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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零时起执行，由每车次1 . 5元降为1元

小小棋棋手手和和老老爸爸一一起起对对弈弈
最美《我和爸爸下围棋》公益活动启动

叮叮方方讲围棋———《齐鲁
晚报》丹朱围棋公益课堂(第七
课)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来到快
乐的围棋世界！我是叮叮老师，
上一课讲了《棋道训练——— 静
坐》，今天一起来上第七课：《打
吃与吃子》。

叮叮老师：下子后，使对方
只剩下一口气，叫作“打吃”。

方方老师：棋子只剩下一口
气时，叫作“被打吃”。

叮叮老师：把对方棋子的气
全部围住，叫作“吃子”。

方方老师：被吃掉的棋子必
须全部拿出棋盘，叫作“提子”。

叮叮老师：图中的△，就是

能吃掉白棋的黑子。
叮叮、方方老师：下面我们

一起来诵读魔法口诀：打吃与吃
子：要想吃棋围上去，棋子没气
赶紧提，只剩一气叫打吃，你不
逃跑我就提。

近代围棋真正称得上一个
时代的王者，一是吴清源，二是
李昌镐。李世石一代天骄，惊才
绝艳，但被两位王者稍微拉了一
点距离，应该是统领棋坛的时间
稍微短了些，就到了群雄并起的
诸侯争霸时代。

我们谈论吴清源和李昌镐
的天才，却淡化了他们的努力，
吴清源当年打日本棋谱，打得拿
书的手指弯曲了，李昌镐平均每

天十六个小时的摆棋，其实，这
才是他们登顶王者的根本。

柯杰、朴廷桓都是中韩的领
军人物，都是“90”后，都是一样
对围棋勤奋，一样对胜负执着，
看他俩在弈城围棋网上的对局
数量，就知道造就一个王者有多
么的不易。

天道酬勤，上天从不会亏欠
一个努力的人。

张鹏

(第六轮第三关)

有奖征答活动：每过一关，除奖品外，累计10分，连闯五关的围棋爱好
者，嘉奖价值180元的“丹朱围棋教学对弈平台卡”，一起来吧！

第三关
双活，黑先，如何下？
将答案图发送到：“丹朱围棋微信公众平台“danzhu6666”即可。
请上期将正确答案发到微信公众平台(danzhu6666)的围棋爱好者，去

《齐鲁晚报》丹朱围棋训练营领奖。

《齐鲁晚报》丹朱围棋公益
训练营，举行了最美《我和爸爸
下围棋》公益活动，来自烟台丹
朱围棋的多名小朋友，正襟危
坐，聚精会神地和爸爸对弈起
来。

吕奕霖和爸爸，曲泓霖和

爸爸，王清霖和爸爸，他们之间
认真对局，下得分外精彩，父子
对弈，其乐融融，留下了珍贵的
照片，这次活动家长的参与，加
深了和孩子的感情，加强了家
庭氛围，和孩子一起完成了“快
乐的围棋之旅”。

天道酬勤

小棋手
和爸爸一起
下围棋。

【过关斩将】第六轮第二关答案图片 【过关斩将】第六轮第三关图片

围棋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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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叮方方讲围棋——— 公益
课堂图片。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王
永军 通讯员 翠松) 记者从
烟台市物价局了解到，从12月
17日零时起，车用天然气销售
价格每立方米降低0 . 70元，同
步调整出租车燃料附加费，由
每车次1 . 50元降为1 . 00元。

近期，国家发改委和省物
价局分别下发《关于降低非居
民用天然气门站价格并进一
步推进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通
知》，从2 0 1 5年1 1月2 0日起降
低非居民用天然气门站价格，
每立方米下调0 . 70元，并进一
步推进价格市场化改革，将非

居民用气由最高门站价格管
理改为基准门站价格管理。

降低后的最高门站价格
水平作为基准门站价格，供需
双方可以基准门站价格为基
础，在上浮 2 0 %、下浮不限的
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门站价
格。方案实施时门站价格暂不
上浮，自2016年11月20日起允
许上浮。

根据国家和省相关政策，
结合烟台实际，经市政府同
意，从1 1月2 0日起，烟台非居
民用天然气门站价格每立方
米降低0 . 67元，市区非居民用

天然气销售价格每立方米降
低0 . 70元。

从12月17日零时起，车用
天然气销售价格每立方米降低
0 . 70元，同步调整出租车燃料附
加费，由每车次1 . 50元降为1 . 00

元。降价后，全市用气企业年将
减少支出约2 . 15亿元，其中市区
用气企业年将减少支出约1 . 3

亿元，用气企业进一步享受到
了国家价格改革红利。

据了解，一年多以来，市区
出租车燃料附加费已经不止一
次调整。从2014年10月23日零时
起，在芝罘区、莱山区、开发区、

高新区、福山区、牟平区范围内
营运的客运出租汽车，燃料附
加费收取标准，由每车次1 . 50元
调整为1 . 60元。

从2015年6月6日零时起，
在芝罘区、莱山区、开发区、
高新区、福山区、牟平区范围
内营运的客运出租汽车，燃料
附加费收取标准，由每车次
1 . 60元调整为1 . 50元。

从12月17日零时起，车用
天然气销售价格每立方米降
低0 . 70元，同步调整出租车燃
料附加费，由每车次1 . 50元降
为1 . 00元。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王永
军 通讯员 王华娟) 14日中午
12时许，莱山高速交警大队民警宫
凯、迟平立在巡逻至134公里处时，
发现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有一名
老人在逆向行走，此时正值驾驶员
疲劳期间，一不留神就可能造成死
亡事故。

两名民警急忙将车停在应急
车道叫停老人并设好安全措施。民
警经过对老人反复细致地询问得
知，老人是附近村庄的人，想从养
马岛收费站下高速回家。

此处距离养马岛收费站还有
近7公里的路程，一路非常危险。最
后民警让老人上车将老人送下收
费站。

老人高速上逆行

民警热心救助

蓬莱搭建政府引导基金

与产业项目平台

本报12月16日讯(专刊记者
赵玲玲) 12月19日开发区金

东海宁皮草城免费鉴宝啦，报
名截至12月18日下午5点，这是
获得跟专家亲密接触的最后机
会，对于藏友来说，错过了将是
一大憾事，请藏友们抓紧时间
报名。

“我平时喜欢在古玩市场
等地淘宝，又不知道淘来的是
真宝还是假宝，正好你们举办
免费鉴宝活动，俺也想参与一
下！”陈老先生说。这几天，记
者接到的电话太多了，没想到
烟台老百姓还真喜欢收藏。目
前，报名的人数在不断增加，

在报名过程中，藏友们最纠结
的问题就是怕自己的东西不
好，拿出来让大家笑话。主办
方举办此次鉴宝活动旨在请
专家现场坐镇，不但为藏友们
辨别真伪，也能讲解一些鉴别
藏品的知识，为您的收藏与投
资给出专业建议。到场的藏友
们也可互相交流收藏心得，分
享经验。所以，无论藏品是大
是小，只要您想请专家鉴定，
都可以报名参加。

此次鉴宝活动完全免费，
不收取任何费用，分为字画、陶
瓷、玉器、青铜器、家具、杂项等
类别。活动当天，二位收藏专家

现场坐镇，为您的藏品找到“出
身”。报名者可以看到专家鉴定
各种古玩文物真伪的全过程，
还可以与专家交流，向专家提
问。

现场鉴宝顺序由报名先后
决定，早报名就能早“占座”，报
名截至12月18日下午5点。专家
在等你，赶快行动吧！

活动时间：12月19日上午
9：30

活动地点：开发区金东海
宁皮草城负一楼

乘车路线：26路、27路、44

路，金东小区站下车

1199日日，，免免费费鉴鉴宝宝等等你你来来
报名截至12月18日，拨打15564541718、18866650106报名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王永
军 通讯员 葛丽莹) 记者从蓬
莱市财政局了解到，蓬莱搭建全省
首个政府引导基金与产业项目平
台，让基金和企业项目可以及时对
接。

该平台以蓬莱市财金投资有
限公司网站为载体，主要包括基金
库、产业项目库等不同模块。通过
定期发布省内外存量和增量产业
基金的规模、投向和联系方式等，
让企业项目及时了解基金信息。

平台汇集由各产业办分类细
化包装的产业项目，向各基金推
介，并选推优质项目纳入省、市政
府基金投资项目数据库，让基金了
解全市产业项目优势，实现基金主
动来蓬莱投资。

报名方式

电 话 、短 信 报 名 ：
15564541718、18866650106；网络
报名：请加入QQ群 122672394

注意事项：
报名时请提供姓名、联系

方式、地址、藏品数量、名称及
类型等信息，工作人员登记后
会告知报名者报名序号，请记
好报名序号。

每位藏友可携带1-5件藏
品到现场进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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