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 17影讯

先锋影城

《非常幸运》
片长115分 票价50元 10:40 12:10
13:50 16:00 17:30 19:30 20:30

《全民目击》片长119分 票价50元
10:00 12:50 14:10 15:30 16:50 18:00
19:10 20:10

《蓝精灵2》3D

片长105分 票价60元
10:20 12:30 14:30 16:30 18:30

《侏罗纪公园》3D

片长126分 票价60元
09:40 14:50 19:50

《古镇凶灵之巫咒缠身》
片长90分 票价50元 13:30 21:00

《4B青年之4楼B座》

片长94分 票价50元 15:10 17:10

《超级经纪人》
片长99分 票价50元 19:00

《极乐空间》
片长109分 票价60元 11:00

《穿越火线》
片长120分 票价50元 11:20

地址：东岳大街81号银座商城(中心
店)6楼
影讯热线：8226607

奥莱影城

★《非常幸运》 09:30 11:50 14:00
15:20 16:10 17:30 18:20 19:50 20:50

★《全民目击》 11:10 12:50 13:40
15:00 16:40 19:30 20:30

★《极乐空间》
09:10 12:30 14:40 17:10 19:10

★《穿越火线》 10:50 17:50

★《古镇凶灵》 21:10

★《蓝精灵2》3D
10:30 13:20 15:50 18:50

★《被偷走的那五年》 11:30

◆奥莱影城护照申领方法：
1、30元购买。
2、会员卡500积分+10元换购。
3、两张集章卡共集齐五个不同的章
可换领(截止至9月30日)。
4、贵宾卡一次充值500元可获赠送
一本。
5、单张会员卡积分1000分以上的会
员即可1积分申领。
详询：6119898

◆更多影讯和活动请关注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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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大电影城

《侏罗纪公园》3D

片长115分 票价50元 14:50 20:30

《非常幸运》
片长100分 票价40元

09:25 10:40 12:30 14:15 16:00 17:45
19:30 21:15

《极乐空间》
片长100分 票价40元
16:25 21:50

《被偷走的那五年》
片长105分 票价40元 13:00

《全民目击》
片长105分 票价40元
10:55 12:45 14:35 16:55 20:00

《蓝精灵2》3D

片长100分 票价50元
09:10 18:45

《穿越火线》
片长110分 票价40元
11:10 18:10

圣大影城QQ群：225369063

地址：市政府广场南侧(卜蜂莲花超
市北门)

影讯热线：8665555

影城招聘女员工
联系电话：18653825577(于经理)

七乐彩 第2013Q108期
01 08 12 15 24 25 26/04

23选5 第2013W252期
07 09 16 19 23

3D 第2013D252期 573

双色球 第2013S108期
16 21 22 28 31 32/05

(孙思荣)

大乐透 第13108期
05 10 13 15 18+02 11

排列三 第13252期 9 7 8

排列五 第13252期 9 7 8 2 4

（刘来）

参展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归来

《《山山子子的的一一家家》》进进校校园园展展映映
本报泰安9月16日讯(记者

侯峰) 16日，刚刚从第12届
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参展归
来，《山子的一家》剧组又马不
停蹄地赶到省庄一中，为1700

多名师生放映这部感人至深
的电影。

据悉，电影《山子的一家》
讲述了一个失去父亲的10岁
男孩山子(刘小龙饰)用扛起家
庭重担，一边照顾生病的妈妈
(蒋雯丽饰)，一边刻苦学习的
感人故事。山子的妈妈是间歇
性精神病患者，爸爸在一次事
故中离世，坚强懂事的山子在
三奶奶(孙志敏饰)、村长(朱之
文饰 )等人的鼓励下，撑起了
整个家。几经周折，山子最终
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大学。

该片得到泰安市委宣传部

支持，由山东电影制片厂、山东
泰山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出品，
从选材到编导都是由泰安本地
人完成，可以说一个原汁原味
的泰安电影。本片根据上世纪
九十年代山东省肥城市孙伯镇
杨庆昊的经历改编，并顺利入
围2013年9月举行的第十届美国
(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和
在四平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国
际儿童电影节。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儿童
电影节9月14日结束，我们又
马不停蹄地赶到回泰安，把这
个原汁原味的泰安特色电影
带给泰城人民。”导演张荣生
说。据了解，《山子的一家》在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
节广受好评，电影不仅让观众
频频飙泪并在结束后起身鼓

掌，连现场主持人也在互动环
节因流泪无法坚持主持。“我
们整个电影传承的就是一个

‘德’字，都是根据咱们泰安的
真人真事改编，本质上说是公
益慈善类电影。”

“现在不少电影都有这个
现象，孩子带家长去看电影，
家长睡着了；家长带孩子去看
电影，孩子又睡着了，受众面

太窄，可供全家人一起看的电
影太少。”张荣生说，《山子的
一家》打造的是老中青三代都
适宜的电影。

据该片编剧宋森介绍，
《山子的一家》将在10月份上
映，在此之前，他们将在泰城
部分中小学免费展播。“毕竟
是咱泰安的电影，首先要回馈
泰安人民。”

本报泰安9月16日讯(记者
邢志彬) 家住升平社区的

赵荣滨9月2日上午骑一辆自
行车走失，家人寻找至今没下
落。他走失时上身穿黑白格短
袖上衣，下身穿短裤拖鞋，身
形较胖。希望看到的市民向他
家人提供线索。

16日，一位市民向本报求
助，说39岁的弟弟赵荣滨走失
半个月了。原来赵荣滨是患脑
部疾病的残疾人。据家人回
忆，9月2日上午9点到10点左
右，早饭后赵荣滨说要骑自行
车出去玩，家人出门前就把自

行车留给他，赵荣滨锁上大门
出门的，之后就再也没回来。
家人赶紧出去找，有邻居说在
南关十字路口看见他往南走
了，家人找到晚上也没找到，
就报了警。

家人说赵荣滨走失时骑
一 辆 大 轮 的 老 凤 凰 牌 自 行
车，上身穿黑白格短袖上衣，
下身穿短裤拖鞋。高1 . 76米，
长脸小眼睛，身体肥胖约180

斤。胡子挺长，脸上有斑，平
时不和陌生人说话，也从不
笑。赵荣滨的嫂子听说弟弟
走失，从上海赶回来和70多岁

的老父亲一起找，在电视台
发了寻人启示也没回音。南
关派出所民警说，接警后各
巡 逻 组 根 据 走 失 男 子 的 特
征，在巡逻中注意发现，但目
前还没发现线索。

这不是赵荣滨第一次走
失，他2001年9月走失，2002年10

月在岱岳区马庄镇的山里找
到。5年前又走失了一星期，在
市政府北边找到。这是他第三
次走失。家人只有赵荣滨的一
张证件照，希望看到他的市民
拨打他家人的电话15254818029

提供线索。

本报泰安9月16日讯(记者 王
世腾 通讯员 王雷雷) 16日，记
者从市交通运输局运管处获悉，泰
安至东平客运班线，更新16部清洁
能源客车，座位数从35座、49座增加
到39座和53座不等，票价不变。

泰安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介
绍，近年来，泰安市运管处紧紧围绕

“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主题，全面开
展节能减排工作。以节油、节能、废
气减排为重点，不断推广使用节能
环保的清洁能源车辆。新换的泰安
到东平的16部新车，座位数从35座、
49座增加到39座和53座不等，客座
数从560座增加到了722座，总计增
加了162个座位。至此，泰安市已有
194部清洁能源班线客车运营，占客
车总数 1 0 . 3 %，占班线客车总数
12 . 4%。“今后我们仍将加大新能源
客车的投放力度，力争让客运更环
保、乘客乘坐车辆更舒适。”工作人
员说。

一一中中年年残残疾疾人人离离家家半半月月没没音音信信
走失时穿拖鞋短裤，骑一辆凤凰自行车

泰安至东平客车
16部换新能源

科普大集
9月16日是全国科普日，岱岳区

科协组织科技局、人社局等32个单
位到粥店大集宣传新技术、新知识。
图为工作人员介绍地瓜烂心的预防
办法。 本报记者 梁敏 通讯员

倪青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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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山子的一家》在省庄一中礼堂内展播。本报记者 侯峰 摄

赵荣滨的证件照。 被采
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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