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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出：高女士
问题陈述：最近在挑选地砖，

我看上了一款900×1800mm规格的
地砖，但是家里客厅的面积不是很
大，导购建议我选择800×800mm的
地砖。我该如何挑选地砖规格，有没
有标准和依据可以参考呢？

行动记者：王 倩
行动结果：业内人士表示，挑

选地砖的尺寸没有严格的标准，根
据自己的喜好挑选即可。为了视觉
美观，可以依据居室单个空间大小
来挑选，具体来说，如果单个空间的
面积较小，建议选用800×800mm
的地砖，如果空间足够大，那么
900×1800mm 规格的地砖更合
适。此外，就效果而言，以地砖能全
部整片铺贴为好，尽量减少对地砖
的裁剪，瓷砖的规格越大，使用中
需要裁剪的可能性就越大，浪费的
瓷砖也多。

不踩坑 不增项 不超预算
上品汇家装直通车一站式解决所有家装难题

本报记者 王 倩

问题提出：王女士
问题陈述：新房定制了一套衣

柜，前两天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说
这个月月底就来上门安装了，请问
安装定制衣柜时需要注意哪些事
项？

行动记者：王 倩
行动结果：业内人士表示，定

制衣柜在安装时需要注意查看衣
柜板材和五金件是不是自己之前
所要求的，品牌的板材和五金件可
以通过查看防伪标志来验证，防止
部分商家偷梁换柱；查看板材是否
有划痕，一般安装的工人比较有经
验，他们在搬运和安装过程中会非
常小心，但业主仍应仔细检查，避
免安装好后，发现柜体有明显划
痕；查看衣柜设计是否与前期设计
方案相符，查看挂衣区、放衣区、抽
屉区等是否在之前规划的区域；安
装完成后查看是否有把手等小物
件遗漏现象，还要查看柜门和五金
件是否流畅，若拉动起来比较生硬
或衣柜门闭合有缝隙，应及时让安
装工人调试。

安装定制衣柜
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如何挑选
地砖规格

您还在为家装时踩坑担忧
吗？您还在为家装工程莫名增项
焦虑吗？您还在为家装超出的预
算犯愁吗？不要紧，只要您“乘”
上了上品汇家装直通车，所有的
这些难题将迎刃而解。近期，上
品汇家装平台推出的家装直通车
不但集合了我市诸多实力强、口
碑好的装饰公司和建材经销商，
还特别推出了家装金牌管家服
务，为您一站式解决各种家装难
题。据悉，11月 26 日，上品汇家
装直通车将开出第二班，直达米
家装饰样板间、弘阳家居市场、万
和厨电等站点，并将推出您意想
不到的正元暖通“零利润”水电暖
安装活动。

近年来，我市家装市场不断规
范提升，使广大家装消费者享受
到了比较好的家装服务。由于工
序多、商家多、环节多，大多数家
装消费者依然对即将开始的新家
装饰一头雾水。再加上个别商家
的误导宣传，以及依然存在的“家
装游击队”，让很多家装消费者无
可避免地掉进了“家装陷阱”。为
此，上品汇家装平台本着替客户
选择、替客户设计、替客户省钱、
让客户放心的原则，精心挑选了
多家在市场上口碑好、实力强、服

务优的家装公司和建材经销商，
组成合作联盟，并推出家装金牌
管家服务，让消费者真正享受放
心、省心、舒心的一站式家装服
务。

上品汇家装直通车活动负责
人表示，第二班家装直通车将以
参观精品样板间、了解家装市场、
学习家装知识为主，并将联合正
元暖通推出“零利润”水电暖安装
活动。如果有意搭乘本次家装直
通车的客户，在参观样板间时，要

把握“看、问、量”三个关键字。
看，是看样板间风格的实用性和
自己的想法是否相符；问，是问设
计师样板房的功能设计、具体预
算等；量，是针对自己所关心的细
节设计，量一下样板间中的尺寸
作为参考。

有意乘坐上品汇第二班家装
直通动车市民，可编辑短信内容
姓名+电话+小区地址，发送至
18539198511，上品汇家装直通动
车带给您不一样的家装体验。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餐厅
是一家人享受美妙用餐时光的重
要场所，好的设计能让用餐氛围
更加温馨，让人更有食欲。很多
人觉得餐厅就是家具的简单搭
配，不知道餐厅该怎样装修，甚至
忽视了餐厅的装修。本期《家装》
版，就和大家聊聊餐厅装修的一
些技巧。

现在的家居空间中，餐厅的
主要形式有独立餐厅、客餐厅一
体、厨房餐厅一体三种形式。这
里说的独立餐厅指的是相对独立
的设计，完全独立的餐厅相对少
见，多见于别墅和特大户型。相
对独立的餐厅空间装修时需要考
虑的问题不是太多，可以采用独
立的配色设计，也可以和其他空
间保持一致，相对来说发挥的余
地更大。餐厅的顶部可以用吊顶
来装饰，用以提升整体的装修档
次，但吊顶的高度一定要适度，以
免让空间变得狭小拥挤令人产生
压抑的感觉。餐桌、餐椅、吊灯是
餐厅中的主要装饰，墙面可以用
装饰画或者置物搁板来点缀。根
据空间的大小及家中人数的不
同，餐桌、餐椅的选择至关重要，
建议选择当下比较流行的六人位
长方形餐桌，造型简洁又时尚，还
能让餐厅显得更加温馨。

客餐厅一体是当下常见的户
型，也是中小户型空间不得已而
为之的选择。餐厅位置的面积过
小时，可以考虑采用定制的卡座
或者长凳来代替餐椅，减少餐厅
实际的占用面积。客餐厅一体式
的户型，餐厅在装修时，配色设计
及各种软装饰品的选择要和客厅
保持一致，统一的视觉效果是完
美家居空间的前提。餐厅可以选
择用嵌入式的收纳柜充分利用墙
内空间。

许多朋友喜欢开放式的空

间，那么可以将餐厅和厨房设置
在同一个空间，既提升了空间的
利用率，让空间看起来更宽敞，做
好的饭菜还能直接放在餐桌上，
能有效缩短做家务的时间。你甚
至可以在餐厅里安装工作台，并
在工作台上安装水槽和水龙头，
这样用过的餐具可以直接放进水
槽清洗，也是更加方便的设计方
式。

筱 静
上图 我市一楼盘样板间的

餐厅设计。 筱 静 摄

优美的餐厅设计
让用餐氛围更加温馨

市民在
上品汇家装
直通车活动
现场挑选地
砖。

王 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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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1岁的冯老太与丈夫秦先生是
再婚。2000年7月，两人登记结婚。

2006年3月，为了给冯老太一个生活
保障，冯老太与秦先生及秦先生的女儿秦
小某三方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秦小某
在某小区购买住房一套，并保证在秦先生
与冯老太双方有生之年享有该房屋的独立
居住权；不管秦先生、冯老太任何一方生
存，秦小某均不得剥夺冯老太对该房产的
独立居住权；在秦先生、冯老太双方百年之
后，房产完全归秦小某所有。

这样的和美日子一直持续到 2019

年。那一年，秦先生去世。随后，冯老太和
继女秦小某以及女婿刘某闹了许多不愉快
的事，刘某便要求冯老太搬离涉案房屋。

刘某认为，冯老太自己有三个儿子，日
常忙于照顾三个儿子及孙子孙女，跟自己
和妻子秦小某来往很少，没有尽到一个继
母的责任；当年秦小某之所以签订三方协
议书，是为了不让父亲失望、难过。根据
《民法典》第146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
效。”因此，涉案协议应为无效协议，冯老太
应搬离涉案房屋。

冯老太认为，自己在该涉案房屋居住了
十几年，继女秦小某、女婿刘某从未提出过任
何异议。根据《民法典》第1060条规定：“夫
妻一方因家庭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
为，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秦小某作为秦先
生的女儿，为父亲和继母提供居住权，目的是
为了父亲婚后生活得到基本保障，该行为目
的是为了满足家庭生活的基本居住需要，也
是符合本条法律规范的条件。

双方争执不下，今年初，刘某一纸诉状
将冯老太告上了法庭，要求冯老太搬离涉
案房屋。

继子女的房子，继母能不能住？
本报记者 杨 珂

居 住

权”这个法律词

条您听过吗？什

么样的情况下居

民享有居住权？

想 要 拥 有 居 住

权，又需要注意

哪些事项呢？

近日，市中

级人民法院就审

理了这样一起因

为居住权引发的

案 件 。 20 多 年

前，两位再婚老

人结婚后与男方

的女儿签订了协

议书，约定对房

屋享有独立居住

权，结果男方去

世后，女婿却反

悔了，想把妻子

的 继 母 赶 出 家

门。这中间到底

发生了什么，法

院又会怎样判决

呢？这起案件或

许能让您进一步

了解什么是居住

权。

付明亮解释说，居住权是《民法典》
新规定的一项用益物权制度，是居住权
人对他人住房以及其他附着物享受占
有、使用的权利。《民法典》第 366 条规
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
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
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目前，我国逐步

步入老龄社会，社会各界应共同携手保
障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本案中，人民
法院依法保护冯老太根据协议享有的居
住权，确保老年人特别是再婚丧偶老人
老有所居、老有所养，对弘扬尊老敬老护
老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

同时，他提醒广大市民，根据《民法
典》第367条规定：“设立居住权，当事人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随
着《民法典》的颁布，如果市民要维护自身
的居住权利，一定要订立书面合同，并向
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以此减少不必
要的纷争。

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后，驳回刘某的诉
讼请求。刘某遂上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

考虑到该案为家庭纠纷引起，市中级
人民法院诉调中心曾多次组织当事人进行
现场调解，想用情理来化解这起纠纷，结果
不如人愿，双方争议较大。

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后，该案主审法官
付明亮深入了解案情，于近日进行了宣判。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秦小某为涉案房
屋的所有权人，其与父亲秦先生、继母冯老

太三方签订的居住权协议书，系各方意思
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
定，具有法律效力。该协议书已经履行，冯
老太实际居住涉案房屋多年，女婿刘某诉
称其对协议书约定毫不知情，不符合常
理。现在，冯老太老伴秦先生已经于2019
年去世，其也年逾古稀，无论是继女秦小某
还是女婿刘某，均应继续履行或协助履行
上述居住权协议，保障冯老太老有所居，既
属守法诚信的法律义务，也为人之常情，更

是尊老敬老中华传统美德的必然要求。
案涉居住权协议订立及开始履行均在

《民法典》施行之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规
定。当时法律虽未对居住权作出规定，但
不意味着冯老太依据有效协议取得的居住
权不受法律保护，也不应因未经居住权登
记就否定其对涉案房屋享有的居住权。

综上，刘某要求冯老太搬离涉案房屋
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法院依法判决：驳回
刘某的诉讼请求。

【案情回顾】老伴儿去世老太被撵

【法院判决】一审二审驳回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居住权”是对特定人群的保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