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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清

作为一种美学态度，时尚
已深入家居生活的角角落落。
然而，您在热衷家居时尚的同
时，是否去关注自己和家人的
身体健康？近年来，装修及家
居产品引发的安全事故时有发
生，甚至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
代价。事实提醒我们：家居要
时尚，更要健康。

其实，时尚和健康并不冲
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健康”话题不断升温，并成为
当下家居生活的时尚主打。家居
制造业不断借科技创新，摒弃了
原有的诸多危害人体健康的原材
料和品类，将时尚引向亲近大自
然的原生态生活方式，从而将时
尚与健康完美结合。

近年来，国内的新型家纺产
品层出不穷，家居产品在满足物
质性、实用性设计的同时，更大程
度上转向了以健康为主体的人性
体验层面。直接关乎健康、处于
家居生活隐秘处的寝具，也更多
以健康的名义为时尚“代言”。

住漂亮的房子、买新潮的床
品、寝具，是消费者追赶时尚潮
流、享受品质人生的权利，无可
厚非。这里我们为您提个醒：家
居健康不仅是时尚，更是责任。

有位空间装饰大师说过，时
尚永远走在时间之前。进入大
家居时代，潮流之风频吹，其模
式早已不是“纪录片”，而是宛若
“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
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
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
人的梦。”

家居流行风是交叉的、互动
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今年地
砖咋“装”潮？沙发流行啥元
素 ？ 灯 饰 走 哪 些 时 尚 路
线？……本周刊推出家居流行
风系列专题，有时是记者报道，
有时是产品推介，间或有消费者
投稿，其中也包括家装中可能遇
到的一些问题。希望本栏目能
为想懂“装”的人支个招，给更懂
“装”的人多一些实用讯息，能让
您的家多一分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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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装速递

本报讯（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何海
丹）“合同约定两年内保修，但从去年10
月起，我不断给海南辰星装饰公司打电
话，他们总是说‘过几天’，结果过了6个
月也没人来维修。”消费者赵先生说，无
奈之下他才拔打12315进行投诉，希望
工商部门帮助维权。

赵先生是浙江宁波人，在海口市海
甸岛三东路有一间公寓。2013年5月2
日，他与海南辰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
定合同，并支付了1.5万元给对方，对公
寓进行装修，包括安装不锈钢防盗门、
墙面漆翻修修补原墙面等。合同约定：
工程保修期限为两年。

装修工程在2013年5月完成，按照
约定，在2015年5月份前，赵先生的公
寓发生装修质量问题都在保修期内。
然而在2014年10月起，赵先生发现阳
台出现墙面脱落现象，卫生间抽水马桶

盖也坏了，他开始联系海南辰星装饰公
司，要求对方对公寓进行维修。

“每次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总是说
‘过几天’，结果已经过去6个月了，眼看
着就要过保修期了，也不见他们派人上
门。”赵先生说。

赵先生投诉到12315后，工商执法人
员进行了调解。海南辰星装饰公司表示：
5月20日维修。不过，赵先生还是担心，
因为5月20日已经过了保修期。

4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在赵先生
的公寓看到，阳台上有多处漆面脱落，
墙底裸露出来；卫生间抽水马桶盖出现
裂缝、缺损。他同时向记者出示了与海
南辰星装饰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

记者拨通了海南辰星装饰公司总监
杨先生的电话。他说，这次信守承诺，即使
过保修期，也会根据工商调解的约定，5月
20日安排工人把赵先生的公寓维修好。

这起维权案例暴露了部分装修公司施工
队伍质量不过关和内部管理混乱的问题。目
前，海南家装市场的从业状况有待进一步规范
和改善，一些小型装饰公司往往只看重揽活
儿，尽快找到下一个工程把钱赚到手，至于售
后服务，的确考虑不多，公司也没有什么相应
的规定，出了问题便推三阻四，总想一拖了之。

面对这种“抓单”特卖力、维修很拖拉的装
修乱象，消费者更应注意在装修前，查看家装公
司的资质证书、相关施工人员的资格证书。此
外，要注意与家装公司签订细致的书面合同，比
如要求对方出具完整的装修图纸，包括效果图、
施工图……装修不做这些“功课”，轻则不利于
消费者日后维修，重则真到维权时无图可查、无
证可凭，损失不小。

从另一方面看，家装公司能积极配合工商协
调处理该投诉，也显出他们“知错愿改”的正能
量。其实，对家装企业而言，做到“零纠纷”的确不
太容易，关键是出了问题要尽快修复失去的诚信，
这样，不仅有利于装修企业修炼出职业“内功”，也
有利于其“笑傲”在家装市场这个“江湖”。（毕军）

家装商家玩转“五一”
国度建材城夜场“大促”

“五一”消费热潮即将来袭，海口商家“放
价”策略不断翻新。海口国度建材城更是携
手场内200品牌旗舰店，推出了“豪门夜宴”
大促销活动，市民晚间又有了好去处。

5月1日-3日，国度建材城白天折扣低至5
折，夜场更是低至4折。消费者在选购心仪产品
规划新家的同时，还能参加打靶游戏，奖品丰
厚。5月1日和2日晚九点半，国度将会举行抽
奖，苹果电脑重磅袭来，幸运挡不住。届时，还将
有众多文艺节目，活跃广大市民的夜生活。

国度建材城负责人表示：举办夜场活动，
拉长了营业时间，虽然成本会上升，但能让更
多消费者灵活安排时间选购建材，“夜宴”正
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方便和实惠。

“全裸样板房”
让您“装”得值！
十年钜献
华浔价值体验馆“五一”开放

2015年5月1日，伴随海南华浔十周年
庆典，一直倍受业界关注的华浔“价值体验
馆”也将揭开神秘的面纱。

九年前的一天，华浔倾心打造的“全裸样
板房”横空出世，以立体剖面的形式，全面展示
家装6大工种、365道工序，让消费者全面理解
装修的所有环节。一时间举城哗然，前来参观
的人络绎不绝，影响力持续多年经久不衰。

历经九年淬炼，全裸样板房的升级版
——价值体验馆，再度震撼登场！

与全裸样板间相比，价值体验馆除了展
示施工工艺与规范外，更着重于强调“价值”
体验。为什么看起来似乎是“一样”的设计、
材料，报价却差那么多？为什么那些便宜的
装修，验收时看不出什么问题，入住后却会痛
苦不堪？华浔提出要做“有价值的装修”，其

“价值”体现在哪儿？价值体验馆的出现，正
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华浔还希望通
过它实现五大目的：

1、用高品位的设计、高水准的工艺、高品
质的材料来征服消费者。价值体验馆将为客
户全景演绎，高品质生活是如何实现的。

2、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和流程，征服消
费者，引领行业规范。一个好的装修，应该从
设计、施工、监理、服务等各个环节着手，绝不
放松任何一个装修施工环节。

3、颠覆传统“样板房”概念，让消费者直
接了解华浔的工艺和行业应有的标准。价值
体验馆就像一个3D立体的“装修教科书”、展
览馆，消费者漫步其间，无需懂太多装修术
语，一样轻松认清装修本质。华浔认为：客观
地引导消费者的同时，装修也能更加透明和
规范。每一个消费者都是专业监理，都能对
华浔的服务实施更好的监督。这才是一个负
责任的企业应该做的事情。

4、以更便捷的服务，让消费者透彻地了解华
浔文化。毫无保留的诚信、对细节永不止步的创
新精神，都将在价值体验馆中展现得一览无余。

5、让消费者真正明明白白消费，理解感
知华浔的价值所在，还消费者一个透明、公
平、公正的市场，让行业的不透明在这里曝
光，最终让消费者得出一个结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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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帝景海岸三房精装样板间
项目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甸岛
建筑面积：125m2

设计师：陈志潇
风格定位：简约休闲
主要用材：水曲柳饰面板、白洞石、贝壳板、硅藻泥、马赛克、哑光砖。
设计理念：本方案坐落在美丽的海南岛，邻海，风景独好，设计风格以简约为
主，结合美式休闲度假风情，在色调上结合海洋特色，以蓝白色调为主，在用
材上也体现出一种休闲放松的质感，让人充分体验简约轻松的度假享受。

一周样板间

地址：海口市中科院二楼（万绿园正门对面）
电话：0898-68538000

“简欧”不简单
今年海南寝具流行健康

开
栏
的
话

“五一”小长假即将来临，海南日报记者在走访海口
亚豪、国度等大型建材家居卖场的过程中发现，现在的主
流消费群体，已经不那么在乎说变就变的“流行”——现
代、简欧、健康的风尚，更符合海南人的寝具消费观。

“睡眠质量的好坏，与床垫质量密切相
关。然而鉴于个人的不同，选择床垫也需要
量体裁衣。”CBD寝具的一位专业人士说，
当下的寝具市场，床垫当中尤以乳胶与独立
筒结构为主流。

据了解，睡觉时，人体的头、颈、肩、腰等
7个部位为受力点，其中腰臀部位则要承受
68%以上的压力。“一般来讲，体型匀称或偏
瘦人群适合较柔软的床垫，这样可托起腰
臀，而偏胖者则适合较硬的床垫。”这位人士
建议，前者适合乳胶及小口径独立筒结构的
床垫，对于后者，大口径独立筒结构或连体
弹簧结构的床垫则更佳。独立筒结构床垫
其内部弹簧均各自独立，将联结式弹簧系统
改为独立运动，在人体工学及舒适的平衡方
面，达到了外力低干扰，使得床垫支撑点多，
体感更为柔软。而独立的各个弹簧口径越
小，支撑点也就越多，床垫越柔软。

而乳胶床垫是把从橡胶树上采集来的橡
胶树汁，通过精湛的技术工艺，结合现代化高
科技设备和多种专利技术来进行起模、发泡、
凝胶、硫化、水洗、干燥、成型和包装等工艺，生
产出具有多种优良性能的、适合人体优质健
康睡眠的现代化绿色寝室用品。鉴于其材质
的特点，乳胶床垫柔软而有韧性，具有形状保
持与复原的特质，能精确承托身体各个部位，
在平均压力分布方面表现出色。此外，乳胶
床垫还有防潮、防过敏、防止螨虫滋生等优点。

“消费者购买寝具时，可通过各人喜好
和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寝具，将床体、排骨
架、床垫及床上三件套等进行自由组合，以此
营造一个深度睡眠的硬件环境。”易强建议。

赏心悦目
简欧风：清新脱俗大行其道

■ 本报记者 张靖超

深度睡眠
工艺风：专利技术备受推崇

健康亲肤
舒适风：高织高密广受青睐

“相对比拥有浓厚欧洲风味的欧式
装修风格，简欧更为清新、也更符合中国
人的审美观念。简欧大气、更贴近于自
然，也符合国人审美，因此近年在国内发
展较快。”居然之家海口店的一位导购人
员表示，从中国家具市场井喷的上世纪
90年代末开始，简欧时尚风格一直是影
响力扩展最为迅速的流行趋势。尽管其
中不乏复古风、奢华风、卡通风等，但论
市场影响力，简欧时尚风格家具始终是
都市年轻消费群体的首选，而他们正是
家具潮流的引导群体。

歌蒂娅是慕思旗下的7大品牌之
一，今年推出的梅力纳和奥黛丽赫本两

款新品，一个是咖啡与牛奶的混搭颜色，
时尚浪漫，一个以浅灰色面料为主，饰以
花纹，清丽脱俗，温馨优雅。相同的是，
无一不透露着简单的欧罗巴式风情。

“简欧的风格时下最受消费者喜爱，
因此也是众多寝具乃至家居品牌设计时
偏重的方向之一。”位于海口国度建材城
的慕思歌蒂娅的门店店长易强说，如果
说古典欧式风格线条复杂、色彩低沉，而
简欧风格则在古典欧式风格的基础上，
以简约的线条代替复杂的花纹，采用更
为明快清新的颜色，既保留了古典欧式
的典雅与豪华，又更适应现代生活的休
闲与舒适。

被、枕与人体直接接触，其舒适度关
乎睡眠质量的好坏，星艺装饰家装馆相关
负责人较为推崇高织高密的面料。“高织
高密的面料贴身度、透气性好，无论是手
洗还是机洗都不易褪色、变形。”该负责人
说，织法的密度会影响寝具呈现出来的触
感。一般来说，织法越密触感越柔细，平
均在1立方厘米中，织法超过180纱以上
的，便可营造出柔细的触感，而且织法越
密，寝具越不易起毛球，也较耐用，不易沾
染灰尘。

在名门广场4楼家纺区，销售人员向

记者推荐一款莫代尔薄荷清香夏被：“莫
代尔的柔软性和吸湿性都很不错，尤其这
是高织高密的，因此更为亲肤、轻薄、透
气，与人体接触时十分健康。”

有专家说，棉与莫代尔同属纤维素纤
维，是大多数消费者的选择，因为质地天
然、感觉清凉、触感也很纤柔，睡起来也很
舒服。加之二者因有吸收湿气的功能，尤
其适合夏季潮湿的天气。

“虽然，本地的消费者更喜爱全棉材
料的被子、床单，但是棉与其他材质混合
也很不错，因它们比较耐缩，方便洗涤。”
该销售人员建议称，床单、枕头套等，选
择100％全棉，或 50％棉、50％聚酯纤
维，可因个人喜好而定。

家居要时尚
更要健康

“过几天”变成6个月

辰星装饰，装！请你装！
“笑傲江湖”靠诚信

装修
曝光台曝光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