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的热爱、对美丽中国的描绘，退休职工作品均可参
加。
此次参赛作品为作者原创作品，作品尺寸统一
为 90cm×90cm 或（宽 90cm×高 120cm）以内，送
交的作品统一由市总工会装框展出。
征稿时间：2017 年 5 月 15 日―6 月 10 日；
交稿方式：各单位填写参赛作品报名表，作品报送至
芜湖市工人文化宫。报名表可在市总工会网站下载
或关注手机客户端《身边芜湖》APP 工会服务。
联系人：
周振明
电话：13965161657 0553-3854598
邮箱：wuhugrwhg@126.com

淡 淡 粽 叶 香 ，点 点 祝 福 情 。
端午节将至，芜湖市总工会准备
了 1000 份价值 123 元的大礼包
赠送给全市工会会员，凡是持有
芜湖市总工会工会会员卡的职工
皆可参与！未办理工会会员卡的
职工可由单位工会统一到工行中
山路支行（联系电话：3810935）
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联系电话：
3889098）各网点办理。
参与方式：登陆“身边芜湖”APP

2017.5.26/ 星期五 FRI

中“工会服务”-“会员抢吧”参与
活动；
活 动 时 间 ：2017 年 5 月 24 日
21：00；
领取时间：2017 年 5 月 26 日、27
日每天 9：00-17：00 在芜湖市职
工服务中心（文化路与赭山路交
叉口原水务局大楼）领取。
联系电话:12351。
（五芳斋鲜肉粽两只，五芳斋
蛋黄粽两只，神丹油黄咸鸭蛋 8
枚，
金龙鱼纯芝麻油 4 瓶）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中央电视台—1(综合频道)
09:25 彭德怀元帅(27-29)
13:13 木兰妈妈(12-15)20:05 星光大道
中央电视台-2(财经频道)
10:15 消费主张 10:46 回家吃饭
12:30 生财有道 18:27 2017 中国大能手

中央电视台-3(综艺频道)
10:24 黄金 100 秒 12:05 回声嘹亮
15:04 舞蹈世界 21:00 开门大吉
中央电视台-4(中文国际频道)
09:30 中国文艺 14:16 陈赓大将(12-15)
18:45 国家档案 20:00 国家记忆

中央电视台-5(体育频道)
08:01 少林达摩剑 09:51 谋杀似水年华
16:33 欧洲冠军联赛半决赛第一回合(摩纳哥-- 14:01 开心勿语18:18 跨国大追捕之折翼的天使
尤文图斯)
中央电视台-8(电视剧频道)
19:25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第 11 轮(广州富 07:37 伪装者(8-12)12:30 遥远的距离(32-35)
力——上海绿地申花)
16:34 小草青青(49、
50)18:35 妻子的秘密(1)
中央电视台-6(电影频道)
19:30 俺爹是卧底(29-31)

北京卫视
11：10 甄嬛传（15、
16）13：07 伪装者（18-21）
19：35 职场是个技术活（27、28）
21：14 我想见到你
东方卫视
10:08 欢乐颂Ⅱ（25、26）

13:58 笑傲江湖第 4 季-笑声传奇
19:33 欢乐颂Ⅱ（27、
28）22:00 诗书中华
江苏卫视
19:32 白鹿原 21:20 金曲捞全纪录
天津卫视
08:00 悬崖（34-38）12:35 卧底归来（25、
26）

14:15 我是赵传奇（43-45）
19:30 思美人（48）20:20 72 层奇楼
17:10 警花与警犬（1）19:30 卧底归来（27、
28）
广东卫视
浙江卫视
14:30 孤雁 19:35 最后一张签证(43、
44)
19:30 欢乐颂Ⅱ21:10 奔跑吧
辽宁卫视
湖南卫视
09:00 咱家、遥远的婚约 13:02 当人心遇上仁心
07:40 妻子的秘密（43-48）13:30 择天记（40-43）19:35 黄大妮(25、
26)

安徽卫视
08:00 相约花戏楼 08:35 爱的新生(泰)
19:33 白鹿原 21:20 星星的礼物第三季
安徽影视
06:05 野山鹰（40-42）10:36 飘帅（1）

12:08 雪鹰（21-24）
芜湖公共频道
18:33 炮神（33-37）
08:20 红色护卫（8、
9）
芜湖新闻频道
14:30 红色护卫（10、
11）
08:22 龙号机车（18、
19）13:43 龙号机车（20-22） 20:32 妇道（11-13）
17:28 生命中的好日子（13、
14）
芜湖教育频道

2017.5.27/ 星期六 SAT

06:55 青瓷（4-6）
11:45 易容术（24-27）
18:30 青瓷（7-9）
芜湖生活频道
19:58 中国往事（29、30）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中央电视台—1(综合频道)
08:35 彭德怀元帅（30、31）12:35 今日说法
13:33 我有传家宝 14:30 木兰妈妈（16-18）
17:02 欢乐中国人 20:00 出彩中国人
中央电视台-2(财经频道)
10:37 回家吃饭 19:30 是真的吗

中央电视台-3(综艺频道)
10:30 开门大吉 19:30 星光大道
21:16 越战越勇
中央电视台-4(中文国际频道)
13:48 陈赓大将（16-20）17:30 外国人在中国
19:30 今日亚洲

北京卫视
08：48 甄嬛传（17、
18）13：07 伪装者（22-25）
19：35 职场是个技术活（29）
20：20 跨界歌王第 2 季
东方卫视
09:56 欢乐颂Ⅱ（27、28）16:48 诗书中华

19:33 欢乐颂Ⅱ（29）20:30 妈妈咪呀第 5 季精编 14:15 警花与警犬（2-5）19:30 卧底归来（29、
30） 19:30 思美人（49）20:20 快乐大本营
江苏卫视
浙江卫视
广东卫视
19:32 白鹿原 21:20 非诚勿扰
19:30 欢乐颂Ⅱ20:30 高能少年团
14:25 孤雁 19:35 最后一张签证(45、
46)
天津卫视
湖南卫视
辽宁卫视
08:00 悬崖（39、
40）09:40 沉默（1-3）
07:30 妻子的秘密（大结局）
09:00 遥远的婚约 13:02 当人心遇上仁心
12:35 卧底归来（27、
28）
11:30 择天记（43-45）
19:35 黄大妮（27、
28）

安徽卫视
08:35 爱的新生(泰)19:33 白鹿原
21:20 星星的礼物第三季
安徽影视
06:05 飘帅（2-5）12:08 雪鹰（24-28）

18:33 炮神（37-41）
芜湖新闻频道
08:22 龙号机车（23、
24）
13:43 龙号机车（25-27）
17:28 生命中的好日子（15、
16）

中央电视台-5(体育频道)
18:20 绝杀行动 20:15 使徒行者
19:30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 11 轮(上海上
中央电视台-8(电视剧频道)
港——北京中赫国安)
07:37 伪装者(13-17)
中央电视台-6(电影频道)
12:30 遥远的距离（36-39）
08:58 犹太女孩在上海
16:34 妻子的秘密（2-4）
12:05 智取威虎山（2015）
19:30 俺爹是卧底（32-34）

芜湖公共频道
08:40 红色护卫（12、
13）
15:00 红色护卫（14、
15）
21:07 妇道（14-16）
芜湖教育频道

2017.5.28/ 星期日 SUN

06:55 青瓷（7-9）
11:40 易容术（28-30）
14:40 海上孟府（1）18:30 青瓷（10-12）
芜湖生活频道
19:58 中国往事（31、32）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中央电视台—1(综合频道)
10:16 星光大道 13:33 木兰妈妈(19~22)
17:00 出彩中国人 20:00 中国影像方志(1、
2)
中央电视台-2(财经频道)
10:00 生财有道 12:30 城市梦想
16:15 回家吃饭 18:30 一槌定音

中央电视台-3(综艺频道)
11:31 星光大道 19:30 向幸福出发
中央电视台-4(中文国际频道)
09:00 国家记忆 11:30 海峡两岸
13:36 上将许世友(1~5)18:15 中华医药
19:30 中国舆论场

中央电视台-5(体育频道)
22:00 过界男女
19:25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 11 轮(山东鲁能
中央电视台-8(电视剧频道)
泰山——河南建业)
07:37 伪装者(18-22)
中央电视台-6(电影频道)
12:30 遥远的距离(40-43)
10:59 情癫大圣 15:15 暴走神探
16:34 妻子的秘密(5-7)
18:11 勇士 20:15 反贪风暴 2
19:30 俺爹是卧底(35-37)

北京卫视
08：48 甄嬛传（19、
20）13：06 伪装者（26-29）
19：35 职场是个技术活（30、31）
21：14 音乐大师课
东方卫视
10:41 欢乐颂Ⅱ（29）12:30 诗书中华

13:40 笑傲江湖第 4 季-笑声传奇
19:34 欢乐颂Ⅱ（30、
31）
21:00 笑傲江湖第 4 季-笑声传奇
江苏卫视
19:32 白鹿原 20:30 歌声的翅膀
天津卫视

08:00 沉默（4-8）12:35 卧底归来（29、
30）
19:30 思美人（50、
51）22:00 花儿与少年
14:15 警花与警犬（6-9）19:30 卧底归来（31、
32）
广东卫视
浙江卫视
14:30 孤雁 19:35 幸福的错觉(1、2)
19:30 欢乐颂Ⅱ21:20 来吧冠军
辽宁卫视
湖南卫视
09:00 遥远的婚约 13:02 当人心遇上仁心
11:30 择天记（45-47）16:00 我想和你唱
19:35 黄大妮（29、
30）

安徽卫视
19:33 白鹿原 20:25《白鹿原》幕后纪录片
21:20 百家姓精编版 22:00 蜜食记
安徽影视
06:05 飘帅（5-8）

12:08 雪鹰（28-32）18:33 炮神（41-43）
20:55 光荣使命（1、
2）
芜湖新闻频道
08:22 龙号机车（28、
29）
13:48 龙号机车（30-32）

17:28 生命中的好日子（17、
18）
芜湖公共频道
08:20 红色护卫（16、
17）
14:15 红色护卫（18、
19）
21:07 妇道（17-19）

芜湖教育频道
06:55 青瓷（10-12）11:50 海上孟府（2-5）
18:30 青瓷（13-15）
芜湖生活频道
19:58 中国往事（33、34）

︓

张媛媛

为展现职工风釆，歌颂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丰
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市总工会决定举办“展风采 颂
祖国”全市职工中国画画展。此次画展由市总工会、
市美术家协会、市职工文化体育协会主办，市工人文
化宫承办，于 2017 年 6 月在工人文化宫展厅举办，并
将组织优秀作品，到企业、到社区、进学校进行巡
展。入选作品的作者，可作为申请加入市美术家协
会会员的入会条件之一，同时对参赛作品进行评选，
设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4 名，三等奖 6 名，优秀奖若干
名，另设立优秀组织奖若干名。
参加本次中国画展览的作品，要以体现我市职
工积极向上、劳动光荣的理念，反映职工生产生活和
祖国大好河山的景象，通过手中的笔墨表达对劳动

米粽飘香迎端午
工会浓情惠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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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风采 颂祖国
市总工会启动职工画展

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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