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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大观峰

奥莱影城

★《独行侠》12:50 15:50 19:50

★《禁忌游戏之迷藏》
09:10 13:10 21:30

★《狄仁杰之神都龙王》3D
10:40 11:50 14:10 15:00 16:40
19:00 20:50

★《惊天魔盗团》09:50 11:30
13:40 15:30 17:40 18:40

★《我想和你好好的》
09:30 11:00 12:30 14:30 16:20
17:20 18:20 19:20 20:20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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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卡一次充值500元可
获赠送一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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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莱
影城 排片表
◆地址：泰山大街东段银座·
奥特莱斯商城四楼(老汽车
站西行300米)

圣大电影城

《极速蜗牛》3D

片长90分 票价50元 18:15

《独行侠》
片长140分 票价40元 12:00

《狄仁杰之神都龙王》3D

片长130分钟 票价50元
10:30 12:45 15:00 17:15 19:30

《逃出生天》3D

片长105分 票价50元 20:30

《惊天魔盗团》
片长110分钟 票价40元
10:00 11:50 14:25 16:20 19:50

《我想和你好好的》
片长95分钟 票价40元
10:10 13:45 15:25 17:05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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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
SDYC8665555

影城招聘女员工 联系电
话：18653825577(于经理)

10 . 15影讯

大乐透 第13120期
06 14 15 22 26+03 11

排列三 第13280期 5 7 5

排列五 第13280期
5 7 5 0 8

（刘来）

““十十艺艺节节””群群星星奖奖三三场场决决赛赛启启幕幕
时间：16日至17日 地点：泰安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本报泰安10月14日讯(记
者 赵苏炜 ) 14日，省内群
星 奖 参 赛 队 陆 续 来 泰 安 报
到，据了解，15日全国群星奖
参赛队全天报到，部分决赛
选手将在市文化艺术中心大
剧院走台。

“来自省内的群星奖参赛
队陆续到泰安几个酒店报到，

并为明天的走台和后天的比
赛做准备。明天还有更多的省
外选手前来报到。”“十艺节”
后勤保障部工作人员说。

据“十艺节”工作日程安
排，15日全国群星奖参赛队全
天报到，与此同时，省内决赛
选手将在白天走台。

16日到17日期间共有三

场决赛，地点在市文化艺术中
心大剧院。届时大约有70多个
节目参赛，每场决赛均有24个
节目，作品形式多样，包括器
乐演奏、独唱、打击乐等。

16日晚上7:30将在在大剧
院举行启动仪式，第一场决赛
开始，17日的决赛将从早到晚
持续一整天。据了解，泰安市

参加群星奖的音乐作品《石
韵·泰山》、《泰山石敢当》也在
泰安参赛。节目《泰山石敢当》
在 1 6日晚第一场决赛参赛，

《石韵·泰山》在17日晚第三场
决赛参赛。

20日到21日晚上，市山东
梆子艺术研究院演出的《两狼
山上》将在大剧院上演。

本报泰安10月14日讯(记
者 王伟强 通讯员 范徳

峰) 13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
建队64周年纪念日，新泰市共
青团在全市小学、初中组织开
展新队员入队仪式、主题队
会、少先队鼓乐展演、“心愿直
通车”等活动，纪念建队节。

12日下午4点多，新泰市
汶城实验小学正在举行2013

年建队节活动。几百名身穿蓝
色校服的学生们，一排排整齐
地站在学校广场上。大队辅导
员宣读新队员名单，并成立七
个新中队。老少先队队员为新
队员代表佩戴上鲜艳的红领
巾，新队员脸上洋溢着激动的
笑容。接着在大队长张欣怡带
领下，所有新队员举起稚嫩的
拳头庄严宣誓。“我终于成了

一名少先队员，心里真高兴！”
一年级小学生李金芮说，今天
终于梦想成真，戴上了红领
巾，以后一定争取做一名优秀
的少先队员。汶城实验小学少
先队大队辅导员周宁宁说，学
校有364名学生光荣地成为少
先队队员。

共青团新泰市委书记葛
翔千说，为纪念中国少年先锋
队建队64周年，她们在全市各
小学、初中少先队组织开展了
以“红领巾相约中国梦”为主
题的一系列活动，包括开展

“红领巾相约中国梦”主题队
会活动，以“讲述中国故事”、

“漫游中国未来”、“中国梦好
少年”等活动为主要内容，借
助具体的人和事，采取讲事
例、打比方等方式，向少年儿

童讲解“中国梦”。“通过一系
列的活动，激发和引导少年儿
童继承和发扬少先队的优良

传统，进一步增强全市少先队
员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
感。”

新泰组织系列活动纪念少先队建队64周年

新新泰泰““红红领领巾巾””相相约约““中中国国梦梦””

本报泰安10月14日讯 (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尹承光) 14日，
记者从泰安交运公交公司获悉，即
日起，汽车站安检升级。原来的乘车
进站时安检改为在乘客进站时、上
车时、客车出站时都进行安检，将易
燃、易爆等“三品”堵在站外车下。

14日，在泰山汽车站内，来自长
清的旅客赵先生准备上车时被拦了
下来。“你好，为了你和他人的安全，
这些物品不能携带上车，我们会为
你免费托运。”泰山汽车站的工作人
员说，赵先生上车时随身携带了一
把健身宝剑。按规定，健身宝剑属于
管制刀具，工作人员将宝剑免费安
排到行李舱里。

泰山汽车站工作人员介绍，即
日起，交运集团公交公司加大了对

“三品”检查力度，在全站各岗位进
行了查“三品”常识的培训。所有携
带行李的旅客须将行李通过安检才
能乘车，对发现装有可疑物品的行
李，须开包检查并进行安检，对可疑
饮料实行开瓶检查。

向菜刀、餐刀、大型水果刀、工
艺品刀、剪刀、钢(铁)锉、斧子、锤子
等利器、钝器也不得随身携带，须放
入行李中托运。

进出站上下车
全都要安检

帮你戴上红领巾。 本报记者 王伟强 摄

本报泰安10月14日讯(记
者 曹剑) 本报与肥城亿丰
国际汽贸城举办的第三届肥
城秋季车展将于10月31日至11

月3日在肥城举行，届时首届
“飞车表演”同台开幕，让老百
姓感受车展优惠的同时，体会
飞车表演的惊险刺激。

齐鲁晚报·亿丰国际汽贸
城杯秋季车展日前敲定活动
方案，据了解，本次活动作为
本报主办的肥城第三届秋季
车展，活动地点在肥城亿丰国
际汽贸城。车展期间，除了看

车有优惠外，购房的优惠政策
也非常空前，车展期间下定单
并签约的客户，每套总价优惠
10000元，并赠送3000元新合作
购物卡一张，以及挂烫机一
个。车展期间，购买商铺的意
向客户凭行驶证登记相关资
料，还可以领取免费的纪念
品。

本次车展活动以“飞车表
演”活动展开，其中包含六项
主题活动，每个小活动均有不
可替代作用，各主题活动相辅
相成。豪车展和摩托车飞车走

壁、摩托车走钢丝；商家专场
文艺表演等将为本次车展成
功助力。

据了解，本报曾先后两次
在肥城举办秋季车展，均取得
了圆满成功，肥城市民几乎不
用出远门，就能享受优惠和视
觉双成盛宴，同时，飞车表演
的精彩和刺激绝对无与伦比。
希望市民留意本报近期报道，
及时参与到车展之中，4天之
中，本报联合肥城亿丰国际汽
贸城，为肥城人民打造一场别
开生面的车展。

本报“亿丰国际汽贸城”杯车展31日肥城开幕

首首届届““飞飞车车表表演演””将将同同台台亮亮相相

飞车表演实景照片。（资料片）

本报泰安10月14日讯 (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张云) 13日，公
交二车队一天接到三个寻找衣服的
电话，经过工作人员寻找，都帮助失
主找到，并及时归还。

13日10左右，市民魏先生打电
话称，昨晚乘坐5路公交车在大润发
站下车后，将一件李宁牌运动上衣
丢在了公交车上，希望车队帮助寻
找一下。车队工作人员经过核实，12

日晚5路车当班驾驶员陈建军确实
交到车队一件黑色李宁牌运动上
衣，失主魏先生于13日中午取回丢
失的衣服。

13日14时30分左右，市民贾女
士打电话称，11时左右与孩子一起
乘坐36路公交车，在上河桥站下车
时，将孩子的一件外套丢在公交车
上。工作人员通过GPS信息平台，帮
助发送寻物信息寻找，不一会36路
鲁JH1325号车当班驾驶员韩奎打来
电话说，捡到贾女士丢失的衣服。

13日18时左右，市民闫女士打电
话称，16时左右爸爸乘坐3路公交车
在天外村下车时，将一件男士老年
夹克丢在公交车上。车队工作人员
同样通过GPS信息平找到衣服，半小
时后闫女士在岱庙站点取回衣服。

三名粗心乘客
衣服落在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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