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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弹性推拿

位于泰安路舒斯贝尔花
园西 1 0 0 米，采用日照唯一弹
性推拿疗法，不针灸、不拔罐
的西医推拿。针对颈椎病、腰
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膝关节
退行性病变等慢性疾病彻底
根治，疗效显著。推拿 5 次送 1

次 。欢 迎 来 访 ，祝 您 身 体 健
康！

花妃美容冰点脱毛

位于海曲中路山孚大酒店
对过，该店以脱毛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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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祛除全身各种深
浅粗细毛发。成功脱毛14年，专
一更专业。现推出优惠活动，唇
部脱毛6折。

姚大夫美容院

位于威海路妇幼保健院
北 2 0 米，巨资引进先进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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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元一个、老年斑、黄褐斑；祛
痘、祛除疤痕。(特价韩式雕眉
118元，无痛洗眉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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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治疗，诚信保证，
签约修复，拍照为证，无效退
款。凭本报进店，可免费治疗一
次。

老王牙科诊所

位于泰安路市医院北门对
过，老王牙科分店开业之际，特
推出春节优惠活动。每天前3名
洗牙患者一律免费；每天前三
名镶牙患者，镶三颗送一颗；种
植牙预约可享八折优惠。

东港文慧牙科

位于济南路与威海路交汇
处东200米路北 ,原雅美口腔 ,是
日照市卫生部门经过严格审批
的一家专业口腔医疗机构,设备
先进 ,技术精湛 ,环境温馨。主要
治疗项目有牙髓治疗、无痛拔
牙、种植牙 ,牙齿修复 ,牙齿美白 ,

各种牙齿不齐的矫治等。

康复推拿

位于海曲中路友谊医院南
50米，可进行针灸、艾灸、推拿、
偏瘫、康复、复位、拔罐等，主治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肩周
炎、骨质增生、类风湿性关节
炎、腿脚扭伤等，效果显著。

康平推拿

该店位于兴海路凌云家电
城东66米，是一家专业从事推拿
的老店，主治颈椎、腰椎疼痛，
椎间盘突出症，肩、膝、踝关节
综合症，扭伤引起的肌肉酸痛
等，腰椎、颈椎突出，一次即可
见效果。

美康中药美容院

位于正阳路中段百货大楼
西门对过，主治粉刺、痤疮、扁
平疣、酒渣鼻、祛痣、祛雀斑，各
种粉刺、点痣坑增生或凸陷、疤
痕、烧烫伤疤痕。17年专业老店，

签约治疗，无效退款。

康而福保健苑

位于泰安路中级人民法院
对面，以培训专业刮痧师和保
健为主，学员随到随学，结业后
颁发劳动部统一的中级保健刮
痧师证书，中心有多种病例可
供学习，感冒、失眠、关节病、各
种疼痛病、妇科病等。

享妍精英美容养生馆

位于威海路金海岸小学北
1 5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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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豚湾美甲

位于女人世界一楼女主角服
装店内，海豚湾美甲店是日照唯
一一家全国连锁美甲店，值此新
春佳节之际，该店联合推出优惠
大酬宾活动，原价30元美甲套餐
持本报仅需9 .9元。

福平牙科

位于望海路舒斯贝尔商业
街东港区医院西200米路南，治
疗项目包括各种疑难牙病，牙
齿不齐正畸，义齿种植修复等。
该店拥有一只技术力量雄厚，
临床经验丰富的牙医队伍。他
们大都有过在全国著名的口腔
专科医院工作学习的经历，累
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理
论知识。采用最大程度的无痛
治疗，尽量降低您在治疗过程
中的不适。

本版文/片 逛街记者 辛周伦 王在辉

厉氏庄园

位于莒县北关加油站北
邻，这里是爱好书法、刻字艺术
者的乐园。园主自幼酷爱书法，
其书法重传统，求新意，不断创
新，融会贯通，格调高雅。师从
名家沈立新多年，临习了颜真
卿《圣教序》、《兰亭序》，宋拓十
七帖以及王羲之法帖 (淳化阁
帖)等书法字帖。欢迎广大爱好
书法的朋友前来交流学习。

文心雕龙书画社

位于新玛特北侧向东 5 0

米，原新玛特字画专柜，主营文
房四宝、字画装裱、出售字画，
主要针对企业、单位、家庭用
画。

魏紫棠书画院

位于济南路与昭阳路交汇
处信合苑56号，主营名人书画、
文房四宝、工艺礼品、字画装
裱、画框定做、金石纂刻，适用
于个人收藏、家庭、酒店、企业、
办公室等装饰。

本报“逛街”版，免费为商家刊登各种优
惠信息，只要您有精彩的商品，愿意为日照
的读者提供特惠，都欢迎您联系我们！

主持人电话：
辛周伦18663392811
王在辉18663054680

《逛街》QQ群：321168665
微博：@齐鲁晚报今日日照新浪官方微博
微信：点击“朋友们”→“添加朋友”→“搜

号码”，输入qlwbjrrz搜索即可，或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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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店
内买相机可分期付款，轻松办
理，免手续费，免担保，无需抵
押。申请办理条件：身份证+社
保卡；身份证+银行卡；身份证+

驾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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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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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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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瓷复印机专卖

位于海曲路雪狼湖K T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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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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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拓电子科技公司

位于王府大街电子科技城
B1-3-4，主营联想电脑、惠普电
脑、打印机、复印机等系列耗材
销售及批发、专业加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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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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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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本报进店购物享9折优惠，更
有韩国其它好礼相送。

大长今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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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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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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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尔造型

位于昭阳路派出所北1 0 0

米，推出会员卡充值优惠活动，
进店消费满500元送价值280元
营养一次。该店店长曾在广东
唯美造型发型总监研修班深
造，曾担任东莞卡门国造型技
术顾问。

梳格造型

位于新市区文登路望海小
区西门沿街，该店VIP充值烫染
1折(烫238元折后24元)，洗剪吹1

元！活动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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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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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海曲东路大润发超

市对过日照芊田数码

电话：18663302201

地址：海曲东路15号
(友谊医院对过)

电话：13706339526

地址：海曲东路15号
电话：13906330029

地址：海曲东路友谊医
院西门南10米
电话：15898985898

地址：海曲中路129号，
雪狼湖KTV西100米
电话：13863328973

地址：济南路与兖州路
交汇处往东10米路北
电话：15666611667

地址：五莲路与景阳路
路口(荣信小区东沿街)

电话：18906333837

地址：威海路招商银
行对过
电话：13561920121

地址：正阳路31号太阳
城西门
电话：13516336817

地址：女人世界一楼B
-12下扶梯口处
电话：18906335583

地址：位于海曲中路
友谊医院南50米
电话：15315928655

地址：兴海路 (凌云家
电城东66米)

电话：13963306363

地址：正阳路中段百货
大楼西门对过
电话：13963066385

地址：泰安路中级人民
法院对面
电话：15163300311

地址：威海路金海岸
小学北150米
电话：18763319787

地址：新玛特南邻女
人世界一楼
电话：18206337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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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亮眼镜

位于泰安路市人民医院正
对面，迎新春感恩新老客户，推
出特惠隐形眼镜、美瞳、配镜套
餐等你来选择。配镜更有眼部
按摩仪、太阳镜、隐形眼镜、眼
镜清洗剂、润眼液·····等你来
领取！！！快快行动！！！

春明眼镜行

位于海纳商城西日照银行
东二楼 ,是多年老字号店。验光
配镜设备先进,是省市质检局验
光配镜合格单位。该店与传统

眼镜店不同的是:开放式自选超
市 ,店面位于二楼 ,费用低 ,所配
眼镜全市正规标价最低。配镜
一副30元起，累计五副送平均
价位一副。配镜片送镜架，买镜
架送镜片。青少年近视预防多
焦点镜、中老年渐进镜效果极
佳。

弱视、近视治疗中心

位于石臼天津路六中对
面，是一家专注视功能检测与
康复的综合服务机构。专业治
疗弱视、近视、复视，采用的是
纯粹的物理训练方法，不打针、

不吃药、不针灸，不按摩。免费
体验，满意再交费。无效全额退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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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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印象新年好礼多多。

厉氏庄园厉安彬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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