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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3月3日讯(记者 梁
敏) 3月5日“学习雷锋日”来临之
际，本报发起志愿服务征集报名。
无论您是希望献爱心还是寻求帮
助，都可以联系本报，参与像饭店
点菜一般的“菜单式”志愿者服
务。

近年来，泰安市创新志愿服
务模式，推出“菜单式”志愿者服
务活动。把具备一定专业特长的
志愿者和服务项目信息向社会公
开，居民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需
要，像进饭店点菜一样寻找志愿

者为自己提供帮助。
记者从市文明办了解到，目

前全市注册志愿者有9万多人，还
有经常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各类
义工5万余人。目前泰安注册志愿
者占城区人口的6%，虽然看上去
数量不少，但与全国志愿服务先
进地区相比，注册志愿者所占比
例还有一定差距。

值此3月5日“学习雷锋日”来
临之际，本报推出“菜单式”志愿
服务征集活动。无论您是有爱心
有时间，还是在卫生保健、法律援

助、家电维修、治安管理、环境美
化、公益宣传、讲座培训、科教文
体、帮扶济困、就业指导、卫生计
生、法律援助、心理疏导咨询等领
域有一技之长，都可以联系本报。
我们将建立志愿者人才资源库，
将他们的专业特长、服务时间、服
务项目等信息制作《“菜单式”志
愿服务志愿者名录》，定期发布在
报纸上，方便有需求的市民来电

“点单”。
我们也将选取一批适合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的社区和单位，征

集志愿服务需求，制作《志愿服
务需求“菜单”》，为广大志愿服
务组织和志愿者提供相对稳定的
服务岗位、服务对象。市民可根
据自身需求，对照“菜单”，以“点
菜”的方式致电本报选取志愿服
务项目。

“菜单式”志愿服务活动有助
于实现社区居民需求和志愿者专
长的有效对接，要求报名的志愿
者，要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倡导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服务精神，愿意利用自己的时间

和精力，自愿、无偿地帮助他人、
服务社会，强调主体的平等性、参
与的自主性、行为的公益性；同时
也要具有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技
能，能够保证一定的服务质量。

无论您是想提供志愿服务，
还是寻求帮助，都可以致电本报
热线 0 5 3 8— 6 9 8 2 1 0 6。本报将登
记您的需求，及时安排志愿服务
活 动 ，或 联 系 具 备 专 业 资 格 认
证、社会信誉好、专业特色突出
的志愿者，在规定时间里为您服
务。

本报征集志愿者，献爱心、需帮助各有“菜单”

按需“点单”，志愿者上门服务

横店电影城

《101次求婚》105分 票价50元
12：35 16：05

《悲惨世界》150分钟 票价50元
19：30 21：35

《霍比特人：意外之旅》(3D)170分
票价60元 11：20 13：15 14：25

16：15 17：25 19：20 20：30 21：50

《劫案迷云》95分钟 票价50元
10：50 11：40 13：25 15：05 16：50
18：30 20：15 22：00

《洛克王国》90分 票价50元 17：50

《三月情流感》85分 票价50元
11：00 12：45 14：30 16：10 20：00
22：15

《特警判官》(3D)90分 票价60元

10：30 12：10 18：00 22：25

《午夜微博》90分钟 票价50元
14：25 18：10 22：45

《西游降魔录》(3D)110分钟 票价
60元 11：10 13：50 15：55 19：45

《西游降魔录》110分钟 票价50元
12：40 14：40 16：40 18：45 20：45

《侠探杰克》130分 票价50元 10：30

凭当天报纸6折观影。(情人节
/平安夜/圣诞节/VIP厅/明星见
面会等特殊节假日除外)

预存128元(另付10元卡费)即
可办理白金会员卡；办卡/充值均
有好礼；会员观影，2D/3D影片一
律20元通看(限价片需补足差价)；
会员刷卡购买爆米花等小食品，
可享受8 . 8折优惠；卖品消费满20
元，可免去10元卡费；VIP厅特价，
会员35元/位。

地址：温泉路北首宝龙城市
广场南区2楼

电话：0538-8889588

奥莱影城

《魔戒》主创最新演绎魔幻巨制
《魔戒》前传：《霍比特人》3D；
周星驰回归之作，黄渤、文章、舒
淇鼎力加盟：《西游降魔篇》3D、
2D；
黄渤和“被逃婚”大提琴手之间的
纠结爱情故事：《101次求婚》；
尼古拉斯·凯奇最新作品：《劫案
迷云》；
再现雷锋16-22岁青春年华中的
动人故事《青春雷锋》；
安妮·海瑟薇联手“金刚狼”“角斗
士”演绎《悲惨世界》 ；
范逸臣、陈洁主演都市男女的情
感症候群的喜剧故事：《三月情流
感》；
大学生古宅探险拍照发微博后神
秘失踪的故事：《午夜微博》；
未来世界的正义维护者：《特警判
官》3D！

上映时间可查询奥莱影城的
微信(Ao-lai)、微博(泰安奥莱影
城)、时光网。

即日起至3月31日，推出奥莱
影城微信推荐好友得影票活动：
每成功推荐3位好友(注册地为泰
安)加微信，(发好友名单给奥莱核
实成功)可获得电影兑换券1张。

霍比特人珍藏版印章、中土
红皮书和霍比特人主题地图套装
正在热卖中。

地址：泰安市泰山大街东段
银座奥特莱斯4楼

影讯热线：6119898

先锋影城

《侠探杰克》(中文版)130分钟 50

元 09:40 15:20 19:40

《西游降魔篇》(中文版)110分钟60

元 10:00 11:00 12:10 14:20 15:40
16:30 19:00 20:00

《101次求婚》(中文版)105分钟50元

3 . 4影讯

本报泰安3月3日讯(记者
邵艺谋) 3日，记者从山东农业
大学了解到，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主办的山东省2013年农林
水类毕业生就业市场将于3月9

日在农大南校区体育场举办。专
业对口的驻泰高校毕业生可前

去参加双选会。
据了解，山东省农林水类毕

业生就业市场由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主办，自2000年以来
已连续13年在山东农业大学举
办。今年的农林水类毕业生就业
市场定于3月9日在农大南校区

体育场举办，会期1天。各驻泰高
校及全国其他院校相关专业毕
业生均可参加，9日上午为毕业
生和企业双选会，下午为企业专
场招聘。参加此次招聘会的毕业
生可乘坐40路、31路公交车到达
山农大南校区。

农大南校9日有农林水类招聘会

排列三 第13055期 0 5 3
排列五 第13055期 0 5 3 0 4
22选5 第13055期 01 07 13 19 22
七星彩 第13024期 8 9 2 6 3 6 1

（刘来）

七乐彩 第2013023期
01 10 13 20 24 25 28/02

23选5 第2013055期 03 05 06 15 17
3D 第2013055期 456
双色球 第2013024期

04 05 13 23 27 30/09
(孙思荣)

本报泰安3月3日讯 (记者
曹剑) 昨天是“九九”第一天，冷
空气刚过，天气变暖，3日最高气
温达到15℃。据了解，本周气温将
进一步回升，预计3月8日 (周五 )

最高气温能达到24℃，让人感觉
不仅春天来了，夏天似乎也不远
了。

3日一早，走出家门的市民发
现，迎面出来的风完全不像前几
日那般冰冷，没有春寒料峭的感
觉。到了中午，气温继续攀高，不

少穿棉服出门的市民觉得身上冒
汗，纷纷脱下外套抱在手上。靠在
向阳的窗户前，能感觉阳光炽热，
不少人居民开窗透气。据了解，当
天最高气温达到15℃左右。

“今天是‘九九’第一天。九九
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家住奥林
匹克花园的张先生说，“九九”后
天气就要暖和起来，不用多久，就
能看到柳树发芽了。

记者从泰安市气象台了解
到，近几日气温会持续回升，最低

气温均在0℃以上，最高气温更像
“芝麻开花——— 节节高”。据了解，
4日晴到少云，降水概率10%，北风
转南风2～3级，最低气温1℃左右，
最高气温15℃左右。5日，晴转多
云，降水概率20%。西南风2～3级
逐渐增大到3～4级，最高气温能
达到18℃左右。6日气温继续回升，
多云间阴，降水概率30%，最低气
温达到7℃左右，最高气温则达到
20℃。

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本周

最高气温出现在“三八”妇女节
当天，最低温度10℃左右，最高温
度则达到24℃，为广大女性朋友
送上一个艳阳天，适合外出运
动。

工作人员提醒，阳春三月，气
温回升是总体趋势，但也有倒春
寒。3月10日(本周日)温度会有所
下降，最高温度在12℃左右。“希
望出行的市民能带足衣物，防备
忽冷忽热造成感冒等。”工作人员
说。

气温蹿得猛，周五最高24℃

“宝贝聊天”故事要求在200字以内。父母还可以附上寄语。读
者发送照片和文字时，请附上宝贝个人小资料(姓名、性别、出生
年月、联系电话等)。可发送邮件到q1wbjrta@163 .com，咨询热线：
0538-6982110。

小巧嘴儿

姓 名：陈芮涵
性 别：女
出生年月：2009年10月21日
爱 好：模仿

大家好！我叫陈芮涵，快三岁半了。别看我年龄小，身边的叔
叔阿姨、爷爷奶奶都特别喜欢我，因为我是小巧嘴儿。希望大家
也能喜欢我。

父母寄语：爸爸妈妈爱你，希望闺女茁壮成长，开心度过每
一天！

◎头条链接

本报志愿服务

征集目录(部分)

3月5日 青年志愿者服务日
3月8日 国际妇女节
3月9日 保护母亲河日
3月12日 中国植树节
3月14日 国际警察日
3月15日 世界消费者权益日
3月21日 世界森林日
3月21日 世界睡眠日
3月22日 世界水日
3月23日 世界气象日

三月节日提醒

本报泰安3月3日讯 (记者
王伟强 通讯员 张学勇 ) 3

日，记者从新泰市旅游局获悉，
新泰莲花山景区推出春游大礼
包。妇女节到植树节期间，对女
性游客实行 2 0元 /人特惠，还将
设立浪漫绿色专区，免费提供永
久纪念树。

据了解，泰安首家旅游生态
气象综合监测站在莲花山开工
建设，将对景区的温度、湿度、气
压、风速、风向进行实时预报，将
发布紫外线 (防晒指数 )、负氧离
子指数，并同时成为首家进行
PM2 . 5实时监测的旅游景区。

“三八”妇女节、植树节期间
( 3月8日-15日 )，开展“三月最美
女人花，我为地球添绿色”活动，
对女性游客实行 2 0元 /人特惠，
陪同男士 4 0元 /人优惠；设立浪
漫绿色专区，免费提供永久纪念
树，让您及爱人、家人在莲花山
游览期间，种下意义非凡的常青
树、爱情树。

莲花山“新春祈福月”也已
拉开帷幕，将于3月30日(农历2月
19日)举行盛大法会，来莲花山敬
香礼佛、许愿祈福的游客，当日
均享受 1 0元 /人优惠，受邀参加
祈福活动。

莲花山景区

女性游客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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