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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青国际家居广场

季末大抽奖(第二季)

周日举行

四季青国际家居广场季末大抽奖

（第二季）本周日（12 月 30 日）举行。

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四季青国际

家居广场的大力支持，四季青国际家居

广场举办了“季末大抽奖”活动，倾情回

馈消费者。 12 月 30 日下午 3 时，本活动

第二季抽奖将在四季青国际家居广场

举行。

据悉， 此次活动预备了丰厚的奖

品，其中设一等奖 2 名，奖品是苹果手

机；二等奖 4 名，奖品是平板电脑；三等

奖 18 名，奖品是多功能电锅。“凡在四

季青国际家居广场消费过且货款金额

超过 3000 元的消费者， 每消费满 3000

元可领取抽奖券一张，符合条件的消费

者届时可以参与现场抽奖活动。 ”活动

方的工作人员表示。 （韩文雪）

“完美的家居生活离不开绿色环保、健康

舒适的地板。 圣保罗地板重点推出的聪明扣

地板和 F4 星地板为消费者在选购地板时提

供了更多更好的选择。 ”近日，四季青国际家

居广场圣保罗地板专卖店店长郭艳芳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据介绍，聪明扣呈小方形颗粒状，外观小

巧，方便运输安装。 聪明扣地板是在每一块地

板地面四周设置长条形扣槽，拼装时两板槽口

相合，由聪明扣卡住两板槽口，使两板达到无

细缝拼接。 其顺应了木材湿胀干缩的特性和使

用环境对地板结构的要求，解决了木地板易开

裂、起拱、霉变、缩缝等问题。

“此外，圣保罗 F4 星地板借鉴和引进国外

先进环保标准理念，以日本 JAS 地板环保标准

等级和欧盟 EN13329 技术标准研制打造的高

水平、高质量、高科技全新 F4 星地板。 健康清

新的家居环境是现代人的追求，环保绿色地板

相信也是大家的必然选择。 ”郭艳芳说。

“现在人们的生活品位在不断提高，对扮

演厨房主角的微波炉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格兰仕厨房电器推出的‘煮流派’系列

微波饭煲，传承烹饪主流文化，为消费者带来

更多烹饪惊喜。 ”近日，四季青国际家居广场

格兰仕厨房电器鹤壁总经销王学芬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据了解， 格兰仕近年来一直强调整体厨

房的概念 ，从老三件套“油烟机 、灶具 、消毒

柜”扩展到现在的嵌入式微波炉、嵌入式电烤

箱、嵌入式洗碗机，形成了未来五年之内完全

可以畅想的新的家庭生活。 其产品性能主要

表现在智能化、一体化和节能化三个方面。

“格兰仕厨房电器在发力高端厨电市场

上， 将通过嵌入式整体厨电系列和明星产品

电蒸炉两大产品线来切入。 此次主打推出的

‘煮流派’微波饭煲材质甄选进口高级聚丙烯

（PP）材料 ，卫生安全 ；煲胆是高温强化硬质

瓷，全方位地吸收微波，让烹饪更快、更均匀，

煲胆更兼具持久保温特性。 ”王学芬说。

“随着消费者对环保、自然的追崇，实木

家具以强劲的势头成为家具消费的亮点。 美

松爱家松木家具以纯实木为消费者提供真正

的环保家具。 ”近日，四季青国际家居广场美

松爱家家具鹤壁总经销陈艳红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陈艳红介绍， 美松爱家松木家具取材均

于俄罗斯的寒带樟子松， 生长周期长， 年轮

细腻、 质地柔韧、 含油量低， 所有底板、 背

板全部采用 100%实木， 确保达到真正的环

保家具。

“美松爱家家具构造契合人体工程学，所

有板材均从优质的松木中挑选，小到油漆、粘

合剂均符合 ISO14025 国际质量认证标准，其

环保、自然、时尚的风格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

者的喜爱。 ”陈艳红说。

“茉莉花香不只是一件家具，更是一种生

活主张和人生态度， 它于细节处体现出精致

与完美，是对消费者独立、自信、与众不同的

生活态度的塑造与肯定。 ”近日，四季青国际

家居广场茉莉花香家具鹤壁总经销魏金所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魏金所介绍， 茉莉花香是韩式家具 ，浪

漫、时尚、现代、简约、大气的风格完美诠释了

现代人家居生活新主张。 淡雅的茉莉花色使

家居更显清新素雅， 处处彰显简单而不失奢

华的贵族气质。

“该品牌产品设计简洁， 有自己的风格，

它既不像欧美风格的花纹繁复， 也不像板式

的简单直白， 茉莉花香的产品简洁中又有造

型 ， 更能迎合现代年轻人和白领阶层的喜

爱。 ”魏金所说。

绿色环保，健康为家

———访四季青国际家居广场

圣保罗地板专卖店店长郭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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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给沙发做个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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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惊喜

———访四季青国际家居广场格兰仕厨房电器鹤壁总经销王学芬

为消费者提供真正的环保家具

———访四季青国际家居广场美松爱家家具鹤壁总经销陈艳红

于细节处体现精致

———访四季青国际家居广场茉莉花香家具鹤壁总经销魏金所

对于爱美的女

性来说， 保湿是一

年四季都不能忽视

的保养重点， 更不

用说干燥寒冷的冬

季了。 而作为家居

装饰的主角之一 ，

沙发可以说是家里

客厅的脸面， 可平

日里大家往往会忽

略它的保养， 久而

久之， 沙发会变得

颜色暗淡、 表面粗

糙，不仅影响美观，

坐起来也不舒服。

沙发从材质上

可 以 分 为 布 艺 沙

发、皮质沙发、木质

沙发、藤质沙发等。

材质不同， 保养沙

发的方法也不尽相

同。 下面，专家教大

家一些冬季保养沙

发的方法。

【布艺沙发】 切勿大量用水擦洗

现在的布艺沙发可以选择的种类很多，

有的是防水、防污的布料，即使果汁倒在上面

都难以渗透， 只要用清水轻轻擦拭后放在通

风处自然风干，避免受潮发霉就可以了。 而不

防水的布艺沙发出现污迹可以采用沙发或者

地毯专用清洁剂，切勿大量用水擦洗，以免水

渗入沙发内层， 造成沙发里边框架受潮 、变

形，也容易滋生霉菌。

【皮质沙发】 不宜用水擦拭或洗涤

皮质沙发向来以高贵典雅的外观、 沉稳

舒适的体感著称， 如果保养不当会褪色、陈

旧，失去光泽，使皮革缺乏延展性而使沙发变

形，因此在日常打理上需要更细心和耐心。

首先，要保证居室通风，过于干燥或潮湿

都会加速皮革的老化，不宜用水擦拭或洗涤，

避免潮湿、生霉和虫蛀。 其次，皮革吸收力强，

应注意防污， 定期使用皮革沙发清洁剂擦洗

保养。 如果发现有洞孔、破烂、烧损现象，要请

专业人士来清理。

【木质沙发】 一个季度打一次蜡

在家居设计中，选择实木沙发，对于其位

置的摆放，也有一定的讲究。 首先摆放要避开

阳光直射，如若放置在窗户旁边，应该有窗帘

为其遮挡。 其次，在冬季，不能让沙发靠近暖

气或壁炉等用于取暖的设备，防止家具褪色、

开裂。

木质沙发很容易存在木质开裂的情况 ，

这种现象多半是由于家中干燥。 如果家中气

候特别干燥，可以给家中配备加湿器，增加空

气的潮湿度，防止沙发翘裂。 同时，还应该时

刻保持室内通风， 不应让家具总处在潮湿的

环境中，否则家具可能会霉变。

对于木质沙发的清洁， 可选用中性的肥

皂水擦拭，随后用清水擦拭干净，用干抹布擦

干， 这样可以减少污渍遗留在木质沙发表面

的几率。 正常情况下，一个季度就应该给沙发

表面打蜡一次，但上蜡不可太密集，否则会堵

塞木头的毛细孔。 也可购木质家具保养油喷，

对木质家具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焦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