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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手势
十指交叉抱拳，再翘起两

个拇指……知道这是什么手

势吗？没试过的话，快做做看

吧，这可是兔年最流行的“兔

手势”！兔年将至，在各种兔玩

具热卖的同时，一种由网友别

出心裁设计的“兔手势”引领

时尚风潮，在多个网站论坛流

行开来，人们通过这种特别的

方式送上兔年祝福。

萝卜招聘
据报道安徽省巢湖市居

巢区在2010年部分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中，只允许本区籍生

源或父母一方在区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的考生报名。被网友

戏称为“萝卜招聘”。

富士护肤品
曾在中国胶片市场与柯达

死磕的日本富士胶片公司开始

卖化妆品了，富士胶片株式会

社(简称“富士胶片”)已于近日

将自行研发的女性功能性护肤

品ASTALIFT系列推向中国市

场，迈出海外销售第一步。富士
胶片总裁横田孝二表示，护肤

品所需的胶原蛋白，就是富士
公司原来生产胶卷的过程中必

不可少的成分。另外，胶卷生产
中用来防止胶卷褪色的防氧化

技术，也是护肤品生产中抗衰
老所不可缺少的技术。

爱笑瑜伽

印度以模仿动物表情为

特点的特殊瑜伽称为“爱笑瑜
伽”，其最能迅速激发人的爱

笑细胞，让人大笑不止。因此，

爱笑瑜伽被越来越多的人接

受并且练习，成为现代人一种

新的减压方法。

来源：百度搜索

整理：本报记者 刘新

考研考点分布及公交路线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魏衍艳 通讯员 丛建松) 2011年考研，烟台共有11996人

报名参加考试，设芝罘区、福山区、牟平区三个考区15个考点。

烟台一中南校区(芝罘区环山路36号)，乘坐7、8、23、52、59、62路到华侨宾馆站下车。

烟台五中(芝罘区胜利路327号)，乘坐43、47、55路到五中下车。

烟台华侨学校(芝罘区环山路124号)，乘坐3、6、7、21、23、53、62路到新闻中心站下车。

烟台十中(芝罘区南山路22号)，乘坐2、3、6、8、52、53路到解放路站下车。

烟台十二中(芝罘区西南河路128号)，乘坐46、49路到银河证券站下车。

烟台十三中(芝罘区通伸南街20号)，乘坐3、15路到天泰大药房站下车，2、5、58路到汽
车总站站下车。

烟台城乡建设学校(卧龙经济园区卧龙北路9号)，乘坐15、80路到城乡建设学校下
车，向西200米，乘坐9、19、27、56路到机场路下车。

烟台黄务中学，乘坐16、50、59路到黄务中学下车。

牟平实验中学(牟平区宁海大街738号)，乘坐609路、606路、608路、601路。

牟平宁海中学(牟平区正阳路306号)，乘坐609路。

牟平文化一中(牟平区酒厂街551号)，乘坐601路。

牟平文化二中(牟平区酒厂街508号)，乘坐601路。

福山实验中学(福山区天府街666)，乘坐522路、31路、33路到实验中学站下车，西行
150米。

格迈纳尔中学(福山区崇文街201号)，乘坐30路到格迈纳尔中学站点下车或乘31、32、

521、522到劳动技校下车。

福山区一中(福山区南山路229号)，乘坐31、32路到福山一中下车。

教育

热词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张琪 刘新 通讯员 张树人) 记者从烟台火车站获

悉，从11日开始铁路列车将执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启用新的列车时刻表，涉及烟台

方面的主要有三个车次变化。

烟台—佳木斯1392次，改为快速旅客列车，车次变为K1392次，全程运行时间缩
短了54分钟。烟台—西安1130次，改为快速旅客列车，车次变为K1130次，全程运行时
间缩短了8分钟。烟台—金华西2584次，改为快速旅客列车，车次变为K1184次，全程
运行时间缩短了14分钟。

1月11日起烟台—佳木斯K1392取消济南、晏城、龙家营、葫芦岛、锦州站，增停

济南东、昌黎、葫芦岛北、锦州南、扶余站。

附：烟台站新列车时刻表

终

到

车次 始发站 始发点 本站到

K285次 北京 16：30 6：29

K763次 徐州 20：28 7：05

2245次 石家庄北 20：42 8：48

5017次 菏泽 21：00 9：21

K8253次 青岛 6：00 10：12

K1129次 西安 13：16 13：55

K8291次 济南 7：50 14：10

K1183次 金华西 16：49 18：28

5037次 枣庄 7：50 19：06

K1161次 广州 10：00 22：03

K1391次 佳木斯 8：28 21：49

K8273次 日照 9：06 22：32

始

发

车次 本站开 终到站 终到点

5018次 8：32 菏泽 19:58

K8274次 8：55 日照 22：50

K1162次 9：03 广州 20:51

K1184次 9：52 金华西 12：29

K8254 14：56 青岛 19：23

K1130次 15：42 西安 16：05

K1392次 17：32 佳木斯 4：39

2246次 18：02 石家庄北 5:40

5038次 21：35 枣庄 7:03

K286次 22：50 北京 13:34

K764次 23：00 徐州 10:20

K8292次 23：15 济南 6：15

烟台

今天 阵雪/晴 -6--1℃
明天 晴/多云 -6-2℃

低潮潮时 08：31 21：05

高潮潮时 02：06 14：57

市县 天气 气温

蓬莱 阵雪/晴 -7-0℃

栖霞 阵雪/晴 -8--2℃

龙口 多云/晴 -7--1℃

招远 阵雪/晴 -10-0℃

莱州 阵雪/晴 -6-0℃

莱阳 多云/晴 -11-1℃

海阳 多云/晴 -7-0℃

长岛 阵雪/晴 -4--1℃

据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
网11日18时数据。

整理 本报记者 张琪

天气

城市 天气 气温

北京 多云 -8-0℃

上海 晴 -1-4℃

济南 晴 -4-2℃

青岛 晴/多云 -4-1℃

大连 多云 -5--2℃

东京 多云 0-10℃

大阪 中雨/晴 2-5℃

首尔 阴/多云 -12--4℃

釜山 晴 -5-3℃

世茂时尚欢乐影城

今日影讯

《失控》 09：50

《绑架冰激凌》 10：00

《非诚勿扰II》 12：35 14：45

《让子弹飞》 09：40 11：10

《纳尼亚传奇：黎明踏浪号》

(3D英文原版和3D国语版)

13：30 15：35 17：45 19：50

10：30 17：00 19：10

《纳尼亚传奇：黎明踏浪号》

(2D英文原版) 11：45 14：05

16：15 18：20 20：30

《创战纪》(数字 ) 1 0：4 0

13：00 15：20 17：35 20：00

12：00 14：20 16：40 19：00

《创战纪》(数字3D) 10：10

12：25 14：50 17：10 19：30

11：30 13：50 16：05 18：30

20：45

联系电话：2112266

地址：烟台芝罘区解放路156

号世茂百货B1层(乘坐1路、2

路、5路、6路、8路、10路、18路、

43路、50路、51路、52路建设银
行站下)

整理 记者 鞠平

影讯

铁路列车运行图今起调整

明天有就业困难人员专场招聘会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侯文强 通讯员 王道明) 烟台市人力资源市场将在13日

举办就业困难人员专场招聘会，80家企业将提供500多个岗位，包括20多个招聘工种，专
门服务就业困难人员、残疾登记失业人员、失业职工和失业青年。

市人力资源市场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此次将免费为用人单位提供现场招聘、委托招
聘服务，并将依托“劳动99”信息管理系统、烟台就业网和烟台创业网三大载体，为求职人
员提供求职登记、信息发布、岗位推荐、职业指导、政策咨询等服务。

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