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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大观峰

先锋影城

《惊天危机》
片长 135分钟 票价50元
09:40 10:40 12:30 13:30 14:30 15:
40 16:40 18:00 19:20 20:10

《大明猩》3D

片长 135分钟 票价60元
10:20 12:50 17:20 19:50

《重返地球》
片长 100分钟 票价50元
11:00 13:10 17:10 19:00 20:50

《天台爱情》
片长 117分钟 票价50元
10:00 12:10 15:00 20:30

《笔仙Ⅱ》
片长 94分钟 票价50元
11:20 14:00 16:10 18:40 21:00

《火焰山历险记》
片长84分 票价50元 18:20

《赛尔号3战神联盟》3D

片长100分 票价60元 15:20

地址：泰安市东岳大街81号
银座商城(中心店)6楼

影讯热线：8226607

奥莱影城

★《大明猩》片长135分钟
11:30 16:30 18:20 19:50

★《笔仙2》片长94分钟
11:10 15:00 18:40 20:30

★《惊天危机》
片长135分钟 10:20 12:50 14:50
15:50 17:20 19:30 20:50

★《火焰山历险记》
片长85分钟 09:30 13:20 16:50

★《早见，晚爱》片长87分钟 09:
10

★《追踪长尾豹马修》
片长105分钟 10:00 14:30

★《重返地球》片长100分钟
12:40 17:40 19:10 21:10

★《天台爱情》片长105分钟
12:10 15:30

★《赛尔号大电影3之战神联盟》
片长103分钟 09:40 10:50

★《终极大冒险》
片长90分钟 14:00

◆奥莱影城【大爆爱上小可】正
在热售，7月15日—31日凡购大
桶爆米花或套餐即送小胖可乐
一瓶，美味爆米花+可爱小胖可
乐，欢乐尽在奥莱影城！数量有

限赠完为止，此活动不与其他优
惠活动同时使用。
◆欢乐暑假尽在奥莱影城！即日
起到8月31日，凡是学生持2013年
6-8月印有学生票样的火车票以
及本人学生证，可到奥莱影城前
台兑换限时观影券一张。
◆奥莱影城“幸运一把抓”活动：
每周末晚上由现场某位影迷在
本周所有电影副券中抓出一把

【影票副券】贴与墙上，只要副券
上的票号跟你手中票根的编号
对起来，就可获得限时观影券一
张。所以不要随便丢掉票根咯。
◆更多影讯请关注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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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乐彩 第2013Q083期
02 07 08 20 21 26 28/25

23选5 第2013W195期 02 04 07 14 23
3D 第2013D195期 398

双色球 第2013S084期
05 07 09 11 20 21/03

(孙思荣)

排列三 第13195期 5 0 0

排列五 第13195期 5 0 0 9 8

七星彩 第13084期 1 9 3 5 2 3 3

（刘来）

7 . 22影讯

又又有有两两作作品品晋晋级级十十艺艺节节决决赛赛
目前泰安共5件作品进决赛，数量位列全省首位

本报泰安7月21日讯(记者 侯
峰 通讯员 陈坤) 近日，由泰安
市文广新局组织、泰安市艺术馆打
造演出的相声《大喇叭》和山东梆子
小戏《让座》成功晋级十艺节决赛。
截至目前，泰安共有5件作品成功晋
级全国决赛，入选作品数量名列全
省首位。

据了解，在济南举办的全国曲

艺门类复赛共有93件作品参赛，其
中山东省8件作品进入复赛，泰安新
创作的相声《大喇叭》入围。在威海
举办的全国戏剧门类复赛共有125

件作品参赛，山东同样有8件作品进
入复赛，泰安市戏剧《让座》入围。

进入复赛的相声《大喇叭》是一
篇反映新农村题材的作品，表演者
是登上2013年春晚舞台的孙程刚和

“我要上春晚”人气王于明波。作品
以“大喇叭”为主线，生动刻画“我爷
爷”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一直到改革
开放以来的人生轨迹，深刻反映当
代社会主义新农村日新月异的变
化。

山东梆子小戏《让座》讲述在公
交车站发生的故事，一位老者、农民
工和两位女子在等公交车时，四人

从不同角度发生了一场道德碰撞，
折射出当下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人与
人之间的诚信危机，从而鞭笞自私
自利、损人利己的不良风气，褒扬了
乐善好施、诚信宽容的社会美德。

艺术馆工作人员介绍，截至目
前，在已经结束的群星奖四大门类
复赛中，泰安市加之以前的音乐类
作品《石韵·泰山》《泰山石敢当》和

舞蹈类作品《泰山人家》，共有5件作
品成功晋级全国决赛，入选作品数
量名列全省首位。

据了解，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
星奖”评选包括作品类、项目类和群
文之星三大项。其中，作品类分为音
乐、舞蹈、戏剧、曲艺四个艺术门类，
参赛作品分别通过初选、复赛和决
赛进行评比。

本报泰安7月21日讯(记
者 王世腾) 20日、21日，
本报和安居房地产联合主
办的“七夕”相亲会迎来第
一批报名者，两天时间20多
人填表，5 0多人打电话咨
询。一“80后”美女坐车半小
时到报社报名。

21日，在本报编辑部报
名点，前来报名的市民都在
填写报名表。今年26岁的佳
佳坐车半小时来到报社。

“我家在南湖那边，一看有
相亲会的消息，我就抓紧来
报名了。”佳佳说，大学毕业
后一直在北京工作，今年3

月才回泰安工作。“我身高1

米66，穿上高跟鞋后差不多
有1米73，想找个至少让我
穿上高跟鞋，比我高一点。”
佳佳说，其他方面一切随

缘。
自 7 月 1 8 日 本 报“七

夕”相亲会报名启动以来，
报名火爆，报名者中有公
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工人、护士、教师等。为满
足广大单身男女需要，本
报将在8月10日、11日在南
湖 公 园 举 办 大 型 相 亲 大
会，相亲会立足公益不向
市民收取任何费用。相亲
会现场将举办系列温馨热
闹的互动，鼓励报名者充
分展示个人风采，寻到满
意的TA。

即日起至8月6日均可
报名，报名人数不限。欢迎
符合条件的单身男女自愿
报名，也欢迎企事业单位集
体报名。

活动说明：

报名时间：7月18日到8

月6日
报名方式：报名不收取

任何费用，报名时需要出示
本人身份证。父母给孩子报
名的，需出示孩子的身份证
或复印件。如想在相亲卡放
照片可提供5寸或7寸个人
靓照1张(电子版最好)。如亲
友代报名，则需提供报名者
所有信息和代报名者身份
证。

报名地点：泰安市望岳
东路(卜蜂莲花南)中七里服
务中心4楼，齐鲁晚报·今日
泰山编辑部

报名咨询电话：0538-
6982106

活动时间：8月10日、11

日
活动地点：南湖公园

相相亲亲会会报报名名刚刚开开始始

““北北漂漂””回回归归女女孩孩填填表表

本报泰安7月21日讯 (记者
邢志彬 ) 四川一读者委托朋

友找泰安籍老战友桑先生，经过
岱岳区公安帮忙查找，两位18年
没见的老战友又取得联系。

16日，济南的高先生拨打本
报热线说，他四川的一个朋友想
找老战友，希望得到本报帮助，
但有关老战友的信息不多，只知
道姓名，岱岳区人，1993年在重
庆沙坪坝当兵，1995年退伍这些
信息。

本报向岱岳区公安局户籍
部门求助。经查询，泰安只有一
个叫这个名字的市民，退伍时间
和高先生说的一致。民警提供了
住址和电话。

双方取得联系后，确认就是
要寻找的老战友。他们当兵时曾
是上下铺，关系很好，退伍后已
经18年没见面。现在两人都在政
府部门上班，约定近期要见面聚
会。

18年前老战友
终于联系上了

格市区天气

7月22日，多云转阴，局部有
雷雨或阵雨。南风3～4级，雷雨地
区雷雨时阵风7级。最高气温31℃
左右。

7月23日，阴有中到大雨局部
暴雨，并伴有雷电。南风短时北风
3～4级，最高气温28℃左右。

7月24日，阴转多云，局部有
阵雨。南风3～4级，最高气温33℃
左右。

格7月22日景区天气

南天门：多云转阴，降水概率
40%，气温：17～21℃。

中天门：多云转阴，降水概率
40%，气温：18～24℃。

桃花源：多云转阴，降水概率
40%，气温：20～26℃。

后石坞：多云转阴，降水概率
40%，气温：19～25℃。

徂徕山：多云转阴，降水概率
40%，气温：19～25℃

（邢志彬）

关爱艾滋孤儿
夏令营开营

本报泰安7月21日讯 (记者
张伟 ) 2 1日上午 , 1 0名外省

艾滋病孤儿与泰安 4名助学孤
儿参加“蓝天下我们一起成长”
泰安第四届关爱艾滋孤儿夏令
营活动。孩子们一起游泰山，公
益联欢，接受心理辅导，共度 5

天欢乐时光。
开营活动中 ,爱心企业代

表向孩子们赠送爱心书包。泰
安公益志愿者协会的爱心书画
家们为孩子们作画，现场有不
少市民观看。7 2岁画家王成华
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关爱艾滋
孤儿”活动，他经常将自己的作
品义卖，所得收入都捐给需要
救助的儿童。“希望给有需要的
孩子提供更多帮助。”王成华
说。

孩子们中最大的 1 5岁，最
小 的 只 有 7 岁 ，或 已 感 染 艾 滋
病，或父母因感染艾滋病去世，
大多跟随爷爷奶奶生活。“他们
最需要社会力量和各方人士的
关怀，需要经济、物质和心理上
的支持。”一名志愿者称，希望
通过与艾滋儿童的亲密接触，
让大家建立慈善公益习惯，让
人人公益不只是口号。

据悉，义工志愿者将与艾
滋孤儿及助学孤儿营员 ,一起
游览泰山、岱庙等景点。活动期
间 ,孩子们还将参加心理辅导
和生活激励沙龙，通过心理教
师做辅导沟通，与志愿者一起
游戏和实践，鼓舞孩子们重新
树立追求幸福生活的勇气。

泰安市公益志愿者协会会
长崔山说，举办这次活动目的
是让这些儿童不再受到社会歧
视，让更多人关爱他们。这些孩
子都失去幸福的家庭，社会应
该给他们创造一个温馨幸福的
大家庭。

在去年第三届夏令营活动
中，工作人员专门安排孩子们
走进贫困家庭，去敬老院看望
孤寡老人，在7月28日世界肝炎
日发放宣传单等。“今年还带着
他们去敬老院，让他们将得到
的爱传递下去。”

快乐宝宝
大家好，我是蒋一帆，小名悠悠，今年3岁了。

见过我的叔叔阿姨都说我可爱，还喜欢听我说话，
我的普通话可标准了，将来是不是能当个主持人
呢?

父母寄语：不必优秀，但求平安健康，一帆风
顺。靠辛勤付出换快乐悠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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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蒋一帆 性别：女

出生年月：2010 . 5 . 19 爱好：听故事、喂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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