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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加之夫妻都要打拼事业，新家
庭花在锅边灶台的时间越来越少。不过对于多数年轻人来
说，“吃”或许可以从简，但“洗”上就不能光图省事。

曾有网友戏言：为心爱的人洗衣服不难，难的是洗一
辈子衣服。毕竟，当洗衣服变成周而复始的劳动，面对成
堆的脏衣服以及冷水、洗涤剂，任谁都不会心情惬意。更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偶尔“另一半”过来帮忙，但由于缺乏
洗衣经验，好端端的衣物被洗变了型、洗褪了色，结果好心
变成了“添乱”。

生活质量差，或许不是人的问题，只因为没有选到合适
的洗衣机。对于追求品质、便捷的现代家庭而言，松下罗密
欧系列超薄型滚筒洗衣机就可以让多种洗衣难题迎刃而
解。不知道设置什么水位或者洗涤模式？这些都不是事
儿，开启一键智洗功能，只需一键启动，即可智能检测洗涤
衣物的材质、重量和水温，自动达到最佳洗涤效果。

不仅如此，松下罗密欧系列超薄型滚筒洗衣机还打破
了空间限制，用户在洗衣时不必埋头在卫生间或阳台，只要
通过APP远程智控系统，与智能手机配对绑定后，即可通
过无线WIFI系统，对洗衣机进行远程智能控制，包括洗涤
模式、洗涤水位、脱水转数等参数均可实时操作，并提前预
约最佳洗涤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松下罗密欧系列超薄型滚筒洗衣机在

设计之初还为新家庭
进行了长远考虑。一
般来说，新家庭在选
择洗衣机时，往往希
望精致美观，且易于
摆放。在这方面，松
下洗衣机突破性地采
用了 440mm 的超薄
箱体和 845mm 的适
宜高度，不仅摆放灵
活、简约美观，而且还
可嵌入式安装，节省
使用空间。在此基础上，风格前卫的545mm超大视窗机
门，方便取放衣物，让洗涤状态一目了然。

随着时间推移，家庭添置的衣物越来越多，二人世界逐
渐变成三口之家，这时候洗衣机的容量就成为很多用户关
注的属性。基于此点，松下罗密欧系列超薄型滚筒洗衣机
平衡了大容量与便携性的关系，525mm的超大直径内桶容
量，充分满足了大件洗涤物以及大量衣物的洗涤工作。

生活中有太多烦恼，只因为没有选对洗衣机。一劳永
逸地结束家庭“战争”，同时满足不同家庭成员以及不同阶
段的使用需要，或许一台洗衣机就可以轻松做到。

生活质量差 全因没有选对洗衣机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整个人也被春光撩的躁动起来。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春游，如果有一款称心的座驾陪伴出游，
一定会让旅途更添欢乐。盘点13万至18万价格区间车型，
我推荐卡罗拉双擎，有它整个旅途更加的省心省力。

忙里偷闲出游踏春，美美的心情不能被细枝末节的事情
打扰，加油站排队加油？找地方给电池电？这些统统不要！
卡罗拉双擎不用外接充电，百公里油耗更是仅为4.2L，加满
一次油基本等于一个月告别加油站，为用户省去繁琐的加油
和充电时间，有更多时间去享受春天的气息。作为一款出色
的混合动力车型，卡罗拉双擎不止另用户省心，更做到放
心。混合动力蓄电池可提供8年或20万公里无忧保障，也
无需外部充电和定期更换。卡罗拉双擎拥有EV电动、
ECO节能、POWER动力三种驱动模式，可提供多样驾驶
选择，让每次出行都能畅想安静、节油动感等丰富的驾驭体
验。明媚的春光里，打开天窗，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跟“她”
一起沐浴在春光里，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春意迷人，
卡罗拉双擎更“撩人”

在2016年度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中，中欧基金旗
下中欧新动力混合（LOF）凭借稳健领先的业绩和突出的
风险控制能力，荣获“五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
金”大奖，这也是该基金第二次捧回基金界“小金人”。

银河数据显示，截至4月7日，成立于2011年2月
的中欧新动力混合（A类）已经累计净值增长160.32%；
过去三年净值增长116.53%，在335只同类型混合型基
金中排名前1/10。

中欧新动力荣膺五年期
基金金牛奖

日前，被誉为中国基金业奥斯卡奖项的“中国基金业金
牛奖”正式揭晓，中欧价值智选混合基金捧回“三年期开放
式股票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奖项。

公开资料显示，中欧价值智选系中欧基金旗下宏观策

略优选策略组旗舰产品。银河数据显示，截至4月14日，中
欧价值智选（A类）最近三年累计净值增长91.85%，在19只
同类灵活策略基金中排名第1。自2013年5月14日成立
以来，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达116.60%。

长跑健将稳健为先 中欧价值智选捧回基金业“小金人”

□记者 董楠 通讯员 魏孝群

本报讯 17日下午3时许，洛
阳市公安局南昌路派出所接到报
警，一老人可能迷路了，蹲在路边
哭泣。接警后，南昌路派出所民警

孙警官赶到南昌路与丽春路交叉
口见到老人。据了解，老人名叫张
宝某，今年已经80岁了，家住伊川
县吕店乡。老人称“想来洛阳看看
牡丹花”，就一人坐车从伊川来到
洛阳，不成想迷路了。民警随即联

系洛阳市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
很快，110指挥中心与伊川县吕店
乡派出所联系，并又与老人所在的
村干部取得联系，终于通知到老人
家属。当天下午5时许，老人家属
赶到南昌路派出所将老人接走。

□记者 焦勐 通讯员 王倩 文 记
者 焦勐 摄影

本报讯 4月20日上午，在洛
阳市中国国花园西门内的广场上，
一场精彩的消防文艺表演正在进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赏花游客也被
这场演出吸引，纷纷拿出手机记录
下表演的精彩瞬间，甚至转发到朋
友圈，与朋友一起分享消防安全知
识。

上午9时许，大河报记者在演

出现场看到，洛阳市80家消防安
全重点单位负责人、200余名消防
安全志愿者已经早早地来到演出
现场，紧张地进行演出前的准备工
作。

“妈妈，他们在干吗？”一名五
岁左右头戴牡丹花环的小女孩指
着广场上身着消防服的消防员问
母亲。女孩的母亲告诉记者，她们
是来自江苏南京的游客，听说洛阳
牡丹花盛开，特地从江苏赶来赏
花，“没想到，这次来看花，还能看
消防表演，给消防员点赞。”

上午10时许，一段开场舞《盛
世花开》的表演拉开了消防文艺大
舞台的序幕，洛阳市妈妈防火团、
洛阳市消防官兵摇滚乐队及省消
防艺术团联袂为赏花游客献上了
一场消防主题表演盛宴。

随后，游客们还欣赏到车辆器
材装备展示、攻坚技能表演和搜救
犬表演等精彩表演。

□记者 董楠 实习生 朱婉
婉 通讯员 郭琦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洛
阳火车站获悉，在牡丹文化
节第三个周末，各大公园的
牡丹花进入盛花期，为了方
便外地游客来洛赏花，洛阳
铁路方面在22日—23日两
天增开18趟赏花临客。开
行区间则洛阳与郑州、三门
峡、商丘3个地市。

洛阳高铁龙门站：
商丘—洛阳龙门G9201

次，10：16到达洛阳龙门站；
洛 阳 龙 门 — 商 丘

G9204次,10：34洛阳龙门
站首发；

商丘—洛阳龙门G9203
次,15:35到达洛阳龙门站；

洛阳龙门—商丘G9206
次,15：55洛阳龙门站首发；

郑 州 东 — 三 门 峡 南
G9191次，8：45/52到达洛
阳龙门站；

三门峡南—郑州G9192
次，10：22/24到达洛阳龙门
站；

郑州—洛阳龙门G9193

次，13：33到达洛阳龙门站；
洛 阳 龙 门 — 郑 州 东

G9194次，14：43洛阳龙门
站首发；

郑 州 东 — 洛 阳 龙 门
G9195次，16：18到达洛阳
龙门站；

洛 阳 龙 门 — 郑 州 东
G9196次，16：53洛阳龙门
站首发；

郑州—洛阳龙门G9197
次，17：30到达洛阳龙门站；

洛阳龙门—郑州G9198
次，17：53洛阳龙门站首发；

郑州—洛阳龙门G9199
次，19：26到达洛阳龙门站；

洛 阳 龙 门 — 郑 州 东
G9200次，19：56洛阳龙门
站首发。

洛阳火车站：
郑州—洛阳K5355次，

8:46到达洛阳站；
洛阳—郑州K5356次，

9:26洛阳站首发；
洛阳—商丘K5358次，

7:58洛阳站首发；
商丘—洛阳K5357次，

17:49/53 到达洛阳东站、
18:01到达洛阳站。

一颗种植牙每天只花1元钱
□记者 娄元军

种植牙被誉为20世纪最伟
大的发明之一、“人类的第三副牙
齿”，它让成人缺牙再生不再无
解，并有效保护口腔余牙健康、预
防老年疾病。与传统假牙相比，
种植牙媲美真牙的咀嚼性能和外
观，让老人想吃就吃，从而营养均
衡、年轻健康。

消费者心里明算账
“种植牙比烤瓷牙还实惠！”

近日，家住老城的杨先生为

烤瓷牙来到牙科，最终却做了一口
种植牙，因为他觉得种植牙比烤瓷
牙更“划算”。“烤瓷牙要磨损好牙，
缺一颗牙，要做三颗烤瓷牙，我一
算，这笔费用跟种一颗牙的费用
相差不大，而烤瓷牙的临床寿命
只有8年，种植牙则几乎是终生受
用,还不伤邻牙，平均下来，每天花
费不到一块钱！”现在，越来越多精
打细算的老人选择种植牙，他们认
为，千金难买健康长寿。种植牙按
照人体工学原理制造，植入方式保
证生物力平衡，使牙根深入牙槽骨
并与之融合。其外形与真牙无异，

加之坚硬不易磨损的特点，使它比
真牙的稳固耐用性还强，从而保证
种牙者至少未来40年内尽享口福、
保持健康，而每天仅需1元投资，
何乐而不为？

MG种植体性价比之王
市民排长队预约手术

目前，市面上的种植牙种类
繁多，缺牙者们要根据自身情况
理性选择。种植牙所用的种植体
由特殊航天材料纯钛制成，成本
极高。而西班牙的MG种植系
统，是欧洲精湛制作工艺的代表，

在维持高品质的同时，还保持着
亲民的价格。它独创的平台设计
和专利技术，使得种植过程微创
稳定，种植体骨结合良好、受力均
匀，能让种牙者舒心种植，放心使
用。“MG种植体质优价廉的特性
让它近日来屡次断货，手术预约
更让我们应接不暇。”牙科医务人
员反映。

当然对于种植牙来说，医生
的技术也是关键，但目前我国专
业种植牙人员非常稀缺，河南地
区能做MG种植体的机构更是凤
毛麟角，消费者在选择的同时也

要擦亮眼睛。

想来洛阳赏花的人有福利了
本周末洛阳铁路
增开18趟赏花临客

游客赏牡丹还能看消防表演
省消防文艺大舞台在洛举行

八旬老人进城赏花迷路
民警多方联系帮老人回家

在跨越障碍
物钻火圈的表演
中，搜救犬“欢
欢”当着游客的
面，有点“害羞”，
它连续三次在火
圈 前“犹 豫 不
决”，逗得现场观
众捧腹大笑。第
四次，“欢欢”铆
足了劲，一跃而
起，顺利钻过火
圈，现场响起阵
阵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