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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首批
报名齐鲁晚报小记者团的孩子
们，面试结果已经电话通知所有
家长。与此同时，首期采风活动

“我是小小消防员”也即将开始，
晚报的新晋小记者们，你们准备
好了吗？

5月21日，齐鲁晚报小记者团
正式成立后，一个又一个跃跃欲试
想成为小记者的孩子们热情高涨，
报名人数现在已达几百人。5月24
日，我们在山东新闻大厦对首批报
名的小记者们进行了面试及筛选，
目前面试结果已经揭晓，工作人员
已经电话通知家长，新晋小记者们
可要继续加油哦！

与此同时，小记者团成立后的
首期采风活动———“我是小小消防
员”也即将开始。届时我们将组织新
晋的小记者们，变身“小小消防员”，
走到消防营地及消防战士们中间，
观摩实景演习，采访消防员叔叔，记
录消防员的酸甜苦辣，并接受消防
安全教育。

“小小消防员”安全科普公益活
动，是由第二届中国(山东)国际消
防安全技术与应急救援装备博览会
与齐鲁晚报小记者团共同发起的，
凡首批面试通过的小记者们都可以
申请参加。

这么丰富多彩的活动，错过
首批报名的孩子们该着急了吧？
别担心，我们的小记者团报名还
在持续进行当中呢！凡是 6-18周
岁的孩子都可以拨打 96706报名
参加，或关注本报读者俱乐部微
信直接发送报名信息，我们将根
据报名情况进行筛选并颁发“齐
鲁晚报小记者证”。

作为齐鲁晚报小记者团的活动
大本营，小记者编辑部也将在暑假
正式对外开放！在这里，小记者们可
以学习采访与写作，还可以亲手自
办报纸呢！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小记者需
现场报名。第二次面试时间:本周六
(6月7日上午9点到12点)，报名地
点:山东新闻大厦一楼。

报名时孩子需携带学生证(没
有的可以不带)，并提供标准2寸证
件照3张。

报名咨询电话 : 96706 ,也请关
注本报读者俱乐部微信 (本版右上
角二维码 )或者加入小记者团QQ

群 ( 2 45632304 ) ,发送报名信息 (姓
名、性别、年龄、学校、班级及家长
联系方式)预约报名,以便及时了解
小记者团活动详情并报名互动。

本报讯(记者 崔岩) 5月30
日下午，82岁的杨淑范老人幸运地
成为齐鲁晚报家政服务中心首单
服务对象，原本预约清洗一台空
调，看活干得好，老人临时还加了
一台。

5月30日下午2点，记者跟随齐
鲁晚报家政服务中心马建伟师傅，
一起来到了位于建设路世纪家园
的杨淑范老人家中。

身穿统一制服红马甲，手拎一
应俱全的工具箱，马师傅一进门，
首先穿上自备鞋套，然后出示自己
的工作证和资格证。

杨淑范老人今年82岁，老伴朱
大爷也已88岁高龄了，是齐鲁晚报
的忠实读者。看到本报家政服务中
心成立，便预约清洗卧室的一台挂
式空调。“空调用得时间久了，制冷
效果大不如从前了。”老人说。

了解了空调基本情况后，马师
傅开始准备空调的清洗工作。首
先，将空调的外盖打开，取出里面
的两张过滤网，并用专业的清洗剂
冲洗。然后再将内部继续打开，并
用清洗喷雾擦拭过滤网下面的蒸
发器部分。

清洗保养结束，马师傅又确认
了空调工作正常，这才放心地将遥

控器交给老人。“空调清洗后，能省
电30%。以后也要定期清理，否则
很容易产生病菌。”完工后，马师傅
叮嘱说。

看马师傅干活仔细，老人赶紧
和马师傅商量，希望清理另一卧室
的空调。这台空调清洗完了，马师

傅又手把手教老人如何控制风速
和风向，老人笑着说，“用了十几
年，这风向还真不知道咋调。”

两台挂式空调清理完毕，收了
老人80多元钱，价格挺优惠，相当
于目前市场上清洗一台空调的收
费，老人在服务卡客户意见栏里，

全部打了“满意”。“年纪大了，出去
找家政不方便也不放心，这下太方
便了，干活也放心！”临走了，老人
还拉着记者的胳膊一个劲夸。

目前，齐鲁晚报家政服务中心
已正式运营。读者只需要拨打晚报
96706公众服务中心24小时便民热
线96706，按2号键登记预约，或登
录96706便民网(www.ql96706.com)
下单即可，工作人员将会根据您所
需服务和预约时间，为您提供方便
快捷的上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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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项便民服务。

齐鲁晚报家政服务中心的工
作人员均经过专业培训，均持济南
市家庭服务业协会颁发的资格证
书上岗。小到家庭保洁、线路故障
排查，大到家电维修、木地板保养
等种种生活问题，今后再也不用四
处奔波找行家帮忙了。即日起，由
齐鲁晚报和山东大众报业(集团)
发行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家政服
务中心，将成为您最好的生活管
家。

小记者团首次采风

要启动啦

您您家家的的木木地地板板保保养养得得当当吗吗
地板封膜光亮耐磨易清洗，效果比打蜡好很多哦

家政女王

疏于保养寿命减半

用过木地板的家庭都有体会，
和地板砖不同，它的表面特别怕磨，
而且日子久了不打理，光泽度明显
不如从前，不仅影响美观，使用寿命
也大打折扣，变色、开裂等问题也接
踵而来。

常年专业从事木地板保养的济
南百乐帮家政公司技术人员孙根产
告诉记者，现在比较常见的精油保
养尽管操作简单，但由于木地板在
出厂时表面一般都有耐磨层，因此
抹上的精油吸收量非常少，保养效
果一般。“再就是传统的打蜡，效果
虽然比精油要好很多，但禁忌很多
而且隔几个月就要做一次，目前最
先进的技术就是地板封膜，这也是
百乐帮的专利技术，公司有很多回
头客。”

封膜后耐磨易清洗

据孙根产介绍，地板封膜做出
来非常光亮耐磨，也好清洗，好好打
理保持一年不成问题。真的这么神
奇吗？近日，记者随技术工人来到客
户家中全程体验了一把。

首先就是彻底地清洁地板，工作
人员先用带地板清洁液的拖把把地

板拖干净，然后用刮玻璃器把地板上
水渍刮干净，再用干抹布把地板擦一
遍晾干。接下来工作人员将进口的地
板封膜剂，用覆膜拖均匀地在地板上
涂上一层，自然晾干。此时，原本没太
有光泽的地板表层已经形成了一层
透明坚固光亮的耐磨层。

晾干后，工人又按照前面的工序
上了一层封膜剂，20分钟后晾干，然
后将没有打到的地方补好，修复一些
划痕。“1小时以后就能在上面走动
了，移动家具的话最好是5小时之后，

封上的这层膜能防止洗涤剂、滑擦等
伤害，清洁也方便。”工作人员说。

封膜100平米仅需千元

您可能会有疑虑，效果这么好，
价位是不是也比精油和打蜡高呢？采
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普通的
地板精油保养及打蜡保养的价位约
在每平方米几元到十几元之间。

和地板封膜的技术不同，精油
保养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地板
开裂，但在防摩擦上的效果微乎其
微。地板打蜡的效果虽然要比精油
好，但有时蜡会与地板表面漆质发
生反应，引起变色，再就是保持时间
很短需经常护理。

地板封膜就不一样了，经专业
技术人员处理后的亮膜，在将地板
表面凹凸不平的地方填平的同时，
使光线形成均一反射，地板变得光
鲜亮丽，既防滑又坚韧。

“平时封膜的价位比打蜡和精油
要稍微高一些，大概在15元/平方米，
但现在公司正在搞活动，每平米只需
10元，和普通精油及打蜡价位差不
多，而且需要做的频率也低，每年做
一次就行了，讲究的也可以做两次，
算下来100平米的房子，只要一千块
钱就能搞定了。”百乐帮工作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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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lwbjznw@126 .com

便民热线：96706按2号键

文/片 本报记者 王若松

木地板，是不少家
庭地板装修的主要选
材。但在美观自然的同
时，一旦打理不当，不
仅会粗糙变色，甚至还
会变形开裂。因此木地
板的保养非常重要，怎
样保养才好呢？本期家
政女王给您支招。

想当“小小消防员”
快申请，小记者报名继续

齐鲁晚报家政服务中心的马建伟师傅，正在仔细地清洗空调。
本报记者 崔岩 摄

工作人员正给木地板覆膜。

大大热热天天，，来来点点儿儿鸭鸭梨梨醋醋饮饮消消消消暑暑
天然又健康，还有赠品，赶紧尝尝吧

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亲
们，大热天是不是特想来点儿健
康又降暑的东东呢？本周96706
便民网绿色生活馆专门为您准备
了健康又降暑的鸭梨醋及鸭梨醋
饮，赶紧带回家尝尝吧！

为了让您在这个夏天喝得解
暑又健康，96706便民网绿色生
活馆专门从本报放心农产品基地
给您奉上一款阳信鸭梨酿制的鸭
梨醋及鸭梨醋饮。鸭梨醋和普通
的粮食醋相比，色泽红棕、清爽可
口、甜酸柔和，具有阳信鸭梨特殊
的果香，而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
原因，一是原料二是工艺。在原料

方面，鸭梨自身带入的果酸和发
酵过程中生成的有机酸，形成了
与粮食醋不同的更为丰富的有机
酸体系，有机酸品类越多，醋的口
感就越醇厚。

而在工艺上，鸭梨醋的酿制
采用了留糖发酵和低温防溢散的
发酵工艺，这对促成鸭梨醋酸酸
甜甜的口感大有裨益，是普通粮
食醋无法比拟的。您可以在炎热
的夏季，用它调制一盘精美爽口
的佐餐小凉菜，每箱6瓶仅售50
元。

另外，还可以尝试一下鸭梨
醋饮。它以优质纯正的阳信鸭梨
为原料，采用生物发酵技术制成，
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鸭梨的营养成
分，既天然又健康，酸爽可口的味
道最适合在炎热的夏季饮用！而
且在价位上比果汁更实惠，50元

10瓶。订购以上两款即赠鸭梨醋
饮1瓶，还有优惠券相送。

除此之外，来自本报放心农
产品基地“中国马铃薯之乡”的滕
州黑土豆、青岛胶南的“黄金浆
果”蓝莓、济阳自在农场无公害蔬
菜套装以及向阳坡有机蔬菜套装
正在火热预订中，抓紧来电抢购
吧！

订购方式：1、拨打订购热

线 96706按 2号键，96766按 3号
键下单；2 、登录 9 6 7 0 6 便民网
(www.ql96706 .com)绿色生活馆
线上下单；3、加入齐鲁晚报读
者俱乐部QQ群(群号365117668)

留言订购；4、关注齐鲁晚报读
者俱乐部微信 (扫一扫本版右上
角二维码 )，编辑“我要订购+姓
名+电话+地址+产品名+数量”
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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