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

2013年7月18日 星期四 编辑：常学艺 组版：闫继军D04 今日德州

丁兴才作品义卖捐助活动受各方关注

突出一个“义”字，确实超值
《今日德州》创刊三周年

诚邀铁杆粉丝一起来见证

香香港港澳澳门门纯纯玩玩55日日游游 77月月2200日日 33888800元元//人人

港港澳澳亲亲子子双双飞飞舒舒适适66日日游游 77月月1177号号--3311日日发发团团 33778800元元//人人

泰泰安安方方特特欢欢乐乐世世界界一一日日游游 每每周周六六、、日日发发团团 228800元元//人人

齐齐河河泉泉城城海海洋洋极极地地世世界界一一日日游游 每每周周六六、、周周日日发发团团 119900元元//人人

金金象象山山乐乐园园一一日日游游 每每周周六六、、周周日日发发团团 118800元元//人人

日日照照、、竹竹洞洞天天、、太太公公岛岛““渔渔家家乐乐””二二日日游游 每每周周六六发发团团 224499元元//人人

蒙蒙山山、、沂沂水水地地下下画画廊廊、、雪雪山山彩彩虹虹谷谷二二日日游游 每每周周六六发发团团 445500元元//人人

青青岛岛、、海海底底世世界界、、石石老老人人观观光光园园二二日日游游 每每周周六六发发团团 445500元元//人人

北北京京长长城城、、故故宫宫、、颐颐和和园园、、军军博博三三日日游游 每每周周五五发发团团 448800元元//人人

长长岛岛、、蓬蓬莱莱海海洋洋极极地地世世界界三三日日游游((渔渔家家乐乐)) 每每周周五五发发团团 449900元元//人人

日日照照、、竹竹洞洞天天、、太太公公岛岛、、青青岛岛、、海海上上观观光光三三日日游游 每每周周五五发发团团 449900元元//人人

青青岛岛、、崂崂山山、、石石老老人人观观光光园园、、黄黄岛岛金金沙沙滩滩三三日日游游 每每周周五五发发团团 556600元元//人人

云云台台山山、、茱茱萸萸峰峰、、青青龙龙峡峡三三日日游游 每每周周五五发发团团 555500元元//人人

南南戴戴河河、、北北戴戴河河、、山山海海关关、、黄黄金金海海岸岸三三日日游游 每每周周五五发发团团 448800元元//人人

北北戴戴河河、、南南戴戴河河国国际际娱娱乐乐中中心心、、山山海海关关三三日日游游 每每周周五五发发团团 669900元元//人人

大大连连、、旅旅顺顺、、北北戴戴河河((单单船船))四四日日游游 每每周周四四发发团团 998800元元//人人

蓬蓬莱莱、、大大连连、、旅旅顺顺、、发发现现王王国国双双船船四四日日游游 每每周周四四发发团团 997700元元//人人

承承德德、、避避暑暑山山庄庄、、坝坝上上草草原原四四日日游游 每每周周四四发发团团 11006600元元//人人

精精华华苏苏杭杭乌乌镇镇、、周周庄庄、、盘盘门门、、西西溪溪湿湿地地三三日日游游 每每周周五五发发团团 558800元元//人人

特特惠惠华华五五南南浔浔、、跑跑虎虎泉泉、、唐唐寅寅园园、、西西溪溪湿湿地地大大巴巴五五日日游游

每每周周三三、、六六发发团团 559900元元//人人

北北京京长长城城、、清清华华大大学学、、中中国国科科技技馆馆、、呼呼和和浩浩特特、、希希腊腊穆穆仁仁草草原原五五日日游游

每每周周三三、、六六发发团团 11008800元元//人人

桂桂林林、、大大漓漓江江、、阳阳朔朔、、冠冠岩岩、、荔荔江江湾湾双双卧卧六六日日游游

每每周周二二、、五五发发团团 11552200元元//人人

桂桂林林、、大大漓漓江江、、阳阳朔朔、、木木龙龙湖湖、、古古东东瀑瀑布布双双卧卧六六日日纯纯玩玩亲亲水水之之旅旅

每每周周二二、、五五发发团团 11775500元元//人人

承承德德避避暑暑山山庄庄、、坝坝上上草草原原++北北戴戴河河五五日日游游 每每周周一一、、六六发发团团 11228800元元//人人

开开封封、、洛洛阳阳、、少少林林寺寺、、西西安安古古都都风风情情品品质质五五日日游游

每每周周三三、、六六发发团团 11226600元元//人人

天天池池、、南南山山、、吐吐鲁鲁番番双双飞飞五五日日游游 44558800元元//人人

西西藏藏全全景景双双卧卧1122日日[[拉拉萨萨--林林芝芝--日日喀喀则则--纳纳木木措措]] 44228800元元//人人

韩韩国国石石岛岛双双船船55天天游游 77月月3300、、88月月44日日--2255日日发发团团 990000元元//人人

韩韩国国济济南南起起止止豪豪华华44飞飞55天天 88月月1122、、1199日日发发团团 44448800元元//人人

新新马马泰泰济济南南起起止止1100日日游游 88月月44、、2255、、2299日日发发团团 44998800元元//人人

美美东东西西岸岸夏夏威威夷夷1144天天含含瀑瀑布布 1199880000元元//人人

尊尊爵爵普普吉吉岛岛 55448800元元//人人

巴巴厘厘岛岛四四晚晚66天天浪浪漫漫之之旅旅 66558800元元//人人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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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0元/人

台台 湾湾 环环 岛岛 双双 飞飞 精精 彩彩 88 日日 游游
88月月66、、1166、、2266日日发发团团

（（德德州州起起止止））全全部部费费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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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名忠实读者

还记得《今日德州》第一次与您
见面的场景吗?如果您是我们的忠实
读者,不妨拿起手中的笔,说说您与齐
鲁晚报的情缘,也可以谈谈您对齐鲁
晚报《今日德州》的建议和意见。

数十名同龄宝宝

您是不是想要定格宝宝最可爱
精彩的瞬间?只要您家的宝贝是2010

年出生的 ,都可报名参加。报名时 ,可
将宝贝的靓照、童真趣事及父母寄语
一起发至本报邮箱。

数十家合作伙伴

媒体和企业共赢 ,客户是我们
“铁杆”中的铁杆。请我们长期的客户
朋友不吝赐教,提出您对办报的真知
灼见。

数十幅书法作品

欢迎新老朋友尤其是在书画界
有知名度的朋友,不吝丹青,尽情泼墨,

本报将对优秀作品集中刊发。
征集活动即日启动 ,报名电话 :

2600000,邮箱jinridezhou@163 .com,也可
关注新浪官方微博“齐鲁晚报今日德
州”。

四大征集内容

丁 兴 才
先生，1 9 3 9年
生人，六岁学
书 ，时 愈 六
纪。中国书协
副 主 席 刘 炳
森 先 生 赞 扬

“其书风浑厚
蕴籍，楷书园
润流畅，隶书
古朴遒劲。行
草 书 婀 娜 多
姿，非捷径快
足者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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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兴才草书作品选登。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董
传同) 17日，本报推出的丁兴
才作品义卖活动受到各界关
注，企业家、专业收藏人、普通
市民纷纷来电咨询。听到报价
后，不少人感叹：这次义卖真是
突出了“义”字，以丁老先生的
身价来说，作品价格确实不贵。

7月29日，是齐鲁晚报·今
日德州创刊三周年纪念日，从7
月17日起至29日，本报联合中
国文艺家联合会副主席、山东
羲之书法院艺术顾问、著名书
法家丁兴才先生，举行丁兴才
书法作品义卖活动。活动推出
后，引来不少热心公益的书法

作品爱好者关注。
“很早就想买丁老师的作

品，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武城
的刘先生，在电话中难掩激动，
一直追问丁兴才先生的住处，
想尽快过去求字。刘先生说，他
一眼就看上了丁老师报纸上登
出的作品，不愧出自大家手笔。

来自庆云县的慈先生是
个生意人，但对书法作品很感
兴趣，而且很早就开始关注丁
兴才先生的作品。他说，他看
上了报纸上登出的作品“仁慈
养寿”四个大字。听到工作人
员对作品尺寸的介绍和两千
元左右的报价时，慈先生说：

“丁老师的作品，这个价格确
实不贵。”

接到的电话中，大家最为
关心的仍是价格问题。据了解，
根据当今权威杂志《中国书画
收藏投资行情》评定，丁先生书
法作品定价为每平方尺1500元
(不含小楷书)，并标明升值空
间很大，可大量收藏。丁先生
说，为奉献爱心，他将作品计价
标准定为每平方尺500-1000
元，根据字的大小不同而定。

丁兴才作品义卖继续进
行。收藏人既可以购买丁先生
已经创作完成的作品，亦可以
按照要求定制。考虑到丁先生

年事已高，收藏人选择定制时，
最好选择字数不多的大字或行
草书，也可选择草书长卷。收藏
人所付款项，将由本报收集后，
通过妇联、慈善总会等机构捐
助给留守儿童、困难大学生或
其他困难群体。

只要一份付出,您不但可以
收藏上等的书法作品,亦可以收
获热心公益的好名声。如果您
是一位热爱书法的企业家,如果
您是一位有眼光的收藏人,如果
您只是喜欢丁先生作品的普通
人 ,就请赶紧参加我们的活动
吧 。详 情 可 致 电 本 报
15965987369或2600000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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