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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六风光摄影专题讲座开讲
上午听讲座，下午专业老师指导外拍

□记者 田晓晨

生活日报11月23日讯 上周

日，本报读者俱乐部举办的摄影讲

座，受到摄友们的好评，好多摄友

反映希望多多举办摄影讲座。为了

满足大家的愿望，本周六，本报读

者俱乐部再次举办摄影讲座。

此次讲座由本报读者俱乐部

联合济南市图书馆、山东彩虹摄影

俱乐部共同举办，讲座主题为“大

道至简——— 风光摄影大型专题讲

座”，本次讲座邀请有多年风光摄

影教学经验的师造化老师与各位

摄影爱好者交流。

师造化，风光摄影控，华盖创

意签约摄影师，摄影杂志特邀摄影

师，佛顶山荣誉摄影师，风光摄影培

训讲师。“现寓居鲁度山，有瓦屋三

间，薄田一分。不为获奖去拍片，只

因兴趣而为之。”这是师造化的自我

简介和对摄影的态度。摄影作品参

展韩国清州文化周、中日韩城市摄

影展，并多次在全国获奖。

本次讲座将为摄友们讲授风

光摄影的基本知识，熟悉最常用的

操作、构图、曝光、用光、滤镜、纽摄

三原则等，特别适合摄影初学者学

习，通过讲座了解风光摄影的基础

知识以便于运用到实际的拍摄中。

另外，讲座结束后，下午还将

为摄友们安排户外拍摄课程。当

然，此次活动也为大家准备了精美

的小礼品哦。喜爱摄影的朋友们，

抓紧报名吧。

活动时间：11月28日9:30-12:00(本

周六)

活动地点：济南市图书馆新馆(槐

荫区省会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北侧)

活动费用：免费

活动流程：

9:30～10:00签到领取礼品

10:00～12:00正式讲课

15:00～17:00黑虎泉外拍

报名方式：1 .关注本报读者俱

乐部微信公众号，发送“摄影+姓名

+电话+会员卡号+人数”

2 .电话报名：85193404

赏非洲美景 学摄影技巧
三百位摄友冒雨听讲座

□记者 田晓晨

生活日报11月23日讯 22日,
本报读者俱乐部与九州摄影俱乐

部联合举办的“生活大讲堂—从

非洲之行谈旅途中的摄影”在龙

都国际大酒店如期举办。虽然下

了一天的小雨，但丝毫没影响摄

友们的热情，三百摄友冒雨前来。

距离活动正式开始还有一个

多小时，陆陆续续就有摄友到来，签

到、模特拍摄、歌舞表演，现场

热闹非凡，大家纷纷拿出

自己的“长枪短炮”开始

“咔嚓之旅”。热场结束

后，本次活动的重头

戏讲座也即将开始

了。本次生活大讲堂

邀请到了省摄影协会

主席侯贺良先生为摄影

爱好者分享他的“非洲之

旅”，与摄友们共同探讨旅游

摄影技巧。

“今天来到这里，不是讲课，是

一场分享会，是与在座的每一位爱

好摄影的朋友们分享我非洲旅行的

所见所闻，分享纳米比亚这个神秘

又迷人的地方。”讲座现场，侯贺良

先生结合自己的摄影理论知识与这

趟非洲之旅行的所见所闻，边欣赏

边分析，为摄友们上了一堂关于旅

行拍照技巧的知识讲座。

“这次讲座真是太棒了！

感觉自己像是跟着

侯老师一起去旅

行，一起穿越

了纳米比亚

的 红 色 沙

漠、一起走

进了纳米比

亚的原始村

落，还学到了

这么多实用的

摄影技巧。真想有

机会我也能去非洲，把今天侯老

师非洲之旅的美丽风光重走一

边。”刚刚开始接触摄影的小郑激

动地对记者感慨。

除了收获了满满的知识之外，

还有不少摄友在抽奖环节中成为本

次活动的幸运宠儿。“真的很意外，

第一次参加咱的活动就抽中了一等

奖，太激动了。今天这趟行程太值

了，侯老师的讲课非常有意思，像是

在听故事又像是在看电影，收获颇

多。”摄友徐靖激动地说。

俱乐部优惠商家扩容

新增免费洗车服务商家

快来“健康生活馆”挑好礼吧
本报微店持续低价团购，绞肉机、按摩器、净水器等热销中

□记者 范洪雷

本报读者俱乐部微店上线以

来，所精选的品牌产品也越来越

多，我们更是致力于将微店打造成

高品质的“健康生活馆”。目前，微

店所有产品持续低价团购中，绞肉

机、按摩器、净水器等家居必备良

品应有尽有，总有一样适合您，赶

紧来挑选吧。

按摩器、净水器继续受热捧

佳乐美按摩“神器”一上线，就受

到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尤其是中老年

市民，年纪一大，稍微干点活儿，就容

易腰酸背痛。这时，躺在家中，使用这

款机器按摩一番，那可是相当舒服。

厂家向记者介绍称，这款按摩

“神器”按摩发力的马达强劲有力，

“手劲”大，但是没有噪音，非常人

性化。此外，它独有的54种按摩模

式,让您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想按

哪儿就按哪儿，各个部位全方位都

能得到极好的按摩享受，是您理想

的私人“按摩师”。

具有超级过滤功能的澳柯玛

净水器也持续热销中，它采用现代

过滤新技术中空纤维超滤技术，浓

缩和分离自来水中的大分子货胶体

物质，并最大限度地截留细菌，保证

让您和家人喝到最纯净的水。

绞肉机等精品入驻生活馆

除此之外，微店还有老年手

机、绞肉机、血压计、豆浆机等品牌

产品供您挑选。如海尔品牌老年机

精致耐用，超高性价比，大按键大

字体，音量高，专为老年人定制；喜

莱家绞肉机选用的是精钢四刀，高

速神转，能绞肉、菜、贝类等等，而

且仅需8秒的时间，就可绞出多达

2L的馅料，让您不再为剁馅发愁。

俱乐部所有产品都是本着健

康、时尚、家居的原则所精选的，应广

大读者的要求，还将会有更多品牌

的生活必备良品入驻微店，使我们

的微店成为您的“健康生活馆”。

为了回馈广大读者，价格均为团

购价。您可以登录微店，选中商品后，

一键式下单，24小时内免费送货上

门；您也可拨打俱乐部85193558或
18660775687订购。同样，我们更欢迎

读者来大众传媒大厦26楼生活日报

读者俱乐部现场体验产品。

□记者 田晓晨

生活日报11月23日讯

最近要说什么电影最火爆，

那一定是《火星救援》了。这

部本年度太空科幻电影，本

周六“生活周末影院”就为大

家放映。

该片根据安迪·威尔的

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由于

一场沙尘暴，马克与他的团

队失联，孤身一人置身于火

星面临着飞船损毁，想方设

法回地球的故事。

“生活周末影院”是本报读

者俱乐部联合鲁大影城为会员

打造的公益电影专场，只要是

生活日报读者俱乐部会员就能

以10元的优惠价格看大片。

“生活周末影院”采取微信

抢票方式报名。参加抢票必须

是读者俱乐部会员，关注“生活

日报读者俱乐部”微信，转发活

动消息并截图，发送“电影+姓
名+会员卡号+电话”即可。

成功报名的读者，于11
月28日(本周六)下午2点，到

鲁大影城凭俱乐部会员卡入

场即可。如果您还不是读者

俱乐部会员，关注读者俱乐

部微信并注册会员，10元看

大片的会员福利马上拥有！

温馨提示：1、鲁大影城

地址:文化西路10号，历下大

润发西行150米路南，电话：

69957269。2、关注“生活日报

读者俱乐部”微信；下拉菜单

“会员区”,找到“会员注册”

即可注册微信会员。

咨询电话：8 5 1 9 3 4 0 4
86193868

□记者 田晓晨

生活日报11月23日讯 为

了方便俱乐部会员享受免费5
次洗车的福利，俱乐部又新增

加免费洗车服务商家。本次新

增的汽车服务商家，除了提供

“免费洗车”服务的商家外，还

增加了10元洗车以及15元洗

车的优惠商家(详见俱乐部微

信公众账号“优惠商家”菜

单)，同样，只要您持本报俱乐

部会员卡到店即可享受这样

的优惠。

生活日报读者俱乐部联

盟商家，是俱乐部协调商家

资源为会员搭建的优惠平

台，目前，读者俱乐部联盟商

家达 6 0余家，包括汽车服

务、餐饮、影院等。

新增免费汽车服务商家

浩洋汽车服务中心

优惠：全年免费5次洗

车；全年27项免费检测；首

次进店送防冻玻璃水、300
元维修工时费代金券

地址：天桥区义和街5
号(济南眼镜市场东首)

御驰坊汽车服务生活馆

优惠：全年免费洗车3次；

1次免费消毒(价值238元)
地址：清河北路66号(泺

口服装城西100米路北)
车之翼

优惠：全年免费充氮气；

全年20项检测

地址：槐荫区幸福街8
号山东汽配城C座西北角

活活动动回回顾顾

扫扫一一扫扫
关关注注俱俱乐乐部部

三百摄友冒雨前来学摄影技巧。

多功能绞肉机，

绞肉、碎菜、搅拌、做

辅食样样在行，绞肉

迅速，只需8秒钟。

喜莱家绞肉机

多种力度调节，

可适当增减力度，高

档PU皮革面料，易打

理，皮肤不过敏。

佳乐美按摩器

一锅多用，炒

菜 、火锅 、烧烤 、煎

锅、炖煮，全身水洗、

不易粘锅。

艾美特多功能锅

无 网 聚 流 技

术，不锈钢太极旋

磨刀，底盘均衡加

热，双层保温结构。

欧科保温豆浆机

大按键、大字体、

高亮聚光手电筒；FM

独立外放收音机，多

功能语音王。

海尔HM-M209
老人手机

大屏幕显示，

专为老年人设计，

高压预警。赠电子

体温计一台。

欧姆龙血压计

采用现代过滤

新技术中空纤维超

滤技术，滤芯可反

复清洗，寿命长。

澳柯玛净水器

持优惠套票，

平均花10元就能听

场相声。

芙蓉馆曲艺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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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救援》来了
生活周末影院10元抢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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