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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言有语

家庭装修的目的，是通过
适当的装修和装饰手法让居
家环境更加舒适，如果刻意去
追求某种不切实际的风格和
感觉，结果可能是惨痛的。

生活水平在提高，大众
对于家庭装修不像早些年
了，铺个地板砖、刷个白墙就
能搬进去居住和生活了，用
于装修方面的总投入也不会
很多，更不会“伤筋动骨”。
现在的情况已然发生了较大
变化。比如在焦作这个四线
城市中，用于家庭装修动辄
十几万元的投入，真是稀松
带平常，投入个一二十万元
用于装修的家庭也很常见。
笔者曾就此问题询问过业内
人士：装修投入占到房价比
例多少算是在合理范围内？
对方沉思片刻后回答：没有
标准、没有范围。按照笔者
的理解，之所以没有标准，是
因为不知道客户的经济能
力，钱花多花少外人是无权
干涉的，在自身的承受范围
之内最好。

在实际装修中，怀着对
新家无比美好的憧憬，又有
多少业主不想“有所作为”一
番？再加上从业人员也不会
主动去阻拦业主投入，感性
大于理性的业主就会在装修

“幻想”中放飞自我，甚至随
意去打造“理想”家。其间，

保持理智的人会抑制一些冲
动，毕竟每个装修项目都跟
钱有关系，有些花费较多和
不切实际的想法会被 Pass
掉，无论是装修的总体预算，
还是设计规划方面，都不会
有大问题。可对那些喜欢追
赶所谓的潮流、只想实现“原
汁原味”设计风格的业主来
说，一些躲不开的“坑”就会
在前面等着。

就拿厨房装修来说，到
底是传统中式厨房好呢，还
是西式敞开式厨房好呢？被
西式装修风格蒙蔽了双眼的
人，肯定认为西式厨房看着
多么“高大上”，可生活中又
有几个人会经常吃以生冷为
主的西式餐点？只有真正在
家做饭的人最清楚，这种风
格设计不适合中国人“大火
猛炒”的烹饪方式。明明长
了一个中国胃，有人却要剑
走偏锋弄一个西式敞开式厨
房出来，除非将来把厨房当
摆设，否则迟早会后悔。

一个好的室内装修，要
从材料的运用、色彩的搭配、
布局的安排、灯光的配置、装
饰品的陈设、绿色植物的点
缀等多方面体现出来，而且
要与自身生活习惯紧密联
系，适当参考与借鉴是必要
的，但是不能一味模仿，更不
能生搬硬套。

对于室内空气污染，现代
人已经非常重视了，但并非做
好某些所谓的“功课”就可以高
枕无忧，比如室内装修结束后
只要闻不到气味，就不存在装
修污染了吗？在这些认识中，
有些问题是很容易被业主错误
理解的。

只要闻不到气味室内装修
就没有污染，这一点是最容易
产生的误区。在造成室内装修
环境污染的几大有害物质中，
甲醛、氨等有强烈的刺鼻气味，
人体容易察觉。而像氡这种放
射性物质，它是无色无味的，人
体不易感觉，但对人体的伤害

却是极大的。
装修材料达标室内就一定

没有污染，这是另一个容易被
业主误解的评判标准，同样是
误区。家庭装修时采用达标的
材料，这只是最基本的要求，如
果装修设计和装修工艺不科
学，也同样会造成室内装修环
境污染。

除建筑材料、装修材料和
家具对室内空气的污染外，家
用电器、办公设备以及生物性
霉菌等，也是造成室内装修环
境污染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霉
菌污染目前还没有引起人们足
够的重视，而它的危害是很严

重的。
并不是所有的空气净化

器都管用，即使通过检验合格
的产品，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选用。清除不同的装修
污染，应选择不同的产品，如
果使用不当，不但不能清除装
修污染，还很可能造成二次污
染。

此外，不会合理通风也算
一条。比如，有些污染源也是
要达到一定的温度才会散发出
有害气体，所以，在一天中气温
较高的时间内通风，更有利于
室内装修污染物质的清除。

史 凯

室内污染 容易陷入的几个误区

家庭装修解决的是居家环
境好坏的问题，提高生活质量
还需要通过其他手段来完成，
比如买一个能改善睡眠的床
垫、买一套舒服的沙发、买台屏
幕宽大加高清的平板电视等，
其中，净水器这个设备是改善
水体质量影响身体健康的，但
安装后并非一劳永逸。

状态良好的净水器，是可
以轻松过滤自来水中的漂浮
物、重金属、细菌、病毒、余氯、
泥沙、铁锈、微生物等物质，算
是一件比较实用的家用电器。
在挑选净水器时，并不是滤芯
越多越好，有些净水产品动不
动就四五个滤芯，如果只是采
用的简单过滤材料，过滤效果
肯定不如一个高性能滤芯强。
如果是作为饮用水的净水器，
最后一道过滤尽可能采用抛弃
式滤芯，可避免二次污染。

活性炭是自然界最好的过
滤吸附材质，几乎所有净水器

都要用到活性炭，如果不使用
活性炭，无论宣称过滤精度多
高，出水的口感都会大打折
扣。活性炭有颗粒状、粉末状
和活性炭棒三种，前两种成本
低廉且过滤不彻底，后者是更
为安全的选择，可以做到100%
完全过滤。市面上宣称滤芯
3～5年不用换的，往往是夸大
其词，其实会堵塞的滤芯才是

好滤芯，说明净水器确实有效。
此外，家用净水器，尤其是

直饮水的净水器，其复杂程度
是需要专业力量研发的团队，
不要过分追求廉价的，要尽量
选择专业做净水器的企业产
品，技术质量上有保障，还能提
供更专业的服务。 史 凯

上图 净水器都要用到活
性炭。 史 凯 摄

如果房子的面积有限，或
者家中人口多没有多余空间做
独立书房，是该直接“躺平”放
弃呢？还是另辟蹊径也要打造
个书房呢？在室内设计师的概
念中，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
到。哪怕硬挤出个地方，也要
满足业主对书房的需求。

卧室是家里比较适合做书
房的地方，如果卧室的面积比
较小，可以选择把床靠着窗户、
墙边摆放，舍弃床头柜来布置
一个书桌。卧室比较大的就更
随意了，像是床尾、角落里的空
间都可以用来做个小书房，只
需要摆放书桌椅即可，墙面也
可以做些置物架、隔板辅助收
纳。

现在很多户型都有两个阳
台，其中一个满足洗衣和晾晒，
另一个可以用来改造成书房，
比如在阳台的一侧做上书桌柜
的组合式设计。利用阳台来做
书房的好处是采光比较好，空
气流通性也好，工作和学习累
了能直接看看窗外的风景，工

作和休息可随时转换。
客厅也是可以利用做书房

的地方，比如在沙发的背后做
上满墙的书架，摆放上一张长
书桌，书架也能当成展示架来
用。比较小的客厅可以选择在
沙发、电视的边上做个小书房，
只需要大概1平方米的空间，通
过几块隔板就能打造出一个实

用的小书房。
在寻找可用空间时，最重

要的还在于设计。不管是卧
室，还是阳台、客厅，想要挤出
一个小书房是比较方便的，虽
然没有独立书房那么安静、宽
敞，但对于刚需的屋主来说，紧
凑、实用更为关键。

史 凯

相对于吸顶灯，吊灯虽
然较难打理，但其有着通透
的玻璃质感和复杂的造型，
仍然有一部分坚定的拥趸
者。吊灯有中式和西式之分，
外观和造型上有很大不同，
现在就来看看二者的区别。

西式吊灯也叫欧式吊
灯，与中式吊灯在造型上有
较大区别。西式吊灯灵感来
源于古时人们的烛台照明方
式，而中式吊灯灵感来源于
中国古时的灯笼照明方式；
西式吊灯比较有层次感，造
型复杂多变，而中式吊灯延
续中国传统风格，造型比较
单一，一般为椭圆形，或是方
正之形；西式吊灯讲究华丽
和奢华，而中式吊灯强调其
文化性，讲究对称和方正；西
式吊灯富丽堂皇，主要出现
在比较华丽、高贵的场所，而
中式吊灯艺术氛围较浓，一
般出现在民族风和文化艺术
氛围的场所。从艺术的角度
看二者并不冲突，可依个人
喜好而定。

漂亮的吊灯通常都有着

较复杂的造型和灯罩，如果
环境潮湿，灯具上的金属件
容易生锈、掉漆，灯罩则因蒙
尘而使光线日渐昏暗，如果
不去处理的话，不出几年吊
灯将昏暗无光彩。在清洁
时，灯具最好不要直接用水
清洗，用打湿拧干的抹布擦
拭即可。

在选购吊灯时要考虑悬
挂高度，以及灯罩、灯球的材
质与形式，以免造成令人不
舒服的眩光。吊灯的高度要
合适，一般离桌面55～60厘
米，最好上下可调，以便于调
整与选择高度。如果打算将
吊灯作为主灯使用，一定要
考虑家中的层高再选择。

史 凯
上图 造型复杂的多为

西式吊灯。 史 凯 摄

生搬硬套带不来舒适装修
□史 凯

安装净水器 并非一劳永逸

另辟蹊径 挤出空间造书房

中西式吊灯
你更喜欢哪个

利用飘窗
空间打造的简
易书房。

史 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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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庆，男，32岁，2008年参加工
作，现任焦煤集团古汉山矿救护队
队长，2021年被评为矿安全优秀员
工、劳动模范；2021年参加焦煤集
团职工技能比武，荣获矿井通风工
第一名、矿井测风工第五名，河南能
源矿井通风工第十一名；2022年被
评为焦煤集团首席员工、优秀志愿
者、技术能手，荣获焦作市五一劳动
奖章。

焦作情缘

贾庆是驻马店市汝南县人，他
的父亲上世纪80年代来焦作煤矿
工作，他跟随母亲在家乡读书。

“我在初中历史课文中得知，焦
作无烟煤炭有着‘香砟’之称。特别
是1925年12月，毛主席在《中国社
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到焦作煤矿
工人，称焦作煤矿工人特别能战
斗。从那时起，我就特别向往焦
作。”贾庆说。

2005年，贾庆初中毕业后如愿
以偿地来到了焦作。次年，他成为焦
煤技校的一名学生，学习矿井通风与
安全专业。2008年5月份毕业后，他
被分配到古汉山矿通风区救护队上
班。从此，他与焦作煤矿结下了不解
之缘。

“我要扎根焦作煤矿干一辈子，
为焦作美好城市建设添砖加瓦，献
计献策献力量。”贾庆信心满满地
说。

奋斗故事

矿山救护队是处理和抢救矿井
火灾、水灾、瓦斯与煤尘爆炸、瓦斯
突出与喷出、火药爆破炮烟中毒等
矿山灾害的职业性、技术性、军事化
的专业队伍。

“想当一名称职的矿山救护队
员，就要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坚
持不懈地学习，刻苦训练，掌握一套

业务技能过硬的真本领才行。”刚参
加工作时领导这样对贾庆说，如今
这句话也成了贾庆的口头禅。成为
一名矿山救护队员后，他不断学习
业务知识，加强体能训练。作为一
名年轻的队员，他看到了自己与老
队员之间的差距。因此，他在日常
训练中付出了比别人多几倍的汗
水，牢记每一个要领，规范每一个动
作。别人休息时，他坚持训练；别人
训练时，他加倍努力。在烈日下摸
爬滚打，手上、脚上都磨出了血泡，
他咬牙坚持。就这样，从理论到应
知应会以及技术操作等，他扎实掌
握，成绩突飞猛进。参加工作不久，
他就成为该矿救护队队长。

为更深层次地提升自己的技能
水准，贾庆工作之余系统学习了《矿
井通风和安全》《矿井安全规程》《矿
山救护规程》等，为完成救护队的各
项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他
带领队友认真钻研各种救护仪器的
操作和设备的使用、维修保养，熟悉
零部件名称、性能，督促队员熟练掌
握井下巷道、供电、供水、供风管道
情况等。

2021年7月，修武遭受特大暴
雨，积水超过矿区中央风井防洪堰，
导致风井内积水严重。接到险情
后，贾庆立刻带领救护队员到达现
场，经勘查发现，由于风井入口较
小、坡度大，积水里有大量的杂物，
抽水泵无法送到风井深处。他和一
名抢险队员钻进风井口，跳进1米
多深的积水里把杂物清理干净，使
抽水泵正常运转，保护了中央风井
设备的安全。

寄语焦作

贾庆说：“作为一名煤矿救护队
队长，我要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在
工作中发扬‘特别能战斗’精神，刻
苦学习，加强训练，守护矿山，为焦
作煤矿的平安尽职尽责，为焦作的
发展贡献力量。”

上图 工作中的贾庆。
朱继梅 摄

贾庆：用勤奋诠释煤矿救护队员的担当
本报记者 马允安 本报通讯员 朱继梅

日前，大乐透第22052期开
奖，我市购彩者李先生凭借一张
复式追加票，喜中大乐透二等奖1
注，奖金共计67万元。

据悉，李先生是资深体彩大
乐透购彩者，当天忙完工作后按
照自己的选号思路确定好心仪的
号码后，在焦作 4108110124 号
体彩实体店打出了这张 18 元的
6+2追加小复式，结果当晚开奖
后喜获二等奖。

由于正值大乐透 10 亿元派
送，李先生购买的这种大乐透
彩票正好满足派送条件，不仅
中得 45 万元常规奖金，还额外
收获派奖奖金 22 万元，奖金合
计67万元。

2022年，元超级大乐透派奖
活动中用于一等奖派奖的3亿元、
二等奖派奖的1亿元、15周年特
别奖的 4000 万元资金已于第
22059期派送完毕，一等奖、二等
奖、15周年特别奖派奖活动于当
期结束，固定奖派奖活动继续进
行。

“小梦想，大乐透”，超级大
乐透将继续
为广大购彩
者源源不断
地送去美好
和欢乐。⑨

赵改玲
温鹏飞

焦作购彩者喜中大乐透67万元

本报讯（记者朱颖江）6月1日，武
陟县一名男童被困在15楼的家中，焦
作市应急救援协会、武陟县斑马应急
救援队队员联合行动，历经3个小时，
成功救出被困男童。

当天9时，武陟县盛世花园小区
一名3岁男童把自己反锁在家里，家
长发现后已打不开房门。开锁人员到
场后也无法将门打开，家长向武陟县
斑马应急救援队求助。

武陟县斑马应急救援队队长薛永
辉集合队员，赶到盛世花园小区。男

童家位于15楼，如果想救出孩子，需
要从17层楼顶下降到15楼的位置，由
于救援队不具备高空救援能力，薛永
辉立即与焦作市应急救援协会会长张
昊联系，请求支援。

张昊带领队员携带救援绳索，从
焦作立即赶到武陟，对现场环境进行
了实地勘查，制订了救援方案。在队
员的协助下，张昊利用绳索从窗户进
入男童家中，然后打开了房门。在房
门打开的刹那间，男童家长立即冲进
屋中，抱起孩子激动地哭了。

本报讯（记者朱晓琳）“你这个讲
解能救命！我要多拿几份资料放家
里，让邻居们也看看，还要拍照发微信
朋友圈，让大家多学学，这可是我们的
家庭安全宝典啊！”6月1日上午，在解
放区焦南街道火车站社区焦铁缆北小
区，一位阿姨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
由市应急管理局印发的《公众应急知
识手册》《图解应急系列》宣传读物说。

今年6月是全国第21个“安全生
产月”，在“安全生产月”的第一天，市
应急管理局联合解放区应急管理局组
织焦作中裕燃气有限公司、焦作供电
公司、焦作蓝天救援队等开展安全宣
传进社区活动。

“暴雨天气如何避免雷击，大风天
气如何避免灾害……”市防汛应急避
险典型场景科普宣传片一播放，立即
吸引了居民的眼球。“宣传片中的很多
镜头，都是去年我市暴雨灾害的真实
场景。”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主任陈莉
的介绍，让大家看得更加聚精会神、惊

心动魄。
“拔插座为啥不能用左手”“雨天电

线落地该怎么通过”“燃气泄漏该怎么
办”“触电的感觉是怎样的”“心肺复苏
该怎么操作”……活动现场，来自焦作
中裕燃气有限公司、焦作供电公司、焦
作蓝天救援队的工作人员先后为大家
带来了一节节简短的安全课，一个个安
全“冷知识”让大家直呼很有收获。

不少居民主动上前进行实际操
作，对灾害防范知识、自救互救等公共
安全应急方法有了进一步了解，增强
了防范意识。除了争相接过发放的应
急宣传读物外，居民还争相邀请安全
专家到自己家中检查燃气安全和线路
等。

“以前只在电视和手机上看过，今
天在现场看到了教学，这些都是很有
用的知识，回去后我要教给家人！”刚
参加完心肺复苏术急救法操作教学演
练的72岁居民段家模，专门录下了教
学视频，准备回家教给老伴儿。

3岁男童被困15楼
“应急”“斑马”成功救援

安全宣传进社区 居民直呼太贴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