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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幸福福童童年年
摄摄影影中中心心

宝 贝 聊 天
嗨，大家好，我叫王润森,我已经一周岁啦。我是今天的天气

预报员，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哦。爸爸妈妈希望我能健康成长，
永远快乐！
27日 星期四 阴转多云 0℃~10℃ 北风3级
28日 星期五 多云转阴 -1℃~7℃ 北风3级
3月1日 星期六 多云 -1℃~8℃ 北风3级
生活指数：
穿衣指数：薄冬衣
棉衣、冬大衣、皮夹克、内着衬衫或羊毛内衣、毛衣、外罩大衣
感冒指数：多发期
天气较冷，室内外温差较大，较易引起感冒；
污染物扩散条件：轻度
对空气污染物扩散无明显影响
运动指数：不适宜
天气较冷，多数人不适宜户外运动；
紫外线指数：弱
体感度指数：偏冷
大部分人群外出活动要戴薄手套、薄围巾和帽子。

今日莱芜

2 0 1 3 年 9 月 份 ，L G 曲 面
OLED电视在中国横空上市给整
个电视行业带来不小的震撼和
惊喜。而如今看来，这份堪称革
命性的惊喜似乎只是前奏。随后
在德国柏林举行国际消费类电
子展览会(IFA)上，LG电子又展
出了一款更为别致的OLED电视
新品——— LG画廊OLED电视。除
了沿袭OLED的超逼真画质效果
以外，该款产品还独创了“艺术
边框”设计以及富有艺术气息的

“画廊模式”——— 电视中内置部
分世界名画，电视给人的整体感
觉恰如画廊中一幅精致优美的
艺术作品。据悉，这款犹如“艺术

品”般的LG画廊OLED电视将于
3月份在亚洲首家数字化奥迪展
厅Audi City Beij ing里举办的

“未来主义”艺术展上首次与中
国消费者见面。
科技与艺术完美融合
引领未来发展方向

作为2013年电视机领域最
为炙手可热的关键词，“OLED”
代表了最前瞻的技术和整个电
视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身为行
业革新者和领导者，LG击败韩系
同门三星，率先实现OLED电视
的商业化上市，推出全球首款曲
面OLED电视。
卓越画质搭配艺术边框

是电视更是艺术品
就像珍贵的大师级作品都

要裱以精美的画框一样，作为全
球首款壁挂式OLED电视，LG
画廊 OLED极致纤薄的55英寸
屏幕也配有令人赏心悦目的“艺
术画框”。画布式内置环绕立体

音响(Canvas Speaker)，为观看
者带来双扬声器与低音炮的听
觉震撼。

LG黑电事业部总裁兼CEO
Havis Kwon表示，”这款充满设
计感的产品是针对电视技术和
产品设计的双重突破，它也展现
了LG不拘泥常规、为消费者提供
差异化体验的实力。”我们相信，
LG画廊OLED电视的诞生，不仅
为我们刷新了科技之于艺术，科
技之于生活的意义，也势必会在
国内的高端电视市场掀起一股
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潮。LG画廊
OLED电视将给国人带来怎样的
惊喜，值得期待！

艺艺术术品品与与科科技技的的完完美美融融合合 LLGG画画廊廊OOLLEEDD即即将将在在中中国国上上市市

随着中国汽车市场产销量突
破两千万大关，各细分市场的竞争
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就中级车市而
言，越来越多的车型加入“战局”，
硝烟味也前所未有的浓烈起来。

虽然竞争日益激烈，一汽丰田
REIZ锐志仍取得了月均销量近
8000台的好成绩，市场表现一路飘
红。

作为国内中级车市场20万价
格区间内唯一的FR车型，REIZ锐
志不仅流淌着高级车的血液，更通
过丰富的配置、人性化的驾乘体
验，进一步强调了科技感、高级感！

如果说“魂动”设计外形让全
新Mazda3加分不少的话，那么全新
的内饰设计更是为其赢得了普遍
赞誉。以广州车展的展车来看，其
内饰设计甚至让人怀疑出自宝马
设计师之手，整体风格、质感包括
配置级别上了一个全新的档次，内
在魅力不亚于外在。

广州车展首次展出的全新
Mazda3的内饰设计简洁、干练，注
重材料的触感和操控设备的人性
化设计，体现出“以人为本”的设计
理念，在高品质和运动氛围中将功
能性和舒适性完美融合。

初解全新Mazda3

内在魅力

REIZ锐志：

以实力取胜

做“睿智”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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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庆影视
现招摄像师、影视后

期、业务经理
拍摄制作电影、电视

剧，拍摄大型专题片，举办
大型演唱会及活动。

详情查看莱芜电影网。
电话：13666346933

靡尚摄影
工作室
地址：莱城区胜利南路

加州步行街最北区2楼2083

室(苏宁电器南邻)

电话：15063408747
QQ：372915288

中通速递
地址：文化南路102号
监督电话：1 5 8 6 3 4 0 5 7 7 7

富豪窗帘
地址：长勺南路72号(北方国贸
十字路口东南角)

泸州老窖
紫砂大曲

华夏名酒城
销售电话：8666333

艾米彩妆
造型工作室

电话：15163406956

地址：莱芜市石花园
文化市场东街北首

喜德盛锂电车
中国驰名商标 锂电第一品牌
地址：凤城东大街42号(老消防
队对过)洪都专卖店

百诺网络会所
欢迎您：

地址：文化南路38号
(老市医院对面二楼)

生发 养发
防脱发

章光101 40年全球公认

的生发养发品牌。产品主治：

斑秃、全秃、脂溢性脱发、皮

炎、头屑等。春季生发好季节，

欢迎您来店咨询！

地址：莱城区汶阳大街二

实小西50米路北

电话：0634-6238101

蔚蓝琴行
地址：山东省莱芜市实验
中学西80米

招聘修车学徒工
电话：0634-5868166

莱芜横店影城
观影热线：6317888

微 信 我 ：莱 芜 横 店
(lwhdyc)

地址：凤城西大街60

号(原济南人民商场)

仓库车间办
公室出租
紧邻火车站、24小时

保安、现有吕花园工业园

仓库200、400、600平米及多

间办公室对外招租。

联系人：王先生

15506347997

明仁眼镜
医学视网膜检影验光，准确把握散

光排除假性近视，还你持久舒适视

觉

地址：妇幼保健院对过西行50米

本报2月26日讯(记者 程凌
润 通讯员 张永强 房绍乾 )

2014年，莱城区政府将“0-6岁
残疾儿童免费抢救性康复”列入
为民办实事项目。26日，记者从
莱城区残联获悉，莱城区今年将
有108名残疾儿童获得免费康复
治疗。

根据《莱城区0-6岁残疾儿童
免费抢救性康复工作实施方案》，
2014年1月1日至10月31日，莱城区
108名残疾儿童可以接受免费康
复救助，救助对象是符合条件的0
-6周岁听力语言残疾儿童、脑瘫

儿童、智力残疾儿童、孤独症儿
童、肢残儿童、低视力儿童等。期
间，莱城区残联将开展完成辖区
内残疾儿童摸底筛查确认工作，
建立筛查档案，对残疾儿童康复
需求进行实名制管理，组织实施
免费康复训练。

免费康复救助活动共有康
复训练、肢残儿童矫治手术、低
视力儿童康复等三项内容。康
复训练将对23名听力语言残疾
儿童开展康复训练，该项目的
救助机构是济南市瑞峰听觉言
语康复中心，救助标准是每人

每年补助训练费12000元，配发
助听器补助费6000元，其中4800

元用于助听器购置、1200元用于
助听器验配服务；肢残儿童矫
治手术的救助机构是莱芜市人
民医院，将有6名残疾儿童接受
矫治手术，每人补助17200元，其
中手术费10000元、术后康复训
练费 6 0 0 0元、辅助器具装配费
1200元；低视力儿童康复的救助
机构是莱芜市钢城区视力康复
中心，8名低视力儿童每人一次
性补助1000元，用于免费配发助
视器、进行为期不少于6个月的

康复训练。
据介绍，救助对象须满足具

有莱芜市莱城区常住户口，并持
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证》；诊断明确(有医疗诊断资
质的专业机构出具诊断证明)、有
相应康复适应指征，经定点专业
机构评估有康复潜力；符合相应
实施项目规定的年龄；家庭能保
证受助儿童在定点康复机构至少
接受规定时间的康复训练，其中：
听力语言残疾、智力残疾、孤独症
儿童每年不少于10个月，脑瘫儿
童每年不少于9个月。

莱城区启动0-6岁残疾儿童免费抢救性康复工程

110088名名儿儿童童可可获获免免费费治治疗疗

本报2月26日讯(记者 程凌
润 通讯员 张玉华) 25日上
午，吐丝口小学举行了首届“十
佳榜样教师”评选活动汇报会。
本次汇报会上，经过级部、后勤
推选出的19名候选人结合自己
的工作实际，向各位评委和学生
代表细数了工作以来的心路历
程和工作感悟。

田淑芹等老教师多年如一
日在不同岗位上默默践行着教
书育人的诺言；郑燕等老师一手
情，一手爱，一切以爱的名义和
孩子们走在开满鲜花的大道上；
赵冬梅等老师，遵循教育规律，
创新教育工作方式，将一间间普
通的教室缔造成了学生成长的
乐园；刘晓燕等中层干部教师将

“让每个人因我的存在而幸福”
作为自己的工作信条，爱生如爱
子，待同事如待家人，视工作为
需求，率先垂范。

近年来，吐丝口小学本着
“求竞争更求境界，讲名师更讲
明师”队伍建设思想，积极为教
师创造工作、发展的良好环境，
让教师师德修养和专业发展比
翼齐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本报2月26日讯 (记者 程凌
润 通讯员 张永强 房绍乾)

为贯彻落实莱城区政府为民办实
事之一的“鼓励支持100名残疾人
自主创业”项目，加大全区“共享阳
光”残疾人自主创业项目的推进力
度，辐射带动更多的残疾人及残疾
人家庭脱贫致富，莱城区对全区
100名自主创业残疾人按照每人
1000-2000元给予资金支持。

莱城区鼓励支持的对象是具
有莱城区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
人证、在法定就业年龄段内 (男：
16-59周岁，女：16-49周岁)的自主
创业残疾人，其当年投资在1万元
及以上的自主从事种植、养殖、加
工、经营、维修等行业的自主创业
残疾人。

同时，申报者还要满足必须
是当年投资1万元以上的，必须带
动5户及以上贫困户脱贫或安置2

名以上残疾人就业的，必须是在
当地群众中的口碑好、群众威信
高的，无违法、违纪现象等条件。

符合条件的申报者请于3月
底前集中申报，4-6月份每月申报
一次，到2014年6月30日截止，符
合条件的100名自主创业残疾人
将按照每人1000-2000元给予资金
支持。

吐丝口小学评选

“十佳榜样教师”

莱城区支持

百名残疾人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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