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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
●65 厘米以下 150 元
●66-93 厘米 200 元
●94-106 厘米 300 元
●107-165 厘米 350 元
空 调 穴挂机、2 匹以下柜机、３
匹柜机、5 匹柜机雪
●维修 70 元、70 元、90 元、
110 元
●移机 150 元 、200 元 、280
元、450元
●充氟 80 元、150 元、180 元、
280 元
●普通清洗 40 元、50 元、50
元、50 元穴中央空调面议）
●专业深度清洗 家用挂机 150
元 家用柜机 200 元
冰 箱
●小修 45 元
●中修 70 元
●大修（制冷系统故障）150 元
洗衣机
●维修 双缸30 元全自动 40元
●深度清洗 150 元
电、燃气热水器
●维修 20 元（强排热水器 30
元）
太阳能热水器
●维修 20 元；装机100 元
其 他
●微波炉 30 元

●电开水炉
维修 40 元；
清洗 60－80 元／次

●家庭清洁建筑面积2.5元／平方
米，复式3元 /平方米（150元起）
●墙面刷涂料 1.5 元／平方米（铲
墙、补腻、砂墙等另计费）100元起
●高压清洗
●各类地毯清洗 200元起
●沙发清洗 单 20 元、 双 40
元、叁 50 元穴包括布艺、皮沙发雪
●窗帘清洗 3.5 元 / 平方米
（80 元起）
●楼顶水箱清洗 200 元起
●油烟机 清洗欧式 60 元起，侧
吸式 100 元起， 无烟灶台 100
元起；维修 20元；安装 50元
●地板打蜡 液体：2.5 元／平方
米；固体：3 元／平方米 150元起
●房屋(平顶)治漏,室内、外墙、
地下室防水
●灶具维修 20 元／台（嵌入式
30 元／台）
●管道改道（包工包料）250元/层
●管道疏通 60 元起
●吊灯 清洗 30 元起
●LED 灯 40 元 / 盏
●水电维修 40 元起
●瓦工手工费 48 元 / 平方米，
200 元起

●电脑维修
电脑主机软、硬件 45元（除系统
安装、office 之外的应用软件、
外设驱动需另加 10元 / 项）；
●显示器维修 100 元起
●笔记本维修 70 元 / 台
●无线网络调试 45元 /台
●复印机、打印机、传真机维修
70-90 元

●搬家 360 元起。注：每层楼加
收 20 元鸦有电梯加 30 元。
●专业搬钢琴 360 元起
●家庭精装、简装，店面装修
●家教
●家电高温蒸汽清洗
●美缝 价格面议
●家电“以旧换新”
●除四害 价格面议
●空气质量检测
●垃圾处理器 1499 元起
●水电暖气片 2980元/组
●玻璃隔热膜 148元/平方
米（5平方米起）

（除特别说明外， 以上价
格均为服务费，不含材料费。
到偏远地区及郊县服务，可酌
收路费。 上门费 20 元）

办公设备

服务电话 025-84686500
10分钟内回复 约定时间上门 戴工号牌服务 凭回执单保修

家电维修

特色服务

家政服务

� � � � 025-84686500为金陵晚报旗下服
务网唯一报修电话，其他号码均为假冒。

服务时间：8：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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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晚报社对外服务窗口，服务区域：南京市区（覆盖至东山、江宁开发区、马群、仙林、
尧化门、新港开发区、燕子矶、大厂、浦口、梅山、溧水等地，部分服务项目不覆盖。）

旗下服务网春季潮湿， 回到家冲个
热水澡暖暖身是很多人的选
择。不过，春季也是燃气热水
器事故多发的季节。 作为水
电气三位一体的家电一旦发
生故障，轻则无法使用；严重
的话， 甚至会发生燃气中毒
事件，威胁家人的人身安全。
那么， 燃气热水器的日常检
修应该怎么做呢？

电路安全检查
长时间使用的热水器，

容易出现线路老化。 如果长
时间不进行检修， 极易触发
漏电事故。

因此， 电路检查必不可
少：1.检查漏电保护插头，按
试验键是否正常起跳， 不正
常则需更换；2. 检查各按键
是否正常，不正常则需更换；

3.打开面罩，检查电路各连
接处是否出现松动、 变形等
现象；4. 检查各连接导线是
否老化和损伤， 如果发现绝
缘层表面老化、损伤应更换。

水路安全检查
燃气热水器的故障中，

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水温忽
冷忽热， 这很有可能是水路
发生泄漏或者堵塞造成的。

所以， 水路检查必可不
少：1.检查冷、热水角阀是否
正常， 若损坏应进行更换；2.
检查水阀连接处和热交换器
连接处是否有漏水、 渗水现
象，若有应调整；3.检查进出
水连接管与接口处是否有漏
水现象， 若有漏水或损坏的
水路元件要及时更换；4.检查
进水口过滤网是否有堵塞，如

果有的话要及时清理干净。
气路安全检查
燃气热水器的安全问题

中， 最为关键的就是燃气泄
漏。 如果家中取暖， 紧闭门
窗，一旦燃气泄漏，极有可能
威胁家人的人身安全。

应定期对家中的燃气热
水器做一个气路检查：1.在气
源充足的情况下， 拆下减压
阀检查气口的金属滤网是否
有堵塞现象，若受堵，应彻底
清除脏物；2.用皂液检查气路
各连接处的密封性， 若有漏
气现象， 检查气路密封圈或
元件是否有损坏， 若损坏应
更换；3.检查用户家橡胶管是
否老化， 若已老化应及时更
换(橡胶管18个月需更换)。
咨询电话：025-84686500

水、电、气，燃气热水器“体检”三步走

新房入住半年 瓷砖缝就变黑了
“这才半年，厨房、卫生

间的瓷砖缝就变成了黑色，
非常难看！ ”去年装修季，不
少市民都进行家装。日前，家
住水西门的李女士来电抱
怨，说自己平时打扫得很勤，
可这才不到一年时间， 自家
的瓷砖缝里就落了很多灰
尘。 黑乎乎的瓷砖缝清洁不
了不说，还越擦越黑。这可怎
么好？

金陵晚报旗下服务网家
装师傅介绍， 瓷砖缝里落灰
不只是美观问题， 更容易滋

生细菌， 影响主人健康。 因
此， 给家里的瓷砖美缝很有
必要。 读者不重视瓷砖接缝
灌浆，用白水泥勾缝或者是
普通填缝剂（勾缝剂）勾缝。
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发现，瓷
砖缝会发黑发黄，而且越擦
越黑，这是因为白水泥和水
泥浆的防水性能差，洗涤污
水渗进砖缝，结果擦拭反而
变成黑色。 另外， 发黄发黑
的砖缝还会滋生细菌， 影响
健康。

服务网推出的美缝服务

能够避免瓷砖缝脏黑、 发黄
的难题， 美缝剂是由多种高
分子纳米材料和高档颜料精
制而成，覆盖在瓷砖缝表面，
可形成光滑如瓷的洁净面，
具有耐磨、强度高、防水、防
油、不沾脏污，容易清洁，一
擦就亮的特性， 从而彻底解
决瓷砖缝脏黑不易清洁的难
题。美缝剂颜色丰富，具有很
强的装饰效果。 瓷砖美缝后
表面光洁、易于擦洗、方便清
洁、防水防潮，可以避免缝隙
滋生霉菌危害人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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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岳飞战斗过的地方

志说马家渡战斗和牛头山战斗
岳飞的这两次战斗， 方志与正史皆

有记载，两相比较，就会发现方志可补正
史之不足，堪谓言之不虚也。

先看正史中所记岳飞在南京的战斗，
《宋史·岳飞传》中记载了岳飞在金陵的两
场战斗：马家渡战斗和牛头山战斗。 关于
这两场战斗，岳飞传中记载还算是比较详
细的，正史还有些记载那简直就是一笔带
过。如《宋史·宋高宗传》：“（宋建炎三年十
一月）甲子，杜充遣都统制陈淬、岳飞等及
金人战于马家渡，王燮以军先遁，淬败绩，
死之。 ”根本不记岳飞独战。

地方志书则大不相同，时间、地点、人
物、事件等记载得清清楚楚。如《景定建康
志·建康表》，记载了岳飞独自力战马家渡
的实况。主将投降，从将胆怯，而岳飞当时
只是一个七品小裨将而已， 兵少力微，形
势十分严峻，而他却有大将风度，临危不
惧，一番忠义报国之言，掷地有声！终以无
奈佯叛之举，伺机取得胜利。

关于牛头山战斗，《景定建康志·建
康表》中记载：岳飞是以智取胜，以少胜
多，并借势而行，乘胜追击，扩大战果。 不
过，岳飞此举，恐非宋高宗所喜，虽然事
后对岳飞多加赏赐， 或许也埋下了赐死
的伏笔。

地方志的特点是多维的，此是“大事

年表”的记载。 涉及“地”还有追加记述，
使得岳飞在金陵的战斗落到实处。

《景定建康志·疆域志·津渡》记载：
“马家渡，在府界上。 考证：皇朝《中兴编
年纲目》载云：‘采石江阔而险，马家渡江
狭而平， 两处相去六十里， 皆与和州对
岸。 昔金人入寇，直犯马家渡，则此渡比
采石尤为要害。 今分上下二渡。 ’”

《景定建康志·山川志·山阜》 记载：
“牛头山，状如牛头，一名天阙山，又名仙
窟山。在城南三十里，周回四十七里，高一
百四十丈。 ……建炎四年，岳飞败金人于
清水亭。 兀朮复趋建康，飞设伏于牛头山
上待之。飞又以骑三百、步卒二千人，自牛
头山驰至南门新城为营， 遂大破兀朮之
众。所获负而登舟者，尽以戈殪于水，物委
于岸者山积。 ”牛头山，即今牛首山。

至今，岳飞牛头山战斗的遗迹尚存。
《南京文物志》 记曰：“南宋建炎四年
（1130）四月，……宋将岳飞先后在江宁
县的清水亭、 牛首山……设伏筑垒击杀
金兵，杀得‘金人大败，僵尸十五余里’，
成为一著名战役。 牛首山故垒留存至
今。 ”“牛首山石垒现保存较好的有二段，
一在山之东北侧，长约200米，宽1.2米，
高1米，呈月牙形；另一段在山之北侧，沿
山脊直到合家坟处东折抵静安寺， 长约
800米，底宽1.2米，顶宽0.8米，平均高1
米，最高处达1.5米。 ”“1992年列为南京

市文物保护单位。 ”（方志出版社1997年
出版）

岳飞在金陵的两场战斗， 被志书记
载得翔实生动有声有色， 岳飞作为智勇
双全的热血战将可谓呼之欲出。 而方志
与正史两相比较，既可见正史采之方志，
亦可知方志能补正史体裁所限之不足。

岳飞大战牛头山的传说
记载岳飞这样的敏感人物， 正史必

然要受到正统观点的制约， 旧志也要依
从官方思路，而民间传说作为百姓口碑，
那就口无遮拦，表现出强烈的爱憎情感。

南京民间传说《岳飞大战牛首山》，
口述者王引， 是一位资深的南京文史专
家；采录者王崇辉（女），一位作家，载于
《南京的民间传说》（南京出版社2007年9
月出版）。

传说简编如下：
八百多年前， 北方的金兀朮抢走了

宋朝半个江山，又带了三十万兵马，开到
长江北岸，眼看就要过江打金陵了。

南京那刻儿叫建康府。 宋朝的小皇
帝平时只晓得吃喝玩乐， 这刻儿吓得拔
腿就溜， 躲到杭州去了。 哪个肯守建康
呢？ 朝里的大将个个缩住头， 文武百官
里，只有岳飞站出来喊：“皇上，派我守建
康，我要跟金兀朮决一胜负！ ”

秦桧吓得赶快撮哄皇帝把岳飞调
开。 直到金兀朮真打来了，才不得不调来
岳飞。 金兀朮想从江北调兵包围金陵城，
却被韩世忠在黄天荡打得大败， 就想占
领牛首山卡住建康的喉咙管儿。 哪知早
被岳飞料到，早已派人马守在牛首山，专
等他上门来领教。

这天清早， 金兀朮趁雾带着人马窜
到牛首山下，抬头一望，山上谧静无声，

连麻雀都不叫唤。 金兀朮手一舞，后面的
人马就跟着跌跌落落往山上爬。 陡然，
“乒乒乓乓”“噼里啪啦”， 大大小小的石
头块下冰雹一样直往下砸。 金兵被砸得
乱成一团。 金兀朮这才晓得中了岳飞的
计，连忙指挥骑兵强占山下村庄，包围牛
首山。 哪晓得那些骑兵在北方平原上歹
威风，一到这山地，块块是沟沟汊汊，就
神不起来了。 这倒不讲，河沟港汊里还埋
伏了庄稼人，骑兵一来，钉耙、锄头一齐
上， 盆盆罐罐震天响， 惊得骑兵马仰人
翻，败下阵来。 脚跟还没有站稳，山肚里
不晓得又从哪块杀出一队人马，刀霍霍，
箭嗖嗖，杀得金兵晕头转向，就如老鼠钻
进了风箱。 金兀朮再鬼，这刻儿也没狠劲
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金兀朮调头就往江
边奔。 主帅一溜，金兵乱了套，呼呼啦啦
都往江边逃命。 一到江边，巧呐，正好有
船，金兵一个个就往船上跳。 船夫早晓得
金兵是“旱鸭子”，不识水性，心里话：今
儿个捞到了！ 他们把船撑到江心，拿篙子
把船撬翻，只听得“扑通扑通”，一个个金
兵就像饺子下汤锅，掉下江喂鱼虾啦。 金
兀朮躲进江边芦苇荡里一条小沟， 才逃
掉一命，再也不敢上这一路来耍威风了。

现在， 牛首山半山腰里还能看到一
道长长的石垒墙， 这就是岳飞打金兀朮
时留下来的。 那一个个山洞，就是岳飞藏
兵的落地。

这个传说， 生动地描绘了岳飞大战
牛头山的战斗， 而且创造性地增添了人
民群众拥戴岳飞、热情投入战斗的情节，
并且大胆地嘲笑和鞭挞了皇帝、 秦桧和
贪生怕死的文武大臣，听起来，真正大快
人心！ 传说的语言，多用南京土语，如果
请来地道的南京人用南京话演绎， 定然
别有风味，十足“大萝卜”的味儿。 吴福林

电影《满江红》热映，使得岳飞成为全国热议的历史人物。其实，岳飞与
南京颇有渊源。南京是岳飞战斗过的地方，在此取得了重大辉煌战绩，展现
出他的非凡指挥才能和超强的战斗能力。对此，《宋史》记载寥寥，方志却翔
实生动，是正史的绝佳补充。而南京流传的民间传说，将岳飞的战斗过程越
发渲染得活灵活现，热情洋溢地赞颂战斗英雄岳飞，感人至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