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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卫视《奔跑吧兄弟》接
档《中国好声音》，开展了一场斗
智斗勇的户外挑战赛，掀起了新
一轮的娱乐风暴，带领观众热力
开跑。就在此时，车市也上演了
一场好戏，东风雪铁龙T+STT动
力组合力压大众TSI+DSG，成为
市场与消费者的新宠，开启了新
一期黄金动力时代。

“为何在众多T动力组合中，
东风雪铁龙T+STT能够脱颖，且
超越素有标杆之称的TSI+DSG

呢？”姑且不谈大众自身因素，我
们仅从这对组合的两大拍档说
起。T+STT其中的T顾名思义，
就是目前占据市场主流发动机
地位的Turbo涡轮增压发动机，
但对于东风雪铁龙来说，还具有
更 深 层 次 的 含 义 ，即 其 凭 借
1 . 2THP、1 . 6THP以及未来即将
发布的1 . 8THP所全新打造的
THP家族概念。STT则代表着当

今最为经济、实用的“微混”技术
-(START&STOP)发动机智能启
停。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
累”，通过更感性-强劲的T动力
表现与更理性-持久的STT节能
优势相结合，完美解决了目前消
费者对动力与节能平衡的用车
需求，同时引领东风雪铁龙全面
迈入了“T+STT” 涡轮增压+智
能启停核芯动力时代。

THP家族：更快奔跑

11月20日广州车展，东风雪铁龙
正 式 发 布 采 用 全 新 技 术 的
1 . 2THP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这
款代表小排量涡轮增压最高水
平 的 1 . 2 T H P 发 动 机 也 是 继
1 . 6THP发动机之后，首次搭载在
东风雪铁龙标杆车型-高性能高
端中级车C4L上。从2012年东风
雪铁龙首次发布1 . 6THP涡轮增

压发动机，并首次搭载在高性能
高端中高级车C 4L上，到全新
1 . 2THP发动机再次首搭C4L，我
们不难看出，东风雪铁龙正凭借
已有的两款涡轮增压发动机及
未来即将发布的1 . 8THP发动机
逐渐打造以涡轮增压为核芯动
力的THP家族体系。

作为T+STT的核芯成员，也
是THP家族的“元老”，自2012年
首次搭载在C4L上市开始，就受
到了媒体与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其独有的Twin scroll双涡管单涡
轮、200Bar高压缸内直喷等先进
技术使发动机在1000转时涡轮即
开始介入，1400转即可达到最大
扭矩2 4 5Nm，其强劲的起步性
能、出色的加速性能更是被消费
者冠以“百米冲刺王”、“红绿灯
杀手”等名号，而连续8年获得

“国际年度发动机大奖”明星发
动机的获奖履历也充分证明

1 . 6THP发动机的强劲实力。

STT：更会奔跑

作为东风雪铁龙“T+STT”、
“涡轮增压+智能启停核芯动力”
另一大重要组成部分，STT智能
启停技术已全面适配1 . 2THP、
1 . 6THP发动机，以持久、高效、节
能等诸多优势，受到了行业及消
费者的高度关注。STT作为当今
风靡豪华车市场的微混领先技
术，利用车辆走走停停的间隙时
间，控制发动机自动启停，节省
发动机待机时的油耗，并且在不
改变驾乘者用车习惯的同时可
最多节油15%，去实现更少的二
氧化碳排放。

总结：

随着THP强劲动力与STT

持久节能的完美契合，以东风雪
铁龙“T+STT”为首的涡轮增压+

智能启停核芯动力时代已经闪
耀来临。更高效、经济、环保的T

动力组合将成为未来汽车市场
的破局关键。不难看出，以THP

家族强劲动力序列和STT智能
启停系统的持久节能表现，势将
成为最强T动力组合，而作为率
先“尝鲜”的C4L，也将凭借“T+
STT”涡轮增压+智能启停核芯
动力，成为中级车最强T动力组
合的最佳选择。

奔奔跑跑吧吧TT++SSTTTT！！东东风风雪雪铁铁龙龙带带领领全全民民热热力力开开跑跑

本报讯 近日，沂源悦庄中心
幼儿园开展环境创设比赛活动，由
园委会组成评委团，对各班的环境
创设进行评价。

这次活动进一步深入“环境育
人”的理念，丰富幼儿园的教育内
涵，让幼儿拥有一个美观、开放、富
有教育意义的环境。极大的促进了
幼儿园环境创设的力度，给孩子们
创设了一个舒适、优美的活动乐园。

(吕凤)

沂源中心幼儿园

开展环境创设比赛

本报讯 沂源悦庄成教中心学
校牢牢把握镇党委政府的工作思路，
紧紧围绕小城镇创建目标，积极开展

“充分就业社区”的构建和“乡镇企业
扶助贫困村庄工程”活动，有针对性
地重点帮扶“农村零就业家庭”，切实
搞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

通过校企联合，实行乡镇企业订
单、学校接单、岗前培训的模式，对全
镇86户登记在册的“零就业家庭”全
部实现了1人以上的就业，年内共转
移农村富余劳动力120人，为当地乡
镇企业输送了实用人才，同时也为贫
困家庭增加了经济收入。 (徐凤生)

沂源成教中心校

告别零就业家庭

频频““受受伤伤””逼逼垃垃圾圾桶桶穿穿““铁铁皮皮衣衣””
更换成本比塑料桶高出一倍，虽能避免被烧坏但实是无奈之举

9日，本报报道了主城区部分社区的塑料垃圾桶被炉渣烧坏的情况，消息刊发后得到读者广泛关注，垃圾桶损
坏的情况依然屡见不鲜。由于难以确认倾倒者不好处罚，对此，环卫部门也表示很无奈，但为了方便其他市民，有些
社区将塑料垃圾桶换成了铁质桶。

“小区里很多老年人有自己
生火烧炉子的习惯，基本上是为
了烧水。前段时间便有一个老太
太将炉子里的炉灰直接倒在了
小区垃圾桶里，结果没过多长时
间，垃圾桶就开始冒烟，结果烧
出了一个大窟窿。”张店东苑社
区里的一位环卫工人说，当时看
到冒烟之后，她急忙去拿水浇灭
了火星，但是塑料垃圾桶已经烧
坏了。

如此情况在其他社区也多有
存在。在张店金晶大道东二街南二
巷，一名拾荒人也讲述了相同的经
历。“我的工作就是捡拾垃圾桶里
的塑料制品，时常会看到一些小区
里的垃圾桶正在冒烟。有一次我遇
到一位老大娘，她正在往垃圾桶里
倾倒带着火星的蜂窝煤，我就急忙
制止她，但她却一个劲儿地说没
事。”该拾荒人说，因为怕引起火灾，
他便到附近的住户那里讨了一盆
水，把蜂窝煤浇灭，而老人这时已
经离开。

“这些其实都是多年来形成
的习惯，虽然很多地方都已经开
始集体供暖了，但生炉子的老习
惯不少人还放不下，炉渣没地方
倒，只能如此了。”张店城区一位
环卫工人说。

烧炉老习惯

让垃圾桶遭了殃

“因为没有处罚权，我们
只能在看到类似行为时进行
制止。”张店区市政环卫管理
局生活垃圾转运队队长朱洪
涛说，对这类行为即使将问题
反映给环保、城管等执法部
门，取证方面也很难。“因为很
多垃圾桶被烧坏都是在晚上，
且到底是由哪家的炉灰造成
的，往往说不清。”

但无论如何，还需要有

新的方式解决该问题。“现
在，我们的塑料垃圾桶上都
印有禁止热灰入桶的提示，
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市民的意
识。但这些都只能潜移默化，
效果只能是长期的。”市市政
环卫管理处环卫科一负责人
介绍说。还有地方已经在设
施配备上做改变，“我们今年
准备更换的几百个垃圾箱，
将是铁制的，目的便是提高

它的抗烧、抗损坏的能力。”
高新区市政环卫处一位负责
人说，虽然铁制垃圾箱不怕
炉灰烧坏，即便有火灾，只要
轻微维修或喷漆便可修复，
但是这些铁制垃圾桶成本却
比塑料桶高出一半，“与塑料
桶差不多大小的铁桶，我们
配置，是按照580元一个。但一
个塑料桶，价格却在200到300

元之间。”

本报记者 刘光斌

换铁桶贴标签盼不文明行为少发生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幼儿体
质，激发幼儿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的兴
趣，近日，沂源悦庄镇龙山幼儿园举
行了“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为主
题的幼儿早操比赛活动。

此次活动中，幼儿园邀请了家长
们为孩子们打分，此外，家长们还针
对比赛活动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
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家园互动。经过一
番激烈的角逐，最后，家长们和园领
导评出了一、二、三等奖。本次比赛，
不仅体现了各班的特色和优点，同时
也肯定了教师和孩子们的努力，取得
了较好效果。 (宋作梅)

沂源龙山幼儿园

举行早操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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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桶被损坏的情况已屡见不鲜。 本报记者 刘光斌 摄

发发现现身身边边公公共共设设施施受受损损快快举举报报
举报电话：3159019，环卫部门将尽快处理

本报1 2月9日讯 (记者
刘光斌 ) 自本报报道了城区
内塑料垃圾桶被炉渣烧坏的
情况之后，有不少市民向本
报反映，其社区内也有类似
情况发生。

为此，本报联合环卫部门
开通热线，倘若市民发现身边
的塑料垃圾桶、果皮箱等环境
卫生设施被人损坏的情况，可

以与本报联系，本报将尽快反
馈给环卫部门进行处理。

据了解，塑料垃圾桶、公共
站牌等被损坏的情况屡见不
鲜，需要引起社会足够重视。在
一些环卫工人和热心市民的眼
中，往往对这些行为无可奈何。
但限于处罚措施跟不上，很多
时候让这些行为钻了空子。“其
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使用着这

些公共设施，倘若引起了较大
的损坏，自然会给自身带来不
便。”张店区市政环卫局一位负
责人说，在日常工作中，环卫部
门对塑料垃圾桶的管理处于被
动一方，只能是在垃圾桶内起
火之后才能意识到问题，而很
多情况下，垃圾桶都是在夜间
起火，因此也监管乏力。因此，
需要更多热心市民提高警惕，

倘若发现这类情况，及时向环
卫部门反映。

除了塑料垃圾桶之外，
果皮箱、公共卫生间等环境
卫生设施，公交站牌、路障、
保护栏等其他公共设施，也
经常可看到被破坏的情况。
但据了解，相关部门在监管
取证上，也往往有力不能及
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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