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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车快语”：

充沛强劲的心脏很重要

东风雪铁龙C4L上市之后，
就凭借充沛的动力在同级车中
脱颖而出。与其他同级别车型的
涡 轮 增 压 发 动 机 不 同 ，

C4L1 . 6THP发动机的涡轮在发
动机转速仅为1000转的时候就介
入工作。不仅如此，C4L1 . 6THP

发动机的涡轮在转速为1400转时
便可输出240N.m的峰值扭矩。这
意味着C4L不仅起步快，而且加
速强。该发动机已连续八年1 . 4L
-1 . 8L组别“2014国际年度发动

机”大奖，可以说是代表了1 . 4L-
1 . 8L排量范围内的涡轮增压发
动机的最高水平。

性能领航：

全方位 高大上的随车配置

当然，买车也不能光看动

力，安全、配置好不好，空间大不
大等都是消费者非常关心的问
题。从安全方面来说，C4L在车身
上采用了 “太空舱”立体防护
结构，在配置上还标配了包含
ABS、EBD在内的“七位一体”主
动安全配备。

而在配置方面，C4L采用了

同级车少有的无钥匙进入系统
等配置，超净爽智能空调更是同
级独有，能够抵御雾霾天气。除
此之外，C4L在空间方面同样表
现出色，2710mm的同级最长轴距
为后排乘客带来了更宽敞的乘
坐空间。

抓抓住住最最后后机机会会
东东风风雪雪铁铁龙龙CC44LL领领衔衔年年终终购购车车热热潮潮

马上就要年终了。每年到了年底，各家车企为了全年的销量目标都会推出花样百出的促销方法。消费者买车时可
要好好权衡汽车的性能。东风雪铁龙的C4L的口碑一直居高不下。

““用用爱爱圆圆梦梦””让让回回家家路路不不再再遥遥远远
本报联合市救助站启动“温暖回家路”公益行动，热线：3159015、8403178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王嘉曼 高文真) 24日

19时40分，高青县常家派出所接到报
警：翟徐村卫生室有一名走失老人。

据翟徐村卫生室医生说，老人来
的时候，自己正要关门下班。老人目
光有些呆滞，进门就一个劲地说要打
针。几次询问老人哪里不舒服，家在
哪里，老人都支支吾吾说不出什么，
怀疑智力有些问题。老人只能说清楚
自己姓吴，家住赵店镇。

民警立即联系到赵店派出所，询
问得知，走失老人为赵店镇业继王村
人。由于智力有些问题，半个多月前
也走失过。随后，民警立即将老人送
回赵店镇，并联系了老人在外打工的
子女和居委会，进行妥善安排。

智障老人

半月两次走失

自2013年11月29日起，本报
启动首期“用爱圆梦，温暖回
家路”活动，联合市救助管理
站，对寒冬中的流浪者展开送
暖救助，帮助10余名流浪者找
到家。

2013年11月28日淄博一名
出租车司机发现一走失女子
胡墨兰，经过28小时爱心传递，

次日本报和市救助管理站工
作人员一路护送其回到北京
家中；2013年11月28日，本报与
救助站工作人员辗转四地，帮
助患有精神疾病的牛翠花(化
名)与儿子终于团聚；2013年12

月11日，本报与市救助站送离
家出走流浪两年的16岁少年小
军送回聊城家中。

本报通过联合市救助管
理站开展“温暖回家路”活动，
对社会流浪者、乞讨者、精神
障碍患者、出走的未成年人等
进行送温暖救助活动，通过新
闻报道，像胡墨兰、牛翠花、小
军等不仅获得了社会的帮助
和关爱，更帮助他们重拾生活
的希望。 本报记者 唐菁

本报“温暖回家路”帮弱者重拾生活希望

去去年年助助1100余余名名流流浪浪者者找找到到家家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唐菁)

天气渐冷，却有人因种种原因流
落街头。即日起，本报联合市救助
管理站启动“温暖回家路”公益行
动，关注流浪人员，帮他们联系家
人，让他们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这些流浪者，或生活无着、或
寻亲不遇、或被偷被骗、或遭受家
庭暴力而露宿街头。他们中的有些
人因身患疾病，找不到回家的路。

去年11月29日，本报首期“用爱
圆梦，温暖回家路”活动启动，关注
了多名流浪、乞讨人员，报道他们
的遭遇，帮助寻找家人，其中部分
人成功找到家，有的被救助站、养
老院等机构接收。

“作为弱势群体，他们有很多
无奈和委屈。”市民杨先生说，而

“温暖回家路”活动，给流浪者送去
温暖，帮助他们回家，希望社会将
这种爱心和正能量传递下去。

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说“救
助工作需要媒体和社会爱心人士
的协助，通过新闻报道等形式，发
动全社会的力量，寻找和帮助这些
困难群体，让他们及时得到救助。”

如果您发现流浪人员，欢迎拨
打本报救助热线，我们会将信息反
馈给相关部门，为他们提供救助，
也欢迎社会公益团体和爱心人士
为这些在冬日挨冻的流浪者送去
温暖。

本报热线0533-3159015，0533-
3159019。市救助管理站热线：0533-
8403178。

““寒寒冬冬送送暖暖””救救助助范范围围扩扩至至农农村村
重点区域每天夜间巡查，确保流浪乞讨人员应救尽救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唐
菁 通讯员 吕志远 马晓慧)

自11月20日起至2015年3月15

日，市救助管理站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寒冬送暖”专项救助行动，
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食
宿、疾病救治、协助返乡等救助。

据市救助管理站党支部书
记董友先介绍，今年“寒冬送暖”

救助范围将进一步扩大，由原来
主要针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
扩大到淄博市全域，将救助范围
延伸到农村。将建立救助管理
网，各区县抽调专门人员组成救
助队伍，对重点区域、重点街道、
流浪乞讨人员集中居住地加大
巡查和救助力度。民政部门也将
协调公安、城管、卫生、交通等部

门组织联合实施救助行动，特别
是极端寒冷天气，实行24小时值
班制度，重点时段、流浪乞讨人
员集聚地要坚持每天夜间巡查，
确保流浪乞讨人员应救尽救。

今年“寒冬送暖”将实行人
性化分类施救，对经劝导愿意接
受救助的人员，要护送到救助机
构、社会福利中心实施救助；对

不愿接受救助的，送上防寒衣被
和食品，委托、指定附近居民对
其关注和必要帮扶。春节期间，
继续开展“帮困难农民工返乡”
救助活动。

市民一旦发现流浪者，请及
时拨打0533-8403178救助电话，并
告知具体位置，方便救助站进一
步救助。

淄博颁布新培养管理办法细化骨干教师权利、义务

骨骨干干教教师师每每学学年年至至少少分分享享11万万字字经经验验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谭

文佳) 近日，市教育局出台新
的《中小学骨干教师培养管理办
法》，详细列出骨干教师的权利
和义务。

《中小学骨干教师培养管理
办法》规定，市级骨干教师是参

加市学科带头人评选的必要条
件；优先参加国内外高层次研
修、学习考察、学术研讨等活动；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评聘教师职
务，在评先树优中优先考虑，优
先被吸纳为“淄博名师工作室”
成员。

骨干教师还需履行的义务
有，积极承担学校或教育主管部
门安排的示范课、观摩课等教学
任务；积极参与“淄博名师工作
室”建设，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
展学科教学研讨；通过名师网络
工作室或个人教育教学博客，每

学年上传教育教学心得或者经
验总结不少于1万字。同时还要
在教育科研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在终身学习方面发挥带头作用；
在指导青年教师方面发挥传、
帮、带作用；在对外交流和支教
工作中发挥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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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白先伟 焦守义) 流浪

汉迷失乡村四天，最终由民警送往救
助站。11月24日晚，沂源县公安局鲁村
派出所接到求助电话称，鲁村镇某村
西山上，有一流浪汉蜷缩在柴草垛
中，来了好几天了。

值班民警及协警迅速到达现场，
看到一约40多岁的男性流浪汉蜷缩
在冰冷的柴草垛里。民警尝试与该流
浪人员交流，但其回应则前言不搭后
语。民警据此判断，该男子可能有精
神问题。由于无法确定该男子身份信
息，民警在村中找到一简易房，为其
送上热水及馒头，由村里派人守护。

25日上午，沂源县民政部门已把
该男子送往市救助管理站。

流浪汉蜷缩柴草垛

民警送往救助站

“暖冬行动”为

困难群体捐衣物

本报11月25日(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吕迅 陆冰) 25日，记者了
解到，共青团淄博市委从25日开始，
正式启动“暖冬行动”，向社会为困难
群体公开募集过冬衣物。

今年的“暖冬行动”将延续到2015

年的2月15日，号召全市青少年帮助偏
远农村、山区群众，福利机构老人、儿
童，流浪行乞人员，以及全市范围内
的希望小学学生和其他困难群体。

为保障帮扶效果，捐赠须有一定
标准：八成新以上的冬衣外套(羽绒
服或棉衣)和被子(羽绒被或棉被)，清
洗干净，无破损、无污迹、无异味。全
新的毛衣、毛裤、内衣、帽子、围巾、手
套、鞋。八成新以上的适合青少年阅
读的书籍，无破损、无散页、无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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