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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带着浓重法兰西色彩的东

风标致5008驶入我们这个东方国

度的时候，它不甘平庸和碌碌无

为，在7座SUV市场展现出强悍的

战力。

【值得信赖的高品质安全防护】

5008多处采用了高强度钢板,
全车采用的高强度钢板有70%强

度超过340兆帕，更有22处热冲压

成型钢板，个别强度最高可达到

1800兆帕。而为了使整车达到最好

的车身强度，5008全车的激光焊接

长度总计达到10米。

其次，5008搭载了6大自主智

能驾驶辅助装备，从“驾驶辅助”、

“主动安全”、“应急预警”三个方面

给予用户全方位的安全保护。

详细来说，自适应巡航系统

(带跟停功能)，能够自动维持驾驶

员设定的车速，并自动调整与前方

车辆的车距；在遇到紧急情况时，

自主紧急制动系统(低速+高速)可
通过降低车速避免碰撞或降低碰

撞的严重性;在长时间驾驶时，车

道保持辅助(带方向纠正功能)可
识别地面上的道路标识线，如发现

车辆有偏离车道线的风险时，对驾

驶员给出警示并纠正车辆的轨迹

等。

【精益求精的高品质造车工艺】

法国人不仅对安全极为重视，

超大面积的全景天窗、NAPPA真

皮座椅、FOCALВ高保真音响系统

等等，每一项工艺的运用和材质的

选择都耗费了无数心血，也正是这

种精益求精的用心才能真正打动

消费者的心。

5008 1.0m2的电动可开启全景天

窗满足你的愿望;5008豪华GT版车型

更是搭载NAPPA座椅，珍贵的头层小

牛皮材质不光奢适美观，乘坐更是舒

服。该座椅坐垫长度达到了488mm、靠

背高度也有689mm，同时还具备多点

按摩功能。不仅如此，5008豪华GT版

车型还提供两种内饰选择，进口橡木

饰板以及Alcantara 面料。原生态的

橡 木 内饰散 发 着 自 然 的 美 感 ；

Alcantara 面料轻奢经典，触感极佳。

5008的FOCALВ高保真音响

系 统 与 产 品 同 步 开

发，对于10支扬声器

单元进行了精准的声

场布置，带来了极佳

的声音品质。为了能

够给予消费者最佳的

声乐体验，5008全车

采用了90处吸/隔声

措施，让用户能够在

静谧的环境中悠然享受FOCALВ

音箱带来的听觉盛宴。

出众的品质就是5008征战7座
SUV市场的最大底气，现在更有多

重优惠来袭，杀伤力更上一层。即

日起至10月31日，购买东风标致

5008尊享三重礼遇(仅限7座车型，

可叠加享受):

礼遇一，10000元购置税补贴；

礼遇二，首付50%，即可享受3

年0息(豪华版与豪华GT版车型专

享)，首付50%，即可享受2年0息(精

英版车型专享 )，更有2年、3年、4

年、5年低息产品可选；

礼遇三，本品客户置换补贴

14000元，他品客户置换补贴8000元。

东风标致5008靠什么征战7座SUV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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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鹏

生活日报10月30日讯 1 0 月

3 0 日 下 午，济南市教育局召开

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

九大精神，市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王品木主持会议并讲话。会

议传达学习了《党的十九大精神

传达提纲》，强调要充分认识党

的十九大的重大意义，迅速兴起

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热

潮，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十九

大精神上来，以更加坚定的思想

自 觉 、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撸

起袖子、扑下身子，实干快干加

油干，为实现十九大确定的奋斗

目标和工作任务而努力奋斗。

王品木在讲话中指出，党的

十九大报告把教育放到优先发展

的位置，明确了推动中国教育事

业未来发展的思路与方向，给了

我们前进的目标和动力。全市教

育系统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的

重大决策部署，做到群众有所呼，

教育有所应，主动回应人民群众

对教育的新期待，主动化解人们

想“上好学”与当下教育发展不均

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以高度的

责任心和使命感，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对教育工作的新要

求，聚焦发力，重点突破，奋力啃

下当前面临的教育资源不足矛盾

凸显、区域间教育均衡水平有待

提高、教育质量距离百姓的需求

仍有差距等“硬骨头”，送出增加

教育资源有效供给、推进教育均

衡协调发展、提升教育质量、提高

教 育 服 务 能 力 等 连 串 教 育“ 红

包”，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努力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

王品木就抓好全市教育系统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提出了

具体要求。一是要层层传达深刻

领会。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师

生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学习好党

的十九大精神，准确领会把握思

想精髓、核心要义，确保党的十九

大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党支部、每

一名党员干部和师生、群众，确保

全覆盖。二是要认真学习入脑入

心。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师生

在全面深入学习领会精神上花时

间、下功夫，结合实际学、带着问

题学，真正用于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三是要广泛宣

传落地生根。要充分利用各级各

类媒体和网站、微博、微信等网

络平台以及宣传栏等校内宣传

载体，大力宣传教育系统广大师

生员工学习十九大精神的深刻

体会收获、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具

体措施行动、落实十九大精神的

典型事迹成效，推出一批有分量、

有深度的报道，激励教育系统广

大师生员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积极投身教育改革发展，

为办好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而

不懈奋斗。

送出连串教育“红包”让每一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济南市教育局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销售已过半 名家书法力作遭抢购
万元名作等您两千元抢回家，还未入手的快抓紧啦

□记者 张鹏

生活日报10月30日讯 “还

有梁修老师的作品吗？多给我来

几件吧，越多越好！”30日早上才

8点多，市民孙先生就已经赶到

本报，在得知梁修的10幅书法作

品全部售罄后，尽管难掩遗憾的

心情，他还是细心挑选了一幅书

法作品满意地离去。在得知每人

限购一幅后，他不禁竖起大拇

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才是

真正的惠民啊！”

据了解，为进一步贯彻习总

书记对于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的指示精神，响应省委省政府

关于文化惠民的号召，让群众充

分享受文化发展成果，推动名家

名作进万家，促进我省文化消费

市场繁荣，10月25日，“菊天雅

集——— 山东书画名家作品展览

月”正式启幕，除了展览作品以

外，特别推出领军山东十大书坛

名家百幅作品进行惠民销售。这

十位书法家分别是：娄以忠、梁

修、滕西奇、张仲亭、李向东、赖

非、荆向海、郑训佐、刘繁昌、靳

永。

由于本次展销作品均为名

家力作，加上惠民补贴，对书法

爱好者和收藏者都有很强的吸

引力。最近几天，每天都有大量

市民前来咨询选购，多幅作品遭

抢购。有市民坦言：“要是允许多

买，我愿意一下要十幅。”短短几

天，山东书画名家作品销售已过

半，截至30日下午，梁修、张仲亭

创作的20幅作品已全部售罄，娄

以忠、滕西奇、李向东、赖非、荆

向海、郑训佐、刘繁昌、靳永的作

品也所剩不多，建议有意入手的

市民抓紧时间抢购。

据悉，这些山东书坛名家的

精品力作，均以10000元/幅的一

口价进行惠民销售，作为本次活

动的协办方，山东银联再为每幅

作品提供高达8000元惠民补贴，

最终成交价仅为2000元/幅(四
尺整张)。由于作品数量有限，为

了让名家名作走入更多家庭，本

次惠民展销每人限购一幅作品。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出不退。

补贴金领取步骤:
1、扫码安装“银联钱包”手

机APP。

2、进行实名认证并绑卡。

3、进入“银联钱包”APP“优

惠”频道，领取专属补贴金，每人

限领一份补贴金。

购买方式：持绑定实名认证

卡号62开头的银联卡，至济南趵

突泉公园木瓜园或大众传媒大

厦26楼生活日报社现场购买，每

人限购一幅作品。

咨 询 电 话 ：0 5 3 1 -
85196543，13793172306

□记者 程凌润

53岁的魏彩虹是大明湖健身场

上的晨练“红人”，她从2013年开始在

大明湖畔进行花样晨练，不仅会踢毽

子、玩双节棍和麒麟鞭等传统项目，

还会倒立、劈叉，最让人惊叹的是：她

能站在一米多高仅有巴掌大小的石

柱上做“金鸡独立”、“雄鹰展翅”等高

难度动作。

苦练一年练成一字马

“以前身体不是很好，经常感

冒。”魏彩虹是一名下岗工人，她说，

起初自己腰、颈椎等部位都不怎么

好，想通过锻炼，抵抗各种疾病。“我

比较羡慕电视上的演员能做一字马，

我就希望自己也能练成。”

“我以前没有练过，也没有什

么基本功。”魏彩虹说，开始练习的

时候，自己已人到中年，但她相信

只要努力就可以练成一字马。魏彩

虹在2013年开始苦练劈叉基本功。

一年以后，她从最初仅能劈开不到

90度，终于练成了一字马。

巴掌大石柱上“金鸡独立”

在大明湖北岸健身场晨练，魏

彩虹发现大部分人晨练的内容主

要是跑步、踢毽子或在健身器械上

锻炼，而她喜欢标新立异，就琢磨

着能不能在大明湖

岸边石栏杆的柱子

上站桩。

“开始的时候，我在

家里站在凳子上练习。”

魏彩虹胆子比较大，在家

里练习了一些基本动作

以后，就开始尝试在大明

湖旁边一米多高的石柱

子上练习各种高难度动

作。“第一次站在柱子上

的时候，我找了两个小伙

子帮忙把我扶到上面，还

嘱咐他们如果我掉到湖

里，就把救我上来。”魏彩

虹说，没想到第一次就顺

利做完了各种动作。

10月25日早上，魏

彩虹再次来到大明湖

北岸展示了站桩的绝活，

她穿着彩色紧身衣，起身

一跃就站在了湖边一个一米多高的

石柱上，站稳以后，魏彩虹在仅有巴

掌大小的平台上做出了金鸡独立、童

子拜佛、白鹤亮翅、孔雀高飞等一系

列高难度动作。

成了晨练圈红人

“我每天凌晨5点就到这里(大明

湖畔)锻炼身体，一般会锻炼两个多

小时。”魏彩虹说，她在掌握了一些基

本功以后，就想着能够练出“新花

样”。坚持别样健身方式，不仅让她身

体越来越好，而且让她赢得了不少粉

丝，其中还不乏一些外国人。

不过，对于魏彩虹站桩的功

夫，有人欣赏，也有人为其安全担

心，还有人说风凉话……魏彩虹说不

管别人怎么议论，她还要继续练下

去，毕竟强身健体是第一位的，有了

好的身体才能享受好生活。

巴掌大石柱上
53岁大妈“金鸡独立”

魏魏彩彩虹虹站站在在大大明明湖湖边边一一个个

石石柱柱上上做做各各种种高高难难度度动动作作。。

记记者者 程程凌凌润润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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