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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极限才过瘾！11月2日，在
各界嘉宾及媒体代表的共同见
证下，倍受瞩目的一汽奔腾大型
极限体验之旅试驾活动圆满结
束！最刺激的表演，最优惠的价
格，一汽奔腾大型试驾会上取得
了订销95台的好成绩。这次团购
车型主要是：奔腾X80、B50、B70、
B90、欧朗。

试驾车型是新款奔腾B50，
相比于老款车型而言，奔腾新
B50变得更加时尚动感，外观设
计更年轻，颠覆中庸老形象。内
饰布局有所调整，材质提升细节
处理的更加完善。车内空间没有
改变，储物空间缩减。动力小幅

度提升，但是悬挂调教不够满
意。

奔腾新B50于9月12日晚在
北京正式上市，新车除了外观内
饰采用了新的设计风格之外，还
增加了1 . 8L车型。新奔腾B50售
价为9 . 28万-12 . 28万元。

新款B50的长宽高分别为
4 6 1 5 / 1 7 8 5 / 1 4 3 5 m m ，轴 距
2675mm，与体型最大的艾瑞泽7

相差不少距离，而与帝豪EC7及
逸动相比则处于中流水平。双五
辐式高光轮毂一扫老款轮毂的
沉闷基调，原车标配的万力S-
1063系列轮胎，主重行驶时的稳
定性及操控性能，与新款B50年

轻的风格相匹配。
新奔腾B50外观方面的变

化主要体现在前脸部分，新前
脸的风格更加简约。前进气格
栅更改为简单的三横杠，进气
口也采用了较粗的镀铬描边；
大灯的轮廓更加犀利，并增加
了LED日间行车灯，内部增加
的灯眉提高了层次感，后部的
截断式收尾造型特征被保留；
保险杠也更换了全新造型，雾
灯造型更加时尚。与前脸相比，
车尾的变化很小，只是对保险
杠进行了细微修改。

内饰方面，全新的中控台抛
弃了传统的布局设计，以夸张的

曲线贯穿于整个中控台。在控制
区域部分则以上下分层结构，简
洁易用。

新款B50的座椅延续了老款
的风格，以舒适性为主，其靠背
及坐垫的填充物均颇为柔软，比
较适合长距离的乘坐。由于新款
B50的轴距并无变化，后排的空

间表现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动力方面，新车提供两款发

动机可选，其中1 . 6L自然吸气发
动机，最大功率76kW(103PS)，最
大扭矩1 4 5Nm，可匹配5MT或
6AT；1 . 8L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
功率102kW(172PS)，峰值扭矩
172Nm，匹配6AT。

够够极极限限 才才过过瘾瘾
——— 一汽奔腾大型试乘试驾体验营

王厚良在城市花园社区创办周末公益课堂

两两年年免免费费教教220000多多个个孩孩子子书书法法
本报记者 赵发宁

实习生 孙璇

今年33岁的王厚良老家莒
县，2010年从中国美术学院毕
业，学的专业是书法篆刻。毕业
后的2年时间里，他先后在浙江
杭州、上海等地从事校外教育工
作。2011年底，他怀揣着普及书
法的梦想回到了日照。在朋友的
介绍下，他在东港区秦楼街道城
市花园社区创办了日照市第一
个公益“周末书法课堂”。在近2

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开办了4期
“周末书法课堂”，给200多名孩
子免费教授书法。

免费教孩子学书法

得到社区的支持

2011年底，刚回到日照还没
找到工作的王厚良，在朋友的介
绍下，认识了秦楼街道城市花园
社区主任韩冬。之后他成为城市
社区花园的一名志愿者。后来，
王厚良向韩冬说出了自己想在
社区创办一个书法课堂，免费教
社区的孩子写字的想法，这得到
了韩冬的双手赞同。

双方一拍即合，当年年底，
“周末书法课堂”开课了。“开课
后，招生遇到了难题，很多居民
认为免费到社区学习书法，可
能有别的想法。”王厚良说，经
社区工作人员的动员，部分居
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将孩子
送到了书法课堂。

“第一期书法课也就十五六
个孩子吧，因为我在外地教过孩
子，比较有经验，再加上我用的
是‘回宫格’教学法，这在日照还
没有，很快得到家长的认可。”王
厚良说，书法课只在每个周末上
一节，学完全部课程需要3个月。
很多家长认可了他的教学法后，
便提出让他开一个书法班，花钱
让孩子去学习。

做公益活动

收获“课外班”

就这样，在学生家长的
“怂恿”下，王厚良创办了自己
的课外书法辅导班。“刚开始
就是在家没事干，想做点事，
没想到家长们能认可我的做
法，让我办个班。”王厚良高兴
地说。

现在，虽然王厚良开办了
自己的课外班，但他还是坚持
每周去给社区的孩子免费教书
法。在近2年的时间里，他共为
社区200名孩子教授了书法课。

“王厚良那时候暂时没有
工作，成为了我们的志愿者

后，在我们社区办书法课，没
想到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竟
然收获了一个‘课外班’。”秦
楼街道城市花园社区主任韩
冬说，如今，他的课外班共有7

名专职老师，2名兼职老师。
现在，王厚良走在城市花

园社区，很多居民亲切的叫他
小王老师。“能够坚持为孩子
们教2年的书法，确实不容易，
我们已经将他的事迹上报了，
让他参选‘日照好人’，经上级
组织批准，正在发展他入党。”
韩冬说。

东港区秦楼街道精细化公共服务进社区

居居民民家家门门口口就就能能给给燃燃气气卡卡充充值值
本报 1 1月 7日讯 (记者

张永斌 通讯员 费城 刘
静 ) 针对社区内流动人口居
多、居住类型复杂、管理难度
大等实际问题，秦楼街道大力
创新工作思路，推进公共服务
进社区，促进便民服务零距
离，实现管理服务更给力。

公共服务“面对面”

“在我们这儿，办理低保
不用跑很多路，有工作人员为
我们操心，上门为我们办事，
很方便，真是太感谢他们了！”
秦楼街道城建花园社区居民
安玉兰由衷地说。

公共服务进小区，群众办

事就在家门口。秦楼街道因势
利导，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推
行“一站式”便民服务，扎实开
展社区劳动保障、计生卫生、
综治安全、社会救助、文化体
育、便民利民等“六项”服务。

今年以来，街道10个城市
社区居委会为 1 8 7 6户居民办
理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为16

户居民申请了最低生活保障，
为 1 3 6 户居民办理了落户手
续。

便民服务“心贴心”

一大早，家住城市花园北
区 4 9号楼的李先生来到城市
花园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给家

里的燃气卡充了300元钱。“在
家门口充值连 3 分钟都用不
了，来回方便多了。”李先生笑
着说。

近年来，该街道倾力打造
“10分钟社区便民服务圈”，推
行“立即办、领着办、代为办”
的工作机制，逐步实现了居民

“小事不出社区、难事不出街
道”。

同时，该街道不断打造社
区服务品牌，极大地丰富城市
花园社区“放学来吧”“周末书
法课堂”“全为您”、城建花园
社区“爱心中转站”、新城社区

“书香社区”、祥园社区“老年
互助之家”等服务品牌内涵，
进一步提升社区服务水平。

管理服务“网连网”

“大妈，这是您的医保卡
请收好，小心台阶，请慢走！”
刘传荣作为该街道城市花园
社区一名网格员，到自己的网
格进行巡查是每天必做的“功
课”。

近年来，该街道多措并
举，创新机制，实行社区网格
化管理服务模式，将每个网格
配备一名社区网格管理员，走
到网格当中去，了解小区治
安、巡逻、外来人口登记、邻里
纠纷等社情民意，提供面对面
的服务，将社区工作做到小
区，做到居民家中。

王厚良在教孩子们书法。 本报记者 赵发宁 摄

星期天书市
3日上午9点，在秦楼街道新

城花园的居民楼前，由社区推出
的“星期天书市”开市了。书本刚
一铺开，就吸引了众多的小朋
友。“星期天书市”有孩子们喜欢
看的童话书籍、作文选、故事会
等，也有历史人物类、经营类、哲
学类书籍。

社区主任郑勇介绍，“星期
天书市”每周日上午9点到11点
在各个居民小区举行。居民们可
以借阅、交换书籍。社区依托图
书室免费为大家提供阅读，同时
也能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相互
认识、交流的平台。
本报记者 赵发宁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赵发宁

城市花园社区成立于 2009 年
7 月 1 日，辖区东至青岛路、西至
烟台路、南至济南路、北至山东路，
现有工作人员 7 名，文体队伍 6

支，志愿者队伍 12 支。
据城市花园社区主任韩冬介

绍，社区工作人员通过深入走访居
民，了解居民需求，成立了“‘全’为
您”便民服务中心，即在“全”字上
做起了文章。服务项目涉及居民日
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已开展的服
务有旅游咨询、新奥燃气充值、公
交卡充值、日照旅游一卡通办理、
飞机票预订、异地订房、订车服务、
快递服务等 10 余项。

“社区先后组建了‘党旗飘扬’
志愿者、绿箱子环保志愿者、大学
生行知志愿者等 12 支志愿者服务
队伍，充分发扬‘互助、友爱、进步’
的志愿者精神，定期组织开展教育
孩子、服务老人、治安巡逻、助残帮
困、环境卫生、社区文体等各类志
愿活动。”韩冬说，社区创办了“周
末书画课堂”，聘请社区专业书法
老师为辖区青少年免费教授硬笔
书法，得到了学生及家长的一致好
评。

成立便民中心

城市花园服务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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