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福分带来的超值回馈
足以让每个关心家里柴米油盐!

水电气暖的家庭主妇惊喜一把"

但要说到利用家庭福分为家庭
做贡献"家里每个人都是可以出
把力的#

河南移动家庭客户服务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移动之家%

就是要为每个家庭提供便捷&实
惠的信息化家庭服务"而$ 家庭
福分%则是河南移动对家庭客户
的消费回馈# 也就是说"每个家
庭成员的手机消费反过来都能
为家庭带来贡献#

无论是本身有积分的全球
通&动感地带"还是没有积分的
神州行" 只要组建了$ 移动之
家%" 其消费都可累积计入家庭
福分#

全球通&动感地带家庭成员
累积的家庭福分就是全球通的
积分或动感地带的

!

值"而神州
行家庭成员每消费

"

元"累积
"

个
福分#

$ 这样" 家庭福分就能集合
全家人的消费贡献"每个人都可
以给家里换来无微不至&实用的
家庭服务# %

郑州移动启动$ 蓝色操场%体育支教暨体育器材捐赠活动

爱心$ 蓝色操场% 见证移动真情
$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通信行业的$ 领头羊%"郑州移动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功

毋庸置疑"而在社会责任方面"其爱心善举也是数年传承#

"#

月
"$

日下午"郑州移动在中牟县黄店镇中心小学正式启动$ 蓝色操场%体育支教暨体育器
材捐赠活动# 除为中牟&新密

""

所小学捐赠了全套体育器材外"郑州移动还联合郑州大学体育学
院带来了

""

名大学生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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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郑州移动总经理贾大春和郑州市
教育局副局长郭金汉手里接过体育器材
清单后"

""

所乡村小学代表们的脸上写满
了兴奋和激动#

"#

月
"$

日下午"虽然下着小雨"但中牟
县黄店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还是都从教
室跑了出来"整整齐齐坐在教学楼下的广
场上"迎接支教老师和体育器材的到来#

$ 我可喜欢打乒乓球了" 但因为学校
之前没有乒乓球台"只能对着墙打# %来自
中牟县黄店镇中心小学六年级的魏嘉培
小朋友说#

因为缺乏体育器材"加之没有专业体
育老师"许多乡村小学的体育教学还停留
在简单的$ 放羊%阶段#

$ 没有专职的体育老师" 而且连个像
样的运动器材也没有"体育课上都只能让
同学们自己在操场玩"更别提什么体育教
育了# %来自新密市超化镇中心小学的一
位老师无奈地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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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由郑州移动联合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共同发起的$ 蓝色操场%活动"为

""

所乡村小学
近
%###

名孩子带去了乒乓球台& 乒乓球拍&篮
球&拍球&双杠等体育器材"极大改善了这些乡
村小学的体育教育状况#

$ 蓝色是我们移动的主色调" 既体现了沟
通无限"又体现了大爱无疆和希望# %郑州移动
总经理贾大春这样解释$ 蓝色操场%活动所蕴
涵的意义#

作为郑州移动成立
""

周年$

"&"

爱郑州%系

列活动的组成部分"$ 蓝色操场% 活动是郑州移动爱
心传递

""

年的$ 接力棒%"将帮助改善偏远地区师资
力量薄弱的状况" 并激发更多社会人士和企业关注
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 体育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它
不但承担者锻炼学生身体素质的功能" 也为孩子们
的成长注入了进取拼搏的体育精神#%郑州市教育局
副局长郭金汉说" 非常感谢郑州移动为这些偏僻乡
村的孩子们带来了快乐" 对提高农村体育教育水平
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 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多孩子开
心地玩了"这堂课下来"让我们郑州
移动人觉得自己的付出很值得# %虽
然下着雨" 贾大春还是兴致勃勃地
跟着支教老师和孩子们上着$ 第一
堂体育课%#

$ 以前都没有老师带着上体育
课" 上体育课都是让我们自己随便
玩"别说踢足球打篮球了"连跳山羊
都是同学们当' 山羊(#现在"我们有
新的体育老师和器材了" 以后终于
可以上真正的体育课了# %四年级学
生马浩说" 现在的体育老师给他们
上课可$ 得劲%了"他现在已经学会
了立正&稍息#

前来支教的
""

名大学生许多来
自农村"支教大学生琴晶华说"她一
直希望能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去帮助
曾经和自己一样有过体育奢望的孩
子"并让这种奢望变成现实#

其实" 郑州移动的社会责任感
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中牟闪现光辉
了# 中牟县委常委& 副县长杨金军
说"两年前"郑州移动就在黄店镇中
心小学捐资兴建了爱心图书馆#$ 两
年后"' 蓝色操场( 活动又在这里启
动" 既是郑州移动热心公益事业的
集中体现" 也是郑州移动支持农村
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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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福分新版广告风格升级"形式统一

全家一起攒$ 福分%"换水电费喽
家里的水电费不用再花钱交了"你信吗) 家政服务也都免费"你信吗) 洗衣&洗车&美容保养"同样不

花一分钱"你信吗) 别吃惊"别傻眼"一切不是浮云"$ 移动之家%的家庭福分让这些$ 天上掉馅饼%的美事
成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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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袭红衣的妈妈今天一进家门"

就笑得合不拢嘴+

可爱调皮的弟弟在校足球队里
又进球了)还是聪明乖巧的姐姐考了
第一名) 都不是+ 而是加入$ 移动之
家%后"不仅全家人打电话更加方便!

省钱"而且$ 移动之家%家庭福分送来
的回馈大礼让她乐不可支+

随着河南移动$ 移动之家%卡通
人物姓名征集活动的结束"一家七口
卡通人物形象也渐渐深入人心+

在
"#

月
"$

日 , 河南商报-

'#$

版
上"$ 移动之家%家庭福分的广告全新
亮相+和此前不同的是"

(

个卡通人物
中的妈妈和奶奶亮相家庭福分新版
广告+

$ 现在有了幸福和睦的
(

个卡
通人物作为' 移动之家 (的' 形象
大使 ("今后 "' 移动之家 (再和大
家 见 面 时 " 就 会 有 统 一 的 形 象
了 + %河南移动家庭客户服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说+

作为该广告的设计者"广州某广
告公司的一位设计师说"家庭福分新
版广告已经把卡通人物运用到设计
当中"由于福分回馈的内容更多的是
家庭服务类项目" 家庭主妇最为关
注"因此"他们选择了妈妈和奶奶作
为全新亮相的$ 排头兵%+$ 这样传达
的理念更加直接" 定位也更加精准"

而且今后配合其他卡通人物"也会有
很好的持续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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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政七街的徐女士是移动的$ 资深用户%

了"不过在使用$ 移动之家%上"她还是个$ 新手%+

徐女士说"她看到了商报这则家庭福分的广告"看
过之后的第一反应是$ 后悔%了+

$ 我后悔的是应该早点知道' 家庭福分(+ %徐
女士说"她用的是动感地带的手机卡"知道动感地
带卡里都有不少

!

值" 前不久她刚把全部的
!

值
兑换成一顿丰盛的麦当劳套餐+

$ 但看了家庭福分的广告知道"移动之家的成

员还可以开通家庭福分" 而且家庭成员组建移动
之家后"手机积分都计入家庭福分里"用福分可以
兑换水电费!煤气费"还可以兑换家政服务!洗衣
洗车+ 这些都是我平时最关心的啊* %

说到积分兑换"徐女士瞪大了眼睛+$ 以前我
都是把积分换成了书!毛巾!水杯等实物礼品"这些
礼品家里许多已经有了+现在家庭福分换来的都是
实实在在的家庭服务"每家每户必不可少"尤其是
对家庭主妇来说"不但省钱了"还省劲儿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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