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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年龄也随着青春的流逝
增长一岁。与其追忆或怀
念匆匆那年的青春往事，
不如用速度与激情将青
春定格。如今，有一辆格
调座驾，凭借其“T-GDI”
发动机带来的同级极限

动力，将性能彻底爆发，
点燃车主内心的激情。他
就是开辟中高级汽车设
计新方向，以全新科技带
来澎湃动力，为时代精英
开创品质、时尚汽车生活
的T动力K5。

以“ 精 英 格 调 新 典

范”为品牌内涵的K5，专
为中国新世代精英阶层打
造。K5作为东风悦达起亚
展示品牌形象与设计实力
的典范之作，将“简约直线
美学”发挥到极致，尽显典
尚之美。K5的四颗粒LED
前雾灯用简练的线条勾勒
出前卫、动感的形象。这是
世界汽车设计大师彼得·
希瑞尔，依托“Design Kia”
设计理念精髓，以极简的
线条勾勒出极致的优美。
K5优雅动感的外观和美
感，将青春活力完美彰显。

K5作为东风悦达起
亚K系列产品矩阵中的旗
舰车型，凝聚了起亚领先
的造车理念和尖端科技，
让新世代精英用速度将
青春定格，用格调为自己
代言。

TT动动力力KK55 用用速速度度定定格格青青春春

元宵节华灯初上，羊年
春节却已经正式落下帷幕。
再次投入到工作之中，职场
男女们是否感到年已过完，
心却难收，在格子间中浑身
疲惫，打不起精神？以“魅力
锋行派”为品牌内涵的东风
悦达起亚新K2，将帮助你绽

放魅力，再展宏图，与年后综
合症Say Bye！
外观焕发新生

新K2源自顶尖汽车设计
大师彼得·希瑞尔的神来之
笔，并在原来的时尚风格上
再次进化，更具品质感和高
档感。

空间承载能量
小身材大空间的新K2，

拥 有 罕 逢 同 级 对 手 的 2 ,
570mm超长轴距，乘坐空间
舒适惬意，其行李箱容积更
可媲美中高级车型。
动力激发活力

新K2搭载代表东风悦达
起亚领先科技的1.4L、1.6L伽
马发动机，最大功率达到领
先同级市场的107Ps、123Ps。
科技放飞梦想

富含科技元素的新K2，
拥 有 完 备 的A UX + U S B +
IPOD接口，通过高品质扬声
器传递悠悠天籁。

有了新K2的帮助和自我
调节，相信一定能够在新的
一年“魅力锋行”，让那若有
若无地弥漫着的庸懒气息化
作阳春三月朝气蓬勃的源源
活力。

新新KK22四四大大处处方方 巧巧治治年年后后综综合合症症

天弘基金首次登陆聚划算 每天壕放一部肾6

基民又有新福利，基金又出新玩法！余额
宝基金管理人、国内最大基金公司天弘基金，
首次登陆淘宝聚划算，为体验并好评容易宝
500的用户送上100%抽中集分宝，且有机会抽
取iphone6 plus的任性大礼。截至3月6日中午

12点，上线聚划算12小时，容易宝销量已达到
180万余笔、1800万元之多，一举拔得同期聚划
算参团基金中绝对的NO.1。天弘基金淘宝店
12小时销量4036万元。3月6日零点起，天弘基
金容易宝500正式登陆聚划算。

基金公司排行榜揭晓 建信基金蝉联第一

《晨星中国公募基金公司综合量化评估
报告(2014年4季度)》新鲜出炉，报告中基金公
司综合评分排行榜显示,建信基金综合评分
再次位居72家参评基金公司首位,成功卫冕,
彰显了其强劲的整体实力。

作为首批成立的银行系基金公司,截至
2014年底，建信基金已经构建了完善的公募基
金产品线,旗下46只公募基金资产管理规模公
募达到1216亿，创历史新高，跻身行业前十，展
现了其突出的公司运营与业务发展能力。

《《文文化化聊聊城城丛丛书书》》首首个个专专辑辑出出版版
池塘、织布机等元素引爆乡村记忆

本报聊城3月9日讯 (记者
凌文秀) 为挖掘、整理聊城

文化资源，传承历史文明，推
动文化名市建设，争当冀鲁豫
三省文化繁荣先行区，聊城组
织编纂《文化聊城丛书》，全面
挖掘、搜集、整理聊城文化资
源，提升聊城文化影响力，丰
富聊城文化底蕴，打造聊城文
化品牌，凝聚全市力量，全面
推进聊城文化名市建设。

《文化聊城丛书》内容涉
及乡村记忆、人物故事、民间
艺术、民俗风情、自然地理、名
胜古迹等方面，近期，首个专
辑《乡村记忆》已经出版，五位

聊城籍作家对各自乡村的回
忆中，池塘、织布机等元素引
爆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系列
就收录了部分乡村记录，出版
的书籍总计包括五本书，分别
是五位聊城籍作家的作品，谭
登坤的《在村庄》、谭庆禄的

《故乡的池塘》、王西广的《一
个村子的剪影》、武俊岭的《村
乐园》和于兰的《旧田园》。

呈现的这套专辑“乡村记
忆”是聊城本土的5位作家对
乡村生活的深情回忆，真实书
写。他们有着大致相同的人生
经历：出生在 20世纪五六十
年代；童年、少年阶段生活在

乡村；二十岁左右通过考试，
进入大中专学校读书；毕业
后参加工作，生活在城市。这
样，他们笔下的乡村记忆，大
都是对童年、青少年时代的
回忆。

这些作家的童年、少年
时期，物质生活极为匮乏。这
样，他们的文章中，就很自然
地出现了许多贫寒、窘迫的
情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要
把榆钱、榆叶掺入粮食中，才
能饱腹。吃着粗陋的饭食，人
们挖河筑堤，种地打粮，默默
生活。

那个时代的童年游戏，表

现出乡村儿童天真烂漫的一
面，远比现在孩子们沉迷网络
游戏有益得多。那个时代的好
多器物消失了，如煤油灯、水井
之类；人的很多生活方式没有
了，如用烧热的砖头取暖之类；
许多生产活动没了，如积肥、记
工分；一些社会角色如保管、饲
养员、小队长等也没了。

五位作家用笔表现乡村
风貌、平原风物，内容丰富，是
鲁西曾经生活和文化的一个
缩影。“乡村记忆”专辑中，浓
浓的乡愁中，可见生命的深
度、人性的光辉、文化的积淀、
风俗的画面。

王王忠忠林林为为《《文文化化聊聊城城丛丛书书》》写写序序
本报聊城3月9日讯 (记者

凌文秀) 聊城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忠林在《文化聊城丛
书》总序中表示，文化是民族
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是一个地方、一座城市的文脉
和灵魂。

聊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
中，古老的黄河文明与灿烂的
运河文明在这里交相辉映，礼
乐兴邦的齐鲁文化和慷慨悲
歌的燕赵文化在这里碰撞融
合，形成了独特又丰富的文化

内涵。
为了更全面的挖掘、整理

聊城文化资源，让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发挥引领风尚、教育人民、
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推进富有特色的文化名市建
设，市文广新局策划编纂了

《文化聊城丛书》，内容涉及乡
村记忆、人物故事、民间艺术、
民俗风情、自然地理、名胜古
迹等方面，采取大框架、小丛
书的形式，每个文化主题形成
一个系列，分辑出版，力求对

聊城地方特色文化做一次全
面的梳理、总结和盘点，多角
度、多层面地揭示聊城文化的
丰富内涵，展现聊城人的精神
追求。这套丛书定位为具有较
高品味的地方文化普及读物
和对外宣传资料，坚持内容真
实性和文字可读性相统一，努
力把抽象化的文字资料、物态
化的历史遗迹、民俗化的文化
现象进行通俗解读，讲好聊城
故事，让历史文化、民俗文化

“活起来”。
王忠林在总序中表示，《文

化聊城丛书》的编辑出版是一
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一
项浩大的工程。希望编者根植
鲁西文化沃土，以大文化的视
野，多层面、多角度发掘聊城丰
厚的文化内涵，展现聊城的古
风水韵，写出聊城人的乡情乡
愁，用雅俗共赏的形式，彰显聊
城的魅力与特色。同时也希望
更多文化工作者、爱好者，以更
加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积极参与支持丛书的编写，
为文化名市建设添砖加瓦，共
同书写美丽聊城的新篇章。

妇妇女女书书法法展展

3月7日，聊城首届妇女
书法作品展在聊城民间艺
术馆举行。本次展出了80余
幅女性书法作品，吸引了众
多市民前来参观，展出作品
收到了观展市民的一致好
评。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文文化化聊聊城城丛丛书书》

还还有有多多个个专专辑辑

本报聊城3月9日讯 (记者
凌文秀 ) 据了解，《文化聊城丛
书》后续还有多个专辑，2015年，
主要精力放在征集聊城传统非遗
项目和文物档案素材的征集上。

据了解，《文化聊城丛书》的
征稿内容从聊城历史文化入手，
贯通古今，力求从多方面、多角度
展示聊城丰厚的文化内涵。包括
各种文化史、文化现象的建构;以
各种文物、文化遗存等为主要支
撑的物质文化资源 ;以各种民间
工艺、民间表演等为主体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 ;具有浓郁地方特色
的民间戏剧、音乐、舞蹈等 ;流传
较广的民间故事、民间轶闻、历史
典故等 ;具有显著地域特色的民
俗风情等 ;自然地理、名胜古迹、
名人英杰等。

2015年，主要精力准备放在
讲好聊城文物故事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的素材上，比如“国宝档
案”一类的文物追根溯源的故事、
非遗项目沿袭传承的故事等。

本报聊城3月9日讯 (记者
凌文秀) 近日，在山东省文物局
组织开展的山东省“十佳博物馆”
评选活动中，聊城市孔繁森同志
纪念馆荣获“十佳博物馆”称号。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现为国家
三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全国廉政教育基地。
1995年9月建成开馆，2008年3月免
费开放。免费开放以来，纪念馆秉
承“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不断
改善服务设施，提高讲解接待水
平，开展孔繁森事迹进社区、进校
园、进部队等社会教育活动，积极
扩大纪念馆的社会影响力。开馆
以来已接待全国各界观众1500多
万人次。

2013年2月纪念馆在原址进
行改扩建，成为全国首家按照三
星级绿色节能建筑标准设计建设
的纪念馆。主体建筑8712平方米，
包括主题纪念馆、交流展厅、综艺
展厅、影视报告厅和纪念广场。

孔孔繁繁森森纪纪念念馆馆

获获省省““十十佳佳博博物物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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