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春季采摘节”首期活动昨日启动

近200名市民走进大棚摘草莓
本报4月8日讯 春暖花开，阳光明媚，

正是参加户外采摘的好时节。8日上午，本报
举办的“齐鲁晚报·今日烟台春季采摘节”
活动正式启动。首期将近200名市民前往福
山采摘无公害草莓。

早上8点多，参加采摘活动的市民准
时在鲁东大学南门天桥下集合。每辆车贴
上“齐鲁晚报采摘团”的标志后，便向目的
地出发了。一路上，浩浩荡荡的车队吸引
了不少市民的关注。

“你好，我看到你们采摘团的车队了，
请问现在还能报名参加吗？”看到车队，不
少市民临时打来了报名电话。由于草莓大
棚容纳人数有限，所以临时报名的市民没
能如愿参加4月8日的草莓采摘活动。当得
知4月15日“齐鲁晚报·今日烟台春季采摘
节”继续开展草莓采摘活动时，不少市民
当场报了名。

9点左右，草莓采摘活动正式开始，将
近200名市民领取了盒子后进入了草莓大
棚开始采摘。“这里的草莓真大啊，多采点
回去分给朋友们吃。”看到大个、新鲜的草
莓，不少市民开始动手采摘。

在采摘草莓的队伍中，不少市民都是
全家出动，孩子们更是乐得合不上嘴。在这
些采摘草莓的孩子当中，最小的只有5个月
大，由妈妈抱着进入了草莓大棚。不少孩子
都是第一次参加草莓采摘活动，看见一畦
畦的草莓新奇得不得了。

“以前从来没参加过这类活动，孩子
只知道草莓好吃，却不知道是怎么长出来
的。”市民张青兰带着8岁的儿子一起来参
加草莓采摘活动。

不到一个小时，每个人手里的盒子都
是满满的。“你摘的真多啊，而且个头那么
大。”“你摘的也不少啊，带回去分分
啊。”……不少市民开始“攀比”起来。上午
11点，首期近200名市民满载而归。

参加活动的市民进入草莓大棚开始采摘。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这满满一盒草莓都是我摘的。”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秦雪丽 实习生 白

利倩) 本报联合皇明太
阳能举办的“我帮你家修
太阳能”活动，推出以来
受到广大市民青睐，不少
市民自己报名后，还将活
动介绍给亲友。

近日，记者跟随皇明
太阳能专业维修人员来
到家住大海阳附近的梅
先生家里，梅先生告诉记
者，当初购买的是二手
房，接手时房子就附带了

太阳能，房子一直没住，
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最
近打算把房子租出去，却
发现太阳能上水管老化
了，真空管也碎了一根。”

“怎样维修太阳能
成了头疼事，恰巧一朋
友介绍，咱们报社有这
样一个公益活动，便赶
紧报了名。”梅先生笑着
说，既省钱省事又放心。
经皇明太阳能专业维修
人员上门查看后，发现梅
先生家里的太阳能真空
管碎了一根，上水管和回
水管也出现不同程度的
老化和破裂。梅先生要求
维修人员更换了所有的
管路和增加电热带。在太

阳能修好后，梅先生说这
还得多亏了朋友的介绍。

太阳能检修活动已
进行了十多天，报名非常
火爆。同时，应广大市民
需要，皇明太阳能还推出
太阳能“以旧换新”活动。
同时，太阳能维修活动仍
在火热报名中,您可以致
电皇明太阳能报名服务
热线6258258，或本报服务
热线15668081353，我们将
联合为您提供服务。
活动优惠:

维修优惠：活动期间,

芝罘区、莱山区范围内免
收上门服务费,其它市区
范围内半价。如需更换材
料,只收取成本费,其中材

料费用超过一百元打九
五折,超出二百元打八五
折,贫困家庭和残疾人家
庭二百元以内的材料费
全免。

以旧换新优惠：无
论你家太阳能是什么牌
子，只要出现问题不好

用，想要更换新机，都可
以根据使用年限、型号
等进行折价，更换一台
全新的皇明太阳能，其
中 原 太 阳 能 最 低 折 价
3 0 0元，最高折价可达
2000元，“以旧换新”名额
为50个。

本报4月8日讯 赵
家5个月大的小宝宝当
选为本次采摘活动的最
小成员。在攀谈中记者
了解到，宝宝妈妈于女
士本是莱阳人，小时候
家里就是种草莓的，所
以她对草莓园有着别样
的感情。这次一家八口
来摘草莓，感觉很热闹。
于女士因为要照顾宝宝
全程都没能参与采摘，
但是，看到满园红嫩诱
人的草莓和家人欢乐采
摘的模样，于女士的脸
上挂满了喜悦。

别看小宝宝只有五

个月大，还没长牙的她
“吃”起草莓来一点也不
含糊，不一会儿就吸了好
几颗草莓尖儿。大概是头
一回见到这样的场景，小
宝宝非常兴奋，几次都挣
扎着小身体对地上的草
莓跃跃欲试。因为有事耽
搁的宝宝爸爸赵先生，也
于10点前赶到了草莓园，
投入到采摘活动中。赵先
生说，天气暖和了，陪家
人出来玩一玩，虽然忙，
但再忙也得生活，而且一
家人出来摘草莓，既有的
吃有的玩，也有助于增进
家人感情，挺好！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孙淑玉) 本报4月6日

C12版刊登了《20棵无花
果树让居民吃了不少苦,

谁能来帮忙解决》一稿，

报道了大海阳东街一居
民 楼 前 的 无 花 果 树 挡
光，还招蚊蝇。见报后，
有市民主动“请缨”要帮
居民移走无花果树。

“多少棵无花果树，
我愿意帮着解决。”6日
上午，市民余先生拨打
本报热线电话询问无花
果树的情况，他说正好
有朋友需要无花果树，
看到本报的报道后他立

即找来了，如果无花果
树的主人同意，他和朋
友可以请人将树移走。

随后记者联系了大
海阳社区，居委会冷主
任说，这20棵无花果树分
属于不同居民，之前贴
通知说限期处理，并没
有人前来反对。但为保
险起见，近期居委会工
作人员将上门落实。“有
热心人帮着移走果树我

们很高兴，等落实好树
主人的意见，我们就和
于先生联系。”冷主任
说，这几年不断有居民
前来反映无花果树的问
题，居委会工作人员希
望通过本报“老小区烦
心事”的平台替居民把
这件难事办好。

下午，开发区的王
先生打来热线电话说，
自家门前也有一些恼人

的无花果树。但因果树
主人不同意，多次和物
业协商也没解决。

记者从市园林管理
处了解到，居民楼前的无
花果树只要不是种在绿
化用地内，就只能由居民
与物业公司等产权单位
协调解决。“如果协商好
了都同意砍树，我们愿意
组织工作人员帮忙。”绿
化科工作人员说。

一家八口齐上阵

五个月的宝宝也来凑热闹

本报4月8日讯 在8

日的草莓采摘现场，来自
福山的科鲁兹车友会的
成员们趁参加集体活动
的机会联络起了感情。

“我们都是一个车
友会的，天气暖和了大
家想一起聚聚，现在还
能报上名吧？”在活动报
名的首日，车友会的一
位负责人就给本报热线
打来了咨询报名电话。

为了确保报名成功，这
位负责人同时拨打了本
报的两部热线电话，当
得知确实已经报名成功
时，才放下心来。

在8日的活动现场，
科鲁兹车友会的30多名
成员一起参加了活动。

“大家一起出来活动活动
挺好的，还能交流交流感
情。”到中午，车友会的成
员们满载而归。

车友会30多名成员

一起参加活动联络感情

格活动花絮

格《20棵无花果树让居民吃了不少苦,谁能来帮忙解决》追踪

热心市民主动“请缨”想帮居民移走果树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侯艳艳 )

自6日本报发出“孤儿”地板维修
征集令以来，已经有20多位读者打
来热线电话，报名维修地板。本周
起，维修工将陆续走进市民家中维
修地板。

“听说可以免费修地板，真有
这种好事？”8日，烟台华信家园市
民许先生拨打地板维修热线称，他
家的地板被水浸泡过，由于没有及
时处理，地板多处起拱，踢脚线也
有部分脱落。“由于地板已经安装
多年，地板厂家和经销商早已找不
到。”许先生说。

宏耐地板烟台总经销负责人
说，只要市民家安装的地板已经无
法找到原厂商，报名本次活动后，
均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服务。如果
市民需要更换地板或购买较多材
料，仅收取成本费。

本周起，本报记者将跟随宏耐
地板维修工，走进市民家中为您修
地板，由于报名者较多，维修工将
按报名顺序进行维修。

为帮助市民解决地板维修无
门的难题，本报联合宏耐地板推出

“宏耐帮你免费修孤儿地板”大型
公益活动。本报现面向烟台市芝罘
区和莱山区诚征“孤儿”地板，如果
您家的地板已无法找到原厂商，且
面 临 维 修 困 境 ，请 致 电 ：
18706459765。凡是符合报名条件
的市民致电本报，本报对信息进行
汇总后，将会入户为您维修。

本周起，维修工将上门

为您修地板

“幸亏朋友介绍，太阳能修好了”
“我帮你家修太阳能”活动受青睐，不少市民自己报名后还把活动介绍给亲友

维维修修人人员员在在检检修修更更换换太太阳阳能能管管路路。。 本本
报报记记者者 秦秦雪雪丽丽 摄摄

本文由本报记者苗华茂、孙芳
芳，见习记者王红共同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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