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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上次擦窗是在什么时候吗？

一个周前、一个月前，还是……

还记得上次擦窗时的主要步骤吗？

刮、擦、扫、抹、湿……

还记得上次擦窗的pose吗？爬窗、踩

高、高空擦窗……小心安全！

还记得上次擦窗你用了哪些工具？

抹布、板凳、水桶、玻璃清洁剂……

还记得上次清洁的效果吗？ 那些让

人郁闷的边框边角灰尘、水渍、清洁液残

留……

一个网友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擦窗经

验。 他这样写道： 首先扫去边框上大的灰

尘，擦净边框；然后上水清除表面的污渍，

必要时要配用洗洁精和小刀片； 再用玻璃

刮刮除水分； 最后记得用干毛巾或报纸擦

除表面水迹；如果有必要，还要注意清除框

槽中的灰尘。 当然他还详细阐述了你需要

什么样的刀片、什么样的抹布、什么样的钢

丝球，甚至连吸水报纸都有推荐。不过我们

不打算在这里认真探讨这些问题。因为，我

们有更好的替代品和更优秀的擦窗方案。

来自科沃斯公司的自动擦窗机器人窗

宝，可以替你解决以上所有问题。这种机器

人的最大特点是：它会自己擦窗，完全不需

要其他人的帮助。 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擦

拭的种种局限。它会提前规划路径，自动清

洁。随时还原玻璃的清洁锃亮，让灿烂的阳

光不再被阻隔！ 避免因人工擦玻璃带来的

种种危险，为您的安全提供保障！其内部子

母双核配置、双向吸附、内机驱动、双面清

洁、同步擦拭，工作效率更高。提高清洁效

率的同时，解决了外窗很难清洁的问题，许

多难清理的地方都能清洁到位。

从此你可以和你的刀片、抹布、板凳、

水桶、玻璃清洁剂……说再见了，也不必再

站在窗户上做伸展运动了。当然同时，你可

以保持您的玻璃永远程亮，何乐而不为呢？

小懒人，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科沃斯

地宝原价1699元， 现直接返现金1000元，

只需699元；窗宝原价2280元，现直接返现

金1000元，只需1280元即可尝鲜，一共仅

有40台，不做懒人，立马抢购，购买后提供

专业人员上门讲解如何使用、如何维护等

服务项目。

首届舟山远洋鱿鱼美食节启动仪式

昨日（12月24日）在成都香格里拉大酒

店盛大开幕， 舟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

宏明，中国远洋渔业协会副会长、秘书长

黄宝善，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远

洋渔业协会会长刘舜斌， 舟山市农林局

局长陆松潮，舟山市商务局局长苏为泽，

四川美食家协会主席李树人， 中国烹饪

协会理事、中国烹饪大师卢朝华，原本品

牌营销机构董事长何足奇， 营养专家辛

丘岩等领导与专家出席了本次美食节的

新闻发布会暨启动仪式并致辞。

本届美食节以 “舟山鱿鱼 鲜动成

都”为主题，通过四大主题活动，启动舟

山远洋鱿鱼半公共品牌战略， 引爆舟山

远洋鱿鱼消费潮流。

“冰箱大”的鱿鱼引围观

“这么大的鱿鱼，好神奇啊！”对于

鱿鱼，成都市民并不陌生，但是一条来自

舟山的“冰箱大”的鱿鱼则引起了市民

的惊叹，这么大的鱿鱼还是第一次听说，

许多市民表示十分好奇。

现场专家告诉消费者， 舟山捕捞的

远洋鱿鱼主要分三大种类， 西北太平洋

公海捕捞的叫北太鱿鱼， 东南太平洋公

海捕捞的叫秘鲁鱿鱼， 西南大西洋公海

捕捞的叫阿根廷鱿鱼。 秘鲁鱿鱼个体最

大，最大的可以达到150斤到160斤。秘鲁

鱿鱼生长周期短，一年四季都可以捕捞，

上半年捕捞的鱿鱼个体比较小， 下半年捕

捞的比较壮，体形像单门冰箱那么大。

“原来是‘洋货’！”来自深海纯净无

污染海域的远洋鱿鱼， 将从本次美食节走

向川内市场， 从遥远的太平洋深海直达成

都市民的餐桌。

川菜大师现场“卖艺”

“接下来有请川菜大师为大家带来精

彩的鱿鱼菜式表演。” 随着一阵雷鸣般的

掌声， 川菜大师王兵、 郑启军来到活动现

场， 一阵精彩绝伦的鱿鱼厨艺表演引爆现

场， 著名美食节目主持兰妹的热辣点评更

是锦上添花。

盐焗远洋鱿鱼、五味远洋鱿鱼面、金汤

远洋鱿鱼、翡翠远洋鱿鱼、鲜椒远洋鱿鱼，

五道口味各异的川式鱿鱼

菜品始终以“麻辣”为主

线， 串联起鱿鱼的鲜嫩可

口。麻辣与鲜嫩的结合，是

一种水与火的交融， 麻辣

火热了鲜嫩， 鲜嫩清新了

麻辣。 在鲜艳亮丽的菜肴

中，层层叠叠的香气里，麻

辣与鲜嫩的交织就是对人

的味觉、嗅觉、视觉、触觉

甚至听觉的诱惑， 令人食

指大动。

川菜菜式多样，调味多

变， 口味清鲜醇浓并重，以

善用麻辣著称。 川菜大师将舟山远洋鱿鱼的

深海美味与川菜烹饪精粹巧妙结合， 鲜甜爽

脆的舟山远洋鱿鱼配以地道的川菜风味，这

场舌尖上的诱惑谁也挡不住！

野生鱿鱼免费吃

营养美味的舟山远洋鱿鱼是本次美食

节的主角。 舟山远洋鱿鱼给成都市民的惊

喜也远不止这些， 随着舟山远洋鱿鱼成都

直销店揭牌， 舟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宏

明宣布将在今日（12月25日）至12月29日

向成都市民免费赠送舟山远洋鱿鱼近

15000份。这一重磅消息发布后，现场立刻

沸腾了，活动时间内，成都市民每天将免费

享受3000份的深海远洋美味。 成都好吃嘴

们，赶快抢“鱿鱼”去吧！

“冰箱大”的鱿鱼惊现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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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冬季素有“银色世界”之称，

雪后的峨眉山是一场刚刚苏醒的美梦，

白雪压绿树，剔透冰晶裹红花，展现着北

方雪景无法展现的一种美。

冬季的峨眉山被称为世界上最神奇

的地方。这里有亚布力般的冰雪，有吉林

般的雾凇，更有海南般的阳光；这里有被

誉为“温泉中的贵族”的氡温泉，也有中

国西南最大的高山滑雪场； 这里的冬天

汇集演绎着天地间最灵秀和最具魅力的

风景。

除了有妙曼的雪景， 峨眉万年寺特别

推出的“禅修静心之旅” 更是让你在感受

峨眉银装素裹的蓬勃气势外， 还可以在大

自然的静谧中修身养性。 两天一夜的特色

心灵之旅由万年寺知客星空全程主持，源

明法师引领参与，入住万年寺上客房，换穿

居士服，上贝枼楼禅茶一杯，在大雄宝殿习

得修身之法，收获祈愿的力量，拥抱正念的

能量，解开心结，获得灵魂的快乐。

远离喧嚣枯燥的城市， 隐身于令人心

醉的纯净世界中，看晶莹剔透的冰枝，银光

闪烁的树挂， 在雪白的山林中习得修身之

法，收获正念，找寻灵魂的快乐。微醉于自

然之间，岂非人生一大快事！

“您是否会时常想起一个人，怀

念TA带给您的真情暖意； 您是否愿

意将心中这份正能量传递，并影响更

多的人参与和改变。”

“2012，武侯因他们骄傲。”12月

11日下午， 成都市武侯区委宣传部官

方微博账号@武侯发布 发出了这样

一条征集令： 寻找那些曾感动过我们

的正能量故事， 让故事的主人翁成为

10部公益短片的主角。这条微博被热

烈转发，且转发次数还在不断上升中。

“小人物”也能成为“大明星”

“您是否会时常想起一个人，怀念TA

带给您的真情暖意；您是否愿意将心中这

份正能量传递，并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和改

变。” 在这条微博中，@武侯发布 这样写

道：“2012年年末之际，武侯区将拍摄10部

公益短片。因此，希望大家一起分享那些

感动过自己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很有可

能就是这10部公益短片的主角。”

说起拍摄公益短片，人们可能会联想

到由当红明星出演，不过这一次，成都武

侯区想告诉大家：“小人物”也能成为“大

明星”。

@武侯发布 微博小编向记者解读了

“‘小人物’成为‘大明星’”的含义。所谓

“小人物”， 是因为他/她在日常生活中

可能并不起眼， 或许只是一名环卫工

人、或许只是一位社区工作者，或许一

直都只是默默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做着平凡的“小事”。但或许就是因为这

位曾经出现在你我生活中的“小人物”，

让我们记住成都武侯、爱上成都武侯。

因此，在这个寒冷的季节，武侯区

希望通过10部由普通人物演出的公益短

片，传递“正能量”。

寻找正能量 得到全国网友关注

当“武侯正能量征集令”发出后，

除了@成都发布 @微成都 等本地微

博转发评论，这次从政府微博发起的寻

找正能量活动也引起了来自北京、广

东、山东、香港等全国各地网友的关注。

北京的博友“侯锷”说：“怀念一座

城市，其实并不是怀念这座城市的某个

空间，而是在那个空间留下记忆的某一

个人。征集武侯正能量的背后，期待那

些曾经感动人心的故事和好人。”

山东日照的实名认证网友“龙啸六

天” 说：“武侯区政府微博主动征集正

能量，在全国也属首创，实在、强力。”

除了点评，不少网友还留言推荐正

能量小故事。“陈田立” 留言说：“以前

在武侯区租房，曾反映过夜里铲垃圾的

问题，第二天，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就来解决

了。‘住武侯，好安逸！’”

记者注意到，在众多网友留言中，除个

人微博之外， 也得到了不少机构微博的支

持。认证信息为“清华大学公共关系与战略

传播研究所社会化媒体实验室官方微博”

的@政务微博观察 点评：“@武侯发布，让

小人物成为公益短片的主角， 成就小人物

为社会大明星的政务传播， 就是在尊重和

弘扬奉献真善美的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德。”

据了解，目前除了在评论中留言，还有

不少网友发来私信， 用于征集的邮箱也已

经收到不少网友推荐的真人真事。 负责此

工作的工作人员表示，在对这些人物、故事

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后， 武侯区将邀请10位

“正能量”人物本色出演公益短片，并于岁

末陆续推出。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记者 覃霞

17.5今典沙湾影城为了让电影真正

回归大众，在贺岁档推出了“百店齐映

17.5�共享贺岁惊喜礼”活动，希望成都

市民在贺岁档快乐体验，用低廉的价格

获得同样高品质的观影享受。活动期间，

办理新会员卡或老会员储值的影迷都可

享受“充100送200”的优惠。即现金充值

100元， 既可获得价值200元的礼券礼包

一份， 礼包包含：VIP观影通看券一张、

30元观影特权券两张、 可抵10元的超划

算卖品抵值券六张。

17.5今典沙湾影城以会员核心利益出

发，调整各项会员购票优惠政策，会员可以

最低21元的超低价观影， 比团购还低的价

格，这一切的调整，都只为17.5今典影城的

会员能享受正真尊贵的服务及超划算的购

票优惠！

“17.5”是国内首个数字影院连锁品

牌，谐音“一起玩”。17.5成都今典沙湾影

城，由时代今典集团投资兴建，位于易初莲

花（

卜蜂莲花

）购物中心沙湾店三楼，交通

便利，总体面积3000㎡，共设有9个放映厅，

可容纳1214人同时观影。 该影城一直以高

品质的放映技术、高水准的观影服务、亲民

的观影票价得到周边社区百姓一致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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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色彩妆 相约峨眉山静心之旅

共享贺岁惊喜礼 17.5今典沙湾影城 “充100送200”

传 递 正 能 量 分 享 感 动

武侯筹拍十部公益短片

将由“小人物”出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