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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公益

汇聚爱的力量 公益在行动

““你你们们清清洗洗的的空空调调，，用用着着放放心心””
“清尘行动”进入尾声，目前已为百余个家庭清洗了空调

只要你有需要

就能来领新裤子

本报8月22日讯(记者 孙淑玉)

本报“闲物送人”平台开通后，陆续
有市民想通过本报将家中的闲置物
品送给身边有需要的人。日前，鲁东
大学的曾女士送出139条外贸出口的
新裤子，如果您也有需要，可与我们
联系。如有剩余，本报将联合义工组
织一并送出。

“只要确实需要，这些裤子送给
谁都行。”曾女士说，这139条黑色裤
子原是准备出口的，后来剩下一批。
雅安地震期间，她和家人准备发往灾
区，后来有事耽误了，就一直存在车
厢内。看到本报关于贫困家庭和孩子
的报道后，就想借着本报的公益平台
送出。

目前，这些裤子都存在报社，139

条裤子都是新的，适合春秋天穿，裤
码由小到大都有，主要适合上初中的
孩子穿。

如果您身边有适合穿这些裤子
的孩子，恰好他们的家境又不是很宽
裕，您可以和我们联系。因裤子数量
有限，本报会优先选择家境不富裕、
确实需要裤子的孩子们送出。此外 ,

为保证赠与的公开透明，到本报领取
裤子的市民请带好身份证件做个简
单的登记。如果届时裤子还有剩余，
本报将联合义工组织一并送出。如有
需要请联系15264520357。

周末，文艺演出

送进老年公寓

本报8月22日讯(记者 孙淑玉)
25日上午，学雷锋烟台市爱心使者

志愿服务队将走进芝罘区温暖老年
公寓，为老人们献上一场丰富的文艺
表演。演出之余，志愿者们还将陪老
人聊天、为老人打扫卫生。

8月25日上午8：30，学雷锋烟台
市爱心使者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
将带着精心准备的节目走进温暖老
年公寓，唱歌、跳舞、朗诵……通过一
系列的文艺演出，陪老人们度过一个
愉快的周末。

忙碌半生，最怕身边没个说话的
贴心人。考虑到老年公寓老人们的沟
通需求，演出之余，志愿者们还将结
对为老人打扫卫生、陪他们说话聊
天。

据悉，近日，学雷锋烟台市爱心
使者志愿服务队开展了暑期系列文
艺演出活动，此次走进温暖老年公寓
是其中的一站。记者了解到，在暑期
系列文艺演出中，有不少中学生、大
学生的身影。原来，他们身边的亲朋
都是学雷锋烟台市爱心使者志愿服
务队的志愿者，受到亲朋的影响，孩
子们多趁假期加入其中，用自己的行
动温暖别人。

据介绍，学雷锋烟台市爱心使者
志愿服务队以“学习雷锋 奉献他人

提升自己”为志愿服务理念，面向
社会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农
民工子女、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积极
开展扶老助残、帮困解难、应急救助、
便民利民的志愿帮扶活动，积极开展
倡导文明礼仪、维护秩序、保护环境
的社会志愿服务。

三个步骤轻松清洗家用空调

在清尘行动中，我们发现
许多用户都不会自己清洗空
调，有的是不敢乱拆卸空调外
壳，有的是只清洗外面的过滤
网。但其实清洗空调并不是一
件难事，经过润欣清洁服务中
心清洁人员的简单讲解和现场
清洗，大部分市民都发出“原来
清洗空调这么简单”的感慨。

本次活动的队长——— 润欣
清洁服务中心的杨斌说，其实家
用空调的清洗非常简单，只要准
备抹布、螺丝刀、刷子和空调清
洗剂，就可以轻松完成工作。

杨斌说，空调清洗分为三
个部分，在清洗前一定要将空
调电源拔出，以免出现意外。其
中，外壳的清洗是最简单的，只

需要用抹布将灰尘擦干净即
可。第二是过滤网部分，第三是
空调散热器部分，过滤网和空
调散热器是主要的灰尘和细菌
聚集地，通常一到两个月就需
要进行一次清洗，如果不常用
空调，也要一年清洗两次。

第一步，空调外壳需要重
点清理的是出风口导风叶，在
长期的使用中，出风处的表面
极易积压灰尘，所以空调外壳
清洗中需要格外注意导风叶的
清理。

第二步，清洗过滤网的过程
稍稍复杂一些。家用空调一般分
为挂式机和柜式机两种机型，挂
式机的空调外壳一般没有螺丝，
是直接“卡”在上面的，可以直接

拆卸下来。而柜式机则麻烦一
些，需要用螺丝刀将上面的螺丝
拧下来之后方可拆卸。

在拆掉外壳后，露出来的
就是过滤网，柜式机的过滤网
一般设在空调的下部。小心拆
下过滤网后，用刷子蘸着清水
或洗涤剂轻轻刷洗。清洗时水
温不得超过50℃，不能使用洗
衣粉、洗洁精等清洗，否则会使
过滤网变形。

第三步，将过滤网拆下后，
挂式机会露出里面的蒸发器，
而柜式机的蒸发器则在空调的
上部，需要将空调外壳上的螺
丝拧下，将外壳向上抬起拆卸
才能露出。

杨斌的团队这次着重清洗

的就是蒸发器，蒸发器的清洗
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环节。在
空调运行时，散热片会产生冷
凝水，所以这部分长时间处于
潮湿状态，更容易粘附灰尘，导
致细菌繁殖。

但将外壳拆卸下来后，其
实这个最重要的清洗步骤比前
两部还要简单，只需要使用空
调清洗剂将整个蒸发器的喷洒
覆盖，之后只需要等待大约15

至20分钟，看到空调清洗剂的
泡沫充分溶解后就大功告成。
此时，安上过滤网并盖上空调
盖，打开窗户后，插上电源，让
空调运行制冷大约30分钟，就
能将蒸发器上的灰尘和细菌循
环散出了。

茶语沁心 品茗之交

中中海海··紫紫御御公公馆馆高高端端茗茗茶茶品品鉴鉴会会圆圆满满落落幕幕
“茶映盏毫新乳上，琴横荐

石细泉鸣。”宋代诗人陆游对茶
情有独钟。作为中国人的传统
饮品，茶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必
备品，更因其独特的清香，成为
文人墨客颂美、有识之士钟爱
的“君子”之物。

茗茶悦名宅 层峰阅境界
8月18日，在烟台中海·紫

御公馆，一场以茶会友、品茗交
心的茶道盛会，在芬芳的茶香
中拉开帷幕。本次品鉴会以茶
会友，结交上峰圈层，汇聚城市
精英。

茶香淡淡，馥郁芳香。现
场茶艺大师浩博的茶艺知识
讲解令到场嘉宾收获颇丰。
茶道女士亲身示范了茶叶冲

泡、茶具调配等，一招一式展
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韵
味，轻轻尖芽在沸水烫浸下，
舒展开沁心的芳香，令人陶
醉其间，入仙离凡。传统中国
茶道讲究沏、赏、闻、饮、论。
不同的阶段对应着茶的不同
特色，饮茶之后的论茶，则是
以茶为媒，结交朋友，展露胸
襟的终极茶道。茶映人心，境
界的不同，对茶的理解也层
次有别，本次高端茶艺品鉴，
汇聚的则是具有高雅品位、
非凡阅历的城市上峰人群。
他们对茶的理解，也正是其
对于生活的领悟。

“茶浸芬芳，品一杯好茶，
似如品味中海·紫御公馆的品

质生活。”茶道讲师如是说。一
次高端品茶活动，令人对茶有
了更深的认识，更是因茶而广
结友朋，品鉴会后佳话续言，自
是当然。活动结束前，品茶现场
有奖问答，多人深谙茶艺，获得
大奖，更有许多精美的高档茶
包相赠，留以纪念这芬芳感怀
的品茶盛会。

城市人生 顶礼中海·紫
御公馆

品一壶香茗，享非凡生活。
在中海·紫御公馆，生活格调如
香茗般品质非凡。190-280㎡的
城心平层居所，堪称人生巅峰
境界大宅，奢阔的开间尺度，齐
备的功能空间，令生活礼节顶
至城市巅峰。中海·紫御公馆一

期已告售罄，二期新品现房也
已面市，140/190㎡平层大宅的
经典居所，成就城市精英的巅
峰人生。

醇香四溢 中海·铂宫臻
熟境现

如果说茶香可以令人陶
醉，那么中海·铂宫则令人备
感完满。360-440㎡的极阔生
活领域，以城市别墅，诠释人
生第一居所的意义。中海·铂
宫首批业主现已入住，馥郁
芬芳的生活，如缤纷花境，醇
熟绽放。拥有珍稀的城市别
墅属性、成熟的高尚生活氛
围，中海·铂宫醇香四溢，以
一墅三院、五重空间的极致
生活，致敬非凡人生。

相关链接

清洗工作人员为空调喷上泡沫清洁剂杀菌。本报记者 于涛 摄

无论你是想帮助他人的爱
心人士，还是需要爱心救助，都可
以和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在这里
汇聚爱心力量，搭建公益平台，传
递“烟台正能量”。

公益热线：15264520357

今日烟台公益群：286017661
238102741

爱心征集令

本报8月22日讯(记者 于
涛 实习生 曲晓芳) 今夏，
本报联合烟台润欣清洁服务
中心，推出了读者活动“清尘
行动”，免费为芝罘、莱山区的
200个家庭清洗空调。日前，活
动已经进入尾声，已为百余个
家庭清洗了空调。19日至22日，
记者跟随清洗空调的工作人
员，先后来到海滨小区和鹿鸣
小区为居民清洗家中的空调，
不少市民说，“通过齐鲁晚报
清洗空调，我们用着也放心”。

22日上午，记者和工作人
员来到海滨小区齐先生家中，
齐先生说：“房子是租来的，从
搬进来就一直没用过空调。”
他住进来之前空调就好长时
间没人用过了。因为太脏，他
住进来以后也没敢开。经过这
次的“清尘行动”，这台空调终
于可以派上用武之地了，这让
齐先生很高兴。

见气温太高，清洗工作人
员已经满头大汗，齐先生赶紧
从冰箱里拿出冰激凌说：“大热
天麻烦你们，真是不好意思。”

清洗完齐先生家的空调，
清洗小队又来到鹿鸣小区葛
女士的家中。“终于把你们给
盼来了。”葛女士说，“你就是
杨斌吧！这位就是你的父亲？”
清洗小队的队长润欣清洁服
务中心的杨斌愣了一下问道：

“我们以前见过吗？您怎么知

道我的名字？”
原来，经过连续报道，杨斌

和他的空调清洗团队已为许多
市民熟知。葛女士就是在“清尘
行动”报道上看到杨斌的。老两
口带着外孙一起住，天气热，他
们经常躲在家里避暑，看报纸
就自然成了一件乐事。

在清洗过程中，葛女士老两
口和工作人员攀谈起来，不留神
间忘了拔插头，致使工作人员不
小心触了电。看着没什么大碍，
工作人员又接着清起了空调，这
让葛女士既内疚又感动。“幸亏
没什么大碍，不然我们就太过意
不去了。”葛女士说。

对此，杨斌提醒说，市民平
时自己在清洗空调的时候要注
意安全，清洗之前一定要记得
把插头拔下来。清洗完葛女士
家的空调以后，工作人员还在
空调上贴下了“温馨提示”，再
一次在感谢声中离开了。

下午，清洗人员又赶到鹿鸣
小区的王先生家中。“我们家里
一共有三台空调，平时也找不到
清洗的人，这次正好有这个机
会，一起都清洗了吧。”王先生
说。他的家里有一台柜式和两台
挂式空调，因为本次活动只免费
清洗一台，所以另两台挂式空调
的清洗就需要收费。

但王先生表示，看过本报
关于空调清洗的报道之后，他
觉得家中的空调确实需要经常
清洗。“免费清洗一台柜式空
调，另外两台收费也无所谓，之
前也不敢随便找人来清洗，这
次通过齐鲁晚报，我们洗得也
放心，用着也放心！”王先生说。

清尘行动
我们帮你家洗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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