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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城中事

9月10日，省农信社泰安
办事处组织举办“儿行千里”
现代戏反腐倡廉警示教育专
场演出。市金融办、人民银行
泰安市中心支行、泰安银监
分局等相关领导出席并观看
演出。省农信社泰安办事处
机关全体人员、各联社(合行)

班子成员、中层管理人员及
全体客户经理等近900人观看
演出，办事处党委副书记陈
运成致辞。

据了解，此次《儿行千
里》现代戏由莱芜市莱芜梆
子剧团演出。该戏剧曾荣获
全国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庆祝建国
60周年山东省优秀剧本奖”、

第九届“精品工程奖”、泰山
文艺奖等多个奖项。该剧以
反腐倡廉为主题，以母爱、亲
情、大爱无疆为主线，集中演
绎了官员郑耀忠的老母亲从
质疑、警戒儿子的不廉洁行

为，到为挽救儿子生命而跪
求乡亲借钱还赃款，最后感
化儿子迷失心灵的曲折过
程，塑造了一位深明大义、仁
爱严厉、教子廉洁的母亲形
象。 (赵兴超)

三合御都项目定于2013年9月20日(农历八月十
六日)盛大开盘，我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对前期
内部认购客户进行信息核对和登记确认，本次只限
确认不选房。登记人请携带本人身份证与借据到我
公司营销中心联系办理，截止日期为2013年9月19

日，未核对者，影响选房后果自负。
地址：温泉路北头向东160米三合御都营销中心
咨询电话：0538—8519666

泰安军豪置业有限公司
2013年9月16日

公公 告告 省农信社泰安办事处举办
反腐倡廉警示教育专场演出

9 . 16影讯

先锋影城

《蓝精灵2》3D

片长105分 票价60元
10:00 12:30 14:40 16:40 18:00

《全民目击》
片长119分 票价50元 10:20 12:50
14:20 15:50 17:00 18:10 19:20 20:20

《极乐空间》片长109分 票价50元
09:40 12:00 16:20 18:40

《侏罗纪公园》3D

片长126分 票价60元
10:40 13:10 15:30 20:00

《古镇凶灵之巫咒缠身》
片长90分 票价50元 13:30 21:00

《4B青年之4楼B座》
片长94分 票价50元 15:10 19:10

《超级经纪人》

片长99分 票价50元 11:30 17:20

《了不起的盖茨比》3D

片长141分 票价60元 19:40

《穿越火线》
片长120分 票价50元 11:00

《被偷走的那五年》
片长111分 票价50元 14:00

地址：银座商城(中心店)6楼
影讯热线：8226607

奥莱影城

★《超级经纪人》 17:40

★《全民目击》
09:50 10:40 11:30 13:10 14:20 16:00
16:50 18:10 19:20 20:20

★《极乐空间》 09:30 12:00 12:50
13:40 14:50 15:40 19:40

★《穿越火线》
12:20 14:00 17:20 18:40 21:00

★《古镇凶灵》 21:30

★《4B青年之4楼B座》 11:10

★《蓝精灵2》3D
10:20 15:20 19:00 20:40

★《被偷走的那五年》16:30

◆奥莱影城护照第一批开始限量发
售！第一批办理的顾客将会盖一个
护照首发章，影城前台办理进行中！
办理规则：
1、30元购买。
2、会员卡500积分+10元换购。
3、两张集章卡共集齐五个不同的章
可换领(截止至9月30日)。
4、贵宾卡一次充值500元可获赠送
一本。
5、单张会员卡积分1000分以上的会
员即可1积分申领。
详询：6119898

◆更多影讯和活动请关注我们的
微信号：Ao-lai

新浪微博：@泰安奥莱影城
◆影讯热线:0538-6119898

◆影迷QQ群：160216274

圣大电影城

《侏罗纪公园》3D

片长115分 票价50元

12:10 16:10 20:00

《超级经纪人》
片长100分钟 票价40元21:20

《极乐空间》片长100分 票价40元
11:50 14:00 19:05

《被偷走的那五年》
片长105分 票价40元
10:20 14:15 17:35

《全民目击》
片长105分 票价40元
11:00 13:35 15:45 17:15 19:30

《蓝精灵2》3D

片长100分 票价50元 18:15

《穿越火线》片长110分 票价40元
10:40 15:25 20:50

《古镇凶灵》
片长85分钟 票价40元 12:30 22:05

圣大影城QQ群：225369063

地址：市政府广场南侧(卜蜂莲花超
市北门)

影讯热线：8665555

影城招聘女员工
联系电话：18653825577(于经理)

七乐彩 第2013Q107期
06 12 13 18 23 25 30/22

23选5 第2013W251期
04 05 15 16 20

3D 第2013D251期 753

双色球 第2013S108期
16 21 22 28 31 32/05

(孙思荣)

排列三 第13251期 6 5 9

排列五 第13251期 6 5 9 1 3

七星彩 第13108期 1 9 5 9 6 2 4

（刘来）

泰泰山山国国际际登登山山节节创创作作主主题题歌歌
预计在明年登山节唱响，以歌手组合方式演绎

本报泰安9月15日讯(记者
侯峰) 15日，记者从泰安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获悉，泰
山国际登山节的主题歌创作
已经启动，明年登山节观众就
可以听到。

“登山节都办了这么多年
了，一直都没有属于自己的主
题歌，咱们登山节品牌应该说
也是响当当了，你看看外地的
旅游项目，主题歌、吉祥物都
挺全的，咱们也应该学一学。”

市民王先生说。
负责组织主题歌创作的

徐兆刚说，自己连续参加了好
几届登山节工作，感觉一到9

月份，企业、单位一阵忙过去，
留下来纪念的东西不多，登山
的味道也渐渐淡了，“像全运
会、奥运会这些活动都有主题
歌，还都成为了活动的灵魂，
我觉得咱们的登山节既然走
国际路线，也应该有一个自己
的主题歌。”

据了解，泰山国际登山节
自1987年举办以来，已成功举
办27届，对宣传泰山、泰安，提
高泰山、泰安的知名度起到了
重要作用，已成为泰安文化经
济活动的一大品牌。15日，记
者从泰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获悉，为了进一步扩大泰
山国际登山节的影响，大力弘
扬泰山文化，在市旅游局的支
持下，泰安市近期启动了泰山
国际登山节主题歌创作工作，

用欢快悠扬的旋律，唱出泰山
的雄伟壮美，唱出泰安的繁荣
富强。

“我们将聘请国内一流的
作词家、作曲家，紧紧围绕登
山节和泰山文化主题精心创
作，打造一首朗朗上口的歌
曲。”负责创作的泰山之光传
媒文化中心工作人员称，主题
歌将在明年的登山节上唱响，
目前他们初步打算用歌手组
合的方式来演绎。

本报泰安9月15日讯(记者
侯峰 通讯员 朱本杰)

近日，泰山区人民检察院处理
一起案件，泰城的王先生因松
狮犬发飙，受惊吓致头部受
伤，松狮犬主人赵女士因狗与
对方无实际接触拒绝赔偿，双
方闹上法庭，法院判定赵女士
败诉，赔偿9000元。

赵女士是一名退休工人，
孩子不在身边，为了打发时
间，她养了一条松狮犬，取名

“贝贝”。2012年8月，赵女士像
往常一样，牵着“贝贝”去公园
遛弯，此时也已退休在家的王
先生则像往日一样在公园散
步。突然，附近公路上一辆救
护车拉着警报疾驶而过，“贝
贝”受惊，咆哮着扑向王先生，
在离王先生还有两三米远的

地方，赵女士通过牵狗的绳索
及时束缚住“贝贝”，王先生虽
未被咬伤，但因为受惊吓，慌
忙躲闪之中被脚下的路沿石
绊了一脚，后脑勺着地，顿时
头破血流，为此花去医疗费
8000元。事后，王先生找到赵
女士，要求赵女士赔偿全部费
用。

“我的狗并没有咬伤你和
抓伤你，是你自己不小心跌倒
的，此事与我无关，你无权要
我赔偿。真要赔偿的话，你得
去找救护车，因为救护车惊吓
了我的狗，受惊的狗才又吓到
了你，你才受的伤。”赵女士对
此回应。

因协商不成，王先生遂将
赵女士告上法庭。法院开庭审
理后，查明王先生所花费的

8000元医疗费用均为治疗此
次摔伤所支付的合理医疗费
用，遂判决赵女士赔付王先生
医疗费8000元，护理费、营养
费等1000元。

赵女士不服法院判决，向
检察机关提出申述。

泰山区检察院检察官介
绍，对于动物致人损害案件，
法律有特殊的规定。我国对动
物致人损伤案件是实行“无过
错原则”的归责原则，即：即使
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无
任何过错，只要他不能证明受
害人的损害是由于受害人自
身的过错或是第三人的过错
造成的，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
理人就难咎其责。

就本案来看，王先生是
正常散步路过，对赵女士的

狗无任何逗引或伤害行为，
附近道路上救护车鸣警报经
过，是正常通行也没有过错。
因此，本案中不存在受害人
故 意 或 第 三 人 有 过 错 的 情
形。至于赵女士的狗未直接
咬伤或抓伤王先生、未和王
先生的身体发生任何接触，
这也不能作为狗饲养人、管
理人赵女士免责的理由。因
为赵女士的狗发飙，正常人
的处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
就是及时躲闪，王先生就是
在躲闪过程中摔倒受伤，王
先生的受伤和赵女士的狗发
飙之间有因果关系，而且公
园的入口也明确标示宠物禁
止入内，对此赵女士视而不
见，应当对王先生的损害承
担全部赔偿责任。

本报泰安9月15日讯(记者 白
雪) 第9届中国青少年创造力大赛
总决赛(钟南山创新奖)日前在广州
落下帷幕，来自全国12个省市近600

名中小学生齐聚羊城参加本届比
赛。泰安二中获创造力大赛两项金
奖。

中国青少年创造力大赛是一个
国际化的青少年发明舞台，是面向
青少年和科技辅导员展开的，具有
示范性和导向性的综合性科技竞赛
活动。在本届比赛中，泰安二中张
瑞、杨超、孔梦迪、刘一帆、陈柯言等
5名学生在指导教师张兆杰带领下，
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在自制水火
箭、鸡蛋撞地球两项比赛中获得全
国第一名。泰安二中荣获两个金奖
的骄人成绩，并被评为2013年度中
国创新型学校。

近年来，泰安二中高度重视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成立了
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小组，邀请科学
家、发明家对学生进行提高发明创新
能力内容的培训，举办每年一届的科
技活动节，营造了良好的科技教育环
境，鼓舞更多的学生参与到科技创新
活动中来，取得优异成绩。

大大狗狗扑扑过过来来，，吓吓得得他他摔摔破破头头
法院判松狮犬主人赔偿9000元

钟南山创新奖
泰安二中揽两金

获奖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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