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没想想到到吃吃西西瓜瓜也也能能获获奖奖””
瓜果节持续到周末，团购享优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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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炎
炎夏日即将到来，您的爱车贴膜
了吗？车险要到期了，您给爱车
续保了吗？即日起，只要您关注
读者俱乐部微信（扫一扫本文后
二维码），就能享受汽车贴膜优
惠哦！太阳膜贴多少送多少，持
有读者卡(信联卡)的用户，购买
车险7折基础上还能再优惠15%
呢，赶紧拿起手机行动起来吧！

作为齐鲁晚报读者俱乐部推
出的“爱车季”系列活动之一，本
报特联合济南爱义行向广大读者
朋友推出“0”元贴膜等优惠活动。
即日起，只要您关注齐鲁晚报读
者俱乐部微信就可以参加。读者
卡(信联卡)用户还能享受到店支
付1元的空调检测服务呢！

原价90元的空调检测只需

1元就能搞定？没错！据记者了
解，空调检测主要包括检测空调
压力、氟利昂、空调压缩机、滤网
等，让您的爱车空调在夏日来临
之前来一次“大体检”，让它轻松
上阵。

同时，加微信后您到爱义行
任意门店贴膜，都可以享受到贴
多少价位太阳膜，送多少价格使
用基金的超值优惠。赠送的使用
基金可以用于兑换洗车卡、汽车
美容服务、车身改色、全车喷漆
等多种项目，而且保证所有的贴
膜均为正品，相当于您的贴膜费
用仅为“ 0”呢，实在是太超值
了！此外，读者卡(信联卡)用户
关注济南爱义行官方微信，到店
还能领取半价打蜡卡一张，数量
有限，先加先得！

除了汽车贴膜、空调检测、
打蜡卡等优惠，“爱车季”期间，
本报还联合中国人寿财险为持
有读者卡(信联卡)的用户特别
推出了车险优惠项目(截止到5
月20日)。车辆保险通过电话直
销承保，客户最高享受在7折的
基础上再优惠15%，根据保费额
度分档赠送车载施救礼品，并由
服务专员上门办理相关业务。

作为读者卡(信联卡)的持
有者，活动期间您还可以享受专
属的理赔服务政策：3000元以
下单方事故，享受无现场无免赔
定损服务；1000元以下人伤案
件，现场快速调解处理服务；
2000元以下案件，现场手机自
拍、自助查勘服务；修车交钥匙
服务；保险事故提供免费律师服

务以及专属汽车增值服务。
您可以在汽车年审、环检时

预约专属通道，享受不排队审车
的超值体验；还可以享受非事故
道路救援服务，主要包括：拖车、
搭电、紧急送水、送油、换胎、现场
维修等，而且全年不限次数哦！

如此超值的优惠活动和贴
心服务，您还在等什么，赶紧行
动起来吧！详情请拨打96706便
民热线或登录96706便民网了
解咨询。

关注齐
鲁晚报读者
俱乐部微信
(扫一扫本文
后二维码 )，
更多惊喜等
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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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若松

年轻父母都有这样的体会，有老
人在家帮忙带孩子，是一件非常幸福
的事。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老人由于体
力、精力、观念等的局限，在孩子的启
蒙教育、营养搭配、智力开发等方面和
年轻人相比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而
多数孩子的爸爸妈妈，由于白天需要
忙于工作，也都无暇陪伴年幼的宝宝。

遇到这种情况时，给孩子请个育
婴师是个不错的选择。育婴师是近年
来新兴的一个职业，为广大有需要有
条件的婴幼儿家庭提供专业的育婴
服务。96706便民网旗下签约的家政公
司中，济南大家园家政服务中心、济
南百乐帮家庭服务有限公司等都可
以为您提供专门的育婴服务。

所谓育婴服务是指在孩子0-3岁
这一阶段，悉心照料孩子的同时还会
根据孩子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特点进
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培养，为孩子多
元智能和健康人格的培养打下良好
的基础。

记者了解到，这些育婴师都是持
有专业资格证书的、符合国家职业标
准的从业人员。以大家园家政服务中
心的育婴师为例，她们在和孩子相处
时，要语言文明，讲普通话，要有高度
的责任心、爱心，不准打骂、体罚、变
相体罚婴幼儿。

同时，还要细心照看、呵护、教育
婴幼儿，要调剂婴幼儿饭菜，做到科
学喂养，细心观察婴幼儿精神、饮食
等变化，发现异常及时通知家长。

可以说，宝宝有了育婴师之后，
您可以完全不必再为孩子的早期教
育问题担心，而且家里老人也有了适
当的休息时间，不必从早到晚围着宝
宝转，平时只需配合育婴师完成孩子
的饮食、教育等各项工作即可。

在价位上，从育婴员到育婴师再
到高级育婴师，不同级别价位也有所
不同，级别低的每月只需1500元左右
即可，级别高的可能要3000元左右。工
作时间上，一般育婴师都是每天8小
时工作制，若需要延长则按天或者小
时增加工资。具体情况您可以拨打
96706便民热线咨询。

服务在线

宝宝没人照看
请个育婴师帮忙

96706便民网是由96706

公众服务中心打造的省内最
专业的便民服务网络平台，专
心专业为晚报读者提供服务。
您只需点一下鼠标，就可以轻
松预约保洁、搬家、家电维修、
母婴护理等多项便民服务。

本栏目将陆续发布一些
服务信息，如果您有需求，随
时可以登录96706便民网或拨
打96706便民热线预约。

本报讯(记者 王倩) 上周
六，备受市民期待的济南首届瓜
果节终于拉开了帷幕，新鲜瓜果
从田间地头直送进城，济阳仁
风富硒西瓜、章丘高官寨甜瓜、
济阳县崔寨香瓜、商河县郑路
镇珍珠西瓜等亮相瓜果节。不
少赶来尝鲜的市民品尝之后连
连夸赞，走之前还不忘买上两箱
瓜果吃。

19日一大早，不少市民就
来到位于经十路22232号山东
省名特优展销中心的首届瓜果
节主会场内。大家在这里不仅能

免费品尝新鲜瓜果，还能领取礼
品、参加吃西瓜比赛。

家住槐荫区的刘女士一大
早就跟家人来到瓜果节的主会
场，“报纸上说这都是从田间地
头直送进城的瓜果，现场还能
免费品尝，我得来尝尝鲜。”刘
女士边说便拿起一块济阳仁风
富硒西瓜品尝，随后又品尝了商
河郑路镇珍珠西瓜，“口感不错，
真甜。”刘女士接着买了两箱西
瓜。

在现场，各瓜果品种所在地
乡镇、村负责人现场卖起了瓜
果，“这是有机产品，经过了地理
标志认证。”“甜度高、口味香，不
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朋好友，都
是最佳选择”……他们介绍起这
些瓜果，显得更加专业。

作为瓜果节开幕活动之
一，吃西瓜比赛引来很多市民
参与，大家一边参加比赛吃西
瓜，一边还竖起大拇指，夸赞西
瓜口感好。除了济阳仁风富硒
西瓜、章丘高官寨甜瓜、济阳县
崔寨香瓜、商河县郑路镇珍珠
西瓜，青岛莲花山瓜果专业合
作社甜瓜、章丘富硒大樱桃等
产品也亮相本次瓜果节。而这
些新鲜瓜果也都是活动当天一
大早从田间地头摘下直送进城
的。

本次精品瓜果节活动时间
为4月19日-27日，活动在三个
会场同时展开，分别是山东新闻
大厦大厅、泺源大街3号回归自
然店、经十路22232号化工宾馆
东后院内(山东省名特优展销中

心)。市民在三个会场都可以买
到瓜果节展示产品。

瓜果节结束后，本批头茬瓜
的销售持续到5月初。“五一”节
临近，回家时不妨捎上新鲜的头
茬瓜送给亲朋好友，很甜蜜的
哦。订购很简单：您可以拨打
96706转2号键进行订购，也可
登录96706便民网或是添加“齐
鲁晚报读者俱乐部”微信(扫一
扫本版右边微信二维码)，编辑

“预订品种名称+姓名+地址+电
话+品种+数量”。对刷读者卡
(信联卡)购买的读者，我们将每
箱优惠5元。当然，我们也欢迎
大宗团购,团购10箱以上,每箱
优惠10元。以上活动不重复参
与，绕城高速以内所有订单，我
们的配送员都将送货上门。

秀一秀参展瓜果优点
济阳仁风富硒西瓜：绿

色无污染，营养丰富，以皮
薄、瓤脆、汁多、味甜、入口
即化著称。

章丘高官寨甜瓜：肉质
酥脆、细嫩多汁、甘甜爽口，
有清暑热、解烦渴等功效。

“高官寨甜瓜”获得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认证。

珍珠红西瓜：含有大量

的氨基酸、维生素及矿物
质，营养丰富、口感纯正、原
汁原味，经常食用有清除体
内的毒素、防暑、降压、保
健、美容之功效。

济阳崔寨镇“绿阳”香瓜：
甜度高、口味香，素有“香瓜
王”的美誉，该瓜瓜形椭圆，甘
甜多汁，香气纯正，中心含糖
高达16度。

“这么甜的瓜，买回家给外孙女吃”

本报记者 王倩

19日上午10点钟，瓜果
节主会场活动刚拉开帷幕，
今年 59岁的市民王勇就提
着一个环保袋走进主会场。
他围着主会场转了几圈，最
后在济阳仁风富硒西瓜帐篷
前停了下来。

在工作人员热情介绍济
阳仁风富硒西瓜的特点之
后，王勇拿起一块西瓜品尝
了一下，“真甜，我还没吃过
这么甜的西瓜呢，得买点回

家给外孙女吃。”
王勇告诉记者，他在章丘

上班，18日晚上上的夜班，19
日一大早，老伴给他打电话，
告诉他这里有瓜果节活动，他
从五里牌坊站牌附近下车之
后直接就赶过来了。

决定要买个新鲜西瓜带
回家送给外孙女，王勇掏遍了
所有的口袋，用身上仅剩的20
余元钱买了新鲜的西瓜，高兴
地提着回家了，“回家让外孙
女尝尝，好吃的话，再来给孩
子买。”王勇笑着说。

夫妻俩参加吃瓜比赛双双得奖

本报记者 王倩

在瓜果节开幕当天，马
和平和妻子也早早来到现
场，各种瓜果都品尝了一番，
两人也买了新鲜的瓜果。

得知现场有吃西瓜比赛，
夫妻两人早早排队取得了参
加比赛的资格。“1，2，3，开始！”
伴随着工作人员的一声令下，
马和平铆足了劲儿吃西瓜，不
远处的妻子也不甘示弱，拿起

一块西瓜就快速吃起来。
没有辜负妻子的希望，

马和平最终在同组中第一个
吃完西瓜，获得了吃西瓜比
赛的第一名，妻子也获得了
参与奖。从工作人员手中拿
到一箱济阳仁风富硒西瓜奖
品之后，马和平抑制不住地
笑了起来，“挺高兴的，没想
到吃西瓜也能获奖。”马和平
说完，高兴地与妻子带着奖
品回家了。 吃西瓜比赛现场热火朝天。 本报记者 王倩 摄

精品瓜果节抢鲜
配送到家价格表（高端定制；一箱就送）

产品名称 规格（净重/箱） 价格 产品特点

仁风富硒小兰西瓜（兰贵人） 13斤装(6个) 150元 入口即化

仁风富硒小兰西瓜(兰贵人) 10斤装(6个) 100元 入口即化

济阳县崔寨香瓜 12斤装(6个) 120元 香飘万家

商河县郑路镇珍珠红西瓜 13斤装(6个) 140元 皮薄糖分大

章丘高官寨甜瓜 8斤装(8-12个) 88元 香甜蜜牙

读者俱乐部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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