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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颜色的选择，也
体现了个人的性格脾气，喜欢
纯色系的人性格多奔放，喜欢
冷色系的人性格趋于沉稳。介
于黑白之间的灰色被专业人士
称为高级灰，据说不管哪种性
格的人都会向其敞开心扉，在
普通消费者中的接受度颇高。
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被称为
极简灰的装修颜色。

灰色有正面和负面的含
义，本身就被用于描述一些黯
淡、单调的东西，比如灰色地
带、灰姑娘、灰心等，多带有一
些贬义词的成分，用在室内装
修时则显得非常有个性。灰色
是一种介于黑和白之间的颜
色，分为深灰色和浅灰色，用在
室内装修时，还可分为炭灰色、
炮铜灰、粉灰、苍白灰、铅灰、蓝
灰等。通俗地说，灰色“不属于
颜色”，因为没有色相和纯度，
只有明度。

室内设计师张女士说：“灰

色比单纯的黑色和白色更有韵
味、更有表现力。在室内设计
时，极简灰属于比较高级的颜
色，使用得当时会非常耐看，其
既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组合
的形式出现。”

把灰色作为室内颜色的主
基调，有其他颜色不可比拟的
优势：运用黑白灰为基调，会使
画面富有更强大的视觉张力，
人们的注意力也会更加集中；

空间以黑、白、灰的简单过渡让
家居在闪烁的光影中更显优
雅，再以不同的配件、色彩及软
装将整个空间的艺术感从不同
的层次中迸发出来；黑白灰在
空间色彩的对比中互相衬托、
互相协调，从而达到了空间的
明暗平衡，使整个画面更加时
尚、大气。 史 凯

上图 灰色系装修显得更
有高级感。 史 凯 摄

黑白之间 永不过时的极简灰

在家庭装修中，墙面装饰材
料有很多种，比较常见的有乳胶
漆，装饰效果更进一步的有壁
纸、壁布等，卫生间和厨房为了
方便打理和防水效果，多用瓷片
来装饰墙面。现在，硬度比较
高、本用于地面装饰的瓷砖也被
用于墙面装饰，展现出了另一种
效果。

在传统家庭装修选材时，瓷
片多用于墙面装饰，瓷砖多用于
地面装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地砖上墙的装修潮流行起来。
有人说，这是为了让墙面装饰效
果与地面装饰达到和谐一致；也
有人说，这是瓷砖厂家为了增加
销量，有意引领出的一股装修风
潮。瓷砖的价格要比瓷片贵得
多，消费者如果搞不清楚这些难
免会吃亏上当。我市一家装修
公司的室内设计师马先生说：“从
外观看，瓷片和瓷砖厚度有明显
区别，瓷砖要明显厚很多，瓷片相

对比较薄；手感上，瓷片会感觉比
较轻，同样大小的瓷砖的重量是
瓷片的两倍以上。”

其他方面，瓷片对内在质地
要求比较高，不能有气泡，有气
泡的瓷片在温差变化时容易开
裂损伤；瓷砖是瓷土做的，内在
质地有没有气泡，对品质没有太
大影响。瓷片属于瓷砖的一种，
表面有瓷面，属于薄层贴片，更
适合贴在墙上；瓷砖是指全瓷质

的砖，比较适合铺设在地面上。
瓷片使用寿命一般在七八年，超
过这个时间有可能出现裂纹；瓷
砖的使用寿命一般在20年以
上，除非有硬物碰撞。

专业人士提醒，墙面装饰最
好使用贴合性、附着力更强的瓷
片。 史 凯

上图 超大瓷砖还可以用
于电视背景墙使用。

史 凯 摄

阳台如果不封闭，一到
冬天和夏天就会走向两个极
端，不是保温不好，就是隔热
效果差，如果把阳台封闭上，
金属材质的框架又会影响视
觉效果，有没有一种材料能
把两者的优点都收纳了、缺
点都回避了？有，无框玻璃
窗就能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无框玻璃窗的优点有很
多，最大的特点是通透性好，
无框玻璃窗没有传统玻璃窗
的横竖边框，因此，看上去就
像没装窗户一样，丝毫不会
遮盖视线。哪哪都是整块的
大玻璃，清洁起来当然就很
方便了，加上这种玻璃窗可
以折叠，因此业主在打扫卫
生时，站在室内就能轻易地
擦洗干净。此外，室内通风
是比较重要的，无框玻璃窗
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还
是上边说到的特点，因为这
种玻璃窗可以折叠，能最大

程度地展开窗户，所以室内
空气的流通性好。无框玻璃
窗选用的都是优质的钢化玻
璃，再加上与大截面铝合金
的完美结合，整个阳台窗户
能达到全面敞开或封闭的要
求。

优点归优点，无框玻璃
窗也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缺点
的。比如，隔音差是无框玻
璃窗的致命缺点，主要因为
窗户的折叠设计，其密闭性
就达不到传统玻璃窗的效
果；二是因为它使用的是单
层玻璃，所以隔音性就会差
一些。此外，还是因为窗户
的折叠设计，导致纱窗难以
安装，一旦装上纱窗就失去
了它原本的效果，没有纱窗
到了夏天就无法抵御蚊虫的
侵扰，除非不开窗户。

如果你是业主，这种鱼
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阳台设
计，你会选择吗？ 史 凯

熟悉家庭装修的都
知道，看似复杂的装修过
程如果简单划分，其实只
分为两个阶段和过程，最
先开始的叫硬装，属于家
庭装修中非常重要的部
分，少了这个基础，再好
的装饰也无法让业主享
受安逸的居家生活。

硬装是硬性装修的
简称，换成通俗的说法，
是指不可移动的装修项
目，或者说不会轻易移动
和随时改变的装修项目，
像装修时作的空间改动、
铺好的地砖、做好的吊
顶、位置固定好的水电项
目等，这些装修项目一旦
完工，几年之内，甚至一
二十年内都不会再去改
动了。因为，但凡能被列
入硬装范围的装修项目，
想“改一改，动一动”的，
涉及的工作面、工程量都
是大动静。软装相对就
简单一些了，目标任务就
是在硬装结束之后对居
室的二度陈设和布置，像
墙纸、家具、配饰、摆件、
灯具、布艺、绿植等，都是
可移动的，是可以在将来
的生活中随时更改和替
换的。

这两个阶段的装修，
普通大众对于软装会更
熟悉一点，因为这个时候
的装饰装修更趋于一种
生活情趣。比如，当家
具、灯具、桌椅、灶具、洁
具等所谓软装的大件进

入家中，一般的居家生活
已经能够基本满足了，有
空闲时间时一家人一起
悠闲地去逛逛商场，给家
添置些艺术摆件、挂表、
桌布、挂画等，让家中的
陈设更加丰富一些。这
个阶段，已经和生活有机
地融合在了一起，难度和
挑战已经大大降低。

硬装阶段常常与沙
石、水泥、灰尘打交道，作
业环境怎一个“乱”字了
得，与后期软装阶段听着
音乐、吹着冷气、悠闲购
物的待遇有天地之差，也
让有一些没有经历过硬
装阶段的人产生一种错
觉，认为装修就是那么回
事，只要在后期多花点心
思装饰一下就可以了。

正所谓“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没有质量过
硬的硬装，就谈不上有好
的居家生活质量。你可
以想象一下：当业主入住
后，墙面基层不好，瓷砖
出现了脱落；防水没有做
好，导致共用墙反碱壁纸
发霉；吊顶工艺差，衔接
部位出现开裂；电路连接
不规范，致使空气开关频
繁跳阐……这些硬装工
程没有做好，入住后糟心
的事接连不断发生，就算
房子里摆满了昂贵的装
饰物，又有什么用？

只有把硬装的基础
做好了，剩下“锦上添花”
的事才会有意义。

别拿硬装不当“干粮”
□史 凯

瓷片和瓷砖 别再傻傻分不清

通透性极佳的无框玻璃窗

一些小区楼与楼之间的间
距并不是太远，住户的隐私如
果没有东西遮挡就无法保证，
入住之后都会安装窗帘。在挑
选窗帘杆时，你会选择明杆还
是暗杆？一起来看看两种窗帘
杆的实际使用效果，以及不同
材质的窗帘杆的区别。

所谓明杆，是一种可以看
出杆的颜色和装饰头(俗称花
头)形状的窗帘杆，比较符合当
今社会“轻装修、重装饰”的流
行趋势，所以受到很多家庭的
喜爱。所谓暗杆，视觉效果与
明杆相反，它被放置在一个窗
帘盒中，正常视角不能轻易看
到杆子。室内设计师巩先生
说：“这两种窗帘杆各有各的使
用效果，有人说暗杆越来越落
伍，不太符合时代潮流，其实这
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见解，在一些欧式风格的装修
中，多使用暗杆，而且还会对窗
帘盒进行装饰，以显示出雍容
奢华的风格。”

明杆因为安装方便，价格
也比较亲民，在普通家庭装修
中使用较多，但其有个较为明
显的缺点，那就是室外光线比
较好时会向上透光，白天时很
难在室内营造出密不透光的效
果。相比之下，暗杆的风格略
显冗余和烦琐，如果装修风格
不是古典欧式，窗帘盒的制作
和装饰并不需要投入太多。

窗帘杆的材质有很多种，
比较常见的有铝合金杆、纯木
杆、铁艺杆，选择时可根据自家
装修风格而定，比如，纯木杆的
优势在于装饰性强，能突出房
间的风格，适合庭院、中式、欧
式等装修风格，缺点是木材会

受潮或腐烂。
史 凯

上图 窗帘的暗杆效果。
史 凯 摄

明杆和暗杆 你会选择哪种窗帘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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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安云鹏。
图② 老伴为安云鹏整理军装。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口述时间

2022年8月11日

口述地点

河南橄榄绿实业公司办公室

口述人讲述

我叫安云鹏，今年91岁，老家在东
北，1947年 9月参军，1982年从部队
转业到焦作工作。35年的军旅生涯，
是我最宝贵的财富，是我一生的荣光。

我出生于1931年，16岁入伍，最
初在东北民主联军8纵队警卫营。那
时，东北解放区正在进行土改，老百姓
都分到了土地，我记得征兵时的口号
就是“保家保田”。参军后，我就坚定
了保卫国家的信念。刚参军时，部队
几乎每天都在行军，这个地方住两天，
那个地方住两天，我当时年纪比较小，
吃了不少苦。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辽
宁省一个地方整训，最艰苦的时候粮
食供应不上，部队首长每天都会组织
大家挖野菜。虽然条件艰苦，我却没
有任何抱怨或退缩，心里想的就是要
上战场杀敌立功。

说起战斗，我先谈一谈辽西会战。
1948年1月，我所在的部队改编为东北
人民解放军第8纵队，归东北野战军建
制。辽西会战是辽沈战役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我军在辽西平原对国民党廖耀
湘兵团发起的一场歼灭战。参加辽西
会战时，我所在的部队昼夜行军，追击
国民党的溃败军队。

当时，敌人的目的是从营口逃跑到
天津，因此，我们追击时不敢耽误一点
时间，连续行军十几天，不少人的脚上
磨出很多水泡，无法继续走路。我那时
是一个通信班的战士，班里共有12个
人，最后只剩下3个人还能行走，其中
就包括我。

夜里到了宿营地，战士们终于可以
休息一会儿，通信班的战士却不能歇。
各个连队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需要跑到
一个个连队驻扎地收集信息。收集好
信息后，我们在营里写好报告，然后送
到团里。通信班能走路的就剩我们3
个人，虽然工作量很大，但我还是咬牙
坚持下来，圆满完成了任务。

辽西会战后，我所在的部队改称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军。之后，我跟
着部队参加了平津战役，1949年秋季
参加了衡宝战役，1950年参加了广西
剿匪战。我们的部队从东北一路打到
中南边疆，立下了突出战功。我现在印
象比较深的是广西剿匪战，当时我们所
要剿灭的土匪，一部分其实是国民党残
余部队，战斗十分激烈。1950年，部队
驻扎在一个叫贵县的地方，我当时在军
警卫营下属的一个连队。有一天夜里，
敌人突然袭击我们的驻地，战斗非常激
烈，经历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最终击
退了敌人。

1950年农历五月的一天下午，我

们接到紧急任务，连队乘车去支援战
斗。下车时已是黑夜，在什么地方我都
不知道，之后还要跑步行军，渴了就喝
路边稻田里的水。我们一直跑到第二
天天亮，终于进入战区。几个大村庄连
在一起，敌人就在里面。刚开始，我们
隔着一大片开阔地向敌人射击，压制住
敌人的火力后，警卫营越过开阔地冲进
村里。到了村里更危险，敌人躲在暗
处，我们就一户户搜索。我当时进入一
个院里，听到里屋有动静，敌人就在里
面。可是，无论我们怎么喊，敌人就是
不出来。于是，我们往外屋扔了一个手
榴弹，敌人这才乖乖出来投降。

在艰苦的岁月中，我在战斗中不
断学习、不断进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
解放军战士。1952年，我所在的部队
和其他部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54军。1953年，我跟随54军134师高
炮营进入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在朝鲜简单休整后，我们到一个机场
执行保卫任务。敌人不来侵犯时，我
们每天就进行训练，熟悉高射炮的射
击和维修等，边学习边执行任务。敌
人很狡猾，知道机场有高射炮，和我们
斗要吃亏，一般都是在我们的射程之
外进行轰炸。

在朝鲜战场，我也经历过生死。有
一天夜间，敌人突然偷袭，炸掉了机场
不远处的一个水库。当时，我在一个班
当班长，班里有15个人，住在机场旁边
山脚下的一个大山洞里。我睡觉比较
灵，就听见岗哨喊了一声，赶紧披上衣
服一边喊战友，一边往外跑查看情况。
从水库流下来的水太大了，来得也很
猛，我刚出洞口，大水已经冲到眼前。
我和一些出来的战士赶紧往山上跑，短
短几秒钟，大水就淹没了洞口，一些战
士没有跑出来。天亮时大水退却，我们
班有11名战士牺牲了。我们清理山
洞，从泥沙中将牺牲战友的尸体刨出
来，为他们开了追悼会。

战友牺牲了，我的心里非常悲痛，
可战斗仍在继续，我们还要坚守。补充
人员后，我还住在原来的山洞里，开始
的几个夜里实在睡不着，心里特别难
受，前几天亲爱的战友还在身边，我总
能想起他们，总是掉眼泪。

机场任务完场后，我还参加了金
城反击战，我所在的部队主要是护
路，保证几条关键后勤保障道路的安
全。

回想在部队的几十年，我多次在战
斗中命悬一线，也获得了很多荣誉。我
一直觉得，在部队的岁月是我最难忘的
经历，也是我最光荣的经历。

近几年，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
支持下，有关部门成立了党史教育宣
讲团、抗美援朝精神宣讲团等，我和其
他一些革命老战士经常走进校园等，
进行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
方面的宣讲，教育和引导青少年学党
史、知党史、感党恩。虽然今年已经91
岁了，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可以，如
果有机会，我会继续将党史学习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宣讲坚持下
去。

本报记者 杜挺勇 整理

安云鹏，男，1947年9月

参军，1949 年 3 月入党，参

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

衡宝战役、广西剿匪战以

及抗美援朝战争等，在部

队 期 间 多 次 立 功 受 奖 。

1982年从部队转业到焦作

市耐火材料二厂，直至离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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