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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报纸纸““以以旧旧换换新新””，，66天天回回收收两两吨吨旧旧报报
活动仍在进行，快来换新报、农副产品吧！

本报讯(记者 李虎) 市民
手中的读者卡(信联卡)又增加新
用途了。近期，山东高速信联支付
有限公司与济南漱玉平民大药房
达成合作协议，市民持读者卡(信
联卡)可在济南漱玉平民大药房
连锁门店进行消费。

“省钱又便捷，跑高速、加油、
购物还能打折，确实很好用 !”去
年以来，信联卡一经面世就受到
广大消费者的欢迎。信联卡是经
央行批准的具有第三方支付牌照
的多用途预付卡，融合了鲁通卡、
购物卡的所有功能。

漱玉平民大药房是山东省第
一家平价药房，自成立以来，坚持

“诚实做人、诚信做事”的企业原
则，遵循“平价、优质、专业、便利”
的经营理念，赢得了广大消费者
的信赖与支持。

市民持读者卡(信联卡)可在
济南市区内的20家漱玉平民大药
房门店购买中西成药、中药饮片、
保健食品、医疗器械等，感受明明
白白购药，享受实实在在便宜。
信联卡办卡网点:

1、济南市泺源大街6号山东
新闻大厦1楼,电话:58763269。

2、济南市旅游路25966号山
东高速大厦一楼(鱼翅皇宫大酒
店西邻),电话:67893688。

携手漱玉平民大药房

刷读者卡能买药

本报讯(记者 崔岩) 家中
的废旧报纸如何处理？扔掉，浪
费！送废品站，麻烦！不如来参加
齐鲁晚报“以旧换新”活动吧！自8
月13日活动开始以来，众多读者
纷纷响应，截至8月18日，仅6天的
时间就回收旧报纸两吨多。大家
纷纷表示，这项活动很有意义，不
仅培养市民的环保意识，还能变
废为宝。

8月13日活动第一天，齐鲁晚
报“绿色生活馆”开元店就接到了
30多名热心读者的咨询电话。很
多读者表示，家中积攒多年的旧
报纸没地方放，想参与到活动中
来，“这样再订份齐鲁晚报，就能
省一部分钱了，旧报纸也不占地
方了。”一位读者说。

8月14日下午1点多，读者张
女士搬着一摞报纸送到了本报

“绿色生活馆”开元店，“家里的报
纸攒了三四年，你们称一下这些
报纸多少斤，值多少钱，我再订份
晚报。”她说。工作人员称了一下，
总共70多斤。

当天下午，还有两位读者也

分别带来了积攒的报纸，并分别
换购了面条和鸭梨醋。“这活动真
不孬，拿旧报纸还能换农副产
品。”家住山大路上的刘先生说。

为给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服
务，让您手中的旧报纸得到更环
保、更合理地利用，山东大众报业
(集团)发行有限公司特别推出
“以旧换新”活动，旧报纸不仅可
以换新报纸，还可以从齐鲁晚报
社区服务中心换米面粮油等绿色

农副产品！
读者可把以前积攒的旧报、

废报拿到山东大众报业(集团)发
行有限公司各发行中心站，我们
按照0 . 60元/斤的价格回收(不兑
换现金)，根据折价后的金额给读
者提供订阅齐鲁晚报、生活日报，
或者开具折价后金额的收据，读
者在交2015年度报费时扣除。

旧报回收的费用您还可以现
场置换成等价的农副产品。旧报

换新地点位于环山路的齐鲁晚报
社区服务中心(大众日报社宿舍
公交站牌附近 )———“绿色生活
馆 ”开 元 店 ( 电 话 ：0 5 3 1 -
85196592)。在这里，各种农副产
品均由本报放心农产品基地运
送。而每日新上的南山苹果、桃
子、葡萄，让您出门就能吃到新鲜
水果，同时各色冰镇饮品为您带
去清凉。

部分商品换购方式如下：旧
报78斤，可换购野生葛根粉一袋
(450g/袋)；旧报84斤，可换购鸭
梨醋饮一箱(10瓶×350ml)；旧报
84斤，可换购私享食光大米一袋
(2 . 5kg/袋)；旧报97斤，可换购农
大产蔬菜面条一箱(6袋×200g)；
旧报130斤，可换购农大产紫薯面
条一箱(2盒×1200g)；旧报100
斤，可换购郎野洋槐蜂蜜一瓶
(500g/瓶)。

在开元店您除了可以以旧换
新，买到放心农产品，还可享受
96706公众服务中心提供的其他
优质家庭服务，如保洁家政、社区
养老、交通旅游、团购代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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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告别别油油烟烟，，为为厨厨房房低低碳碳动动起起来来
“家政女王”体验低碳厨房油烟控制系统

《家政女王》栏目为大伙儿排
解家政难题。栏目互动平台:QQ群
号338402055；邮箱q lw b j z nw@
126 .com；便民热线：96706按2号键

主持人语 文/片 本报记者 王若松 实习生 刘霄云 刘姝辰

大热天，在单位忙碌一天，想到回家后还要一头扎进厨房，烟熏火燎、大汗淋漓地炒
菜做饭就打怵。可总是下馆子也不是办法，怎么办呢？有没有好办法能让做饭没有油烟
呢？本期家政女王给您支招。

扎进厨房做顿晚餐

一身油烟食欲全无

家住玉函路的吴玉芬女
士告诉记者，退休后给老伴以
及儿女做饭成了每天的工作。

“大热的天，忙忙活活一
个多小时，大汗淋漓烟熏火
燎地把饭做出来了，自己却
一点食欲也没有了。”吴女士
苦恼地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其实，
不仅上了年纪的老人有这种
苦恼，二三十岁的小年轻们同
样也这样，和朋友在家聚餐气
氛很好，但最头疼的就是做饭。

“在外面吃不干净，在家做，这
么热的天，出一身汗，而且油烟
对皮肤还不好。”29岁的小林对
记者说。

自动翻炒告别油烟

炒菜做饭也能低碳

怎样能让家人吃得营养
健康，同时又保护咱家“大
厨”不被忙碌、油烟、噪音困
扰呢？

记者从济南百乐帮家政
公司了解到，果真有一种办法
能让您的厨房低碳环保起来
呢！近日记者见证并体验了低
碳厨房炒菜做饭的全过程。

和咱们在家用燃气灶台
不同，工作人员用的是一款
智能烹饪机，以红烧鸡块为

例，和平时做饭一样，准备好
鸡块、八角、姜片、干辣椒等
食材，接下来就到了告别油
烟的时刻了！

区别于正常烹饪的步
骤，在锅内倒入少量油之后，
很快工作人员便将这些食材
一股脑全倒入这款锅里，然
后紧接着放入料酒、酱油、盐
等佐料，盖上锅盖按烧菜模
式设定12分钟。到点后，打开
锅盖，记者迫不及待地夹了
一口品尝，鸡块鲜嫩可口。

整个过程工作人员什么
都不用管，记者也没感觉到
油烟。工作人员介绍说，厨房
之所以能跟油烟说拜拜，就是
因为用了这款智能烹饪机。它
是数码探控油温和火候，有自
动翻炒的功能，而且它的油烟
控制系统以及滤气装置不但
能控制油温，还能大幅减少做
饭时菜味的溢出。果真既低
碳环保，又省时省力。

◆小贴示◆

改变急火炒菜的习惯

厨房油烟与炒菜时油温
有直接关系，当油加热超过
200度时，就会生成油烟，不
仅对烹饪者的鼻、眼、咽喉黏
膜有较强刺激，而且下锅菜
中的维生素等也会流失。

因此，不妨试着改变急火
炒菜的烹饪习惯，不要使油温
过热(以油锅冒烟为极限)，这样
不仅能减轻四处弥漫的饭味
和油烟，下锅菜里的维生素也
能得到有效保存。

同时，厨房要经常保持自
然通风，还要安装性能较好的
抽油烟机。在烹饪过程中，要始
终打开抽油烟机，炒完菜10分
钟后再关抽油烟机。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
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尽
量用蒸、煮等烹饪手段，这样
既可减少食用油的用量，还
可减少对食物营养成分的破
坏，低碳环保哦！

本报讯 (记者 王若松
实习生 宋芳溥) “这黄金梨
个大皮薄，果真好吃！”上周读
者俱乐部绿色生活馆为大家推
出了一款黄金梨之后，读者们
赞不绝口，称其确实是立秋之
后家庭必备水果的首选。

立秋之后，很多读者来电
反映说自己和家人都普遍感到
嗓子有些干咳，为此绿色生活
馆特意为大家实地考察并推荐
了这款产自聊城高唐县清平镇
的绿色、富硒黄金梨，帮助您和
家人生津润燥同时止咳化痰。

与此同时，如果您想带着
家人亲近自然，亲手采摘的话，
也可以报名参加8月23日(本周
六)的自驾采摘游哦！报名电话
96706按2号键。清平镇除了有
300亩的绿色无公害黄金梨园
之外，还有森林公园、苹果园
等，您可以尽情地和家人享受
采摘的乐趣。

家住市中区的张女士订购
了一箱试吃之后感觉不错，又
给母亲也订了一箱。没错！我们

为您推荐的这款黄金梨，绝对
可以称得上是立秋之后您和家
人吃水果的首选。为什么呢？它
的生长环境土壤肥沃没有污
染，才会有这么好的口感，水分
足皮薄而且还没有渣。

此外，所有的黄金梨均是
严格按照相关技术标准进行养
护，绝对不打除草剂，全部采用
人工拔草，因此您可以放心吃。

这么好的梨，您只要一个
电话，济南绕城高速以内就可
以直接为您送到家，每箱重15
斤，晚报读者可以享受88元每
箱的优惠价格。另外还有一些
优质产品在售（见下表）。

您 只 需 拨 打 订 购 热 线
96706按2号键下单(报名采摘
游 也 拨 打 此 号 码 ) , 或 登 录
9 6 7 0 6 便 民 网
(www.ql96706 .com)绿色生
活馆线上下单,也可加入齐鲁
晚报读者俱乐部QQ群 (群号
365117668)留言订购。您也可
到开元店(环山路大众日报社
宿舍公交站牌附近 )、回归自
然 (泺源大街3号 )或是山东省
名 特 优 展 销 中 心 ( 经 十 路
22232号化工宾馆东后院内 )

现场选购。

低碳厨房的一大特点就

是彻底跟油烟说拜拜。

““个个大大皮皮薄薄的的黄黄金金梨梨，，

就就是是好好吃吃！！””
吃梨对嗓子好，即日起报名还可到梨园采摘游

开心刷

山东高速信联支付有限公司
携手三联商社举办的“三联三十
年，信联卡让您开心刷”促销优惠
活动圆满成功。10日，山东高速信
联卡公司在三联商社西门店一楼
收银台位置设立高速信联卡售卡
充值点。持本报读者卡(信联卡)

到店消费的读者充值即可获得卡
值返还，在享受刷卡购物便利的
同时畅享优惠。

本报记者 李虎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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