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54 2013 年 9 月 17 日 星期二

编辑：辛周伦 美编/组版：牟茜

今日日照

身边·消费

芊田数码

位于海曲东路大润发超市对
过，主要批发与出售佳能、尼康、
三星等品牌数码产品。每天推出
一款原价 999 元的佳能数码相机，
特价 699 元出售。中秋、十一双节，
凡在该店购买数码相机、摄像机，
即送价值 80 元数码相机清洁套
装，镜头布，读卡器，屏保，购买产
品终身免费清洗。

海尔家电

位于大润发沿街 8 号商铺，推
出特惠活动，凡活动期间惠顾该
店的水晶城业主，原价 2899 元海
尔 1 . 5 匹定频空调，活动期间享受
2499 元优惠，限量 100 套，先到先
得，另有精美机罩等礼品相送。

迈盛数码

位于大润发沿街日照银行北
郊，主营苹果电脑、手机等数码产
品，凡进店购买苹果电脑主机的
顾客，可免费办理会员卡，享受主
机激活、剪卡、安装软件等 10 项免
费服务。凭本报进店可享苹果配
件 5 折优惠。

海尔生活家电体验馆

位于海曲东路 15 号友谊医院
对过，专门经营海尔品牌家电，现
店长特推海尔净水设备，使用顶
级滤芯，可实时监测家里的水质
状况，为消费者提供最佳饮水和
生活用水。即日起，持本报进店购
买海尔净水设备，可抵 300 元现
金。

苏泊尔专卖店

位于海曲东路 15 号友谊医院

对过，批发兼零售苏泊尔、多星等
品牌家用电器、厨房用品，该店免
费办理会员卡，会员可享 8 折优
惠，特价产品除外。还会不定期推
出特价商品，目前推出苏泊尔豆
浆机，原价 349 元，现特价 199 元。

万家乐厨卫

位于海曲东路友谊医院西门
南 10 米，万家乐，做中国菜的厨
电。该店主营万家乐燃气热水器、
烟机灶具等，现推出御厨套餐新
品，优惠多多。万家乐，24 年专业
制造，国内行业销售领先。中秋临
近，现缴纳 100 元订金，中秋期间
购物可抵 200 元使用。

京瓷复印机专卖

位于海曲路雪狼湖 KTV 西
1 0 0 米，是京瓷复印机日照总代
理，近日推出最新款终身不换硒
鼓的小型复合一体机(复印、打印、
彩色扫描、传真)；另有大型特价机
及买一赠一的活动。

好自然净水机

位于济南路与兖州路交汇处
往东，主营好自然净水机，采用净
水器行业质量最好的三角洲增压
泵和进口陶氏膜；可配套漏水保
护装置；采用顶级钢化玻璃面板，
易清洗；新潮磁吸式链接式机身
设计一分钟完成开门和滤芯更
换。中秋佳节，送礼送健康，全场 8

折特惠。

九阳冰蓝·净水体验馆

位于五莲路与景阳路路口，
荣信小区东沿街，主营九阳冰蓝·
净水机、康宝消毒柜、油烟机、灶
具、空气净化器、车载冰箱，健康

饮水爱家人，让家人远离重金属
污染。截止 10 月 7 日，凡进店者均
可获赠 99 元代金券一张，凭此券
可免费领取安装透明前置过滤器
一个。

星源电器

位于西海路与正阳路十字路
口西北角，主营稳压器、报警器、
遥控器、监控器材等各种电器设
备，是日照无线移动数字机顶盒
代办点，诚招南湖、陈疃、西湖乡
镇代理。该店电器种类繁多，为您
的生活带去便利。

综艺传媒音像店

位于正阳路太阳城市场西门
南 50 米，主营车载 CD 、儿童早教
系列、早教机等。店长是一名书画
爱好者，创作了很多工笔、山水、
人物画，远销德国和匈牙利。一次
性消费满 58 元赠精美礼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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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乐琴行

爱乐琴行位于开发区秦
皇岛路电大北门对过，是乐器
销售和乐器培训为一体的综
合性琴行，是经教育局批准的
艺术培训基地。长年开设：吉
他考级班，钢琴班，二胡考级
演奏班，笛子班，古筝班等。专
业的师资队伍，完善的教学环
境。另开设编导、播音专业面
试才艺展示。

昂立稚慧谷

位于海曲东路沙墩二区
沿街，早教重点培养孩子良好
的性格及生活习惯，开发宝宝
的 8 大智能，注重宝宝的情商
和智商的共同发展。即日起，
原价 168 元稚慧谷早教一期，
持本报只需 100 元。

山东省青年美协创作

位于菏泽路南端市医院
西门对过，导师李怀杰先生是
省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省青
联常委，擅长雕刻和书法。导
师王芳清为山东省工艺美术
大师，中国油画协会理事，擅
长油画。该基地为喜欢收藏紫
砂壶、字画爱好者提供交流平
台，为绘画、书法爱好者培训
指导。

亿婴天使早教

位于泰安路 15 号市医院
对面，庆亿婴早教中心 7 月 12

日新店盛大开业，在此期间进
店的宝宝均可获得测评一份，
帮助您科学去指导孩子，更有
精美礼物等你拿。

皓中艺术工作室

位于济南路阳光花园北
门东侧沿街，长期开设寒、暑、
周末、假期班，主要课程有水
粉、水彩、写生、素描、书法等。
现推出暑期儿童画班、书法
班、中高考班。

古月乒乓球培训馆

位于济南路伴月公寓沿
街，常年招收、培训乒乓球学
员，设少儿班、学生班、成人
班，高考加分班(馆内设有高级
发球机)，销售各种品牌乒乓球
器材、底板、套胶。

晨旭教育

位于威海路与五莲路交
汇处东 50 米，感统训练城堡是
专为 2-12 岁孩子提升感觉统
合能力而开发的专业训练项
目。开业之际，晨旭感觉统合
训练课时费优惠中，新会员享
受 9 折优惠，老会员享受 8 折
优惠。

童画·润德少儿美术

位于威海路金海岸小学
斜对面，营造富有艺术特色的
环境，让环境传递艺术信息是
童画人的追求。暑课程安排：
儿童画、陶艺、书法、素描、动
漫、版画，课程套餐有：绘画+

书法、绘画+陶艺、书法+陶艺。

方圆围棋

方圆围棋学校是日照最
具实力的围棋教育机构，先后
在新营小学，金海岸小学等多
所院校及幼儿园开设围棋课
程。该校学员在历届市围棋升
段赛中获得优异成绩，升段人
数和升段比率连续多年第一，
被誉为“冠军摇篮”。

小桔灯作文培训

位于金阳路实验小学南
200 米，常年开设看图作文、小
桔灯趣味日记、小桔灯快速阶
梯作文、初中作文、阅读理解、
小升初文化课辅导、中小学文
化课辅导。

ABC 英语学校

位于金阳路实验小学对
面往南 20 米，是一家专业英语
培训学校，开设音标班、语法
班、外教班、小升初衔接班、初
中同步班。该校坚持把最精良
的师资队伍、最宜人的教学环
境奉献给您和您的孩子。

佳一数学

该校在日照有 3 个校区，
分别位于金阳路实验小学对
面小二郎学堂、威海路新营中
学北 300 米小星星英语学校、
北京路荣安大厦佳一数学，曾
获“ 2012 年中国十大教育辅导
机构”。从幼小衔接到初三，学
佳一数学，提高数学分数。

容斋书画院

位于实验小学对过老党
校院内最东面楼三楼。在教学
过程中注重因材施教，讲写结
合，培养学生的书写技能、书
写姿势与执笔，掌握笔顺、用
笔及结构，提高书写审美及创
作能力。开设硬笔书法班、软
笔书法班、书法高考班等，小
班授课，针对性辅导。

国锋练字

位于金阳路实验小学对
面小儿郎助学园二楼，是中国
硬笔书法协会会员单位，国家
专利练字法，“依法不依字”，
轻松掌握 100 个字根的书写技
巧和 8 种定律的运用，包教包
会,无效退款。

百家筝鸣

百家筝鸣·华韵古筝艺术
学校，专注古筝艺术教育，现
推出捐款 100 元免费学习三个
月优惠活动(年龄限 4 — 10 岁
儿童)或免费音乐能力测试加
两节免费体验课活动(年龄限
4 — 13 岁儿童)。

缤纷鸟少儿美术基地

位于淄博路医苑小区对
面，常年开设：启蒙思维绘画、
创意思维绘画、脑图思维绘
画、创意水粉、素描等课程。

小班制教学，采用独特的
点式教学法，引导孩子大胆的
想象、创作。欢迎来电免费预
约试听。

百草味蛋糕

位于大学城东升园沿街，原西
饼屋蛋糕店，主营蛋糕、零食、面
包，是大学城第一家蛋糕店，十年
老店，值得信赖。

生 日 蛋 糕 采 用 维 益鲜奶 ，
100% 国际品质保证。百草味是全
国连锁零食店，在该店购买生日蛋
糕累计满五赠一。

蜀香阁

位于大学城四季花园路北
100 米，主营川湘风味美食、鲁菜，
川菜主推水煮鱼、水煮肉片等，鲁
菜主推沂蒙特色炒鸡，每周一款推
荐菜，麻辣鲜香，风味独特，欢迎品
尝。

阿瓦山寨

位于兖州路大润发北 200 米，
为全国首创原生态山寨主题餐厅。
店长特别推荐山寨鱼头王，精选来
自阿瓦山寨有机养殖基地深水区
花鲢鱼鱼头，佐以高寒苗岭野山
椒，经阿瓦大厨秘方烹制而成，让
您尽享饕餮大餐。

安佳蛋挞

位于大学城四季花园东门南
100 米，安佳蛋挞挞体色泽金黄，
独有的 128 层挞皮酥香且层次分
明，挞馅香浓嫩滑，咬一口，蹦出片
片酥脆的碎皮。将蛋挞切开，区别
于一般蛋挞挞馅松散零碎，切面光
滑紧致细腻，状如布丁果冻般诱
人。

全德福海鲜饺子馆

位于济南路与菏泽路交汇处
路南，有纯手工水饺、家常菜、活海
鲜等，该店还提供订餐服务，盒饭
15 元一份，团购可送餐。该店特推
出特价南京酸菜鱼，原价 48 元，现
价 38 元。

纳西斑鱼庄

位于济南路格林蓝天小区商
铺，坚持地道丽江美食制作，从食
材源头开始，坚持使用微山湖原产
地喂养小鱼小虾长大的拟野生斑
鱼，坚持从丽江配送秘制小料原料
及其他厨品。纳西斑鱼庄，形式可
以复制，美味无法复制。

石磨坊饭庄

位于济南路格林蓝天沿街，主
要经营特色豆腐菜品，香煎豆腐、
八宝豆腐箱、小笼豆腐、川味毛血
旺、奶汤鱼头、香辣小抓鸡等特色
菜，味美营养，还可提供订餐服务。

新疆阿布丹食品

该店主要经营新疆和田玉枣、
昆仑果香若羌枣、天山奇豆、鹰嘴
豆、昆仑雪菊养生系列产品和新疆
原生态黑蜂蜂蜜及各种名优特干
果。中秋佳节，原价 30 元的和田大
枣，现价只需 25 元。

热火功夫麻辣烫

位于市医院北门汉庭快餐对
过，主营麻辣烫、酸辣粉、冷饮、奶
茶。汤采用多种香料慢火熬制，可
辣可不辣，荤素搭配，引领现代饮
食新时尚，持本报进店消费，满 10

元送饮料一瓶。

玲珑馄饨

位于市医院北门天宁锦尚苑
东沿街，玲珑馄饨是经典台湾风味
美食，皮薄、馅大、汤鲜、味美。玲珑
馄饨面皮采用上等精选猪里脊肉，
经过千锤万打而成，劲道十足，吃
起来更是滑嫩爽口，让人回味。

喜家乐饺子坊

位于市医院北门天宁锦尚苑
东沿街，主营正宗东北手工大馅水
饺，特推东北风味酸菜猪肉水饺，
还可提供溜肉段、土豆烧肥肠等东
北特色小炒。持本报一次性消费满
100 即可享受 9 折优惠。

翰林过桥米线

位于市医院北门汉庭快餐对
面，主营各类米线，可根据个人口
味自由选择，店内有独特秘方自制
的辣椒油，许多顾客慕名而来。每
消费一次即可获得一张积分卡，集
齐十张赠送一份价值十元的米线，
欢迎品尝。

4°C 鲜奶吧

位于实验二小北 100 米，主营
鲜牛奶、自制酸奶、鲜奶冰淇淋、汉
堡、各种美味小吃，集齐五张“ 4°
C 鲜奶吧”报花可到店内免费领取
价值 5 . 5 元酸奶一盒。现推出夏日
特惠活动，全场饮品第二杯半价
(鲜奶除外)。

香桥缘过桥米线

香桥缘新推出特色骨汤麻辣
烫，选用纯正大骨熬制，汤浓味美，
味道独特。香桥缘麻辣烫，麻出真
滋味，烫出好营养。凡进本店消费
15 元以上的，送饮料一瓶。

两岸咖啡

该店推出富贵如意卡，消费多
少元钱送多少积分，换购产品包括

苹果 5 手机、32 寸液晶电视、空调
等。棋牌室消费分为 20 元/小时和
30 元/小时(带沙发)，现只要在棋
盘室消费，不限任意时间，哪怕消
费一小时，也会赠送两个中果盘和
茶水。凭本报，抵 20 元优惠券使
用。

登丰楼排骨米饭

位于望海路 87 号，排骨味美
肉嫩，不柴不腻，拌米饭吃口感甚
佳。排骨米饭其汤由十余种香料精
心熬制而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
该店招牌为鲁味排骨，另有酸菜排
骨、白菜排骨、海带排骨等。即日
起，持本报进店消费，送酸梅汤一
杯。

老莒州大锅全羊海鲜馆

该店位于文登路与泰安路交
汇处南行 50 米路西，采用正宗莒
县山羊肉为食材烧制的麻辣羊蝎
骨，现炖带骨羊肉，具有滋补养身
之效。另外，该店晚间推出特色烧
烤，所有烤串均为现切、现称、现
串、现烤的大块鲜羊肉，是您消夏
的美食。

海老大海鲜

位于烟台路与五莲路交汇处
西 100 米，主推特色菜：红烧大鲅
鱼、海鲜大碗鱼、私房秘制烧鹅、家
常锅贴等。私房秘制烧鹅采用两年
生家养笨鹅，低脂肪，营养价值极
高，嫩滑可口，让人回味无穷。

妮当家

位于泰安路 68 豪，新营华府
对面，主营各色零食，进口食品，高
档礼盒，办公 零食等。品种多样，
有干果、蜜饯、糕点、肉食、海鲜、果
脯等，中秋节期间进店 有礼，购
物享受会员价，会员享受超低价，
购物可获 3 倍积分。

火凤凰麻辣烫

位于昭阳路凌云大厦地下停
车场北 50 米，主要经营各式麻辣
烫，秘制汤料，鲜美无比，店内菜品
齐全，各色蔬菜，让您吃出营养健
康，好吃不长胖。即日起，持报纸满
10 元可送手擀面一份。

比克比萨西餐屋

位于正阳路太阳城周边，主营
比萨、意大利面、三明治、寿司等。
招牌比萨有 BBQ 鸡肉比萨、麻辣
牛肉比萨、黑椒牛肉比萨等。即日
起推出套餐优惠，原价 33 元单人
套餐现价 29 元。每天 9:00-10:00 ，
购任一款比萨均享受 9 . 5 折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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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亮眼镜

位于市人民医院北门正
对面，独家引进精确值最高的
进口全自动尼德克验光设备，
二楼有众多世界一线品牌入
驻，镜架有天梭、精工、卡西
欧等，镜片有依视路、碧碧及
亚、唯尊等，独一无二的顶尖
视光设备为您的视界精准到
361 度。

中秋期间一楼镜架 2 . 5 折
起，持本报进店消费更有好礼
相送！配镜满 500 元就送价值
368 元的护眼小护士一台。

教育眼镜

位于海曲中路 4 号，推荐
渐进多焦减缓近视加深镜片、
钻石切边时尚镜片等，还可定
制中高档太阳近视镜。批发价
销售，选购进口 1 . 67 、1 . 74 高
折射超清超薄镜片，免费送纯
钛镜架。持本报配镜以旧换
新，每副眼镜折价 50 元。

明朗眼镜

位于百货大楼西 150 米，

暑假期间，该店配镜全部 4

折，让您花最少的钱配最好的
眼镜。目前特推学生读写专用
镜，可防止近视加深，缓解眼
疲劳。该店还可定制近视太阳
镜、偏光镜、变色镜等。

伯亨眼镜有限公司

位于海曲中路百货大楼
西 80 米。暑期特别推出配镜
片送镜架活动。学生专用控制
度数不加深镜片 198 元/副。
伯亨眼镜大学城店也可享受
此优惠！

持本报配镜可抵 20 元现
金使用。

易视康视力矫正中心

位于向阳路 36 号，是一家
集近视、散光、远视、弱视检测
与矫正、视功能检测与复健的
综合服务机构。矫正近视采用
光学雾化等技术，不限年龄，
效果显著。矫正弱视采用热灸
理疗等技术，轻度弱视一周达
到 1 . 0 ；中度弱视 3 — 5 个月
康复；超过 12 周岁的青少年弱
视力照常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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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片 逛街记者 辛周伦 见习记者 林萍 王在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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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眼镜店可定制中高档太阳近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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