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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读者旅游专线周末载您去体验漂流

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幸运降临的时刻又到了，亲
们快看看幸运茶礼大奖和免
费微波炉清洗大奖中奖名单
里有您吗？没中奖的亲，关注
齐鲁晚报读者俱乐部微信(扫
一扫本版右上二维码)，没准
下周幸运就降临到您身上
啦！

本次公布的55位幸运读
者中，除了5位喜获免费微波
炉清洗大奖的读者之外，其
他50位获奖读者很荣幸成为
扫微信赢幸运茶礼活动的最
后50位幸运读者，这也意味
着扫微信赢幸运茶礼活动的
600名幸运读者已全部产生。

作为本年度家政服务免
费送活动送出的第二项家政
服务大奖，微波炉清洗免费
送活动目前已经有25位读者
获奖了，为了让更多读者用
上干净卫生的微波炉，我们
的活动将持续8周，共40个中

奖名额，每周我们都会抽出5
位关注读者俱乐部微信的读
者，赠送由家电清洗行业的
领军企业——— 绿之源家电清
洗提供的价值50元的微波炉
清洗一次。

按照计划，6月份我们还
将送出一份由曹操到家政服
务公司提供的价值350元/5座
的沙发清洗大礼，这项大礼
从3月起每月送出一份，一直
持续到12月！本次家政服务
免费送活动是由齐鲁公众服
务中心联合济南服务好的家
政公司开展的，周周有惊喜，
月月有大奖。

参与方式：家政服务免
费送活动：关注齐鲁晚报读
者俱乐部微信，留言：家政送
礼：姓名+电话+地址。活动详
情您可拨打96706按2号键咨
询，更多信息请关注本报读
者俱乐部微信及《读者·服
务》版。

哪里有精细化搬家服务

读者吴先生：
刚买了套房子装修完，最近打算搬

过去，家里家具都是新买的也比较贵，很
担心搬家过程中磕了碰了，想问一下有
没有好的搬家服务？
家政女王：

您好！据记者了解，蚂蚁搬家有专门
的精品搬家车组，而且记者之前曾全程
跟随体验过一次，从打包到装车、搬运再
到拆装复位，那叫一个省力又省心！

首先，他们会了解客户需求并事先
上门查看，按照家具实际情况准备瓦楞
纸、塑料地板、气垫膜、拉伸膜，还有各类
周转箱(衣物周转箱、高档衣物挂衣箱)

等，非常周到。打包环节也很细致入微，
沙发和床垫等细软的家具，全部都用气
垫膜包好，然后外面再裹一层干净毛毯
并一一贴上标签。此外，诸如花瓶、塑像
等工艺品，工作人员会仔细地用气垫膜
围绕，外面再用毛毯和拉伸膜包好，装入
固定的箱子中，再在箱中空的地方用填
充物填满，确保不能摇动。

总之，从打包到装车、搬运再到拆
装，搬到新家之后将每一件家具、家电、
书本复位，整个家搬完了，您提包入住整
洁的新家就行了。

更多家政服务您也可登录96706便
民网(www.ql96706 .com)或拨打96706(按2

号键)预约下单，工作人员会为您提供上
门服务。 本报记者 王若松

特特价价家家电电 读读者者尊尊享享
持读者卡购物，周周享特惠

本报讯(记者 李虎)

本报读者俱乐部本周联合
济南苏宁推出数款特价商
品，仅限持读者卡或信联卡
刷卡购买。本周推出的特价
商品从6月10日起优惠。

苏宁本周带来多款家电
供读者们选择，其中两款洗

衣机，惠而浦6 .5公斤全自动
洗衣机，除菌洗涤、衣物洁
净、保护家人健康，市场价
1599元，特惠价899元；海信6
公斤滚筒洗衣机，卓越品质、
智能调节、高温抗菌，市场价
1999元，特惠价1399元。

其次为读者推荐几款
冰箱，惠而浦603立升对开
门冰箱，风冷无霜、镜面
LED显示、隐藏式把手，市
场价5999元，特惠价3999
元；新品扎努西伊莱克斯
286立升多门冰箱(小白)首
发，无边框玻璃面板，15个
独立温区，市场价4999元，

特惠价2999元；扎努西伊莱
克斯126立升冷柜，市场价
1199元，特惠价899元。除此
之外，美菱、美的、容声、帝
度180立升两门冰箱，特惠
价统一999元，读者朋友们
抓紧去抢购吧！

读者卡是本报读者尊
享的身份证明,持有读者卡,
可以随时享受本报推出的
打折服务、特惠服务、增值
服务。读者卡(信联卡)办卡
网点 :1、泺源大街6号新闻
大厦1楼,电话:58763269。2、
旅游路25966号山东高速大
厦一楼,电话:67893688。

免免费费清清洗洗微微波波炉炉，，看看您您中中奖奖了了吗吗
幸运茶礼600位获奖读者已全部产生，更多惊喜等着您

家有难事找晚报，
《家政女王》为大伙儿
排解家政难题。互动QQ

群：365117668；家政热
线：96706按2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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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微信送花茶第十二期中奖名单

扫微信免费洗微波炉第五周中奖名单

海阔天空(2493) 爱我所爱(0750) 舞舞(8669)

向阳(0998) 拥抱阳光(4377) 快乐的生活(3231)

海纳百川(6008) 尤里(5220) 慧Gloria(3727)

杯子圆(1740) 尘埃落定(3976) 爱鑫(8973)

家旺(8638) 月色朦胧(6413) wj舰舰(1736)

马上开花(7665) 又停电了(9078) 逸(0388)

欢欢(2209) 开心一笑(8087) 王成(1688)

路懿(6855) 温少丽(7980) 四季琴声(8172)

淡如秋菊(5529) jyy(0550) 胡图图(4220)

星星之火(0590) 红颜(0875) 冬雪(4160)

爱你到永远(4254) 万绿丛中(0286) 回生(7879)

木土(6830) 暖暖(6072) 同创舞美(5421)

Sunny(0995) 世上桃园(2634) Zax(2890)

一群(8300) 文齐(4693) 月色如皎(2015)

宝宝(9192) 运起焱焱(3294) 最后是王(7886)

北斗七星(8835) 龙少爷(3300) 森森(0111)

阳光366(0567) 睫毛弯弯(1620)

远山(9360) Tanglin(9642) 飞来飞去(8581)

小花骨朵儿(5906) 荷塘月色(7106) ★表格括号内为手机尾号

亲子描写
上周六，本报读者俱乐部组织的

经典进社区——— 中华传统经典“亲子描
写”体验活动在名士豪庭举行，孩子和
家长一起享受亲子互动和中华传统文
化的博大精深。本次活动由《孔子学堂
书艺馆·阳光舜城》公益赞助支持，报名
参加的读者均可免费体验描灰一次。本
周六，活动将在阳光舜城商业街举行，
请您带孩子来参加！参与方式：关注读
者俱乐部微信(扫一扫本版右上二维
码)，回复“亲子描写+姓名+地址+电
话”即可。本报记者 王若松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刘胜男

“实在太好了，幸亏有晚
报的读者活动，我才知道济南
还有个能漂流的地方，炎炎夏
日，带着孩子清凉一漂。”上周
六，前来济南长途汽车东站参
加漂流活动的王女士说。当
日，高温来袭，齐鲁晚报读者
旅游专线带领大家去中泉漂
流戏水纳凉。

“小孩子想玩水，大早晨
的非急着赶紧过来。”刚过八
点就赶到济南长途汽车东站
的刘先生说。此后的半个多小
时，读者朋友陆续来到指定的
大巴车上。8：45，大巴从济南
长途汽车东站出发，在前往中
泉漂流的路上陆续有读者朋
友上车，“刚刚还有人打电话
咨询，这次最终30多个人参加
漂流活动。”济南长途汽车东
站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前来参
加漂流的读者，一家三口和祖
孙三代占到全部人数的三分
之二，找虐的“单身汪”也有少
部分。“但愿到地方可以找到
搭伙去漂流的人。”独自一人
去的大三学生李亚说。

车上，很多小朋友畅想漂
流的场景，一路欢声笑语。经过

近一小时的车程，赶到目的地，
“请大家把贵重东西放到寄存
处，最好不要带电子设备漂流，
容易进水。”中泉漂流的工作人
员告诉读者朋友。此后，买票、
发放救生衣和帽子后，大部队
乘大巴车来到漂流的源头。

“奔四”的气温丝毫没有
影响读者的心情，穿好救生
衣、戴好安全帽，爱美女士再
擦点防晒霜，两人一组，争先
恐后上了漂流船。刚坐上船就
有人迫不及待地掏出用塑料
袋装着的手机合影留念。随
后，大家们开始了尖叫和疯狂
之旅。经过“跳台”时瞬间的失
重让人激动又恐惧，如果不抓

住扶手带，翻船和掉落水中就
是“分分钟的事”。一路下来，
只要是经过弯道“跳台”的地
方，山谷里全是漂流者们发出
的尖叫声。

记者发现，也有很多读者
朋友们，在相对较平缓的水流
时享受山里的清凉和宁静，

“这样静静地晃着也挺美好。”
晚报读者刘先生说。很多小朋
友，用水枪相互打闹嬉戏，经
过一个多小后，大家安全抵达
终点时，所有人都全身湿透。

“感觉太爽了，这样的地
方我们很不容易发现，希望在
这大热天晚报多给我们读者
介绍这种清凉的好地方。”

7条精选线路

1号线 :百脉泉60元、朱
家峪40元；2号线 :红叶谷80

元、九如山120元；3号线：跑
马岭野生动物世界80元、九顶
塔120元；4号线:欧乐堡220元、
泉城极地海洋世界160元；5号
线:济南植物园30元；6号线:方
特东方神画240元。7号线:中泉
漂流98元。其中,中泉漂流本
周六、周日早9：00发车。

本报读者旅游专线报名
咨 询 热 线 : 8 8 9 3 4 9 8 8 、
88934987。

相关链接

漂流的源头，大伙即将开始疯狂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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