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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装 帮 打 听众所周知，在商业交易中合
同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少业主
跟装修公司签完合同后，就会
如释重负，但在装修合同中会
有一些隐藏的漏洞和陷阱，想
要避免在装修中吃亏，就要从
一份专业的装修合同开始。

在规范合同中，首先要有工
程预算，一般正规的装修公司
会出具一份完整的工程预算
单，里面句括工程项目、数量、
单价、材料等，但实际结算的总
价往往会比预算高出一些，如
果在 10%之内，还是相对合理
的，一般水电改造的费用单独
计算，不在预算单中，可以要求
装修公司提供一个水电改造的
参考报价表。其次要有设计图
纸，一份合格的设计图纸,应包
括具体的造型，其至选用的装
修产品等内容，这是尽量消除
设计师与业主在理解上出现偏
差的有效办法。第三要有施工
工艺、施工工期等，合同中要亚
格规定施工工艺、防止偷工减
料，工期也应明确，确保施工正
常有序进行。第四要有材料采
购单，对干材料采购单，主要应
存材料的品牌、型号、数量、采
购的时间期限，验收的办法以
及验收人员等方面，作出明确
规定。

与此同时，业主还应该读懂

行话背后的含义。消费者如果
未明确对装修标准的要求，产
生的不利后果可能就要由自己
承担。业内人士认为，每年因
为装修业的术语、行话而产生
的纠纷可以说数不胜数，例如
业主在与装修公司未约定使用
的板材标号，装修公司就有可
能选择甲醛含量较高但相对便
宜的“E2”级板材,而不选择甲
醛含量低但价格比较昂贵的

“E1”级板材,理由是两种材料
同样符合国标，但E2的性价比
更高，家用没必使用E1级等。

除此之外，业主要小心合同
中的陷阱。当出现一些不必要
的装修项目时，业主要尤为注
意。业内人士表示，业主如果
发现设计图中有没有实用价值
的项目，是可以要求设计师进
行删除改正，建议有装修需要
的业主可以提前去建材装饰市
场了解一下大概的行情，不要
盲目听信他人的话。

上图 市民在了解了装修
细节后，一定要关注合同详情。

王 倩 摄

如何防止墙砖脱落

问题提出：李女士
问题陈述：我计划做开放式厨房，由于

担心油烟问题，想将餐厅墙面进行贴砖处
理，请问，如何防止墙砖脱落？

行动记者：王 倩
行动结果：业内人士表示，墙砖是否脱

落，与工艺水准的高低有直接关系。现如
今不少施工人员可以通过贴砖前清理基
层，如妥善处理墙面上的石灰膏、乳胶漆等
污物后再贴砖；也可以在贴砖前将基层充
分浇水湿润，瓷砖也要泡水处理，否则，砂
浆中的水分被干燥的基层和瓷砖迅速吸收
而快速凝结，会影响其瓷砖和墙面的牢度
程度。此外，业内人士建议，在施工中一定
要找一个尽职尽责的工作人员，或通过装
饰公司装修比较有保障，这是因为装饰公
司的工人经验丰富，装饰公司具备完善的
售后服务体系，出现问题可以及时处理。
如果自己请工人，那么业主就要做好监理
工作，留心售后问题。

选购木门有啥技巧

问题提出：邱女士
问题陈述：近段时间，我在各大家装建

材市场了解建材产品，发现木门的价格差
异较大，请问，我该如何选购木门？

行动记者：王 倩
行动结果：业内人士表示，选购木门，消

费者无法看到实际的生产工艺，不过可以通
过简单的观察来评测产品的质量。消费者
可以用手抚摸门的边框、面板、拐角处，要求
无刮擦感、柔和细腻；然后站在门的侧面迎
光看门板的油漆面是否有凹凸波浪。通过
这两项可以知道做工是否过关。此外，在选
购时尽量选择声誉好的品牌，注意商家的相
关资质和行业认证是否齐全。

客厅和餐厅之间
用什么隔断好

问题提出：邱女士
问题陈述：我家的客厅和餐厅之间没

有隔断，为了避免让人感到杂乱，我想将客
厅和餐厅之间做个隔断，请问用什么隔断
好呢？

行动记者：王 倩
行动结果：业内人士表示，客厅和餐厅

之间的隔断有很多方法，比如用酒柜作为
隔断。业主可以考虑做一个半通透的酒
柜，摆放一些名酒和饰品，这样不管是在客
厅还是餐厅，都可以看见漂亮的红酒和装
饰，显得典雅大气。如果客厅和餐厅的面
积较小，可以采用活动的屏风隔断，在人多
拥挤的时候可以把屏风拆掉，方便、实用。
当然还有最为简单、有效的就是窗帘隔断，
安装简单，价格便宜。此外，还可以用鱼
缸、吧台、矮柜、雕花等方式将客厅和餐厅
的空间隔开，业主可以根据房子的设计风
格选择不同的隔断。

家是我们在工作一天后，卸
下一身的疲劳的港湾。而一个温
馨的卧室，则是我们舒缓疲惫、放
松身心的最佳空间，大多数家庭
在装修卧室时一般都会选择铺木
地板。而木地板的种类和颜色又
非常多样，那么卧室的木地板，该
如何选择更合适呢？

选环保。卧室是我们睡觉的
地方，所以在卧室装修进行地板
选择时，优先考虑环保性，市面上
地板产品良莠不齐，在产品方面，
甚至有些不法商家以次充好，会
造成我们的卧室甲醛含量超标，
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家居环境和身
心健康。

选舒适度。木地板因其热导
系数小，保温效果非常好，具有冬
暖夏凉的功效。因此，我们经常
会在卧室赤脚行走，对于有宝宝
和老人的家庭，就更要注意安全
性了。卧室在选择地板时，尽量
选择比较弹性和舒适的木质地
板，这样可以减轻孩子和老人受
到的伤害，也能增加行走的舒适
度。

选颜色。我们在选择木地板
时，也要考虑到卧室的整体视觉
颜色搭配，地板的颜色最好与整
体卧室的装修风格相协调。追求

自然舒适生活的年轻人，在卧室
装修搭配上可考虑浅木色木地
板，整体营造出淡雅轻松、舒适惬
意的感觉；或者考虑灰色调的木
地板，也是一种非常现代大方的
搭配，整体营造出简简单单、素雅
自然的感觉。

选性能。一般来说，卧室的
湿度相对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
春秋两季雨水多的时候，卧室在
选择地板时，需要考虑到防水防

潮。最好选择表面耐磨的木地
板，不然使用久了地板表面会出
现较多的划痕，破坏整体美观
度。木地板缝隙容易藏污纳垢，
可以选择现在流行的无缝木地
板，因为增加了无缝拼接的锁扣
技术，不仅样式美观，清洁起来也
更轻松。 筱 静

上图 浅色的木地板显得卧
室简洁时尚。 陶 静 摄

签订装修合同

以下几个细节很重要
本报记者 王 倩

卧室铺木地板 这样选择更温馨舒适

因急需要去外地孩子家，现
欲将正在经营的大众洗浴低价
转让。电话:13298395186

转 让

疏通 维修马桶水电暖
清洗空调 维修燃气灶
电话：13083843399

如果您有好的服务
请通过我们告诉广大读者

虚 位 以 待
期待你的加入

以“一切为了老人，为了老人一切”为办院宗旨，经过10年潜心经
营，为全市1400多个家庭的老人提供了专业医养服务。

2014年我院成为焦作市爱心敬老促进会常务理事单位，并被定为
重点扶持养老单位；2016年被评为河南省养老示范单位；2019年被评
为焦作市康养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先进养老机构，被山阳区卫健委评为
医养结合工作先进单位。

公寓已完成全面升级改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关爱老人，用心服务。

康辉老年公寓

咨询电话: 15938183366 (苗院长) 乘5路、23路、33路、38路公交车到解放东路墙北村东康辉老年公寓下车

生活资讯周一至周五刊登
欢迎来电咨询办理

温馨提示：本栏目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的双方搭桥，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信息提供者负责。您使用这些信息时，请注意查验相关文件和手续。 广告

欢迎咨询办理
生 活 资 讯 18790205360

一个电话 上门办理

报纸+微信

出国务工 学历提升
法律咨询 婚姻介绍

地址:焦作市解放中路华景国际133号 电话:15839123398尹经理

站前路与友谊路交会处附近有
一门面房的二层，200多平方米，8
个标准间，1个会议室，适合开公司、
茶社、旅馆等。电话：13069416900

出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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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锴 通讯
员刘伟）2月5日晚，一名5岁
小女孩在修武县云台古镇上
元花灯节游玩过程中走失，
家长焦急万分，所幸孩子被
细心的保安员找回，平安无
事。

当日18时左右，市金盾
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人防一部
保安员王海龙、丁雷在云台
古镇大门口值班时，有民警
带着一张小女孩的照片前
来，希望他们通知各出入口
保安，如发现照片中的小女
孩要出景区，务必拦住。

原来，这名小女孩在观
看表演时有些不耐烦，家人
说了她两句后，她赌气跑
开。没承想，这一跑让她与
家人失散了。家人苦苦找寻
无果，便赶紧报警。

民警给保安员交待完后
便前往景区寻找，找了一个
小时仍没有找到孩子，民警

再次找到王海龙和丁雷，希
望他们能够发动景区的保安
一同寻找。就这样，民警、保
安、家长兵分多路在景区内
展开搜索。

又找寻了近半个小时，
王海龙在小吃街附近发现一
名落单的小女孩，年龄和穿
着很像民警提供的照片。于
是，他赶紧跑过去询问。哪
知小女孩看到陌生人给她说
话，转头就跑。

王海龙担心发生意外，马
上紧随其后，并抓紧联系民
警。小女孩跑了200米后，躲
在一个角落里，整个过程不哭
不闹，但始终不开口说话。直
到民警赶来，小女孩这才说出
自己的名字。随后，小女孩的
父亲也赶过来与孩子顺利汇
合。民警核对身份信息后，提
醒其千万要照看好自己的孩
子，女孩父亲对民警和热心保
安员的帮助表示感谢。

本报讯（记者李征）开学
季，最火热的要数文具市
场。各种教辅书籍、文具等
学习用品迎来销售旺季，不
少学生和家长来到各大文具
店选购学习用品迎接新学期
的到来，但有个别打着网红
款、联名款的文具，价格高得
离谱，提醒家长和学生要理
性购买。

2月7日上午，记者来到
解放区学生路小学附近的一
家文具店。看到店内各式各
样的文具盒、笔、橡皮等学习
用品都分类摆放在显眼的位
置。记者分别走访了几家热
门文具店了解到，受“开学经
济”的带动，这几天，各大书
店和文具店销量都有不同程
度增加。一些文具店还推出
了开学大礼包套餐以及文具
盲盒，多数文具功能简单、实
用，价格也适中，但有个别打

着网红款、联名款的文具，价
格高得离谱。

“如今，单一类文具产品
已经被个性化、文创化产品
取代，逐渐成为学生群新
宠。比如，新上市的流沙笔
袋、《满江红》字帖、兔耳朵中
性笔都卖得不错。”一位文具
店老板告诉记者。

除了学习用品外，眼镜
店也赶搭这趟“开学经济”快
车，纷纷推出优惠活动吸引
学生配镜。采访中，多数家
长表示，市场上花哨、高价文
具确实容易“俘获”学生，也
让家长钱包“很受伤”，甚至
成为“文具刺客”。

在此提醒各位家长，给
孩子选购文具用品应该理
性些，只购买需要更换的学
习用品，引导和培养孩子从
小形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
惯。

秦玉梅：妇女姐妹的知心人
本报记者 赵改玲

人 物 简 介

秦玉梅，焦作市惠民益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焦作市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主
任，焦作市政协委员，河南省人民
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她带领“惠
民益”团队为群众提供矛盾化解、
未成年观护帮教，帮扶救助等社
工服务。截至目前，仅现场接待
群众 1360 余次，成功化解各类矛
盾 纠 纷 580 余 起 ，调 处 率 达 到
98%。2022 年，荣获“河南省巾帼
建功标兵”“最美执委”荣誉称号。

当前故事

“发挥调解职能，为民排忧
解难”“保障权益为妇女,真情
实意娘家人”“心灵的陪伴
者”……这些都是近年来秦玉
梅收到的调解当事人赠送的锦
旗内容。

秦玉梅2019年成立焦作
市惠民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其初衷是“惠及人民，维护权
利”，并命名为“惠民益”。她为
了实现心中的愿望，将“惠民
益”打造成焦作市司法社工品
牌，不辞辛苦，扎根基层，奔波
在怀川大地……

2018年10月，秦玉梅带领
团队入驻焦作市婚姻家庭纠纷
调解室开展调解工作，依法处
理各类婚姻家庭纠纷。开展法
治宣传、法律咨询、心理咨询等
一站式社会服务，增强妇女群
众的法律维权意识，保障其各
项合法权益，受到妇女同胞的
一致好评。

为更好服务广大家庭，
2019年，秦玉梅和团队成立焦
作市惠民益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以为民、便民、惠民服务为
宗旨，并先后设立秦大姐家事
调解室、焦作“和·佳”玉梅调解
中心，让社区群众在家门口就

能感受到便利、高效的法律服
务。在化解纠纷的过程中，秦
玉梅总结出了一倾听、二思考、
三解惑、四调处的“四步调解
法”。每当看到当事人“眉头紧
锁而来，眉头舒展而归”，秦玉
梅的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
快乐。

秦玉梅调解的几个经典案
例，被《中国妇女报》等媒体频
频点赞。其中一个就是王女士
的离婚风波。

王女士与丈夫结婚后便辞
去工作当起了全职太太，怀孕
后夫妻关系出现危机。她的丈
夫向她提出打胎和离婚要求，
王女士拒绝后，她的丈夫便对
她实施经济封锁，从此联系不
上，女儿出生时，丈夫也没有回
家。随后,王女士来到调解室
寻求帮助，要求丈夫每月支付
生活费、抚养费。

“详细了解双方矛盾产生
的根源后,我要做的就是教会
对方换位思考，这样才能赢得
尊重。”秦玉梅介绍，安抚王女
士情绪后，调解室第一时间进
行调查，认真分析问题所在，
了解到双方矛盾系王女士辞
职以及日常生活摩擦等问题
造成的。针对王女士具体诉
求，秦玉梅约见其丈夫和家人

了解情况，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耐心劝解、平复双方情绪，
并就本案事实给予法律解答，
经过多次沟通，双方都意识到
各自的问题，最后圆满达成调
解协议。后来在回访中了解
到，王女士与其丈夫关系已经
缓和。

经秦玉梅用心用情调解，
许多对感情不和的夫妻再次回
归到温暖的家庭中。

因为工作成绩突出，秦玉
梅及其团队荣获“全国巾帼文
明岗”、河南省“四个优秀志愿
服务组织”荣誉称号。她先后
获评焦作市“巾帼建功标兵”

“婚姻家事纠纷金牌调解员”
“三八红旗手”“优秀家事调解
员”等荣誉。

未来展望

“作为一名社工组织负责
人，我将以更多的真诚和热情
投入到社会工作中，充分发挥

‘联’字优势，不断创新方法，拓
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为
服务焦作经济高质量发展，营
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秦玉梅
说。

上图 秦玉梅正在调解家
庭纠纷。

本报记者 吉亚南 摄

幼童景区走失
保安帮忙找回

文具市场火热
小心遇到“刺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