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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音乐教父李宗盛2014成都演唱会《既然青春留不住》将于5月24日在成都

体育中心盛大开唱。 生活家装饰作为演唱会唯一家装赞助企业首开行业先河。

据悉，生活家之所以协办本次活动，是因为其旗下主推黄金性价比产品“A8私

享家”倡导的国际健康新整装概念与李宗盛音乐理念的不谋而合。

李宗盛是属于70、80后的集体记忆， 他代表了这一代人对生活的感悟，如

今70、80后已成社会中坚力量，他们有着精英人群特有的人生态度，追求高品

质生活，同时严谨挑剔，不放弃对细节的追求。生活家黄金性价比产品“A8私享

家”，就是针对这群人量身订制，以满足他们对品质感的需求“A8私享家”的产

品概念“国际健康新整装”，意即具有国际视野的大设计观、全球购理念下的国

际主材品牌合作，以德标工程为核心价值的国际辅材合作，以及满足个性需求

的“新整装”模式，一切都是为了让消费者享受省心省时的超高性价比服务。

生活家装饰888元/平米

开启国际健康新整装时代 打造高端家装黄金性价比

拨66660632本周末听李宗盛音乐盛宴 享全国大型整装团购

■金银花

老百姓夏季最常见的药用植物之一，因

其具有清热解毒、疏散风热的功效，同时还能

防治感冒。每天泡个一二十根来喝，堪比任何

工业饮料，更感神清气爽。其实，金银花的种

植很简单，用其种子、分根或插枝都能繁殖，

花盆放在通风透光、 阳光充足的温暖地方即

可，但需适当松土施肥和除虫。采摘时，不要

等待花朵怒放才摘下， 此时的药效已流失殆

尽，最好的时机是含苞待放时。采下后自然吹

干就能泡水饮用了。

■薄荷

薄荷的香味能让你的居室充满淡雅的

芬芳， 开出的小花和繁茂的绿叶相得益

彰。 作为夏天常用的中药材， 不管是上火

后的牙痛咽肿还是午后的头晕鼻塞， 薄荷

那独特而强劲的清爽， 能轻易达到提神醒

脑的功效，更有嗜好者拿它泡茶、蘸豆腐、

熬稀饭。 薄荷的种子和根茎都能繁殖，在

充足的光照和水分下生长极快，属于“给

点阳光就极为灿烂”的类型。由于其耐寒

力不错， 在成都可以栽种一整年， 随时想

吃就摘。

■土人参

和高大上的人参不沾边， 却比人参好种

得多———1个花盆，每天浇水，不要太多阳光，

就能长得飞快，还不生虫。它的叶和根都可食

用，煎炒炖汤涮皆可。有资深居家吃货表示，

土人参的叶子口感很像空心菜， 入口还偏嫩

滑；而其根块具有健脾润肺止咳益气的作用，

在夏天作为开胃的食补非常不错。

■杠板归

它是开小花、结蓝色小果实的可爱植物，

蔓藤如爬山虎般攀爬蔓延，带来一片绿意。果

实只在夏季结出，可以直接吃，味道略酸带微

甜，煎水服用能消肿散瘀，入药还能治痢疾。

家人如有湿疹或毒虫叮咬，可直接捣烂外敷，

被蚊子咬了后涂抹，更可快速消除痛痒。

■刺五加

它就是我们常说的“五加皮”，因其补肾

补气的特性，很多家庭和饭店都拿它来泡酒。

更厉害的是，它所含的刺五加甙，对肾上腺具

有良好作用，服用后可推进机体解决酷热、工

作过度带来的生理压力， 并能增强疾病抵抗

力，十分适合压力大的疲劳上班族，堪称家中

的“红牛”。除了泡茶饮用，饕餮客还可将其

嫩叶凉拌，嫩叶炒土豆丝，其富含的胡萝卜素

和维C能达到你舌尖和身体的双重满足。而比

较容易的种植办法就是分株移植。

■大红袍

虽然因其近闻有臭味而得了 “臭牡丹”

的学名，但其叶片绿得浓郁，开花时又花团锦

簇艳丽华贵，已是常见的园林花卉，摆在阳台

上观赏也很是漂亮。大红袍具有活血化瘀、消

肿解毒的功效， 是著名的云南蛇药的最主要

药材。夏天脸上身上长了痘痘，用大红袍叶子

捣烂外敷效果明显， 对湿疹痔疮等也有不错

的疗效。大红袍的环境适应力很强，一点水一

点肥就能养活，栽植极易成活。

（特别说明：以上花草对孕妇等特殊人群

慎用） 成都商报记者 张玮

可以吃的夏季花草

许多大户型、 别墅业主都抱着这样的想

法：装修不怕贵，就怕没档次，只要能保证最终

的效果和品质，多花点钱也无所谓。但装修不

是靠金钱堆砌，即使月入过万的白领、年薪百

万的高管，装修也都有个基本预算。所以具有

高性价比、高品质的大品牌整装公司，就成为

这个群体最明智的选择。 资源为王的时代，优

秀的资源整合能力代表着一家企业的综合实

力，同时得到众多国际一线大牌的认可并携手

合作，需要企业具备独到的国际视野、优秀的

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以及经过市场考验的高

品质产品和非凡的发展潜力。

生活家作为集团化的全国连锁整装公司，

已在七省八城开设了9家分公司，为中国上万

家庭提供了高水准整装服务。 成都生活家是

西南地区最大规模的整装企业， 其旗下主推

的“A8私享家”，是凭借集团强大的采购力和

全球购经营理念倾力打造的黄金性价比产

品。“A8私享家”是一款专为社会精英阶层量

身订制， 满足大宅装修业主高水平居家需求

的产品，具有前所未有的超高性价比。“A8私

享家” 的诞生， 顺应了生活家国际合作的视

野，将国际一线大牌产品带给蓉城家庭，让更

多家庭用最低的价格， 近距离享受高品质大

牌产品， 这不得不说是一次具有行业高度的

伟大变革。

抢购专线：

028-66660632

抢购网址：

www.shjzs.cn

抢购地址：

西大街新城市广场A座5楼

生活家作为西南地区首家全国连锁整装

公司，凭借集团强大的采购力和全国连锁优势，

2007年与国际品牌科勒、TOTO、德国都芳达成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3年，与获得国际最高等

级品质认证的瑞士卢森地板以及被誉为“卫浴

界劳斯莱斯” 的世界顶尖卫浴品牌汉斯格雅、

杜拉维特等国际大牌建立全国战略合作。与此

同时，生活家还与欧派、A.0史密斯、方太、圣象、

安信、联丰、罗丹、蒙娜丽莎、诺贝尔等数十家国

内家居大牌建立了强强结合的战略联盟。强大

的品牌联盟保障了“A8私享家” 的黄金性价

比，也代表着生活家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

通常情况下，主材产品的流通渠道大多经

历制造商-品牌代理商-店铺-消费者四个阶

段， 而主材产品在进入品牌代理商阶段后，价

格开始大幅飙升，进口产品价格翻几倍的情况

并不鲜见。生活家“A8私享家”凭借集团的强

大背景，与国际各大品牌材料商达成直接采购

和全国批量采购的合作模式， 比市场价直省

20%。同时所有主材由生活家材料配送中心直

属配送，不仅保障了材料的货真价实，还要比

市场价再省至少10%的流通费用。这也是为什

么同等产品配备的情况下， 一套130平米的房

子装修，市场价绝不会低于20万元，但是在生

活家却只要大约15万元的原因。

根据精细的对比测算， 一套130平米的房子

在同等品质之下，选择生活家“A8私享家”与在

市场上选购材料相比，将省去52738.52元，整整便

宜了31.5%。 如果再加上生活家推出的各种优惠

活动，消费者可以用低于市场价30%的划算价格，

买到市场上最好的整装产品。而且生活家8000平

米材料展厅的一站式服务模式， 将节省你买材

料、逛市场耽误的时间精力，可谓一举多得。

在上周末生活家“集结号 全国在行动”

大型整装团购活动中， 生活家客户冯女士表

示，她位于华侨城的家160平米，在生活家参观

完展厅后，对比生活家“A8私享家”配备的产

品清单， 她和家人到各大建材市场去作了比

较，欧派橱柜市场价不低于15000，箭牌卫浴一

套不低于16000元， 一樘圣象木门不低于3000

元， 厨房和卫生间全套使用罗马利奥地砖，总

价不会低于30000元， 微晶石大地砖每平米约

600元，算下来大约需要40000元左右，再加上

卧室地板，这样初步算下来，只购买这些大牌

主材至少都需要十四五万元，如果再加上德国

标准的辅材，设计、人工、损耗、物流等各种费

用，不超过30万元是绝对买不到的。因此她最

终选择了生活家，花了22万元就达到完美的居

住效果，并且过程愉快省时省心。就单价对比

来看，同等产品规格下每平米市场单价不会低

于1500元，生活家“A8私享家”只要888元就

可以买到。生活家用事实证明，强大的企业，用

优秀的资源整合能力和战略眼光，将带给消费

者高品质的享受和巨大的实惠。

有很多业主会关注房子的外观设计、

小区景观、采光、噪音等，却往往容易忽略

房子的内部健康。事实上，每个人每天在家

里停留的时间不会低于10小时， 老人和孩

子停留的时间会更长， 而他们的抵抗力又

最弱，因此营造健康的家居环境非常必要。

家装隐蔽工程多， 如果辅材不符合健康标

准，会释放众多毒害物质，对家人的健康造

成巨大威胁。

笔者深入生活家装饰工地现场了解，生

活家“A8私享家”国际健康新整装以德系工

艺品质为核心，十一项辅材、十大工艺皆系

出名门，从辅材、从工艺上为业主的居家品

质保驾护航。尤其是在今年4月，生活家装饰

更不惜施工成本引进了德国水性木器漆，再

次在家装污染源头狠下苦工，真正做到环保

健康。“生活家的柜子一点味儿都没有”，这

是我们走访的一位业主李女士的原话。

一个优秀的企业在于敢于对自己提要

求，敢于让自己不断创新，而不是守在旧有

的产品上呼呼睡大觉。据了解，生活家装饰

的德标工程从2007年的6项已经发展到如今

的11项，他们对自己不断严格要求，从每一

个看不到的细节入手，从源头上保障居家健

康。对于消费者而言，只需要用一个名包、一

块名表的价格，就可以换来家人长久的安全

和健康，何乐而不为呢？

大设计不一定是重金奢华打造，大设计

是海纳百川的设计理念，是一种寻求精致的

生活态度。生活家旗下拥有前沿设计理念的

先锋团队，实现着生活家国际健康新整装的

设计理念，并且用国际合作的态度，打破了

“整装无风格”这一固有模式，将国际设计

风尚融入到新整装理念中，让每一个家都充

满独特的个性、气质，又恰到好处地彰显主

人的品位和性格色彩。

作为全国连锁的整装企业，生活家多年

来不断提升整装服务标准，从材料、设计、服

务、工程、售后，每一个环节突破创新，在通

往国际化的道路上全力以赴，用实际行动践

行着集团爱与责任的企业价值观。目的就是

为了让更多家庭体验轻松、便捷、优质的国

际健康新整装服务，用最低的价格，享受高

水准的设计、使用国际大牌产品、拥有高品

质的健康家居生活。

（苏鸣宇）

国际视野 一线大牌轻松入驻你的家

国际主材合作 160平米直省7万 享低价高配的黄金性价比

德标工程领衔国际辅材 拒绝污染 还家人健康居家

大设计理念演绎“新整装” 满足你的个性需求

5月22日至5月25

日 参加 “集结号·全国

在行动”大型团购 立即

省上万元

本次活动是生活家所在的时代联

创集团推出的全国性活动， 全国放量

1000名业主，在产品本身黄金性价比

的省钱基础上，130平米的房子可以

直接再省13000元， 相当于比平常在

生活家购买“A8私享家”再省10%。

成都原本仅有120个名额可参加，但

活动自上周推出以来，名额很快售罄。

为了答谢蓉城家庭的厚爱， 本周新增

名额80个！与此同时推进的，还有针

对A5悦享家588产品推出的限量版

“品质升级 价格不变”样板间征集特

惠活动也在火热进行中。

拨打66660632，立即咨询，立即

省上万元，用超级划算的价格享受A8

私享家国际健康新整装的豪华品质。

持本报到生活家定装修， 额外获赠碳

纤维品牌浴霸。 打进电话前十名定装

修的业主，可获得李宗盛演唱会门票！

随着天气渐热， 多姿多彩的花草绿植能为入夏的居室带来充满生机的惬

意。应季而生，应时而作，除了观赏外，不少花草有着夏季独到的药理保健功

效。为此，成都商报记者专门采访到红星美凯龙双楠商场的专业人士，并向市

民推荐了6种在夏天既好看又能吃还能治病的花草。

金银花

薄荷

杠板归

土人参刺五加

臭牡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