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儿难养》演绎

男人版“三从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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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天儿挺好 气温渐回升

观赛

通联

城市 天气 气温

北京 晴 -6℃/3℃

上海 晴 0℃/6℃

济南 晴 -1℃/6℃

青岛 晴 -1℃/3℃

大连 晴 -6℃/1℃

东京 多云转晴 2℃/5℃

大阪 小雨 0℃/9℃

首尔 晴 0℃/-7℃

釜山 晴 -3℃/6℃

据中国天气网17日18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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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

增仓占比榜

当日
*ST锌电
*ST华光

中达股份

京投银泰

安妮股份
3日
*ST锌电

上海新梅

海大集团

汉得信息

深天马A

5日
*ST锌电
TCL集团

上海新梅

鑫科材料

成飞集成
10日
*ST锌电

上工申贝

成飞集成

方正证券

鑫科材料

减仓占比榜

当日
ST东盛
*ST东碳

德豪润达

湖南海利

江南高纤
3日

南都电源

友利控股

万好万家

嘉凯城

广深铁路
5日

友利控股

嘉凯城

南都电源

粤宏远A

南京中商
10日

华联股份
ST东盛

胜利股份

江西水泥

石基信息

观影

信息超市

昨日股市
增减仓占比榜

巧做腊八蒜

美食控

有用

据东方财富通

今天 晴转多云 3/-3℃ 西北风转北风 4-5级转3-4级

明天 晴转多云 2℃/-1℃ 北风转东南风 3-4级

本报1月17日讯 烟台俗语“三九四九冰
上走”，“三九”已过，“四九”初至，烟台的气温
暂时没有太明显的变化，但零星的雪花，预示
着还得冷一段。未来两天,烟台以多云间晴天
气为主，气温缓慢回升。

据了解，北方地区最冷多在大寒节气即1

月下旬，平均气温一般只比中旬稍低一点。但
烟台市有几年的平均最低气温出现在2月中

下旬“七九、八九”里，甚至惊蛰以后的强冷空
气偶尔也会让人感受到“九九尽，捅一棍”的
冷滋味。

天气方面，据烟台市气象部门介绍，18、
19日两天，烟台天气晴好，南北风交替，气温
将逐步回升，20日，受暖湿气流影响，南部地
区有雨夹雪，气温有所下降。

18日白天，烟台天气以晴为主，西南风，

沿海4到5级，内陆3到4级，最高气温3℃。18日
夜间到19日白天，天气晴间多云，西南风，19

日早晨转北风，4到5级，气温-5℃到4℃。
19日夜间到20日白天，多云转阴，南部地区

有雨夹雪，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3℃到3℃。
另外，21日到27日期间，将有一次冷空气影

响烟台，届时将有小雨雪，北风，风力有所增
强。 记者 王晏坤

导演：曹盾
主演：陈思成 小宋佳 万茜
类型：都市剧
上映日期：1月21日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
看点：

该剧以育儿为切入点，融合当下80后年轻人在
赡养父母、婚姻情感及抚养孩子等压力下引发的一
系列社会话题，深入解析“都市大小孩们”在身份升
级后的欢喜忧愁。剧中陈思成从“高富帅”转型“小
男人”，演绎80后好男人——— 对工作一丝不苟，对老
婆千依百顺，对孩子呵护备至。幽默表现，重新解读
新男人的“三从四德”。

本周六是腊八 ,该腌腊八蒜
了。要想泡制出好吃的腊八蒜，关
键要挑选好蒜和醋。一是最好用紫
皮蒜。紫皮蒜瓣小泡得透，蒜瓣瓷
实，泡出来脆香。二是要用米醋。米
醋色淡，泡过蒜色泽如初，口感酸
辣适度，香气浓而微甜。三是要放
在低温的地方。腊八蒜的制作方法
是：

原料：蒜瓣3000克，醋1500克，
白糖860克。

做法：蒜瓣去皮、洗净、晾干；
用一干净盛具，最好用开水消过
毒，作为泡腊八蒜的容器；将醋倒
入容器内，加入大蒜瓣，之后加入
白糖，拌匀；盖上盖子密封好，放在
阴凉处，大约10天即成。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制作时，
蒜瓣和盛器一定要晾干，如果沾有
水分，容易长毛、变质。

2013年，我国农村医疗保障重
点将向大病转移。肺癌、胃癌等20

种疾病全部纳入大病保障范畴，
报销比例不低于90%。

年底，将上演客车司机接力大
迁移！日前，交通部召开新闻发布
会，预计今年春运全国道路旅客
运输量将达31亿人次，相当于全
数人口迁移两次，平均每天7741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约
9%。此外，本月20日起，13个省份
将试点长途客运接驳运输，接驳
点更换司机，以防疲劳驾驶。

江苏卫视1月22日(下周二)将推
出全新公益游戏闯关节目《芝麻
开门》，、打响2013新节目第一弹。

1月18日 星期五

08：00 CCTV高网/CNTV

直播 澳大利亚公开赛(第3轮)

格尔格斯VS郑洁。
0 9 ：3 0 C C T V 高网 /

CCTV5 澳大利亚公开赛(第3

轮) 李娜VS科斯蒂亚。
11：30 新浪直播 NBA常

规赛 湖人VS热火。
16：00 CCTV5 女排联赛

决赛。
19：35 CCTV5 CBA常规赛

青岛VS北京。
19：35 山东体育 CBA常

规赛 山东VS天津。

1月19日星期六

08：00 新浪直播 NBA常
规赛 步行者VS火箭。

08：00 CCTV高网 澳网公
开赛男女单打。

10：30 CCTV5 NBA常规赛
小牛VS雷霆。

19：30 CCTV5 2012CCTV体
坛风云人物年度评选·颁奖盛典。

本报1月17日讯 1月26日起，开发区205路公
交线路走向将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205公交线路走向为：车辆由嘉陵
江路西端的临时停车场发车，沿原线路运行至嘉
陵江路与凤台山路交汇处右转，沿凤台山路南行
至与柳子河路交汇处左转，沿柳子河路东行至柳

子河路公交站点恢复原线路运行。
据了解，线路调整后，线路的运营里程和票

价不变，车辆不再停靠嘉陵江路的嘉陵江路公交
站点，增加柳子河路的舒家小区、福莱商城2个公
交站点。市民出行请注意乘车。

记者 柳斌 通讯员 刘松 蔡煜新

1月18日影讯

《重返大海》数字

参考票价：50元
导演：陆强
配音：林颖 孟非
类型：动画片
时长：95分钟

《快乐到家》2D

参考票价：50元
导演：傅华阳
主演：何炅、谢娜、李维嘉、吴昕、
杜海涛、杜汶泽
类型：喜剧
时长：95分钟

本报1月17日讯 近日，市地税部门接
到《关于税务发票工本费问题的紧急通
知》，从今年1月1日起，烟台市取消普通发
票工本费和增值税专用发票工本费。这是
继去年国家取消小微型企业的发票工本费
之后的又一优惠政策，税务发票工本费免
收这一政策利好覆盖到了全体纳税人。

据粗略统计，今年，烟台将有3万多户
小微企业、个体户不需要再购买发票，能为
他们节省上千万元的费用。平均起来，每户
每年将节省300多元的费用。

烟台免收发票工本费
惠及全市3万余人

税费

开发区26日起
调整205公交线路走向

物价

春节前菜价可能上涨

2、3月份后将季节性回落
本报1月17日讯 日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

示，总体上看，目前全国蔬菜供求基本平衡,价格趋
于稳定。春节前部分蔬菜品种价格可能还会上涨。
随着天气转暖，南方菜大量上市，2、3月份以后，菜
价将会出现季节性回落。

据商务部监测，1月7日至13日全国36个大
中城市18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比上周微涨
1 . 2%，比去年同期上涨5 . 7%。

惠民

春节继续开通“绿色通道”

放行鲜活农产品
本报1月17日讯 春节期间，作为惠农政

策之一的国家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将
继续开通，实行免费通行。据悉，对于超限幅度
达5%的鲜活农产品车辆将取消免费。畜禽、水
产品、瓜果、蔬菜、肉、蛋、奶等的深加工产品及
花、草、苗木、粮食、茶叶、坚果、油料植物、糖料
植物、干货农产品，不属于鲜活农产品范围，不
享受“绿色通道”的免费通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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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7日讯 在莫斯科音乐界有着
“中国乐团”之称的俄罗斯爱乐交响乐团将于1

月23日登台烟台大剧院。据悉，该团由80名莫
斯科优秀音乐家组成，其中有8位曾荣获“俄罗
斯功勋演员”称号，有6位曾是国际和全俄音乐
比赛获奖者。演出票价：180元、280元、380元、
480元。(1米以下儿童谢绝入场，1米以上儿童照
章购票。)

演出时间：1月23日 19：30

下周三烟台大剧院

有场音乐会

演出

车票

过年回家

汽车票也可上网买
本报1月17日讯 目前，烟台交运集团

网上售票平台已正式开通，购票网址为http:
//www. 6666111 .cn，可在线实时查询烟台总
站始发班次发车前10分钟、其他汽车站始发
班车发车前30分钟的班次信息，还可在线直
接购买集团辖属12个车站的始发班车车票。
此外，各车站还将不定期推出特价折扣票、
秒杀票等活动。烟台汽车总站订票电话：
0535-6666111。

教育

烟台五中与韩国中学

结成“姊妹学校”
本报1月17日讯 1月17日下午，烟台五

中与韩国京畿道龙仁市柏岘中学在烟台五
中签订姊妹交流协议书，正式结为“姊妹学
校”。 记者 李楠楠

体彩

排列3第13017期中奖号码：3、5、9。
排列5第13017期中奖号码：3、5、9、
2、3。
联网22选5第13017期中奖号码：04、
10、12、14、18。

福彩

23选5第2013W017期中奖号码：01、
09、17、18、20。
3D第2013D017期中奖号码：3、8、0。
双色球第2013S008期红球号码：03、
08、17、21、25、32，蓝球号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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