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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画出出你你心心中中最最帅帅气气的的爸爸爸爸
本报“我给爸爸画张像”主题活动有奖征集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陈
莹 实习生 张宁） 你心中
的老爸是什么样的？帅气的？严
肃的？温暖的还是超能的？本报

“大悦城·我的爸爸是暖男”之
“我给爸爸画张像”主题绘画活
动即日启动。面向烟台小朋友
有奖征集，不仅给爸爸送一份
特别的礼物，还有机会赢取精

彩的音乐剧门票。
“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

了，小朋友们又可以得到一份惊
喜，收到爸爸妈妈精心准备的礼
物。然而爸爸妈妈为了给孩子们
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
每天都奔波劳累，非常辛苦。今
年“六一”孩子们也送爸爸一份
礼物吧，用你手中的画笔，尽情
发挥，画出你心中的爸爸。

自本报启动“大悦城·我的
爸爸是暖男”活动以来，得到很
多市民的关注和响应。从今天
开始，本报将推出“我给爸爸画
张像”主题绘画有奖征集活动，

面向烟台的小朋友征集向爸爸
表达爱意的绘画作品。届时我
们将把作品放在“齐鲁壹点”手
机客户端上，经网友投票选出
20名获奖的幸运小朋友，将会
得到6月13日至14日大悦城喜
羊羊音乐剧的门票。

作品征集时间：5月26日至
6月1日；作品投票时间：6月2日
至6月7日。

参与方式：1、5月26日至6月1

日期间，小朋友为爸爸画像；
2、把画像拍下来（原作品

须保留），发送到新浪微博@今
日烟台或今日烟台微信公众平

台（微信号jinriyantai）；
3、注明孩子姓名、年龄、性

别、家长姓名及联系方式等信
息；

4、. 6月2日，小编把作品放
到齐鲁壹点客户端进行投票；

5、6月7日活动结束，评选
出20位获奖小朋友，获奖的亲
们须凭画像原件及家长有效证
件领取奖品。

温馨提示：本次活动征集
的作品可由手机或相机拍下

（原作品须保留），将电子版发
送到今日烟台新浪微博或微信
公众平台。

黑黑白白对对弈弈，，棋棋盘盘上上显显神神通通
芝罘社区围棋联赛下月举办，明起接受报名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陈莹
通讯员 张鹏） 烟台芝罘社

区围棋联赛燃起战火，14支社区
强队，捉对厮杀，谁能成为王者？6

月22日，由芝罘区体育发展中心
主办，《齐鲁晚报》、烟台市芝罘区
围棋协会和烟台丹朱围棋承办的

“快乐健身·围棋欢乐行”大型系
列活动之——— 2015第五届烟台芝
罘社区围棋联赛将正式启动。

为支持烟台市全民健身活
动，全面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
例》，大力倡导“人人热爱体育，全
民强身健体”的理念，促进烟台市
体育事业的广泛深入开展，不断
提高烟台市广大群众文体生活质
量。在芝罘区体育发展中心的指
导下，《齐鲁晚报》、烟台市芝罘区
围棋协会、烟台丹朱围棋将联合
举办“快乐健身·围棋欢乐行”大
型系列活动之——— 2015第五届烟
台芝罘社区围棋联赛。此活动将
展示传统的棋艺竞赛，弘扬中国
民族文化，进行棋道文化宣讲，发
扬时代和谐精神。

围棋运动一直深受烟台市民
的热爱，作为一项国粹，养德益
智、博大精深，承载着众多中国人
的爱好和梦想。作为一项智力运
动，围棋能够有效培养参与者的
大局观和战术素养，作为一种沟
通手段，围棋能够有效使陌生人
之间达到心灵和精神层面的认同
和交流。

2002年以来，烟台涌现出33

位山东省冠军，3位棋手获得职业
棋手殊荣，少年儿童培训在山东
省名列前茅。

这这个个夏夏天天，，买买车车无无需需东东奔奔西西走走
烟台夏季汽车惠民促销展让你一站式购车无忧

错过4月车展买车的小伙伴
们，还在伤心难过吗？把握现在的
机会，来2015夏季汽车惠民促销
展吧！烟台汽车文化节组委会为
回馈港城广大市民长久以来的支
持，考虑到炎炎夏日给广大准车
主们带来的看车不便，特举办夏
季汽车惠民促销展。6月12日-14

日，你只需来到烟台国际博览中
心，即可免费观展，并亲身体验真
正的惠民促销展。炎热的季节，冰
点的价格，快快来带走您的爱车
吧。

免费观展

最大程度让利于市民

此次车展，采用室外布展形
式，地点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的
室外广场，展区上空搭建帐篷，
为观展市民遮阳挡雨。本次车展
不收取门票，免费观展，其根本
目的是以最大的优惠让利于港
城市民，让市民得到最大实惠。

本 次 车 展 展 出 车 型 达 上
千款，基本涵盖了烟台市面上

所有车型，无论您是想买国产
车、合资车，还是进口车，不妨
来 夏 季 汽 车 惠 民 促 销 展 看 看
吧，价格绝对最低，一定不会
让您失望。为啥这么说呢？因
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汽车的
销售颓势一直没有消减，车商
想完成上半年销售计划，为了
冲击销量，肯定会在这次的 6

月夏季车展上使出浑身解数，
届时，千余款汽车将集中释放
优惠。可以说这是烟台展车的
集中“大聚惠”，市民可不要错

过。

荧光彩色跑

音乐狂欢节让你乐不停

本次车展不但优惠给力，活
动也是用心安排。名爵-锐腾杯
烟台首届“荧光彩跑节”将于6月
1 3日在烟台体育公园开跑。届
时，参与活动的市民可以享受一
场色彩的盛宴。

荧光彩色跑结束后，在终
点 区 舞 台 将 举 行 一 场 激 情 洋

溢、青春四射的音乐狂欢节。届
时，大家一起把手中的彩色粉
向空中抛撒，在空中汇集成绚
丽彩虹，每个彩色跑者也都会
像调色板一样色彩缤纷，开启
一场色彩斑斓的酷夏狂欢音乐
节。这将是你所见过的最炫酷
的完赛派对。看到这里，如果你
对此活动心动不已，就赶紧报
名吧。

关注微信号“烟台国际车
展”yantaiguojichezhan了解车展最
新动态及活动，快快加入吧。

我们邀你

分享父爱故事

1、将你和父亲的故事以电子
邮件的形式告诉我们，参与“我的
爸爸是暖男”评选活动。

2、将你从小至大与父亲的合
影，以故事的形式发送给我们。如
果你对自己的拍摄和翻拍技术有
十足的信心，可以将照片翻拍成电
子版发送给我们。同时附上500字左
右的短文，可以是祝福，也可以是
你的感悟或者是你与父亲的故事。

3、写一封给父亲的信吧，将你
的心里话告诉他。信件可以是电子
版，也可以是手写版。若是手写版，
请您用手机、相机拍摄成照片，发
送给我们。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
润利大厦1603室 陈莹(收)；也可以
发送至电子邮箱1658945160@qq.com，
邮件最后附上姓名和联系方式。

少儿书画大赛

下月举办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陈莹

通讯员 孙小钧） 由市文广新
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烟台市
2015“庆六一”少年儿童书画大赛
暨书画展将于2015年6月在烟台市
文化馆展厅举办。据了解，本次展
览的少年儿童书画作品，均来自于
烟台市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作品
内容涵盖国画、色彩和儿童画等美
术作品，以及软笔书法作品。

近日，烟台市地税局牟平分
局举办了税收征管规范全员培
训，100余名税务干部参加了培训。
此外，该局已把税收征管规范的
试运行情况纳入年度绩效考核
中，并将用一个月时间，开展督导
调研活动，确保税收征管规范落
地。 通讯员 吴玉晓 杨志光

牟平地税稳步

推行税收征管规范

我的爸爸是暖男
大大悦悦城城··

黑白对弈 棋盘鏖战

扫描二维码

获取车展最新动态及活动

一、活动流程：
实行团体赛制。共有14支

队伍参加此次比赛，每队注册6

人（4人参赛、2人替补），设主将
制。

比赛不设年龄、水平、地
域等限制。以街道办事处为
单位，经选拔进入前六名、注
册后即可参加比赛。
二、比赛时间：

1、报名时间：2015年5月
28日—6月15日

2、比赛时间：2015年6月
22日（以后每周日下午5点开
始）
三、报名地点：

1、到各街道办事处报名。
2、齐鲁晚报《今日烟台》

报名。
四、比赛方法：

比赛采用2002年围棋竞
赛规则，每方50分钟包干制。
双方胜局数为3：1或4：0时，胜
方得2分，负方得0分；双方胜
局数为2：2时，主将胜方得1 . 5

分，负方的0 . 5分。比赛结束总
积分相同的，胜局数多者列
前。
五 、咨 询 电 话 ：6 6 1 9 8 6 0
13854544777。

围棋欢乐行（社区个人组）。（照片由芝罘区围棋协会提供）

2015行将近半，而随着
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围棋
活动正在活跃起来。

在烟台市芝罘区体育
中心打造体育强区，在“一
社区一特色一品牌”的指导
下，围棋比赛如雨后春笋，1

月2日，烟台华鑫大众棋院
承办的“围棋最强冠军赛”
率先引航，1月3日，烟台丹
朱围棋承办的“芝罘区社区
小棋王赛”火爆登场，2月24

日，慧童棋院主办的“烟台

棋王赛”再燃战火，5月1日，
芝罘区围棋协会主办，烟台
丹朱围棋、开发区新星文体
中心联合承办的“招商地产
杯”全国少儿围棋精英赛

（烟台赛区），决出的冠军赵
鸿宁将代表中国飞赴韩国参
加中韩对抗赛，5月3日，芝罘
区“快乐健身·围棋欢乐行”
大型围棋活动——— 第五届烟
台芝罘社区围棋联赛（个人
赛）圆满收枰，围棋活动如火
如荼。

《齐鲁晚报》棋院，中国
围甲王者，三名世界冠军领
衔，齐鲁晚报《今日烟台》烟
台地区十万发行量。

烟台丹朱围棋，最创新
的围棋教育，快乐围棋倡导
者，将儿童成长元素融入围
棋教学。

《齐鲁晚报》和丹朱围棋
相遇，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
花？2015，他们想让围棋飞。
烟台市芝罘区围棋协会主席

张鹏

2015，让围棋飞
纹枰论道

具体活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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