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01-E04

2015年5月6日 星期三
编辑：赵兴 组版：张祯

今日泰山

提供当地资讯 服务当地生活

新闻热线：7775110 广告热线：7775116

本报新泰车展，助更多家庭幸福加速

车车展展三三天天两两夜夜 热热卖卖四四百百多多辆辆
外籍美女车模
首次亮相新泰

本报新泰5月5日讯 (实习
记者 巩克通 ) 在本报“五
一”车展上，不少展位都有车模
亮相，特别是两位外国美女车
模，更是引爆全场。

2日下午3点，本报新泰车
展迎来了一阵观赏的高峰，六
名车模摆出漂亮、帅气的姿势
供市民们拍照留念。原来他们
是一汽大众创新4S店邀请到两
名外籍美女车模、两名中国籍
的男模跟两名正在上大学的美
女车模。4点左右，帅男靓女的
车模组合走上舞台为周围的市
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走秀。六
名帅男靓女吸引了很多市民的
驻足围观，纷纷拿出手机来拍
照，不少年轻小伙还上去跟美
女车模合影留念。

前来购车的市民王先生
说，以前就从电视上见过外国
女模特，没想到今天在家门口
见到了。“我昨天听同事说明珠
广场的车展上有外国来的车
模，当时还不信，今天过来看车
的时候就专门留意了一下，结
果一看还真有。咱们新泰每年
都办几次车展，车模到是每次
都有，没想到这次还有国外的
美女模特。”王先生说。

一汽大众创新4S店的工作
人员介绍，六名车模都是在校
的大学生，趁“五一”假期勤工
俭学来的。其中，两名外籍美女
模特是澳大利亚的留学生，两
名帅气的男模特是和另外两名
美女模特都是在校生，年龄都
在20岁到25岁之间。

现场发布新速腾
三天订出十一辆

本报新泰5月5日讯 (实习
记者 石环) 5月1日，一汽大
众创新4S店在本报车展举办新
速腾新车发布会，靓丽的外籍
车模为大家展示了新速腾。三
天时间，新速腾吸引了11位客
户前来订购。

1日下午5点，汽大众新泰
创新4S店展位前，聚集了很多
前来参加车展的市民，创新4S

店市场与客户关系管理总监李
强与齐鲁晚报新泰站运营总监
员彭举，一起为新速腾揭幕。随
后，两名美丽的外籍车模和两
名中国车模从新速腾内走出，
站在新速腾两侧，为新速腾增
添了靓丽的一笔。

市民张先生今天就是奔着
新速腾来的，他说，身边有很多
朋友开的是一汽大众的车，一
汽大众的车很结实、耐用，而且
保值。新速腾不仅性能不错，而
且价位合适，很适合自己现在
的经济状况。“今天看到新速腾
的发布会，更坚定了买它的决
心，一会就去和销售人员签订
合同。”张先生说。、

创新4S店市场与客户关系
管理总监李强介绍，新速腾自
上市以来都到了大家的一直好
评，三天时间就订出11辆，“优
秀的性能是新速腾的卖点，车
展期间，价格也很优惠。”李强
说。

本报新泰5月5日讯 (记者
王伟强 ) 5月1日至3日，本

报新泰“五一”大型车展在明
珠广场成功举办，成为“五一”
期间新泰市和周边居民争相
观看的热点。车展持续三天两
夜，每天参展市民上万人，现
场订车450多辆。

5月 1日车展首日，新泰
市明珠广场上人潮涌动，前
来看车的市民络绎不绝。中
汽、创新等车商专门设置了
舞台，模特秀、舞蹈等精彩的
演出轮番上演，模仿杰克逊
的街舞表演让车展现场别开
生面。还有发红包、砸金蛋等

互动活动，吸引了大量的市
民驻足观看。

不少美女帅哥车模也来
捧场助阵，引来大家纷纷合影
留念。更有不少市民来到试驾
区，纷纷与新车来了一次亲密
接触，提前过了一把车瘾。本
届车展还为广大市民准备了
一场丰盛的“夜宴”，灯光音响
交相辉映，美味绝伦的烧烤美
食、精彩的歌舞表演一直持续
到晚上10点半。两场夜场全部
爆棚，成为新泰市民丰富夜生
活的好去处。

现场一汽车销售人员介
绍，本次车展他们推出了全年
最大的优惠力度，有的车型最
高优惠能达4万元，订车还赠送
保险、车饰等。“错过了这次车
展，可能就没有这么优惠的价
格了。”该工作人员说。“这次
车展办得真精彩，不仅车型
全，而且优惠力度也很大，让
我们这些买车的不虚此行。”
市民陈先生高兴地说，他和家
人早就看好了车型，一直等着
这次车展开始，他计划趁着车
展的巨大优惠，今天就把车开
走。

据 了 解 ，本 报 新 泰“ 五
一”大型车展吸引 3 0多家经
销商，几十个主流品牌汽车
参 与 ，汇 集 了 一 汽 大 众 、传
祺、东风日产、别克、雪佛兰、
长城、长安、比亚迪等主流汽
车品牌。车展超高的人气，让
每个车商展区都人头攒动，
订车、购车忙的不可开支。三
天两夜的车展，共现场订出
450多辆车，让前来买车的市
民满载而归。此外，电动车、
自行车销售也十分火爆。

本报新泰5月5日讯 (实习
记者 巩克通 ) 在本报“五
一”车展现场，不少市民带着
家人来买车。一对未婚夫妻，
赶在结婚前买了一辆新车，计
划开着它出去度蜜月。

1日下午，25岁的刘先生
和未婚妻来到车展现场。刘先
生说，马上就要结婚了，要在
结婚以前买一辆属于自己和
妻子的小轿车。“之前家里给

买过车，眼看自己就要结婚
了，我想和妻子一人一半用我
们两人的积蓄买辆新车，结婚
以后开着它出去度蜜月。”刘
先生说。最后刘先生和妻子订
购了一辆大众系列的全新速
腾。

随着一阵鞭炮声的响起，
又有市民订购了自己的爱车。
王先生和妻子带着5岁的儿子
来到车展的现场，要为妻子买

一辆接送孩子用的车。王先生
说，家里一直没买车，随着儿
子慢慢长大，想买辆车让妻子
接送孩子上学用。“我们家里
条件不算好，一直舍不得买
车，要用车的时候就是借同学
朋友的车先开一下。自从去年
我干了点小生意挣了些钱以
后，我就想给妻子买辆自动档
的车开着，就在市里接送孩子
用就行。”王先生说。

婚婚前前买买辆辆爱爱车车
自自驾驾游游度度蜜蜜月月

靓丽的外籍女模特。 本报实习记者 巩克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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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速腾发布会。 本报实习记者 石环 摄

征稿内容

1 .记述在新泰市中医院发
生的医患之间的真情故事，勾勒
心目中优秀医生、护士形象，着
力展现医护工作者心系患者、爱
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美好品德以
及为人民健康所付出的努力。

2 .叙述新泰市中医院发展
成就，体味医院的今昔变迁；在
服务患者方面的切身感受；记录
老职工或者先进人物的感人事
迹等。

3 .对新泰市中医院的所思
所感所闻，医务人员之间、医患
之间发生的感人故事。

参加对象

征文与摄影活动年龄不限、
性别不限、范围不限、实行面向
社会各界公开征集。

征稿时间

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8
月30日

征稿评选

由新泰市中医院和相关媒
体组成专家评审组，对参赛作品
进行评审，最终确定一、二、三等
奖和优秀奖若干名，对获奖者给
予奖励，并颁发证书。评选结果

将在新泰市中医院网站及《齐鲁
晚报》、《泰山晚报》、《今日新泰》
等合作媒体公布，获奖作品将汇
编成集。

相关要求

1 .应征作品要真实、生动、
感人，摄影作品要有标题和文字
说明。在初评的基础上，征文活
动办公室将从应征稿件中选出
部分优秀作品在新泰市中医院
网站、院报等媒介陆续刊登。

2 .文字作品体裁、形式不
限，字数一般要求在3000字以
内；摄影作品要求JPG格式，分辨
率 为 3 0 0 像 素 以 上 或 不 小 于

2MB；文字、图片内容必须是原
创，文责自负。

3 .征稿以信件或电子邮件
的形式报送均可，务请注明作者
真实姓名、工作单位或职业、通
讯地址、联系方式(手机号)、电
子邮箱。征文发表时署名可由作
者自定。

邮寄地址：新泰市中医院
请在信封注明“征文”字样
邮编：271200
电 子 邮 箱 ：x t s z y y d b @

163 .com 请在邮件主题注明
“征文”字样

联系人：展光保 刘维娜
咨询电话：0538-7253530

““医医患患情情 医医者者心心 医医院院事事””
新泰市中医院征文与摄影大赛

如果您曾是一名患者或患者家属，接受过新泰市中医院的
服务；如果您是一名中医院人，曾因工作与素不相识的患者建立
真挚的感情；如果您是一位有心人，耳闻目睹亲历过新泰市中医
院发展历程中的感人时刻。您都可以通过文字、图片展示出来，
体现医患之间的真情故事，追忆医院的今昔变迁。新泰市中医院
现面向社会开展“医患情 医者心 医院事”征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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