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空气袭来，将吹走雾霾天气

聊城本周日将有小到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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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转多云，有轻雾
南风 2 ～ 3 级
-6 ～ 5℃

多云转阴
南风 2 ～ 3 级
-4 ～ 4℃

明天（星期六）

阴有小到中雪
北风 2 ～ 3 级
-2 ～ 1℃

（张召旭)

今天（星期五） 后天（星期日）

本报聊城 1 月 17 日讯(记者
张召旭) 17 日中午，笼罩水城

一个多星期的雾霾天气终于散
去，记者从聊城市气象台了解到，
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日将迎来小
到中雪天气。

“早晨雾还很小，没想到越来
越大。”17 日上午 10 点左右，雾气
逐渐加强，城区很快被白茫茫的大

雾笼罩。市民曾先生说，这次雾霾
天气笼罩聊城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一直未能散去，他这几天出门都戴
着口罩。一直到 17 日中午，雾气才
逐渐散去，天气也开始放晴。

聊城市气象台工作人员介
绍，最近一段时间冷空气不强，才
会致使聊城一直被雾霾天气笼
罩，随着冷空气的逐渐加强，雾霾

会逐渐散去。受冷空气影响，本周
日将会迎来一场小到中雪，虽然
将迎来降雪天气，但气温却开始
逐渐回升。

聊城市气象台工作人员提
醒，降雪过后道路湿滑，市民出行
时一定要注意安全。由于降雪过
程中还会伴随着北风，菜农要注
意蔬菜大棚的保温加固。

本报聊城 1 月 17 日讯(记者
陈洋洋 通讯员 李云勇 )

日前，聊城大学 2013 年艺术类专
业招生计划对外公布，共计划招
生 670 人，全部为本科层次。其
中，面向山东省计划招收 260 人，
省外计划招收 410 人。

为方便考生报考，针对省内
艺术类考生专业报名，聊城大学
提供了两种方式，即网上报名和
现场报名。网上报名的考生只需
通过聊城大学招生信息网填写报
名信息，网上交费后自行打印艺
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准考证即可参

加考试；与此同时，在本校学术活
动中心设立现场报名点。

针对省外考生报名，聊城大
学在辽宁、江苏、湖南、山西、河
北、江西分别设点组织人员进行
专业校考，1 月 22 日将正式开始
考试，持续到 3 月 3 日结束。

聊大今年计划招 670 名艺术生
省计划招收 260 人，省外计划招收 410 人

2013 年艺术类专业测试即将
拉开序幕，如何避免盲目报考？业
内人士给出了一些建议。

正进行艺考招生的大连艺术
学院副院长王笑然说，艺考报名
最重要的是要结合考生自身情
况，根据各院校的录取原则综合
选择。“比如学校的软硬件建设，

与社会对接的实践平台，学生的
就业创业情况等，都应作具体了
解。”

其次，报名还应仔细参看学
校招生信息，留心不同学校、不同
专业对考生有无特殊要求。比如
一些学校对身高和外语成绩等有
要求，还有一些学校只设英语教

学，小语种考生则要慎报。
第三，不要盲目报考过多的

院校。考生可以选择高中低三个
层次的院校搭配报考。报考院校
过多不仅耗费大量财力、精力和
时间，还容易影响考生的正常发
挥。

(刘翔霄 郭运聪)

“艺考”报名需“量身裁衣”

1902 年 1 月 18 日
慈禧太后第一次撤帘露面，公

开召见各国驻华使节。
1911 年 1 月 18 日
飞行员伊利首次成功地在轮船

上起飞和降落。
1960 年 1 月 18 日
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研

制成功。
1974 年 1 月 18 日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
1992 年 1 月 18 日
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

海、上海等地时，发表著名的“南
方谈话”。

历史上的今天

L 历史

Y 影讯

今日影讯
《快乐到家》
类型：喜剧
片长：95 分钟 票价：50 元
场次：09:45 11:30 12:15 13:30 15:
05 16:00 16:50 18:40 19:40 20:40

《一代宗师》
类型：动作
片长：125 分钟 票价：50 元
场次：10:45 13:05 15:30 18:00 20:
20

《人再囧途之泰囧》
类型：喜剧
片长：105 分钟 票价：50 元
场次：10:00 11:55 13:45 15:40 17:
30 19:25

《十二生肖》3D

类型：动作
片长：120 分钟 票价:60 元
场次：10:25 12:30 14:45 17:00 19:
10 21:20

《危情营救》
类型：动作
片长：90 分钟 票价：50 元
场次：09:30 12:50 16:30

《大叔我爱你》
类型：爱情
片长：95 分钟 票价：50 元
场次：10:15 14:00 17:45 21:25

《越位者》
类型：喜剧
片长：120 分钟 票价：50 元
场次：14:35 20:00

《喜剧王》
类型：喜剧
片长：95 分钟 票价：50 元
场次：11:10 18:20

鲁信影城聊城金鼎购物中心
店提供。如有变动，以当日排片顺
序为准。 (凌文秀)

芹菜 2.0 土豆 2.5
大白菜 1.0 鸡蛋 4.8
油菜 2.8 鲤鱼 5.5
黄瓜 3.0 带鱼 7.0

白萝卜 1.5 鲜牛肉 27.0
茄子 4.5 鲜羊肉 32.0

卷心菜 2.5 猪瘦肉 15.9
西红柿 3.0 五花肉 13.9

每周菜价(单位：元/斤) (杨淑君 郑兰芳)

（注：数据由聊
城市价格监测中心
于 1 月 17 日在相关
监测点采集，仅供参
考，以当日实际成交
价为准。）

日前，聊城市体育局、聊城市体
育总会联合下发文件，表彰了 2012
年聊城市先进体育协会和个人，授
予聊城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聊城市
传统武术协会等 40 个单项体育协
会(俱乐部)先进体育协会称号，授予
郭鲲鹏等 57 名同志全市体育协会
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李军)

D 短讯

龟背竹：天然的清道夫，可以清
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金心吊兰：可
清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净化空气；
金琥：昼夜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
且易成活；散尾葵：它绿色的棕榈叶
对二甲苯和甲醛有十分有效的净化
作用；滴水观音：有清除空气灰尘的
功效。

(宗和)

D 短讯

5 款最强吸毒植物
选一盆搬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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