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经典进社区活动启动

快快来来免免费费体体验验““亲亲子子描描写写””

哪儿有洗熨沙发套的

读者李女士：
家里沙发套最近被孩子洒上果汁

了，我想拆下来自己洗，又担心洗了变
形，能推荐下专业洗沙发套的地方吗？
家政女王：

您好！提起这沙发套，清洁时，不
少人可能都有这样的苦恼，拆下沙发
套扔进洗衣机洗完晾干之后，却怎么
也套不进去了。据记者了解，这种苦恼
的产生一方面与沙发套本身的工艺质
量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与咱们的清洗
不当脱不了干系。其实，如果想省心又
省力的话，不妨交给专门的洗衣店或
有这方面服务的家政公司，诸如百乐
帮、三帮等在沙发套清洁上都很专业，
工作人员会根据您沙发套的材质以及
污染程度制定清洗方案，确保您的沙
发套洗出来之后又干净又不变形保持
原样，包您看着舒心。

更多家政服务您也可以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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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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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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新鲜牛奶，福利来喽

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亲们，订
奶福利来啦！每年的5月是世界牛奶
月，特地牛奶为回馈广大读者的信赖，
特推出世界牛奶月———“特地”为您送
健康订奶优惠活动。活动详情见表格：

订购可拨打96706转2号键预约，
留下您的姓名、电话以及送奶地址，有
订奶员上门收费。凡参加活动客户，订
购期间如遇产品涨价，将享受现在订
奶价格。咨询电话：400-060-5178；工作
时间：早8:30—晚8:00；活动时间：5月9

日—5月31日；活动范围：仅限济南市
区内(不包括章丘)。

本报讯 (记者 王若松 )

想和您的孩子一起感受传
统文化的魅力吗？想在周末
和孩子一起免费体验“亲子
描写”吗？那就赶紧报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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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活动吧！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

中软笔书法更是经过几千年
的衍变、发展和积淀，成为一
门艺术。为了让您和孩子能够
在共享美好亲子时光的同时
体验传统经典的魅力，让孩子
接受中华传统艺术的熏陶，本
报读者俱乐部特组织了本次

“经典进社区——— 中华传统
经典亲子描写体验”活动。

24日，活动第一站在开
元山庄小区文化广场拉开帷
幕。7岁的臧子元小朋友早早

就在妈妈的陪伴下来到了活
动现场，别看小子元年纪小
而且是第一次写软笔书法，
但经过在场老师的指导，很
快就“大显身手”，并完成了

自己的毛笔字“处女秀”，“之
前没练过，没想到孩子还练
得挺像那么回事儿的，回家
一定让他多练练。”体验完之
后，子元妈妈高兴地说。

本次活动由《孔子学堂
书艺馆·阳光舜城》全程公益
赞助支持，所有报名参加的
读者均可免费体验描灰一
次，并且参与即有描灰体验
包作为奖品相赠，我们还将
根据您所描写的质量不同，
赠送10元-200元不等的奖品
予以鼓励哦！

为了能让更多的家庭和
孩子体验到“亲子描写”的乐
趣，我们的活动将陆续在其
他社区展开。本周末 (5月30

日)，活动将在济南市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举行，届时您可
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哦！

活动参与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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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即
可。

本报讯(记者 王若
松 ) “真是不洗不知道
啊，微波炉里竟然这么
脏！”近日，获得微波炉
清洗大奖的读者们享受
完工作人员免费上门清
洗的服务后感慨地说。
上周，又有5位读者获此
大奖啦，快看看是谁吧
(获奖名单见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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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动持续8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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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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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已经持续了
10周的扫微信赢幸运茶
礼活动目前仍在进行当
中 (上周中奖名单见右
表)，每周我们从本报读
者俱乐部微信好友中抽
出50位幸运读者，免费
赠送由“海右六零”提供
的价值60元/份的茉莉

花茶一份。本次活动持
续12周，共计600份大礼
等您来拿！

活动参与方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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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即可。
2、幸运茶礼免费送活
动：关注本报读者俱乐
部微信 ,并回复“品茶有
礼+姓名+电话+地址+年
龄”。活动详情您可以拨
打96706按2号键咨询，
更多更详细活动预告及
信息,请关注本报读者俱
乐部微信及《读者·服
务》版。

““不不洗洗不不知知道道，，微微波波炉炉里里这这么么脏脏””
上周又有55位读者喜获免费家政服务及幸运茶礼大奖

扫微信送花茶第十期中奖名单

扫微信送微波炉免费洗第三周中奖名单

持持读读者者卡卡购购物物，，周周周周享享特特惠惠
晚报茶友会邀请您参与普洱斗茶大赛

本报讯(记者 李虎) 本
报读者俱乐部本周联合贵仟
家居、济南苏宁、茶马史诗推
出购物优惠活动，仅限持读者
卡或信联卡刷卡购买。本周特
价商品从5月27日起优惠。

本周为读者带来两款贵
仟家居特惠产品，贝奇厨房
锅 具 3件 组 ( 3 0 C M炒锅、
20CM汤锅、16CM奶锅)，原
价2275元，特惠价999元；韩

国乐扣500ml便携水杯，特
惠价16 . 9元。读者朋友可到
经十路20286号省体中心体
育场南区贵仟家居店内购买
(电话87150777)。

苏宁本周推荐两款空
调，其中惠而浦空调 ISH-
26CR2，原价2899元，特惠价
2699元；惠而浦空调IVH-
5 1YA 2 (玫瑰金 )，特惠价
5699元。

茶马史诗本周推荐普洱
晒红，原价360元/500g，现特
惠价为288元/500克。茶马史
诗旗舰店位于经十路17513
号(学府大酒店东200米路
北)，读者可到店内品尝。同

时，由茶马史诗和齐鲁晚报
茶友会主办的首届普洱斗茶
大赛海选活动正在进行，如
果您有私家珍藏的普洱老
茶、陈茶、新茶，5月20日至6
月1日可报名参加。大赛分为
老茶赛区(15年以上)、陈茶
赛区(6-15年)和新茶赛区(1
-6年)。大赛设立专家评委
组，由高级茶艺师、中级评茶
师以及茶协理事组成。欢迎
咨询:81758658。

读者卡办卡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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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元在活动现场的描灰作品。 本报记者 王若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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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奶

时间

订奶

品种规格

赠奶

规格
盒数 备注

3

个

月

250ml鲜奶或

250ml酸奶或

250ml欧顿

250ml

鲜奶
6 此数量为

订购1份奶

的赠奶数

量，多订的

累加赠送。

500ml鲜奶或

500ml酸奶

500ml

鲜奶
6

6

个

月

250ml鲜奶或

250ml酸奶或

250ml欧顿

250ml

鲜奶
12

500ml鲜奶或

500ml酸奶

500ml

鲜奶
12

“科普知识这么有趣”

“原来科普知识也可以这么有趣
啊！”上周末，本报小记者参观了济南市
科普体验中心和济南市气象科普馆，小
记者们参观完之后对科普知识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纷纷表示下次还来。左图为小
记者王珂盈在科普体验中心“静电花”模
型前观察。

2015年本报小记者团特别推出了小
记者精英培训计划,充分照顾不同年龄
段小记者的不同需求,提供更丰富的选
择。你想成为一名小记者吗?赶快加入我
们的队伍吧！报名请加入小记者团QQ群
(245632304),或者通过齐鲁晚报小记者
团微信(wanbaojizhetuan)直接报名。

本报记者 王若松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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