“都阴了一天了，咋还没下

雪？”12 日，城区天一直灰蒙蒙的，
直到下午 4 时多，开始飘起小雪
花，水城迎来 2012 年首场春雪。据
预报员介绍，本次降水主要是弱冷
空气影响，预计 12 日下午至夜间，
全市局部地区有小雨雪，降水量不
大，13 日白天转多云。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显示，自
14 日开始，受强冷空气影响，水城
将迎来大风降温天气。14 日开始
转北风，但当天气温变化不大。“这
次冷空气影响持续时间长，将一直
持续至 16 日、17 日左右，后期有
降温天气。”

停电公告

14 日早晨 6 点半至晚上
7 点半，聊城供电公司改造
10kV 站北 I 线 01、02 环网
柜，在此期间，站北花园五期
南北、京剧院、杂技团、众信房
产、站北开闭所、站北小区、市
政路灯将会停电。

(张召旭)

T

简讯J
近期，运河文化博物馆

组织专业队伍开始对序厅内
的“聊城运河及水城水系电
子沙盘”进行清洗及线路维
护，预计此次沙盘清洗将持
续 20 天左右。据介绍，该沙
盘自 2003 年制作完成并向
市民展出，迄今已历经 8 年。

(凌文秀 崔翔)

近日，阳谷县质监局对
全县在用的 17 台电梯的注
册登记、定期检验、作业人员
持证上岗、应急救援预案等
情况逐一进行了检查。针对
个别单位管理人员无证情
况，执法人员下达了安全监
察指令书，限期改正。

(李璇 王迎晓)

菱智 1 .6L 抢滩小排量商务车市场

东风风行即将推出国
内首款小排量商务车———
菱智 1 . 6L，该车为有多重
用车需求的个体老板及私
营业主量身打造，具有体面
空间、黄金排量、商务外观、
客货兼用等多重特性，价格
或将定在 6-8 万元区间，
欲抢滩潜力巨大的小排量
商务车市场。

据透露，菱智 1 . 6L 搭
载 血 统 纯 正 的 三 菱
4G18S1 发动机。这款 1 . 6
升发动机具有高可靠性、低
油耗、低噪音等优势，最大
功率 79kw/6000rpm，最高
时速超过 150km/h，动力
强悍，而且转速在 3000rpm
时即可输出 138N.m 的最
大扭矩，这种低速高扭的特
征非常适合在国内道路上

使用。
据了解，菱智 1 . 6L 将

发动机前置，提高操控便利
性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地保
障了驾乘人员的安全。另
外，其拥有高强度车身骨
架，同时装备 ABS+EBD 等
安全性配置，在主动和被动
安全方面，都远远优于高端
微客或新兴的 CDV 车型。

菱智 1 . 6L 在设计上
充分承袭了菱智 MPV 的
商务血统：气派的外观，宽
适的内部空间、舒适的乘坐
环境，而价格却与高端微客
和新生代车型 CDV 不相
上下，甚或更低。这款菱智
1 . 6L 有望成为 6-8 万元价
格带中，广大个体老板和私
营业主购买商务车时的又
一个热选。

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区公安分局斗虎屯派出所加
大对二代身份证的宣传力度，采取走村串户的方式，在
各村庄路口悬挂宣传条幅 186 副，利用流动户籍室流动
车的形式进行面对面的宣传，发放宣传明白纸近 1500

份，让群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掀起了换发二代身份证
的热潮。图为户籍民警刘连明在讲解明白纸。（谭宪华）

越级高性能家轿

——— 试驾雪佛兰爱唯欧三厢

有着“通用最强小车” 称号的爱唯
欧是上海通用雪佛兰专为热爱真我、注重
驾控体验的新生代人群打造的。如果你对

“机车范儿”情有独钟；如果你注重驾驶乐
趣，渴望拥有一台具备中级车扎实硬朗的
操控性能，空间和配置高端的越级小车，
那么你一定会成为爱唯欧的粉丝。

外表上的成熟让爱唯欧三厢看起来
更加安静，沉稳。三厢版爱唯欧的车身尺
寸 4399*1735*1517mm ，轴距达到了
2525mm，这样的“三围”绝对达到了小型
车的最高水准。作为一款三厢车型，爱唯
欧的储物空间也不容小觑，车内可以数到
的储物格就有 21 处之多，不但设计感十
足，也满足了年轻人日常用车中对琐碎物
件的储物需求。此外，爱唯欧全系搭配 4/
6 可分拆折叠后排座椅，如需放置大件物
品，亦可轻松获得更大容量储物空间。
定位于高端性能小车的雪佛兰爱唯欧，拥

有诸多超越同级产品优势，
例如：车身采用同级最高高
强度钢材比例(64%)、同级
唯一全框式副车架、同级最
高规格轮胎、领先科技配置
OnStar 智能行车伙伴等。

作为一款 7 . 88 万起，
定位于高端细分市场的车
型，年轻个性的体现以及
驾驶感觉，令爱唯欧对年
轻客户尤其是 80 后极具吸
引力。它拥有多项超越同
级别车型的结构优势以及
高档配置，成为一款具有
极高购买价值的家用车
型。两厢爱唯欧主要面向
年轻的都市单身人群，而
三厢车型的则主打那些结婚不久或者是
年轻的三口之家，对于他们来说，外表

更沉稳实用性更好的三厢版本或许是更
佳的选择。

今日影讯
《碟中谍 4》
片长：130 分钟 票价：50

元
场次：10 ：00 10 ：50 12 ：40
13：15 14：50 15：40 17：10
18：00 19：40 20：20

《地心历险记》3D

片长：95 分钟 票价：60 元
场次：09 ：30 11 ：20 13 ：05
15：00 16：45 18：40 20：40

《高海拔之恋 2》
片长：110 分钟 票价：50

元
场次：10 ：40 12 ：40 16 ：10
18：15

《我愿意》
片长：110 分钟 票价：50

元
场次：09 ：45 13 ：40 15 ：30
19：10 21：05

《夺命金》
片长：110 分钟 票价：50

元
场次：10：20 16：30

《夜店诡谈》
片长：90 分钟 票价：50 元
场次：14：35 20：10

《豪门生死恋》
片长：120 分钟 票价：50

元
场次：14：25 20：30

《大侦探福尔摩斯 2》
片长：130 分钟 票价：50

元
场次：12：10 18：25

《喜羊羊之开心闯龙年》
片长：90 分钟 票价：50 元
场次：11：50 17：30

鲁信影城聊城金鼎中
心店提供 (凌文秀 整理)

Y 影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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