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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花妃美容
位于海曲中路山孚大酒店对过，

本店以脱毛为主，主打冰点无痛脱毛，
现巨资引进半导体激光无痛脱毛机，
是目前顶尖的科技脱毛设备，安全、快
速、无痛，永久祛除。成功脱毛 14 年，
专一更专业。现推出优惠活动，唇部脱
毛 6 折。

责享妍精英美容养生馆
位于威海路金海岸小学北 150

米，主营美容美体、养生足疗、生发养
发等项目。现推出电动微针时光飞梭
抗衰术，改善皮肤质感。只需 38 元即
可享受价值 98 元 72 小时玻尿酸补水
一次、68 元养生足疗一次、128 元肩颈
放松保养一次。

责姚大夫美容院
位于威海路港三区西门北 50

米，巨资引进先进的冰点脱毛设备，
是爱美女士夏日脱毛的首选。推出
经典项目：冰电波拉皮机祛除皱纹、
拉紧皮肤、瘦脸；激光色素治疗仪当
场提取雀斑、老年斑、黄褐斑；祛痘、
祛除疤痕。

责兰大夫问题皮肤修复
位于正阳路 81 号同仁堂对面，专

业针对青春痘、痤疮、痘印、痘坑、过敏
脸、激素脸、红血丝、各种斑、毛孔粗大
等皮肤问题，手法、产品、仪器三位一
体治疗，诚信保证，签约修复，拍照为
证，无效退款。

责至爱养生瘦身
位于望海路中医院西约 100 米，

以超前理念、超强功效、超然舒适、超
级安全为指导，以高品质、高功效、高
精尖产品及服务，打造并支撑起一个
全新的养生美体专业塑身平台。签约
减肥，每疗程可减 15-30 斤，一次减肥
签约终身维护。

责惠尔美化妆品
位于海曲东路水晶花园对面，店

内珀莱雅防晒买一送一，温碧泉防晒
买一送深睡舒缓修复面膜。一次性消
费满 68 元即可成为会员，会员可免费
修眉、化妆。消费满 100 元，凭报纸 1
张，抵 5 元现金，每款商品仅限使用 1
张报纸。

责Nail Baby 美甲
该店已经开业，新店装修华丽、干

净卫生，店员全部去青岛参加专业培
训。店主张女士是第二次创业，她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一家中高档、正
规、消毒、服务都一流的美甲店，让顾
客都能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责韩国印象店
位于威海路招商银行对过，主营韩

国原产正品化妆品、食品、饰品、洗化
等。炎炎夏日，该店特价推出韩国新款
降温喷雾防晒，快捷方便，喷一喷，防晒
轻松搞定!即日起，持本报进店购物享 9
折优惠，更有其它韩国好礼相送。

责佳华精品特惠
该店位于西海路 101 号，贵族品

质，平民价格，进口折扣产品九大系

列：食品、饮品、厨房用品、家居用品、
汽车保养、护肤、个人护理、香水彩妆、
营养保健、纤体等，店内产品一律 8 . 5
折优惠，保质保量。

责大长今日化
该店位于正阳路 31 号太阳城西

门，主要经营婵真、faceshop、兰芝、梦
妆、skinfood、爱典、束氏、熊津等韩国
名品，玉兰油、妮维维、清妃、百雀羚、
水之秀、佰草集、新面孔、植美村、相宜
本草等国产系列。

责瑞倪维儿
瑞倪维儿彩妆保健精品美容化

妆品专门经营保健食品和化妆品，
粉底液、眼影、唇膏、睫毛膏等，帮你
改变平淡妆容，点亮全新生活。现举
行优惠酬宾活动，即日起，全场买一
送一。

责伊帕尔汗
该店专营纯天然薰衣草精油，

对于青春痘、痘印痘疤等肌肤问题
具有魔法功效。店内纯天然薰衣草
精油 3 折起售，购买纯天然复方精和
护肤品均有好礼相赠。即日起，持本
报可抵 50 元现金，每款产品仅限使
用 1 张。

责老中医化妆品
位于新市区女人世界一楼 B-

12，中草集化妆品，全国连锁品牌，
集中草养肤之美，专业解决各种皮
肤问题，祛红、美白、淡斑，粉刺、暗
疮，晒后修复。持本报到店消费可免
费享受价值 128 元中药护肤一次，蚕
丝面膜买一赠一。

责纹丽婚纱
该店位于秦皇岛路华美大酒

店路西 500 米,专业定制出租各式
新款主持人服装，合唱服，舞蹈服
及各式演出服饰。量身定制婚纱
礼服、新娘服，承接各演出单位的
租赁定制，量大价优。

责炫嫁衣馆
位于海曲东路 15 号，主营婚

纱、礼服、新娘装、伴娘服、花童
服、婚鞋的批发、零售、出租及量
体订做业务；另有从业十余年的
资深化妆师可提供新娘造形设
计、新娘跟妆服务。持本报进店消
费另有礼品赠送。

责时光映像
位于海曲东路友谊医院南 50

米路西，专业承接外景婚纱摄影、
时尚写真、高清婚礼录像、个人
MV 制作、培训化妆、后期学员
等，另承接演出化妆、舞台妆、T

台妆、生活妆等各种妆面。相机机
型佳能 60D，录像机机型索尼大
机器。

责快乐精灵创意自拍
位于海曲中路山孚大酒店斜

对面，在这里你就是自己的专属
摄影师，各式风格通通自己搞定！
尽百套服装、道具免费用，底片全
送！暑假期间活动价 69 元/小时。
连续拍 2 小时送 7 寸水晶摆台一
个，个性马克杯一个，还有 6 寸相
片 5 张哟！

责雷石演出器材
位于济南路信合苑沿街，主

要承接舞台、灯光、音响工程，智
能公共广播，会议系统工程设计，
安装调试；承接大型演出活动，租
赁各种音响、灯光设备。科技是品
质的源泉，责任是品质的保证，我
们为你打造世界第一款四分频点
声源音响。

责薇薇新娘婚纱摄影
该店位于太阳城市场二楼西

南角，专业从事婚纱写真、画册制
作等。现特推出 199 元特惠写真
套系，提供 4 套服装，8 寸水晶相
册，10 寸水晶摆台。即日起，持本
报“薇薇新娘”优惠信息拍摄再送
20 寸海报一张。

我的婚礼我做主

美 丽 大 变 身

责车之翼汽车服务

位于开发区秦皇岛路东段电大北

门对过(东升轮胎批发总汇)，厂家直销

各种品牌轮胎、轮辋升级，引进最先进

进口战神 3D 定位仪，平衡仪，扒胎机，

加盟美国进口 PRO 美容、保养系列产

品、无尘贴膜。汽车快修、免拆保养、清

洗换油、泰克专业修补。二店位于新市

区枣庄路南段木浆厂沿街广业汽车服
务中心。

责爱乐琴行
位于秦皇岛路电大北门对过，主

营音乐书籍、乐器销售、钢琴租售等，
常年开设器乐类：吉他、钢琴、二胡、古
筝、葫芦丝培训班，声乐类：流行、美声
培训班。

责51 户外
位于秦皇岛路东段电大北门对

过，主营探路者品牌户外装备，中国

登山协会注册领队，徒步、登山、露
营、自驾游设备应有尽有，各式登山
鞋、冲锋衣裤、睡袋、帐篷、背包等
等。

责邦尼皮革护理
位于开发区秦皇岛路电大北门

对过，主营奢侈品(名包、鞋、皮衣、手
表带、皮带、汽车座椅)的清洗、修复翻
新、改色、加香、五金件腐蚀还原、去
黄、去染色、护理、保养等业务。专业
清洁，专业皮具护理，最全的服务，最
低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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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皇 岛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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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图腾骑行俱乐部
位于海曲东路大润发对过，凡

进店购买自行车者，均可赠送精美
礼包一份。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每
周日都会组织骑行活动，放飞心情。

责G O G O B I K E 单车生活馆

位于海曲中路许家楼长虹大厦
沿街,是美国 GOGOBIKE 山东省总
代理,美国大行折叠车日照总代理。
童车、代步车、折叠车、公路车等各
式自行车,一应俱全,适合竞赛、休闲、
运动等。每周六、日都会组织骑行活
动,店内所购单车,终身免费保修。

骑 行 人 生

本版文/片 逛街记者 辛周伦 见习记者 林萍 王在辉

滟滟滟滟滟滟滟滟滟滟滟滟滟滟滟滟滟滟滟滟滟滟滟滟滟滟滟

D052013 年 8 月 23 日 星期五

编辑：辛周伦 美编/组版：赵文华

今日日照

身边·消费

本报 8 月 22 日讯 (记者 张
萍) 由本报联合北海锦华共同举
办的“忆江南·我的中国情”摄影大
赛完美落幕，摄影爱好者和齐鲁晚
报小记者团的小记者们共同用镜
头 和 画 笔 聚 焦 北 海“ 锦 华 徽 派
style”。本报现面向参赛者征集摄
影 、绘 画 作 品 ，投 稿 邮 箱 为
qlwbsyds@126 .com，投稿截止到 9

月 18 日，获奖者最高可获得 2000

元的现金奖励。

锦华生态养生别墅

徽派建筑独具匠心

据了解，北海锦华是由锦华房
产重金打造的滨海新城区域首个
大型新中式生态养生别墅，也是日
照唯一的徽派建筑群，市民不出家
门就能观赏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
古建筑。独具一格的徽派建筑由粉
墙、瓦、马头墙、砖木石雕以及层楼
叠院、高脊飞檐、曲径回廊、亭台楼
榭等组合而成，风格清新典雅，不
落俗套。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63900 平方米，本社区共由 24 栋别
墅 93 户、一栋物业服务中心、5 栋
小高层组成,容积率 1 . 05，是以低密
度要求建设的高标准江南生态园
林别墅区。

北海锦华吸收杭州传统皇家
园林精华，融合江北景观特点，加
入现代理念，精心设计了融贯南北
文化精髓的翰林竹影、雍和影壁、
荷塘月色、柏林水印和闲梦江南等
园林景观。漫步园中，移步换景，时
而锦绣素雅、时而雍容华贵，使人
应接不暇。在这里，置身其中，砖木
石雕、曲径回廊、亭台楼榭环绕四
周，于细微处彰显中式大宅之风。

整个别墅的开发传承了中国古
民居院落“通天接地”的思想，让主
人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中领会到“天
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而
每户别墅进前庭、登厅堂、居正室的
设计格局，也继承了儒家文化“登堂
入室”的训诲。随着项目的进展，中
国墅的特色优势也随之展现。

整个设计高低错落、视觉丰富、
布局合理、引景入室、令人耳目一
新，现代元素与传统空间的自然统
一，既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清晰
的历史文脉，又不失现代感和舒适
感。感兴趣的市民不妨亲自来北海
锦华项目感受北海锦华江南园林之
美，肆意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

即日起征集作品

本报将邀名家评比

即日起，本报开始征集“忆江
南·我的中国情”绘画、摄影作品，
作品内容题材要求以北海锦华项
目景观、建筑、绿化、人像等为题
材。参赛作品数码照片应为不小于
3M 的 JPG 文件，传统照片宽度需
长于 25 厘米，发稿并请注明使用
相机型号、作品名称、拍摄地点、作
者姓名、联系电话、通讯地址。

作品征集时间截止到 9 月 18

日，每人限 6 幅作品。收到作品后，
本报将邀请摄影名家，共同对参赛
作品进行评比。此次将设一等奖一
名，奖励 2000 元现金及证书；二等
奖 2 名，各奖励 1000 元现金及证
书；三等奖 10 名(其中包括小记者
特别摄影奖 3 名)，各奖励 600 元现
金及证书。另外，凡是当天参与摄
影大赛的嘉宾，都可获得精美礼品
一份。

本报“忆江南·我的中国情”摄影大赛开始征集摄影、绘画作品了

将将邀邀名名家家评评比比，，最最高高奖奖励励 22000000 元元

一名小记者展示自己的作品。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众多摄影爱好者参与本次摄影采风活动。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小记者们体验划船活动。本报记者 张永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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