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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水器需定期清洗

读者赵女士：
我们家太阳能热水器最近发现放出

来的洗澡水有点脏，而且洗完澡身上有
些小红点，听说是长时间不清洗的缘故，
麻烦问一下太阳能热水器需要定期清洗
吗？怎么个清洗法？
家政女王：

您好！常年不清洗的太阳能里面水
垢非常惊人，而水垢的导热系数比金属
低得多，一旦负责导热的真空管结有水
垢会严重影响热水的温度，这也就是太
阳能热水器用久了水温降低的原因之
一。

水垢中含有多种化学成分，长期的
沉淀和积累使水中有害物质不断增加，
可能导致皮肤过敏。而太阳能内壁上的
粘泥、微生物、细菌在长时间不断更新、
交替反应中也生成很多有害物质，皮肤
敏感的妇女、儿童甚至会在洗澡后有皮
肤瘙痒和起红点现象。因此，太阳能热水
器每一年半到两年就需要进行清洗、检
查、消毒，由于整个过程比较繁琐，建议
大伙儿请诸如绿之源家电清洗这样专业
的清洗公司进行清洗。他们的经验和技
术都非常到位，能用专业的太阳能除垢
剂和毛刷等工具，将太阳能热水器里里
外外洗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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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仟家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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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起优
惠。

贵仟家居本周给读者带

来两款产品，舒适地带绿茵
透明桌面收纳盒，原价28元，
特惠价18元；舒适地带杰克
收纳盒创意储物盒，原价32
元，特惠价22元。

苏宁本周带来优惠家
电产品供读者们选择，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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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9 9
元，特惠价 8 9 9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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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努西伊莱克

斯 1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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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让让微微波波炉炉变变干干净净吗吗，，加加微微信信吧吧
本报微波炉免费清洗活动正在进行，请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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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喝玫瑰干花茶养颜哦

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夏天来了，
酷暑难耐，喝点儿什么好呢？本期绿色生
活馆为您推荐一款夏日冲饮佳品——— 玫
瑰干花茶，尤其是女性读者朋友，喝了不
但解暑还能美容养颜哦，赶紧试试吧！

从中医来讲，玫瑰干花味甘微苦、性
温，最明显的功效就是理气解郁、活血散
淤和调经止痛。此外，玫瑰干花的药性非
常温和，能够温养人的心肝血脉，舒发体
内郁气，起到镇静、安抚、抗抑郁的功效，
所以非常适合夏季天干烦躁时饮用。再
者，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特别是女性。中
医认为，女性肤色晦暗、脸上起色斑，如
黄褐斑等，都和肝郁气滞有密切关系，因
为气滞则血瘀，就会导致这些容颜问题。
所以，经常以玫瑰花泡茶，可以疏肝理
气，活血化瘀，对女性美容、改善肤色，大
有益处。

我们为您准备的恒庆堂玫瑰干花
茶，选自优质玫瑰花风干而成，原料和制
作工艺都是上乘的，您绝对可以放心饮
用。而且物美价廉，90g规格的只需15元，
120g规格的只需20元。饮用时，您可以根
据自己的口味和需求，适当加入大枣、枸
杞等达到养生保健的效果，您可到山东
新闻大厦一楼绿色生活馆购买。

本报讯 (记者 沈振 )

好消息！为给晚报读者提供
一条暑假优质的旅游专线，
本报联合山东中铁国旅打造
了一条优质旅游线路———

“齐鲁晚报读者旅游专线之
魅力张家界”，本报记者将全
程跟队采访报道，首个团定
于7月3日出发。

一直以来旅游市场鱼龙
混杂，这让不少有暑期出游
打算的消费者不知如何选
择。为给齐鲁晚报读者提供
一个舒心、放心的旅游产品，
本报特联合山东中铁国旅打
造了一条优质旅游线路———

“齐鲁晚报读者旅游专线之
魅力张家界”。

据了解，张家界、凤凰空
调双卧六日游是为本报读者
特别定制，全程为湘西优质
景区，包括八大美景：张家界
森林公园、世界第一梯百龙
天梯、旷世绝景天门山、茅岩
河漂流、张家界大峡谷、黄龙

洞、千年古镇芙蓉镇、中国最
美小城凤凰古城，八大景区
尽收眼底，张家界美景“一网
打尽”。不仅景点均为优质景
区，为了提高本报读者的旅
游舒适度，此专线全程均为
三星级以上标准房间。

同时，为了回馈读者，
“齐鲁晚报读者旅游专线之
魅力张家界”线路产品市场
为2600元/位，而本报读者报
名为2280元/位。该产品中仅
门票一项就涵盖价值1100元
景区门票，往返火车票643
元。同时，前三期活动，每期
均有现场抽奖活动，一等奖
为单人全程免单，其余奖项
为200—500代金券。为了方
便济南以东地区报名来济南
参团的游客，本报同时推出
双人报名免一人来济火车票
的优惠。

在全程保证高品质优质
服务的前提下，本报旅游专线
还将推出一系列优惠服务措
施，以确保本报读者能享受到
高品质的旅游休闲之乐。

“齐鲁晚报读者旅游专
线之魅力张家界”报名咨询
电话：82420889。

扫微信免费洗微波炉
第六周中奖名单

13日，齐鲁晚报的小记者
们一起来到济南国际会展中
心，探秘第三届中国(山东)国际
消防安全技术与应急救援设备
博览会。小记者们体验了逃生
缓降器，并且与消防灭火机器
人互动，学到了不少消防知识。
公交六公司三队的志愿者们也
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报记者 王若松 摄影
报道

“小小消防员”

本报讯 (记者 王若松 )

想用干净的微波炉吗？想
不花一分钱就享受一次免费
送上门的家政服务吗？那就
赶紧关注齐鲁晚报读者俱乐
部微信 (扫一扫本版右上二
维码)吧，我们的微波炉清洗
免费送活动正在进行，上周
又有5位读者中奖啦(获奖名
单见表格)！

微波炉清洗是本年度家
政服务免费送活动送出的第
二项家政服务大奖，活动开

始后，目前也已经有30位读
者获奖了，为了让更多的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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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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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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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专业的家政公司开展
的，周周有惊喜，月月有大
奖，旨在让晚报的读者朋友
们体验并享受全济南最有品
质的家政服务。

活动参与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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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河垂钓(1689) 梨涡浅笑(7634)

期待……(3690) 许姐(8679)

梦想成真(6342) ★括号内为手机尾号

中高考学生有福利了

凭证部分景区优惠游

本报6月15日讯(本报记
者 宋磊) 中高考结束了，
为助广大考生释放压力，齐
鲁晚报读者旅游专线联合济
南长途汽车东站旅游集散中
心，为暑期的学子完善了多
条旅游专线。中高考学生凭
准考证参加济南周边景区
游，将享门票优惠。

本周末恰逢端午节假
期，本报联合济南长途汽车
东站推出的多条读者旅游专
线继续出发，暑假期间对中
高考学生进行力度空前的优
惠。即日起报名参加本报读
者旅游专线暑期游的中高考
学子，凭本人准考证到朱家
峪、方特东方神画以及九如
山景区游玩，均可享门票优
惠，其中，原价80元的朱家峪
景区门票，门票+往返乘车
仅需40元；原价240元的方特
东方神画景区门票，门票+

往返乘车仅需180元；原价
120元的九如山景区门票，门
票+往返乘车仅需20元。

此外，端午假期，跑马岭
野生动物世界也将开展“爱
(艾)在跑马岭 端午消夏约
萌宠”主题活动。6月20-22
日，凡到济南长途汽车东站
乘坐齐鲁晚报读者旅游专线
的旅客，均可享包含往返车
票在内共80元的价格优惠。

读者旅游专线每逢周
六、周日早8:30在济南长途
汽车东站(二环东路和工业
南路交叉口东北角)发车。今
后，读者旅游专线每周将主
打一个主题的特色游，届时，
读者朋友只要关注本报“在
旅途”、读者俱乐部微信，下
载齐鲁晚报“壹点”客户端，
就有机会获得免费门票或者
精美礼品。报名咨询热线：
88934988、88934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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