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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证证在在手手，，打打折折优优惠惠周周周周有有
在读者节现场办理读者证的市民，本报送大礼啦

读者节现场

可申请法律援助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王晏
坤 通讯员 刘金林) 在26日本
报首届读者节开幕时，本报与烟
台市法律援助中心联合举办的

“齐鲁晚报读者节·法律援助在身
边”活动也将同时启动，到时需要
申请法律援助的市民可直接到现
场咨询申请。

据烟台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工
作人员介绍，法律援助中心早在
1998年底就已成立，经过15年的发
展历程，早已成为为烟台弱势群
体提供法律援助的权威单位。

“无论是请求支付劳动报酬
的，还是因家庭暴力、虐待、重婚
等要求离婚及人身损害赔偿的，
只要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到时都
可以过来申请。”市法律援助中心
的工作人员说。另外，犯罪嫌疑人
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询问后或采
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
没有聘请律师的，也可申请法律
援助。

“齐鲁晚报读者节·法律援助
在身边”活动旨在拓宽烟台市法
律援助范围和渠道，在活动现场
可直接接受市民的申请和咨询。
需要法律援助或法律咨询的市
民，可在26日早上9点半，到世茂广
场西门，找到“齐鲁晚报读者节·
法律援助在身边”窗口，咨询法律
问题或申请法律援助。

200名读者今可去

世茂广场领奖券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李楠
楠) 24日可以去世茂广场一楼服
务台领取奖券啦！200名热心读者
获得了世茂广场美食券、电影票等
奖品。同时，由于读者参与踊跃，活
动截止到31日。

金秋十月，值《齐鲁晚报·今日
烟台》创刊6周年之际，本报在10月
14日-19日刊发了《烟台·十月》系
列特刊，共分为6期推出。如果将6

期特刊封面拼接在一起，展现在眼
前的是一幅壮丽的烟台美景。

从19日起，只要读者朋友集齐
6期特刊，把特刊封面同时拼接在
一起拍下照片，通过微博、微信等
方式与《今日烟台》互动，就有机会
获得世茂广场美食券、电影票、5D

电影体验券等奖品。截止到21日中
午12点整，200名幸运读者产生，24

日可到世茂广场一楼服务大厅现
场领取奖券。

另外，考虑到市民的参与热
情，本次活动延期至31日，读者朋
友也可以集齐6期特刊封面直接去
世茂广场一楼服务台领取奖券，活
动时间：10月24日-31日，先到先
得，赶快行动吧！

苹果看谁吃得快，现场发奖哦

本报10月23日讯 (记者
孔雨童 实习生 曲晓芳 )
6周岁了！在本报创刊 6周年
之际，26日，本报将推出首届
读者节活动。为回馈读者，本
报在读者节当天推出“办读
者证送大礼”活动，根据订报
年限的不同，办理读者证的
市民可获得“赠阅一个月报
纸”、“赠一月报纸 + 1 0 张水
票”等不同大礼。重要的是，
手执一张本报读者证，今后
每周都能享受不同商家的打
折优惠！

读者节当天，您只要持有
一份当日的报纸即可办理“一
星”读者证。“一星”读者在订报

时除享受报社推出的优惠活动
外，均可再获赠一个月的赠报。
老订户在续订本报时，可出示

“赠报一月”优惠券，订报时间
将延长一个月；未订过我报的
读者，在一年内订报可用一张
优惠券，即订全年齐鲁晚报送
13个月报纸。

现场办理订报1年、老读者
凭发票或订报收据 (满1年 )可
成为“二星”读者。“二星”读者
除获赠一张订报优惠券外，再
赠10张“来玉桶装水”水票，先
来办理读者证的读者还赠送酒
球汇50元现金券、亲子车票、儿
童蹦极票中一样。数量有限，先
到先得、赠完为止。

订报2年以上的老读者凭
发票或订报收据可成为“三星”
读者。“三星”读者除获赠一张
订报优惠券外，再赠送20张来
玉水水票，先来办理读者证的
读者还赠送酒球汇50元现金
券、甜蔻代金券、汉堡王、超人
披萨，任选两样，数量有限，赠
完为止。

此外，凭读者证到“齐鲁晚
报·今日烟台商家联盟”的商店
内购买指定的商品享受折上折
优惠活动，我们每周至少联系
一家商场、超市等推出一款特
价商品。届时，读者们可以关注
本报读者版“今天我们相聚去
哪淘货”栏目，优惠多多哦。

本报10月23日讯 (记者
张晶 ) 为庆祝本报创刊 6周
年，启动“读者服务月”一系列
活动。本报联合世茂广场征集
300名4到8周岁小朋友进行南
瓜灯DIY比赛。截至23下午，本
报征集的300名小朋友名额已
满。

参加创意南瓜灯DIY比赛
的家庭需自带南瓜和雕刻用具
到现场雕刻，每个小朋友至少
需一名家长陪同，爸爸妈妈需
协助小朋友一起完成。比赛需
用到刀勺之类的器具，爸爸妈
妈务必保证安全第一哦！

此外，报名的50名6周岁小
朋友可以动身去贵族宝贝免费
拍万圣节写真啦。为了突出万
圣节的气氛，贵族宝贝特意购
置了万圣节服装为小朋友拍摄

“小巫女”写真。23日下午，第一
位拨打热线报名参赛的李女士
带着6周岁的乐乐来到贵族宝
贝摄影公司，拍摄了万圣节写
真。

免费给6周岁小朋友拍写
真，贵族宝贝提供一套服装，自
带一套，免费提供的照片包括2

张7寸照片和1张16寸海报(16寸

照片为7寸中的1张)以及这两
张照片的底片。贵族宝贝客服
人员近日会陆续联系本报征集
的50名6周岁小朋友预约拍摄
时间，请6周岁小朋友家长保持
手机畅通。

比赛时间为10月26日和27

日下午2点-4点，地点在世茂广

场，每天安排150组家庭参赛，
28日到30日期间将参赛作品在
世茂广场展出。29日公布评选
结果，评选出最佳创意奖3名、
最佳雕刻奖5名、最佳造型奖10

名、最优秀奖80名、特别奖202

名。最佳创意奖会获得由周大
福珠宝提供的福星宝宝银饰吊

坠。此外晚会现场还将抽取最
幸运奖，获奖小朋友会获得周
大福提供的福星宝宝银饰吊
坠。

此外，本报征集的6周岁小
朋友还可参加本报的万圣节生
日派对，享受由“巧媳妇”赞助
的超级精美大蛋糕。

南南瓜瓜灯灯DDIIYY大大赛赛，，昨昨日日报报名名爆爆满满

本报10月23日讯 (记者
孔雨童 实习生 曲晓芳 )

23日，本报“烟台好声音”读
者歌手征集一启动，就陆续接
到读者的报名电话，下到上小
学的孩子，上到年近七旬的老
人，报名电话响个不停。

23日，上小学的石倩瑜小
朋友在妈妈的帮助下电话报了
名。虽然年纪不大，但石倩瑜学
习钢琴已经4年多了，曾经在烟
台、青岛、大连等地参加过各种

比赛，并取得优异的成绩。
“孩子很喜欢展示自己，也

可以从中得到锻炼，丰富她的
舞台经验。”石妈妈说，参加这
个活动还可以交到朋友，比自
己优秀的可以向他们学习，相
互交流，互相促进。

报名者中68岁的莱山区高
洪达老人很让人佩服。虽然上
了年纪，但最近他一直很关注
本报6周年举办的各种活动。

“书画笔会、小朋友制作南

瓜灯比赛、唱歌比赛等等，我觉
得这些活动都挺有意义。”高洪
达老人告诉我们，他愿意亲自
来支持我们的活动，展示自己
的歌喉，“我这也是老有所乐
啊！”他笑着说。高洪达这次准
备了《看见你们格外亲》这首歌
颂解放军的歌曲，他年轻时当
过兵，对部队有一种特殊的感
情，希望通过这首歌，唱出自己
内心对部队生活的怀念，和对
战友们的思念。

截至23日下午，本报读者
节读者歌手、奇人征集活动已
有10余位读者报名。目前，报名
还在进行中，想要参与奇人绝
技、歌唱比赛和愿意做评委的
读者，可以拨打报名热线：0535
-6272328，13625357455(张先生)

报名。
此次活动的地点设在世茂

广场西门；活动时间：10月26日
9：30至12：00，欢迎广大读者积
极参与。

本报“烟台好声音”报名火爆

6688岁岁老老军军人人要要登登台台，，怀怀念念曾曾经经战战友友情情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孔雨童)

本报读者节活动举行“吃苹果大
赛”的消息一经公布，就引来了不少
读者的兴趣。“怎么比快？”“你们有没
有什么好的经验？”23日，本报接到不
少读者电话，现在我们将活动流程告
诉大家。

本次吃苹果大赛将分三场比赛，
第一场将于26日10点进行，第二场10

点半进行，第三场11点进行。规则是
每组10人，时间为一分钟，每人一个

苹果，剩的最少的读者获胜。
想参加的读者注意啦，读者节

当天，请于 9点至 1 0点在活动现场
报名，1 0点整截止，我们将进行现
场登记，并采取现场抓阄选人的办
法决定每组10人的人选；每组苹果
编号 1到 1 0，读者抓到几号就吃几
号苹果。各位想参加的读者可先在
家中进行练习。

读者注意啦，每组第一名者奖10

斤苹果一箱，现场发放！

读者节现场免费做造型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孙健)

还以为造型就是做个头发、化化妆？
那你就out啦！在本周六本报首届读
者节上，我们为爱美的您邀请来了烟
台首家个人造型工作室“约来阅美”
的几位高级造型师，在现场免费为市
民设计造型。

身兼“约来阅美”老板职务，衣昱
洁还是工作室的首席造型师，她曾在
北京学习，教习她的化妆老师是李小
璐、刘亦菲等当红明星的御用化妆造

型师。另外，工作室里在色彩选择、服
饰发型与饰品搭配方面颇有造诣的
娟子老师也将在读者节现场为读者
提供免费的一对一形象培训。

如果你对自己的形象少点自信，
觉得还有提升的空间；如果你想找到
最适合自己的造型，让自己更加出
众；如果你终日苦于衣着搭配，想要
找人支支招，那就在本周六到世茂广
场西门参加本报读者节吧，我们期待
你的到来！

现场有7个
读者证办理处

读者节当日，本报将在活
动现场设立7个读者证办理处，
读者可到任一办理处办理。

读者证办理时间是：10月
26日上午9：30-11：30，地点设在
世茂百货西门广场“齐鲁晚报·
今日烟台首届读者节”现场。办
理读者证需持本人身份证或户
口本；带本人一张一寸照片；凭
当天报纸或订报收据、发票办
理。

本报记者 孔雨童

相关新闻

摄影师正在为乐乐拍摄万圣节“小巫女”写真。 本报记者 张晶 摄

精彩读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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