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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间感受阳光生活

提高生活品质从注重门窗开始

鹤壁大曲开坛仪式。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正阳·爱家国际家居广场

品牌家具大清仓

“听说正阳·爱家国际家居广场要举

行品牌家具年末大清仓活动，我们就提前

来看一看。”12月 17日，在正阳·爱家国际

家居广场看家具的张女士说。

正阳·爱家国际家居广场将在 12 月

22日 9时 ~21时举行“品牌家具年末大清

仓，惠震全城”大型活动。 活动期间，有多

重大礼感恩回馈顾客。

千件名品年末清仓低价出击：商场将

推出千件清仓名品，明码实价，全年最低，

供消费者选购。 0元购家具建材： 活动期

间，市民可凭借“爱家护照”在 12 月 22 日

16 时 30 分前在正阳·爱家国际家居广场

相应品牌商家盖章， 领取 0 元抽奖券一

张，并投入到 0 元购抽奖箱中，就有机会

参与 0 元购家具建材商品抽奖，抽奖时间

为 12月 22日 16时 30分。 1元换购：商场

当天将举行超值换购活动，当日单笔交款

满 2000 元加 1 元可换购商品一件； 当日

单笔交款满 5000 元加 1 元可换购商品一

件；当日单笔交款满 1 万元加 1 元可换购

商品一件；当日单笔交款满 2 万元加 1 元

可换购商品一件， 换购商品数量有限，换

完为止。 年末大抽奖：4999元置家礼等你

拿。 活动期间，顾客凭订销货单满 1000元

即有一次抽奖机会，满 2000 元两次，以此

类推，参加 2013 年 1 月 3 日 16 时的现场

大抽奖活动，老顾客可凭正阳爱家的销售

合同参加抽奖。

“抽奖活动礼品特别丰厚， 特等奖 3

名， 奖品是 4999 元置家礼金； 一等奖 6

名， 奖品是 1999元置家礼金； 二等奖 10

名， 奖品是 999 元置家礼金； 三等奖 30

名， 奖品是 399 元置家礼金； 四等奖 80

名，可获得一年的《淇河晨报》。抽奖时，我

们还将邀请鹤壁市公证处工作人员现场

全程公证。 ”正阳·爱家家居广场副总经理

梁峰说。

（赵玮）

近日，在山城区银座商场，商场工作
人员用圣诞树、圣诞老人将商场内装饰一
新。 随着圣诞节的到来，我市多家商场进
行了精心的布置，商场里的圣诞味道浓起
来。 节假日是消费的旺季，圣诞节也成为
了各商家促销的重要节日。

晨报记者康迎风摄

鹤壁市仪狄酒业有限公司

新品发布会暨开坛仪式举行

晨报讯（记者 韩文雪）12 月 19

日上午， 在鹤壁迎宾馆中华厅内欢声

笑语，酒香四溢，鹤壁市仪狄酒业有限

公司“鹤壁大曲，重出江湖”新品发布

会暨开坛仪式在此盛大举行。

在新品发布会现场， 鹤壁市仪狄

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武庆超向来宾致

辞。 他介绍，仪狄酒，始于夏禹，盛于春

秋，享有皇封仪狄之美誉。 鹤壁，是酒

祖仪狄的故里， 鹤壁市仪狄酒业有限

公司秉承了中国五千年白酒历史，博

古采今，以优质高粱、小麦为原料，取

淇河上游之泉水，采用泥池老窖发酵，

老五甑续茶混蒸传统工艺， 与现代科

学技术相结合，精工酿制而成，曾获得

省优质产品、 国货名牌食品等多个荣

誉。

“2012年，公司进行了搬迁，并投入

7亿元巨资重组，无论是水质、设备还是

生产技术都有了更大的提升。 公司凭

借多年的白酒生产经验， 目前产品有

两大系列， 20 多个品种， 平均每年研

制 3个至 5个新品种。 此次， 公司重磅

推出了鹤壁大曲、 中华仪狄系列新品，

希望能够重振鹤壁本土酒业的辉煌。”

武庆超说。

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在发

布会上表示，作为酒祖仪狄的故里，仪

狄品牌对鹤壁来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

品牌， 他希望仪狄品牌能从鹤壁走出

去，做得更大更强。

随后， 工作人员向现场来宾展示

了鹤壁大曲、中华仪狄系列新品，并进

行了开坛仪式。 河南省酒业协会组织

相关品酒专家还在现场对新品进行了

品鉴。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建筑师设计理念“人性之于建筑”的提升，建筑物越来越向高层、高档、

多功能方向发展。你所进行的装修计划，就是对你今后生活的规划和填充。你给予房子怎样的装修设想，也反映了你对今后自己生活的

定位与期望。 而门窗，显然是建筑物的眼睛，也是灵魂。 从这扇“窗户”走入，我们期望给你们一些借鉴，更多感性化的装修认识。

河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协会材料委员会主任曾平表示，家居建材产品也必然向高新技术和多功能的方向发展，才能适应人们日渐增

强的环保节能意识，满足市场对建筑功能的需求。 从作为家居市场的材料的提供商角度而言，他们更应为人居的健康生活方式做出贡

献，引导潮流，提升老百姓的生活品质。

1

材料引导高品质生活享受

一米阳光门窗郑州总经理王飞跃说，一米

阳光门窗系统，定位品质装修和生活。 专业生

产阳光房、推拉门、折叠门、吊趟门、推拉窗、平

开窗、内开内倒窗、下悬窗等产品。 比如最新推

出由德国专家设计的推拉门和折叠门，结构经

过科学合理的设计，内置隔热材料，导热系数

低，隔热效果好，是新一代环保节能产品，并且

能够为不同的建筑空间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红

星美凯龙负一楼专卖店注重以简洁的设计手

法打造奢华气派，造型上的简洁是为了赋予材

质上的奢华，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奢侈与昂贵，

而是材质本身表现的华丽感。

2

组合门窗自由“开启”心情

正一设计工作室郭正一透露，在

装修装饰中， 更多是人对心理上需要

的满足，支配和变换一种心情。比如像

组合门窗产品，即使在很小的空间，也

能围合出和自己对话的空间， 获得一

份阳光心情。区别于以往的固定门窗，

更加自然、通透，又可以通过遥控形成

室内的空间，自由“开启”心情，在围合

空间里享受一份自在。比如，北方的冬

季非常冷， 而对阳光的需求更加迫切

和渴望，既可以阻挡室外寒风，又能够

拥有暖阳晒在脸上的感觉， 这在别墅

阳光房或顶层花园式平层倒不是奢

求。 现在一些别墅或郊区别墅区都有

合理的使用， 增强人与房子的沟通体

验，满足更丰富的情感需求。现在也早

已经打破那种以往都是钢架围合、推

拉门窗四周封闭的原始做法。

3

科技化加入艺术品位家居

上东尚设计负责人徐永革说，对

门窗进行艺术化与品位化地融入现代

科技，提升高品位家居生活。当你想亲

近大自然，却怕被夏日的烈焰灼伤；当

你想从家中走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

将浪漫的生活向户外稍做拓展时，为

自己的家选择一款合适的阳光房，享

受自然、沐浴阳光、遥望星空的愿望就

可以无限量地满足了。

同时， 进口五金件能支撑材料功

能发挥尽善尽美。 在欧洲发达国家，

高档门窗五金的价格， 已接近或超过

门窗本身的价格。 而国内的消费者更

多关注的是用了什么型材和玻璃。 事

实上， 要充分体现门窗的水密、 气

密、 隔音、 保温的四大优越性能， 除

需优质的型材和玻璃外， 还需要依靠

五金件的配合。 五金件的价格、 档次

与寿命是制约门窗身价和寿命的关键

因素。

4

灵活搭建辟出休闲心情

河南鼎合设计执行董事刘世尧

说， 随着复式、 别墅等房型的日益兴

起， 人们对建材产品的需求已从基本

的造型和功能， 逐步发展成家庭中别

致的休闲空间。 当家中的户外空间大

到足够开小型聚会或野餐会的时候，

你或许希望能够为这片小天地搭建一

个完美的阳光房。一个能够遮风挡雨，

却又不会阻隔大自然的阳光房， 它带

来一个无法替代的空间， 就像一个海

上的避风港，安全却又通透，实用却不

失完美。阳光房的功能是非常丰富的，

它可以作为书房、餐厅、画室、花房等。

在明媚的阳光下， 一个人享受安

静的读书时光， 和朋友喝下午茶，闲

聊， 和孩子做游戏， 和家人聚餐……

它满足了人们亲近自然的愿望， 是非

常理想的社交和休闲场所。 (

大河
)

■

宜佳家居七周年店庆
VIP客户进店就有礼

“鹤壁宜佳家居广场成立 7 年来，走

过了很多风风雨雨，经历了很多变化和挑

战，如今宜佳家居已成长为我市家居建材

行业举足轻重的专业市场之一，得到了鹤

城广大市民的支持与厚爱，众多高端品牌

的入驻，让宜家家居成为广大客户选购建

材的首选之地。7周年店庆，我们除了向广

大消费者推出‘七重礼’外，还针对 VIP 客

户推出感恩回馈活动。 ”12 月 19 日，宜佳

家居广场总经理陈俊锋表示。

宜佳家居广场位于新世纪广场南端，

是集家装、家居等为一体的一站式家居主

题广场。宜佳家居的优势在于拥有完善的

服务体系，始终遵循“领导行业一流品质，

创造家居完美境地”的企业使命，坚持诚

信、专业的原则，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下，不断成长。七年来，宜佳家居也得到了

消费者和业界人士的一致好评， 获得了

“消费者信得过单位”、“百城万店无假货

示范店”等多项荣誉。

“VIP 客户进店就有礼， 同时可免费

获得一张抽奖券，凭抽奖券即有机会抽取

IPAD2 一台，VIP 顾客同时可享受设计

师、 家具顾问一对一服务， 新顾客在 22

日～23 日前下订单即可成为 VIP 客户，

VIP 客户介绍新客户可获得精美礼品一

份。 我们宜佳家居将继续为消费者提供家

装、家具、家饰为一体的一站式服务，为鹤

壁广大消费者带来更好的生活居住环

境。 ”陈俊锋说。

（赵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