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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陈氏道益推拿中心

位于黄海三路与海滨三路交汇
处向东 168 米路北，主要服务有传统
推拿、按摩、刮痧、火罐、捏脊等。通
过传统的推拿方法，综合传统捏脊、
人体 8 把半锁的开筋术、原始点松
筋健康法等，通达养生健康的理念。

中药熏蒸

位于金阳路实验小学对过，传
承中药熏蒸秘方，蒸长寿、蒸健康、
蒸美丽。一次立现红润气色，手足不
冷，腰背不痛，疏肝理气，改善睡眠。
一疗程内分泌好，肠胃顺，气不虚，
气血足，美白淡斑好肤色。

发大夫

位于金阳路沿街，专攻白发、防
脱生发、理疗保健，发大夫乌发液，
是精选数十种名贵中药，吸取中医
理精髓，运用现代萃取技术，提炼对
头发和毛囊营养、修护的有效成分
精制而成。

鹏宇整脊推拿

位于昭阳路与望海路交界处路
东，医师曾为原华方医院推拿医师，
北派整脊推拿方式，小角度、小力度
推拿手法，对缓解劳损、腰椎疼痛效
果显著。该店推出推拿送拔罐，推拿
5 次即赠送 1 次推拿，拔罐免费。

康平推拿

该店位于兴海路凌云家电城东
66 米，是一家专业从事推拿的老店，
主治颈椎、腰椎疼痛、椎间盘突出
症、肩、膝、踝关节综合症、扭伤引起
的肌肉酸痛等，腰椎、颈椎突出，一
次即可见效果。

花妃美容冰点脱毛

位于海曲中路山孚大酒店对
过，该店以脱毛为主，主打冰点无痛
脱毛，现巨资引进半导体激光无痛
脱毛机，安全、快速、无痛，永久祛除
全身各种深浅粗细毛发。成功脱毛
14 年，专一更专业。现推出优惠活
动，唇部脱毛 6 折。

美康中药美容院

位于正阳路中段百货大楼西门
对过，主治粉刺、痤疮、扁平疣、酒渣
鼻、祛痣、祛雀斑，各种粉刺、点痣坑
增生或凸陷、疤痕、烧烫伤疤痕。17

年专业老店，签约治疗，无效退款。

吕教授刮痧保健中心

位于威海路 198 号，新营小学南
200 米，以培训专业刮痧师和保健为
主，学员随到随学，结业后颁发劳动
部统一的中级保健刮痧师证书，中

心有多种病例可供学习，感冒、失
眠、关节病、各种疼痛病、妇科病等。

止脱生发

位于海曲西路银座东辰广场对
面，医圣堂全国连锁专业治疗脂溢
性脱发，斑秃，全秃，产后脱发，久治
不愈脱发，白发转黑，眼眉稀少，头
屑头痒，头油。7 天止脱，15 天生新
发，30 天白发开始转黑。免费试用，
见效付款。

至爱养生瘦身

位于望海路中医院西约 100 米，
以超前理念、超强功效、超然舒适、
超级安全为指导，以高品质、高功
效、高精尖产品及服务，打造并支撑
起一个全新的养生美体专业塑身平
台。签约减肥，每疗程可减 15-30 斤，
一次减肥签约终身维护。

姚大夫美容院

位于威海路港三区西门北 50

米，巨资引进先进的冰点脱毛设备，
是爱美女士夏日脱毛的首选。推出
经典项目：冰电波拉皮机祛除皱纹、
拉紧皮肤、瘦脸；激光色素治疗仪当
场提取雀斑、老年斑、黄褐斑；祛痘、
祛除疤痕。

兰大夫问题皮肤修复

位于正阳路 81 号同仁堂对面，
专业针对青春痘、痤疮、痘印、痘坑、
过敏脸、激素脸、红血丝、各种斑等
皮肤问题，三位一体治疗，诚信保
证，签约修复，拍照为证，无效退款。
凭本报进店，可免费治疗一次。

老中医化妆品

位于新市区女人世界一楼 B-
12，中草集化妆品，专业解决各种皮
肤问题，祛红、美白、淡斑，粉刺、暗
疮，晒后修复。持本报到店消费可免
费享受价值 128 元中药护肤一次，蚕
丝面膜买一赠一。

享妍精英美容养生馆

位于威海路金海岸小学北 150

米，主营美容美体、养生足疗、生发
养发等项目。现推出电动微针时光
飞梭抗衰术，改善皮肤质感。只需 38

元即可享受价值 98 元 72 小时玻尿
酸补水一次、68 元养生足疗一次、
128 元肩颈放松保养一次。

Na i l Baby 美甲

新店开业，装修华丽、干净卫
生，店员全部去青岛参加专业培训。
店主张女士是第二次创业，她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一家中高档、
正规、消毒、服务都一流的美甲店，
让顾客都能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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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逛街”版，免费为商家刊登各
种优惠信息，只要您有精彩的商品，愿
意为日照的读者提供特惠，都欢迎您联
系我们！

主持人电话：辛周伦 18663392811，王

在辉 1 8 6 6 3 0 5 4 6 8 0 ；《逛街》QQ 群：
321168665；微博：@齐鲁晚报今日日照新浪

官方微博；微信：点击“朋友们”→“添加朋

友”→“搜号码”，输入 qlwbjrrz 搜索即可，

或扫描二维码。

新疆特产店枣吧

位于黄海三路与文登路交界
处，主营新疆麦盖提灰枣，新疆天山
雪枣，和田玉枣葡萄干，核桃等，日
食三颗枣，容颜不易老。

亚马逊生态水族

位于黄海三路 58 号，金马一区
沿街。在亚马逊设计理念中，水族箱
的概念已经远不仅仅是鱼缸的意义
所在，而是一个构架在玻璃箱中的
生态系统。现今社会，快餐化的都市
生活，已经让我们失去了更多与自
然交流得方式，而自然生态的水族
箱，可以让您在身边构建自己的大
自然，找到更多的乐趣。

水宜居生态养生家居

位于黄海三路金马一区沿街，
水宜居产品分为六大系列，有数万
件不同的家居产品：树脂流水喷泉、
室内流水喷泉、假山流水喷泉景观
等精美流水工艺品，集观赏、排毒、
天然加湿、养心、防辐射、净化空气
等功能。

黔乡牧人

位于黄海三路与海滨二路交汇
处西 50 米路北，是一家布依民族风
情的生态火锅店，新店开业，9 折特
惠，赠送海鲜一份。

日照载酒堂名酒行

位于黄海三路 44 号，主营泸州
老窖特曲老酒，特曲老酒以“老名
酒、老产地、老工艺、老窖池、老洞
藏、老味道”为核心，虔心酿制标准
级老酒。是“老、厚、爽”的文化精髓，
传统酿制技艺的代表作，浓香白酒
的领导型品牌。

名佳咖啡

位于石臼海滨三路友谊商店西
门对面，主营进口现磨咖啡、精品清
茶、香醇奶茶、特调果汁、澳洲铁板
牛扒、台式快餐广式煲仔饭等，还可

提供有偿送餐服务。

恭喜恭喜烘焙

位于莒州路德润福临南门，主
营生日蛋糕、中秋月饼、糕点、西饼
等，承接各单位、企业、员工福利蛋
糕团购。现店内推出部分特价款生
日蛋糕，新品推荐：特色鲜奶布丁面
包、肉松面包等，甄选全球健康食
材，发现纯粹美味。

琦琦鲜奶吧

位于莒州路德润福临南门西
侧，主营鲜奶、现酿酸奶、汉堡、三明
治、布丁、蛋挞、奶昔等，该店牛奶源
自后村牧场，保证新鲜，酸奶都是自
制现酿的。10 月 11 起，每天早上 6 :
0 0- 8 : 3 0 ，推出放心早餐。

豪中干洗

位于金阳路实验小学南 100

米，主要经营服装干洗、服装加工、
皮衣翻新、服装染色、精工织补等，
到店消费可免费办理会员卡，充 100

元赠 20 元，充得多赠得多。

北外奥尼英语日照分校

位于金阳路，设有中学部和小
学部，中学部学习新概念英语二、三
册及青少版 3A、3B 并讲解相应同
步教材；小学部学习北外奥尼少儿
英语 1-10 册及相应同步教材。该校
常年招生，并开设暑假班、寒假班。

小星星英语

位于城建花园内幼儿园对面，
是 1998 年经市教育局批准成立的
第一家英语培训学校，经过十多年
的实践，拥有科学的教学方法和高
素质的师资队伍，实现了多媒体教
学、网络管理和对外交流的现代化。
课程有《小星星英语》、《新概念语
音》、《新概念英语》等，包括童话剧、
基础知识、句型等。

特百惠家居用品

位于金阳路路西 27 号，主营优

质家居用品，涵盖家居生活的方方
面面，特推出精钢锅具、纳美玲珑净
水器等，旨在提高人类家居生活品
质。持本报“特百惠”优惠信息到店
内消费可享受免费来料加工一次。

女子健身器材

位于金阳路东港区实验幼儿园
对面，主营韩国远红外线坐熏椅、甩
脂机、远红外线太空舱等，坐熏仪是
根据人体经络走向，结合远红外线
和中频脉冲疗法舒经通络，排出体
内毒素。甩脂机上运动五分钟，相当
于登山两小时。本店推出首次免费
体验活动，办卡有礼品。

经典英语学校

位于金阳路实验小学向南 30

米路东，是经东港区教育局、民政局
和物价局批准注册的正规民办培训
机构，具备完整的教师管理体系和
教学体系，更拥有一批教学经验丰
富的专职教师，多媒体教学。现推出
200 元精品英语辅导班，欢迎报名。

梳格造型

位于文登路望海小区西门。本
店 VIP 充值烫、染 1 折(烫 238 元折
后 24 元)、洗剪吹 1 元！活动正在进
行中!

纹丽演出服专业定制出租各
式演出服饰。

本版文/片 逛街记者 辛周伦 王在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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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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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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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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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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酷 Baby 专业儿童摄影

位于菏泽路与淄博路交叉口西
行 50 米，采用全新的摄影理念，无
闪影棚，实景拍摄，记录宝宝的精彩
瞬间，正在营业中，现因急事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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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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视、近视治疗中心

位于石臼天津路六中对面，是
一家专注视功能检测与康复的综
合服务机构。专业治疗弱视、近视、
复视，采用的是纯粹的物理训练方

法，不打针、不吃药、不针灸，不按
摩。免费体验，满意再交费。无效全
额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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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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