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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今日聊城

今天看电影半价

《建党伟业》

片长 120 分钟 票价 25 元

场次：09：40 10：15 10：50

11：25 11：50 12：25 13：00

13：35 14：00 14：35 15：10

15：45 16：10 16：45 17：20

17：55 18：20 19：00 19：35

20：05 21：10

《男得有爱》

片长 80 分钟 票价 20 元

场次：11：35 15：05 20：20

《超能游戏者》

片长 90 分钟 票价 20 元

场次：13：10 18：30

《湘江北去》

片长 110 分钟 票价 20 元

场次：16：30

《功夫熊猫 2》3D

片长 90 分钟 票价 30 元

场次：10：30 12：05 13：45

15：20 17：00 18：40 20：10

《功夫熊猫 2》

片长 90 分钟 票价 25 元

场次：20：40

鲁信影城聊城金鼎中心
店提供

(凌文秀 整理)

聊城
21 日，晴转多云，南风 3 ～

4 级，22 ～ 33℃

22 日，多云转阴有小到中

雨，南风 2 ～ 3 级，2 3 ～

30℃

23 日，阴有小雨转多云，23

～ 31℃

周边

济南 晴 25 ～ 34℃

德州 多云 23 ～ 34℃

泰安 多云 22 ～ 33℃

菏泽 晴转多云 23 ～ 34℃

青岛 晴转多云 18 ～ 25℃

(王健 谢晓丽)

宝贝李远航———

33℃，连风也是热的

大家注意，有帅哥出没！我

是李远航，今年 7 岁了，在城区

民主小学一年级六班上学。

我喜欢画画，小时候经常把

家里涂得乱七八糟，幸好爸爸妈

妈没有一味制止，而是合理加以

引导，才让我的爱好得以保留，

现在还小有成就。我还对妈妈做

的饭很感兴趣，特别是茄子泥，

我百吃不厌的同时曾多次虚心请

教，希望妈妈能将秘诀传给我。

天气预报说，最近受冷空气

影响可能要变天。不过变天归变

天，今天依然比较热，最高气温

达 33℃ ，估计连刮的风都得是热

的。

征集启事
本报长期免费征集“聊天”

宝贝。可登录本报论坛 ( h t tp : / /

bbs.qlwb.com.cn/)今日聊城宝贝“聊

天”版块报名，上传宝贝照片及个

人小资料(姓名、出生日期、所在幼

儿园或学校、个人爱好、联系电话

等)，咨询热线：8451234。报名者也

可到麦道面包兴华东路店或东昌

东路店咨询报名。

聊城—茌平郝集城乡公交今日开通
前 3 天乘车免费

聊城交运集团凤凰公司今日

开通聊城—茌平郝集乡城乡公交，

一小时一班，全程票价 7 元。21、

22、23 日，旅客可享受免费乘车优

惠。

据了解，聊城至郝集线路先期

投放中档客车 6 部，该线路由香江

发车区发车，途径开发区、蒋官屯、

广平、李海子、杜庄、乐平铺、二十
里铺、英布刘、温坊、郝集、信发电

石厂等。聊城发车时间为早 7 点至

晚 18 点，郝集发车时间为早 6 点

半至晚 17 点半。

(刘云菲 柏松 赵洁)

本报聊城 6 月 20 日讯(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王庆友) 海

源阁图书馆七一后免费开放，目

前已开始免费开放试运行。

据介绍，海源阁图书馆是聊

城市唯一的市级公共图书馆，也

是市区唯一的公共图书馆，建筑

面积 3000 平方米。馆内现设阅

览坐席 100 余个，电子阅览室坐

席 70 个；现有纸质图书 20 余万

册，数字文献资源量达 2 . 6TB

(包括电子书、电子期刊、动

漫、影像等)，资源种类比较丰

富。

为确保七一后顺利免费开

放， 16 日起，海源阁图书馆提

前半个月免费开放试运行，以便

根据试运行中发现的新问题、新

情况对相关设备设施、管理制度

进行调整和完善，并根据读者需

求逐步开展文献检索与咨询、公

益性讲座和展览流动图书等免费

服务项目。试运行期间，对读者

办证、续证实行免借阅费、工本

费，阅览室、多媒体教室免费浏

览，馆内公共电子阅览室免费上

机等。

近日，聊城市开展非法添

加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食品

和食品添加剂市场专项清查
行动，组织人员对辖区内所有

经营户进行拉网式检查，检查
食品经营户 5826 家，检查批

发市场、集贸市场等各类市场
138 个，未发现类似“邻苯二

甲酸酯类物质”的添加剂和台

湾产的相关产品。

(谢晓丽 庞慧婷)

到 20 日，聊城市公路局

完成了辖区公路绿化苗木夏
季管养工作，并在多条国省道

放置公路文化景观石。据介

绍，该项工作 5 月 1 日启动，

本计划到 30 日完成。

(杨淑君 李刚)

海源阁图书馆七一免费开放

本报聊城 6 月 20 日讯

(记者 谢晓丽) 根据聊

城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

报，明后天将有小到中雨，

地里还有小麦没收割的得

抓紧了。

20 日，聊城市气象台

预计本周前期天气以多云

为主，中期有一次冷空气

过程，22 ～ 23 日多云转阴

有小到中雨，周末阴转多

云。目前，麦收已经接近尾
声，农民朋友得抓紧抢收

抢晒小麦，做好夏播准备

工作。

明后天有小到中雨

小麦得抓紧抢收了

本报聊城 6 月 20 日讯

(见习记者 任洪忠) 近期

患皮肤病者明显增多，20

日，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主

任、副主任医师栾红提醒

说，夏天是皮肤病高峰期，

得了皮肤病别搔抓烫洗。

20 日，记者走访了市
区多家医院和门诊，发现皮

肤病患者明显增多。栾红

说，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为此

还专门增加了一个诊室。

栾红说，皮肤病分为带

状疱疹、水痘等病毒性皮肤

病和荨麻疹、丘疹荨麻疹等

过敏性皮肤病。荨麻疹的病

因较复杂，可以由药物、食
物、尘螨、花粉等引起；丘疹
荨麻疹患者多为儿童，潮

湿、蚊虫叮咬等都可导致，

由于个体差异，搔抓会继发

感染。对于预防和治疗皮肤

病，了解自己过敏源的要防

止接触过敏源，比如花粉、

食物等；瘙痒的地方，不能

搔抓烫洗；有了症状要及时
就医，防止继发感染。

皮肤病别搔抓烫洗

排列 3 第 11164 期中奖号码：

6、8、9

排列 5 第 11164 期中奖号码：

6、8、9、1、7

大乐透第 11071 期中奖号码
前区：27、31、33、34、35，后

区：04、06

12 选 2 第 11071 期中奖号码：

04、06

联网 22 选 5 第 11164 期中奖
号码：01、03、13、14、21

兑奖有效期为 60 天，逾期作
弃奖处理。

欢迎加盟“剪便宜”

“剪便宜”报角优惠信息在

每周一到周五报纸的报耳位置

刊出，由本报联合聊城的餐饮

酒店、旅游、商业、家电、家

居建材、教育培训机构、通

讯、美容保健等众多商家，提

供打折、优惠信息，凭此报角可

享受打折、抵用等多种优惠。

如果您也想成为本报的

“剪便宜”联盟商家，可拨打

本报电话 8 2 7 7 0 9 2 与我们联

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