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试…

本报4月14日讯 2013年
长沙中考体育将于 4月 16
日—27日进行，全市7万多考
生将参加。 今年中考体育最
大的不同是， 往年的素质类
测试项目投掷实心球将由引

体向上（男）或仰卧起坐 (女)
代替。 市区内的考点设在长
沙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和长沙
市长郡双语实验中学。

专 家 提 醒 ， 考 试 前
20~30分钟可以喝点糖水，

提高糖元代谢。如果是上午10时
30分以后才考的，早餐已经消化
得差不多了，可能会有饥饿感，可
以在待考时补充点能量， 如吃些
巧克力或小点心。

■记者 贺卫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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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58服务承诺，若由于商家
原因无法对家电维修产品进行维
修，将不收取任何服务费用。

家里电视坏了，早过了保修期，
想找个人来诊断一下，需要多少钱？
这个简单的问题，却比想像中复杂。

刘女士说：“我打了三家品牌
售后维修部的电话， 可是哪怕只
是“看看”，也要收取 30—50 不等
的上门服务费。 ” 刘女士首先
拨打的是该电视品牌的售后维
修， 维修人员说：“三包 期之内，
上门维修是免费的， 但这台电视
已过了保修期， 需要交上门服务
费 30元。”另一处家电维修部，对
方告知上门服务费是 50元。拨打
第三家家电维修部， 也出现同样
的情况。 甭管最后选不选择让他
修，起步价 30元。

96258 从事家电维修的服务
商表示，家电维修已明码标价，但
上门服务等费用是企业自行规
定，价格方面依旧难以统一。“但
是 96258 家电维修服务， 若由于
商家原因无法对产品进行 维修，
将不收取任何服务费用。 ”

三湘都市报 96258 公众服务
中心推出了电脑维护（包月）服
务。服务三个月起签约。如果您是
家庭用户，您花 35 元，而如果您
的公司有 6 台办公电脑， 每月只
需要 180 元，就可以“聘请”一 个
专业的电脑护人员， 解决软件问
题。

据 96258 便民产品经理介
绍，包月服务可享受的服务承诺
有主要有：每月定期上门维护一
次， 如有特殊情况需随时响应。
保证公司的电脑等相关设备随
时处于最佳工作状态，保证客户
单台 电脑操作系统正常运行，互
联网与局域网畅通无阻，如果出
现故障只需拔打 96258 服务热
线，将第一时间派人上门解决问
题。

此外， 还将免费提供设备采
购方案，并可代为采购，安装办公
设备及耗材(不另收服务费，并保
证所购买的设备获得最佳性价
比）， 绝对保守用户商业机密，不
外泄。 如获得更多详情， 请 拨
96258。

家电修不好，该
不该收上门费？

35 元，给电脑
请个私人医生1. 2.

前段时间，长沙市区多地先后
有住户家中被盗，从完好无损的门
窗来看，部分被盗住户都遭遇了技
术性开锁盗窃，家住岳麓区的张先
生家也没有幸免，家中几万元现金
被盗，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为此，
张先生拨打 96258， 想给家门换装
一个安全系数高的锁。

“一字锁为 A级锁，防盗性能
较低，这类锁在专业的窃贼面前几
乎形同虚设，甚至可以‘秒开’。目前
96258开锁修锁便民服务接到多张
订单，大多是被技术性开锁盗窃后
要求换锁的，

超 B级防盗锁采用双排十二
个整体叶片， 双面双排内铣牙钥
匙，密匙量达一千六百万，防技开
能力超强， 而且此锁芯前后两端
加装了防钻销， 更具防盗性。 目
前，最为安全的是超 B 级锁。 小
偷开锁最少要 270分钟。

如果市民朋友也有这样的需
求，拨打 96258 便民服务预约，便
民师傅将第一时间上门为您的爱
巢换上一把超 B 级防盗锁，让您
再没有后顾之忧。

超B 级锁
防技开克星3.

前不久，冯女士发现卫生间墙
砖大面积脱落， 找了几家装修公
司，工人都嫌补墙砖太麻烦，工程
量又不大，不愿意上门，她只得求
助 96258。

96258的土工张师傅上门，发
现卫生间贴的是白色墙砖，但有点
发暗，很难买到同色墙砖。 他建议，
买几块带图案的花色瓷砖，贴好后
像是装饰。 更重要的是，瓷砖脱落
很有可能会破坏防水层，最好先涂
刷防水涂料，再补贴墙砖。

冯女士还想趁着这个机会，安
装一个浴盆。 张师傅说，浴盆部位先
不急着铺砖，待浴盆安装完，浴盆侧
边先补红砖，再补贴墙砖，在浴盆下
水口处留个检修孔……冯女士觉得
“师傅安排得挺周全，小细节也考虑
到了”，当场签协议，请师傅动工。 很
快，卫生间装饰一新。

96258 有专业的装修队伍，
师傅大多有多年装修、设计经验，
承接二手房改造等工程， 可上门
测量、设计，现场为您解答任何装
修问题，并精确报价，让您放心施
工。 预约请拨 96258。

老房贴墙砖
小工程大服务4.

三湘都市报 96258 公众服务
中心近日开通宠物婚恋配种热线
啦！ 从现在起拨打 96258 热线留
下您的宠物宝宝的基本信息，
96258 就会给您的宠物找到心仪
的对象， 接下来就可以参加三湘
都市报 96258 举办的线下约会。
为您的爱宠找个伴侣吧。

服务推荐

长沙 15～29℃ 晴转多云
株洲 17～31℃ 晴转多云
湘潭 20～26℃雷阵雨转中雨
衡阳 16～30℃ 晴转多云
常德 16～30℃ 多云转阴
岳阳 18～27℃ 多云转阴
益阳 15～30℃ 晴转多云
娄底 17～32℃ 晴转多云
邵阳 16～31℃ 晴转多云
郴州 15～30℃ 晴转多云
永州 16～29℃ 晴转多云
怀化 14～27℃ 晴转多云
吉首 14～25℃ 晴转多云
张家界 16～28℃晴转阴

湖南城市今日天气

生活表情…

本报4月14日讯 在家里
无土栽培芽苗菜，打造“开心
农场”。日前，长沙市雨花区东
塘街道浦沅社区联合共享健
康俱乐部开展“无土栽培”家
庭科普实验活动，向居民免费
发放无土栽培的种子和工具。

“很好奇味道怎样，我听
了下介绍， 栽培起来还是很

简单。”社区居民丁秋林领到了
第一份种子，他表示，自己平时
爱种些花草，在家里无土栽培，
还真是第一次。“工作人员会指
导居民， 怎样来栽培芽苗菜。”
该社区主任程小燕表示， 希望
活动能培养社区居民的科普知
识，倡导低碳的生活。

共享健康俱乐部工作人员

称， 适合在家庭无土栽培的种
子达20多种， 且芽菜可以循环
吃，每个市民都可以尝试。

如果你也想打造家庭式开
心农场， 快拨打本报公众服务
热线96258。 本报为读者准备
了200份种子和栽培盘， 免费
发放， 每位读者可领取最多5
份，领完即止。 ■记者 李琪

想在家“开农场”，快联系本报
“无土栽培”家庭科普实验启动，拨96258可领免费种子和栽培盘

4月11日，记者路过长沙市开福寺路，看见一位妈妈用学步带“吊”着
自己的娃娃在外面玩耍，就像控制着木偶娃娃一样。孩子叫小熙，10个月
大，现在正在学习走路。 实习记者 唐俊 摄

“木偶”娃娃

长沙7万学生明起赶体育中考，考前可喝点糖水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3年 4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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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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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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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星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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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开奖…

本报4月14日讯 几天前，
白蚁把五一广场万代酒店旁边
一棵十多米高的泡桐树蛀空。
那房子里有白蚁怎么办？ 长沙
市白蚁防治站公布灭蚁电话
84371317，一般24小时内工作
人员会上门查勘、灭蚁。

■记者 叶子君

灭蚁…

上门帮你灭白蚁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从湖
南省残联获悉， 我省首届百强
残疾青少年艺术精英选拔赛可
以报名了。一、二等奖的作者不
但有机会加入省美协， 还可以
获得一套为期一年的免租房。

本次大赛由省残联、 省文
联联合主办， 在全省范围内征
集优秀残疾人国画、 油画、书
法、雕刻、民间工艺五大类优秀
艺术作品和百强人才， 凡是年
龄在45周岁以下各类别残疾人
均可带作品参赛。

湖南崇德教育集团执行董
事车德承诺， 对本次大赛前二
十名获奖者， 该集团为每人提
供一套房子作为艺术创作使
用，免一年房租和水电费、网络
费，并奖励一千元伙食费卡。

■记者 张颐佳

助残…

奖房、奖工作
邀您参赛

中奖…

本报4月14日讯 今晚，双
色球2013042期开奖， 红色球
号码为 01、08、12、13、15、33，
蓝色球号码为03。当期全国中
出一等奖7注，单注奖金848万
余元， 我省邵阳彩民中头奖1
注， 中奖地： 邵东县团山镇
43092028站点。此外，全国还
中出二等奖131注，我省4注。
■记者 侯小娟 通讯员 李珂瑜

邵阳彩民中848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