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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连线

［ ］特别报道

高效与节油的完美平衡
东风标致 308S给你最佳动力之选

冷水江市锡矿山办事处
维护流动人口计生的合法权益

今年以来，冷水江市锡矿山
办事处强化服务理念，提高服务
能力， 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满足流动人口计生和生殖健康
的需求，维护流动人口计生的合
法权益。

宣传服务到位。 在流动人员
密集区、 村居、 计生办设立公开
栏、监督台，利用广播、宣传车等
多种形式公开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的办理程序、所需材料等。计生办
便民服务严格执行值班制度，强
化便民服务措施， 认真落实首问
负责制，把便民服务落到实处。

关怀关爱到位。计生办成立
服务小组，上门了解流动人口的
生活情况。解决群众生活实际问
题，开展各种帮扶、救助活动。特

别关心流动人口家中的留守老
人、妇女和儿童，组织人员对留
守儿童开展课外学习辅导，解决
留守老人的生活困难。通过爱心
行动，实实在在帮助流动人口解
除了后顾之忧。

常规检查到位。该办事处本
着为民办实事，构建和谐社会的
宗旨， 联合该市妇幼保健院，对
全办妇女进行了一次免费健康
普查普治。通过检查服务及现场
宣传，进一步加强了辖区内人口
服务管理工作，拉近了与育龄妇
女的距离，帮助育龄妇女树立了
科学文明的健康观，促进了家庭
的幸福安康，推动了计划生育优
质服务工作的深入开展。

（袁名样 谢文韬）

随着日益增长的油价和整个社会
越来越高的环保诉求， 在国内汽车市
场中， 小排量涡轮增压车型已经成为
主流。 其中，东风标致 308S 的 T+STT
高效动力所带来的激情驾驭体验备受
消费者关注，而其“强动力，更省油”
的节能理念， 更是赢得了国内消费者
的一直认可。
高效动力 释放完美驾驭乐趣

308S所搭载的 1.6THP 涡轮增压
发动机不仅动力澎湃，其优秀的节油能
力更是秒杀同级。这款享誉全球的王牌
机型是“国际年度发动机大奖” 连续 8
年的霸主， 其动力参数高达 123千瓦、
245 牛·米，涡轮在发动机 1000 转时就
开始介入工作，1400 转时便可爆发最
大扭矩，并一直延续至 4000转。这种能
力让东风标致 308S 不仅起步迅猛，其

加速的持续性也很出色，中后段的加速
超车更是推背感十足，令人大呼过瘾。

除此之外，308S 搭载的 1.2� THP
涡轮增压发动机是 2015 年“国际发动
机大奖” 的获得者。 它排量虽小，却劲
头十足，100 千瓦、230 牛·米的强劲参
数完爆市场主流 1.4T发动机。 兼顾动
力性和燃油经济性 ，1.2T 发动机小

“T” 大作，底气十足。
轻松节油 STT尽显超拽油耗表现

在意油耗不仅仅是为了省钱，还
代表着年轻人们对环保理念的践行，
颇具年轻时尚范儿的 308S 当然 get 到
了这一点。 东风标致 308S采用时下最
热的 STT 发动机智能启停系统，“强
动力，更省油”可不只是说说而已。

凝聚年度国际发动机的强劲实
力，再加上“STT” 这一节油新搭档，
308S 不仅动力十足， 更将高效节油完
美兼顾， 为消费者带来了运动范儿十
足的驾驭体验的同时， 又帮你轻松变
身环保达人。 完美的平衡使 308S 脱颖
而出， 成为年轻消费群体新晋的首选
之车， 更何况它还拥有超高的颜值和
众多个性特点，难怪连细分市场的老牌
霸主都感到“鸭梨山大”了！

本报 9月 20日讯 2015
年第三届“保护湘江母亲河”
绿色环保骑士公益行动今日
在长沙市岳麓区揭幕，1200名
骑行爱好者通过身体力行的
骑行活动，向大众倡导环保观

念。
本次骑行活动的起点为

渔人码头， 途经滨江观景道、
月亮岛、长沙湘江航电枢纽工
程、湘江北路，最后到达终点
湾田国际。全程50公里，是一

次以绿色环保为主题的环绕
湘江母亲河的骑行活动。

同时，此次活动在9月22日
世界无车日前夕举办，旨在向社
会大众提倡健康出行和运动健
身。 ■记者 丁鹏志

本报9月20日讯 17日晚，
由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三
湘都市报、 华声在线承办的第
六届（2015）长沙社区文化节第
三场在长沙市雨花区湘农桥社
区举行。

当晚8点半， 活动从8名娭
毑的广场舞开始拉开序幕，她
们的平均年龄60岁， 矫健的步
伐和翩翩舞姿不断赢得场下的
掌声和喝彩。紧接着，架子鼓表
演、动感十足的现代舞表演、球
操表演等精彩节目一一上演。

【互动】娭毑感觉年轻了好多

演出之后， 就是为社区群
众送福利的有奖问答环节。“中
老年‘三高’人员最好选用什
么样的盐”、“孕妇、小孩最好
选择什么盐” ……对于主持人
的这些提问， 居民们早已从现
场周边的展板上了解到了答
案，还没开始倒数，就有人开始
抢答了。 舞台前的空地则早已
成为了小朋友的“领地”，个个
把手举得高高地等待主持人的
提问。

有奖问答热闹非凡， 舞台
周边也是人声鼎沸。 真人飞行
棋、挑战世界杯、有奖套圈等游
戏台前也围着不少人， 不时传
出一阵阵欢呼声。 胜出的居民
开心地挤出人群去领奖品，未
获得奖品的则怀着希望去往另
一个游戏点准备继续加油。

66岁的刘娭毑是第一次参
加社区文化节， 她笑着说：“这
个活动要得咧， 我每个游戏都
参加了， 整个晚上感觉自己年
轻了好多。” 她希望社区多搞
搞这样的活动，“明年社区文化
节我还会来。”

【比赛】“90后”登台不忘拍照

在现场，社区“厨神”争霸
赛亦是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
15名“大厨”登台献艺，现场烹
饪黄瓜炒火腿肠。

“90后”的常先生是15名选
手中唯一的一名男性，切菜、炒
菜都有板有眼， 他说：“平时在
家里只是偶尔做饭， 今天难得
有这么个活动， 我也就来凑个
热闹。”空闲时他还不忘提醒在
旁边观看的妈妈帮他拍照留
念。

11号选手黄女士是一名7
岁小孩的母亲， 她一上台就拿
起黄瓜细心地开始削皮，“感觉
黄瓜削了皮会好吃些， 平时在
家里也是这么炒的。”或是因为
她的这个细心之举赢得了评委
的肯定， 在最后的评比中她获
得了当晚的“厨神”大奖。获奖
后的黄女士高兴地表示，“今晚
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不仅获得
了奖品，更增长了知识，知道了
炒菜要起锅时放盐才最好。希
望这样的活动多开展一些”。
■记者丁鹏志实习生伍寅梦诗

社区文化节第三场走进雨花区湘农桥社区，娭毑笑言“明年还要来”

90后伢子与一群厨娘争“厨神”

为了方便群众办事， 长沙
雨花区湘农桥社区近来推行了
“民意快线”工程，打造为民服
务品牌“爱心彩虹桥”， 推行
“4567，让爱传递”工作模式，着
力解决突出问题， 真正为居民
群众办好实事， 又好又快地为
民解决困难。

湘农桥社区书记王迎春介
绍，该社区“民意快线”工程为

解决辖区部分老人吃饭难问
题，引进了康乃馨服务机构，打
造了一个老人食堂； 为解决社
区居民聊天散步时有休息的地
方， 还特意为居民们安装了休
闲椅。“在今后的工作中， 社区
群工站‘民意快线’工程将依托
‘爱心彩虹桥’这一为民服务品
牌， 以实际行动来增强居民的
幸福感和满意度。”

本报9月20日讯 很多人
家里的闲置物品堆积如山，扔了
可惜，不扔又占地方，让人很是
烦恼。如何让家里的闲置物流动
起来？

9月19日是我省首个“绿色
循环日”， 该项目旨在让家中的
旧货真正“流动”起来，人人都为
低碳做点贡献。当天上午，由湖
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长沙
市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共同发
起的“绿色湘依” 大型环保公益
项目在雨花区凯德广场前坪正

式启动。
一大早，近800名来自长沙

各大企业、高校、社区的代表齐
聚凯德广场前坪。活动现场，绿
色循环制品展示区、 绿色兑换
区、 废旧物品现场手工制作布
置有序、摆放整齐，引来不少市
民围观。 绿色兑换区是最热闹
的地方，旧衣服、废旧电池、电
子产品、 文具、 旧书籍、 玩具
……各式各样的闲置物品，应
有尽有。 市民带来的闲置物品
根据种类和重量现场过秤，换

取等量“绿币” 参与“绿色兑
换”。在现场不花一分钱，就能
兑换到心仪的物品。

不少市民感慨，自从有了孩
子之后， 家里的东西就越来越
多， 孩子从小到大的各种玩具、
书籍、衣物堆得到处都是，没想
到有这样一个创意的活动解决
了自己的烦恼。既清理掉家中的
闲置物品、 腾出更多的空间，又
能兑换到有机蔬果、手工艺品这
些很有用的东西。

■记者 李国平

9月17日晚，第六届（2015）长沙社区文化节第三场在长沙市雨花区湘农桥社区举行，社区居民踊跃参加现场互动
活动。 记者 丁鹏志 摄

社区“民意快线” 为民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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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首个“绿色循环日”启动
家中闲物能换“绿币”兑新货

1200人骑行百里护湘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