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纹丽演出服
位于秦皇岛路华美大酒店

路西500米,专业定制出租各式新
款主持人服装，合唱服，舞蹈服
及各式演出服饰。量身定制婚纱
礼服、新娘服，承接各演出单位
的租赁定制，量大价优。

炫嫁衣馆
位于海曲东路15号，是日照

专业的婚纱礼服专营店，2013欧
美秋冬款已全面上架，部分7月
前的款式特价销售，最低160元∕

件，数量有限，售完为止。中秋、
国庆将至，演出服接受订货。

时光映像
位于海曲东路友谊医院南50

米路西，专业承接外景婚纱摄
影、时尚写真、高清婚礼录像、个
人MV制作、培训化妆、后期学员
等，另承接演出化妆、舞台妆、T

台妆、生活妆等各种妆面。相机
机型佳能60D，录像机机型索尼
大机器。

快乐精灵创意自拍
位于海曲中路山孚大酒店斜

对面，在这里你就是自己的专属
摄影师，各式风格通通自己搞定！
迎中秋，庆国庆，推出超值体验套
餐。A套餐￥78元，欢乐畅拍半小
时，12寸精美水晶摆台1个，6寸精
修照片5张，刻录光盘底片全送。B

套餐￥168元，欢乐畅拍1小时，8寸
水晶相册1本，12寸精美水晶摆台1

个，6寸精修照片5张，刻录光盘底
片全送。C套餐￥258元，欢乐畅拍
1小时，10寸水晶册1本，24寸全家
福水晶相框1个，6寸精修照片10

张，刻录光盘底片全送。

格林童话儿童摄影会所
位于海曲中路新港湾沿街山

孚大酒店东200米路南，专为0-12

岁宝贝提供儿童实景摄影、亲子
摄影，制作胎毛笔、胎毛画等服
务。该店长年免费为刚出生宝贝
拍摄7寸照片一张，为满月宝贝上
门拍摄7寸照片两张，为百天宝贝
拍摄7寸照片4张，免费理发。

雷石演出器材
位于济南路信合苑沿街，主

要承接舞台、灯光、音响工程，智
能公共广播，会议系统工程设
计，安装调试；承接大型演出活
动，租赁各种音响、灯光设备。科
技是品质的源泉，责任是品质的
保证，为你打造世界第一款四分
频点声源音响。

海·贝儿精致儿童摄影
位于望海路中医院西300米

路南，采用流行的韩式实景及英
伦风，十余年拍摄经验的专业摄
影师主拍，加上专业的引导技
巧，记录宝宝真实可爱，时尚的
童年记忆。中秋佳节，推出99元
套餐，6*6寸琉璃水晶相册，三套
服装+三套造型，八寸水晶摆
台，钱包卡+水晶钥匙扣。298元
套餐，8*8寸琉璃水晶相册，四套
服装+四套造型，24寸水晶摆台，
钱包卡+水晶钥匙扣。

金贝贝儿童摄影
位于泰安路中国海关对过，

采用韩国实景拍摄手法，由专业
儿童摄影师和经过专业的亲善
阿姨引导宝宝进入角色，并配以
各种趣味性的服装、道具，把宝
宝真实自然的精彩瞬间记录下

来。即日起，持本报来店消费套
系赠绢丝挂轴。

天迈影视传媒
位于海曲路与威海路交汇

处往北100米路东，公司致力于
企业宣传片专题片、影视广告
片、庆典活动策划、高空航拍航
模、房产楼盘漫游、360度全景
漫游、平面广告设计印刷、动漫
制作、微电影拍摄、高端婚礼跟
拍、爱情MV、婚纱MV、音乐
MV等服务项目，期待与您携手
共赢！

小红帽儿童摄影
位于兖州路与山东路路口

南100米路东，聚集儿童摄影(满
月照、百天照、周岁照等)、全家
福、孕妇照等特色服务，以国际
化时尚路线，给您宝宝留下和国
际接轨的最新儿童摄影佳作。持
报纸进店消费，送价值68元红木
胎毛笔一支。

酷酷Baby儿童摄影
位于菏泽路与淄博路交叉

口西行50米，是一家专业的儿童
摄影机构，还可定做婴儿纪念
品。中秋、十一双节有好礼，节日
期间，全场套系8折优惠，底片全
送，凭此报纸，赠8寸全家福水晶
1个。

薇薇新娘婚纱摄影
位于太阳城市场二楼西南

角，专业从事婚纱写真、画册制
作等。现特推出199元特惠写真
套系，提供4套服装，8寸水晶相
册，10寸水晶摆台。即日起，持本
报“薇薇新娘”优惠信息拍摄再
送20寸海报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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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丰汽车内饰改装
位于正阳路南首迎宾路北20

米，专业加装汽车真皮座椅、安装
汽车影音导航DVD、导航地图升
级，专业翻新汽车内饰、顶棚、门
板、仪表台、方向盘、气囊爆裂、气
囊电脑修复、安全带修复、真皮座
椅破损修复等所有室内物件。持
本报进店可享受个性真皮座椅8折
优惠。

天隆汽车服务会所
位于昭阳路与望海路交汇处东

30米，经营汽车美容、汽车养护、汽
车装饰等。该店普通顾客洗车15元
一次，现推出会员充值业务，充100元
洗车10次赠一瓶10元玻璃水；充200

元洗车20次赠送80元一次的打蜡；充
值年卡600元不计次数洗车。

东恒汽修
位于昭阳路与莒州路交汇处东

50米，是一家以汽车养护、中高端车
辆清洗为主的汽修店。该店精修汽
车电器、汽车空调、音响及导航无损
改装升级、汽车灯光亮化、发动机换
油保养、底盘装甲等。该店可免费为
顾客换机油。

宝龙雷朋隔热膜
位于枣庄路与淄博路交叉口西

50米路南，主要经营太阳膜、导航音
响、车漆美容等，雷朋太阳膜促销活
动正在进行中，数款太阳膜品牌，质
量保证，多样选择。清凉一夏，宝龙
贴膜，专注的心，正品的膜！

新缘洗车装饰
位于五莲路广电大厦西200米

路南，主要经营洗车、汽车美容、安
装DVD导航、中控锁、倒车雷达、高
中低档太阳膜、定做各种布艺座套、
真品座椅、铺成型地胶、脚垫、洗车
打蜡、抛光、封釉、清洗内室等。

洗车一次15元，一次性充值100元
可办理会员卡，会员洗车只需10元。

车之翼汽车服务
位于开发区秦皇岛路东段电大

北门对过(东升轮胎批发总汇)，厂家
直销各种品牌轮胎、轮辋升级，引进
最先进进口战神3D定位仪，平衡仪，
扒胎机，加盟美国进口PRO美容、保
养系列产品、无尘贴膜。汽车快修、
免拆保养、清洗换油、泰克专业修
补。二店位于新市区枣庄路南段木
浆厂沿街广业汽车服务中心。

雅亮眼镜
位于市人民医院北门正对面，

独家引进精确值最高的进口全自动
尼德克验光设备，二楼有众多世界
一线品牌入驻，镜架有天梭、精工、
卡西欧等，镜片有依视路、碧碧及
亚、唯尊等，独一无二的顶尖视光设
备为您的视界精准到361度。

中秋期间一楼镜架2 . 5折起，持
本报进店消费更有好礼相送！配镜
满500元就送价值368元的护眼小护
士一台。

明朗眼镜
位于百货大楼西150米，暑假期

间，该店配镜全部4折，让您花最少
的钱配最好的眼镜。目前特推学生
读写专用镜，可防止近视加深，缓解
眼疲劳。该店还可定制近视太阳镜、
偏光镜、变色镜等。

伯亨眼镜有限公司
位于海曲中路百货大楼西80

米。暑期特别推出配镜片送镜架活
动。学生专用控制度数不加深镜片
198元/副。伯亨眼镜大学城店也可享
受此优惠！持此报配镜可抵20元现
金使用。

易视康视力矫正中心
位于向阳路36号，是一家集近

视、散光、远视、弱视检测与矫正、视
功能检测与复健的综合服务机构。
矫正近视采用光学雾化等技术，不
限年龄，效果显著。矫正弱视采用热
灸理疗等技术，轻度弱视一周达到
1 . 0；中度弱视3—5个月康复；超过12

周岁的青少年弱视力照常康复。

教育眼镜
位于海曲中路4号，推荐渐进多

焦减缓近视加深镜片、钻石切边时
尚镜片等，还可定制中高档太阳近
视镜。批发价销售，选购进口1 . 67、
1 .74高折射超清超薄镜片，免费送纯
钛镜架。持本报配镜以旧换新，每副
眼镜折价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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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乐琴行
爱乐琴行位于开发区秦皇

岛路电大北门对过，是乐器销售
和乐器培训为一体的综合性琴
行，是经教育局批准的艺术培训
基地。长年开设：吉他考级班，钢
琴班，二胡考级演奏班，笛子班，
古筝班等。专业的师资队伍，完善
的教学环境。另开设编导、播音专
业面试才艺展示。

昂立稚慧谷
位于海曲东路沙墩二区沿

街，早教重点培养孩子良好的性
格及生活习惯，开发宝宝的8大智
能，注重宝宝的情商和智商的共
同发展。即日起，原价168元稚慧
谷早教一期，持本报只需100元。

省青年美协创作基地
位于菏泽路南端市医院西

门对过小孙家村沿街A段，该基
地导师李怀杰先生是省青年美
术家协会主席，省青联常委，擅
长雕刻和书法。导师王芳清为山
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国油画协
会理事，擅长油画。该基地为喜
欢收藏紫砂壶、字画爱好者提供
交流平台，为绘画、书法爱好者
培训指导。

皓中艺术工作室
位于济南路阳光花园北门

东侧沿街，长期开设寒、暑、周末、
假期班，主要课程有水粉、水彩、
写生、素描、书法等。现推出暑期
儿童画班、书法班、中高考班。

古月乒乓球培训馆
位于济南路伴月公寓沿街，

常年招收、培训乒乓球学员，设少
儿班、学生班、成人班，高考加分
班(馆内设有高级发球机)，销售各
种品牌乒乓球器材、底板、套胶。

晨旭教育
位于威海路与五莲路交汇

处东50米，感统训练城堡是专为2

-12岁孩子提升感觉统合能力而
开发的专业训练项目。开业之际，
晨旭感觉统合训练课时费优惠
中，新会员享受9折优惠，老会员
享受8折优惠。

童画·润德少儿美术
位于威海路金海岸小学斜

对面，营造富有艺术特色的环境，
让环境传递艺术信息是童画人
的追求。暑课程安排：儿童画、陶
艺、书法、素描、动漫、版画，课程
套餐有：绘画+书法、绘画+陶艺、
书法+陶艺。

方圆围棋
方圆围棋学校是日照最具

实力的围棋教育机构，先后在新
营小学，金海岸小学等多所院校
及幼儿园开设围棋课程。该校学
员在历届市围棋升段赛中获得
优异成绩，升段人数和升段比率
连续多年第一，被誉为“冠军摇
篮”。

小桔灯作文培训
位于金阳路实验小学南200

米，常年开设看图作文、小桔灯趣
味日记、小桔灯快速阶梯作文、初
中作文、阅读理解、小升初文化课
辅导、中小学文化课辅导。

ABC英语学校
位于金阳路实验小学对面

往南20米，是一家专业英语培训
学校，开设音标班、语法班、外教
班、小升初衔接班、初中同步班。
该校坚持把最精良的师资队伍、
最宜人的教学环境奉献给您和
您的孩子。

佳一数学
该校在日照有3个校区，分

别位于金阳路实验小学对面小
二郎学堂、威海路新营中学北
300米小星星英语学校、北京路
荣安大厦佳一数学，曾获“2012

年中国十大教育辅导机构”。从
幼小衔接到初三，学佳一数学，

提高数学分数。

容斋书画院
位于实验小学对过老党校

院内最东面楼三楼，专注于少儿
书法、青少年书法 ,大学生以及
社会成年人的书法教育培训工
作。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因材施
教，讲写结合，培养学生的书写
技能、书写姿势与执笔，掌握笔
顺、用笔及结构，提高书写审美
及创作能力。开设硬笔书法班、
软笔书法班、书法高考班等，小
班授课，针对性辅导。

国锋练字
位于金阳路实验小学对面

小儿郎助学园二楼，是中国硬
笔书法协会会员单位，国家专
利练字法，“依法不依字”，轻松
掌握100个字根的书写技巧和8

种定律的运用，包教包会 ,无效
退款。

百家筝鸣
百家筝鸣·华韵古筝艺术

学校，专注古筝艺术教育，现推
出捐款1 0 0元免费学习三个月
优惠活动(年龄限4—10岁儿童)

或免费音乐能力测试加两节免
费体验课活动(年龄限4—13岁
儿童)。

缤纷鸟少儿美术基地
位于淄博路医苑小区对面，

常年开设：启蒙思维绘画、创意
思维绘画、脑图思维绘画、创意
水粉、素描等课程。小班制教学，
采用独特的点式教学法，引导孩
子大胆的想象、创作。欢迎来电
免费预约试听。

亿婴天使早教
位于泰安路15号市医院对

面，庆亿婴早教中心7月12日新
店盛大开业，在此期间进店的
宝宝均可获得测评一份，帮助
您科学去指导孩子，更有精美
礼物等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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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满堂
位于济南路安泰荣域世嘉小

区东沿街，主营正品A货新疆和
田玉及缅甸翡翠，每件产品都经
过三次以上的严格检验。9月19日
-10月1日，全场6 . 5折优惠，特价
除外。

滢润珠宝

店内主营中高档珍珠首饰、天
然玛瑙、玉髓等宝石类产品，还有
纯天然珍珠粉。新上南洋金珠、大
溪地黑珍珠等高档珠宝系列，提供
维修服务。中秋佳节，全场一律5折
特惠。

尚爱珍珠
位于新市区女人世界一楼B-

05，专业珍珠首饰供应商，经营大
溪地黑珍珠、南洋珠、淡水珍珠，提
供所有珍珠类专业咨询、设计、定
做、维修服务，另有纯银首饰9元/

克。中秋佳节，9月16日-9月22日，
全场一律8折优惠。

文蔻琥珀
该店主营“波罗的海”琥珀和“多

米尼加”琥珀，把欧洲的时尚设计和
东方特有的审美情趣有机融合在一
起。即日起，集齐3张含有该店信息的
报纸，店内琥珀挂件、血珀手串等可
享受3 . 8折特大优惠。该店消费满一
万元将送价值一万元的琥珀。

恒星珠宝行
以文化走产品，以五行配戴不

同的饰品。该店每天都有新款，翡
翠、挂件、手镯新款到货。中秋佳节，
该店碧玉、翡翠手镯3折起，精品挂
件1折优惠。

君雅翡翠
君雅翡翠，以蕴含中国元素的

美学风格、匠心独具的艺术设计、精
工细雕的完美品质，赋予东方瑰宝
全新的风貌与生命力。全场优惠酬
宾3折起，即日起，凭本报可在现有
折扣基础上，再享受9折优惠，特价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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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隆汽车服务会所
地址：昭阳路与望海

路交汇处东30米

18266333332

东恒汽修厂
地址：昭阳路与莒州路

交汇处东50米

18663378975

宝龙汽车装饰
枣庄路与淄博路交叉

口西50米路南

18663359791

新缘洗车装饰
地址：五莲路广电

大厦西200米路南

电话：13963067418

车之翼汽车服务
地址：一店秦皇岛路东段电
大北门对过
二店枣庄路南段木浆厂
沿街广业汽车服务中心
电话：13153336976

瑞丰汽车内饰改装

地址：正阳路南

首迎宾路北20米

电话：13963306860

爱乐琴行
地址：秦皇岛路

电大北门对过

电话：18663370520

古月乒乓
地址：济南路伴月公寓沿

街，昭阳路派出

所东300米路南

电话：15863343997

方圆围棋学校
地址：金海岸小学

北侧200米

电话：18663361125

小桔灯作文培训
日照金阳路实验小学

南200米

电话：15006338567

容斋书画院
地址：实验小学对过老党

校院内最东面楼三楼311室

电话：18300318807

佳一数学
地址：金阳路实验小

学对面小二郎学堂

电话：0633-3932222

ABC英语学校
地址：金阳路10号实验

小学对面往南20米

电话：13306331911

国锋练字
地址：金阳路实验

小学对面小儿郎学堂

电话：13561952831

百家筝鸣
地址：凯德广场三楼

电话：13863319850

缤纷鸟少儿美术

淄博路医苑小区对面

电话：0633-8778933

翰王皮具
护理专做奢侈
品保养护理。

文/片 本报逛街记者 辛周伦 见习记者 林萍 王在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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