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真的冷了

夏装藏进衣柜

绝不皱巴巴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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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为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 西部家居建

材城特联合各灯饰知名品牌，推出种类繁多、

样式美观的各类灯饰产品供消费者选择。现

代水晶灯、欧式水晶灯、中式陶瓷灯、LED节

能灯、智能变光灯、木艺灯、羊皮灯、儿童房个

性顶灯等，品种涵盖高、中、低各种档次，囊括

了吊灯、吸顶灯、落地灯、壁灯、台灯、简灯、射

灯、浴霸、节能灯、开关插座等十大种类上千

个品种，功能一应俱全。琳琅满目的各类灯饰

能够满足消费者任何一种装修风格和不同层

次的装修要求：简欧风格、美式田园风格、新

中式风格、后现代风格、东南亚风格、地中海

风格……

本次灯饰节不仅在款式上让消费者大

饱眼福，而且在价格方面也是拉闸限“价”，

击破了历年来的最底价，标价几千元甚至上

万元的精美灯饰，活动期间只需千元出头甚

至几百元便可买到，这在西部家居卖场这么

多年的经营中可谓“史无前例”———全场灯

具1折起卖，大客厅水晶灯280元，五头欧式

吊灯288元，十二头艺术吊灯680元，九头实

木陶瓷灯688元……让利幅度之大前所未

有，性价比之高让你意想不到。对于已经开

始装修或准备进行装修的消费者而言，都可

以提前进行预订，因为在18日至19日的活动

结束后，各厂商将调回原价，错过本次活动，

难免会让人遗憾。

除了总体价格特别吸引人外，活动现场还

将推出多款 “负利” 惊爆价产品和多重好

礼———客厅灯1折起、 开关1元/个、LED灯泡2

元、品牌插座3折、买开关送插板、进店购物即

送护眼台灯、精美台灯、风暖浴霸、豪华电饭煲

等，先到先得，多买多送……

超高性价比 超惠前所未有

本次活动很多产品都是以出厂价甚至低

于出厂价销售，让利幅度前所未有，性价比值

之高的让你意想不到， 部分商品是商家的新

款产品一律低价 “献身”， 产品质量绝对过

硬，不为赚钱，只为答谢广大消费者，西部家

居建材城一场灯饰盛宴为你开启。

品类齐全 一站式购齐

西部家居灯饰城是西部家居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本周末灯饰活动劲爆进行的同时，瓷

砖、卫浴、灯具、地板、木门楼梯、墙纸、整体衣

帽间、橱柜电器、油漆、集成吊顶、五金辅料、

板材、 铝塑门窗及不锈钢等各类装修主材及

辅料的各大厂商品牌，也会有各种优惠活动，

对于在周末选购建材的朋友来说是一次绝佳

的好机会。

315投诉站 保驾护航

本次购物节活动期间， 市场方将继续在

管理上强化对建材产品的监督， 保证消费者

买到货真价实的安心产品。 西部家居市场长

期设立的“315”质量投诉站，也将发挥作用。

除开质量投诉站， 市场方还将在卖场内配备

专业的市场管理人员，接受消费者的咨询、投

诉，并帮助消费者解决难题。一旦发现假冒伪

劣产品，将坚决予以清场，为消费者购买高品

质建材保驾护航。

（江涛）

STEP� 1：淘汰压箱不穿的衣服

清掉旧衣服，千万不要舍不得，衣服只会愈

买愈多，特别是女士。

如果一件衣服一年以上没穿过，那你以后会

穿的几率小于5%，与其放在那边“占位”，还不如

拿去捐给慈善机构或是送给有需要的朋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换季整理的第一

件事情就是仔细翻翻衣橱，找出以下四类衣物，

全部淘汰掉。

第一类，很久很久都没穿过，简直快忘了它

的存在的衣服；第二类，有污损或是破洞，无法

补救的衣服；第三类，不再流行了，款式烂到不

敢穿出去的衣服；第四类，尺寸已经不合适，穿

起来不好看的衣服。

STEP� 2：洗净所有夏季衣物

夏季基本每天都换衣服， 特别女士衣服款

式多，夏季各种炫美搭配，有时候会让一些加冷

热的小背心、装饰外衣、防走光内衬等只穿过半

天一天表面干净的衣物没有及时清洗， 因此收

纳的第二步清理清洗是不可轻视的， 确保被收

藏的衣物全部干净。否则就这样收纳进衣柜，明

年夏天再拿出来穿时， 上面会呈现一块块的汗

渍或霉斑。

提醒大家要根据衣物特点选择合适的洗涤

方式，羊毛、丝织品、麻等质料的衣服下水后容

易缩水、变形，最好送洗衣店干洗；有汗渍的衣

服，在洗涤时加少许氨水，浸泡几分钟搓洗后再

正常清洗；沾有血渍的衣服要用冷水来搓洗，或

用纱布包着萝卜泥擦拭，切勿沾热水。有油渍衣

物加少许柠檬汁更易除油。

STEP� 3：按材质类型归纳整理

将所有夏季干净衣服全部摆放在床的一边

（送干洗的衣服需取下塑胶套， 再通风吹干，待

分解掉残留在衣服上干洗剂或化学物质后再收

纳）。根据多位主妇实战经验，按照材质和衣服

类型来分类整理，是最便于收藏的。在整理的时

候也要有条有理， 在床上划出一个折叠区和一

块放置区。

化纤衣叠成一样大

熨烫后尽量叠成同样大小的长方形平放，

一件件堆放起来， 将少量樟脑丸用干净纸包好

放进一堆衣物上面。 化纤与天然纤维混纺的衣

物，或人造纤维衣物，不宜长时间呆挂在衣柜，

以免衣物悬垂而变形。

真丝衣卷起存放为妥

真丝衣物易皱，存放不当还易脆裂。真丝的

吊带、T恤、一步裙等没有褶皱款式的衣服，可将

用完的保鲜膜或卷筒纸内管为轴，把衣物顺着卷

筒卷起，并可以按照同色系或同类型多卷几件。

真丝的短裙和长裙则可以用衣架挂起，使

用多层套挂，越往里的衣服越不易褶皱，最后在

最外面加一层塑料保护罩。

T

恤衫全部卷起来

无论男女，夏季T恤占到了很大体量，因此不

叠也不挂，最好就是一件件卷起来，可以更好地

利用衣橱、抽屉的空间，又不会造成衣物的褶皱。

薄款内衣装入收纳盒

用一个大抽屉专门用来存放夏季内衣最好,

如果没有就买一个小型收纳盒来放， 收纳原则

就是单独存放。女士文胸要免受挤压，折叠时调

整好罩杯形状,将内衣带放入罩杯内，重叠摆放。

丝袜在塑料杯里过冬

长的短的，网眼的透明的，丝袜真的好多，

将所有丝袜一起叠放很容易损害袜子的纤维，

可以把丝袜一双双叠好后， 一个个塞进一次性

塑料杯里过冬。

腰带单独卷起来捆好

夏天各种裙子衣服的腰带、皮带也很多，最

好每个单独卷起来用软绳捆起， 买一个有小格

子分割的收纳箱一一装入。对于质地偏硬、不易

卷起的腰带,最好用专门的衣架挂起。

泳衣、泳帽独立袋装

泳衣泳帽确保干净干燥后装入专用的收纳

袋，或用保鲜袋代替，独立袋装更好保护，且以

取拿，假如哪天要冬泳也很方便。

STEP� 4：找准最好的收藏位置

折叠完所有夏季衣物后，你已经掌握了衣物

量，现在就打开衣柜规划出最好的收藏位置吧！

衣柜的最上面一层叫不常用区， 衣柜的最

下面一层为较常用区， 夏装收藏在这两个区域

皆可，大家可根据家庭使用情况而定。像细肩带

背心、热裤等要等到明年6月之后才有机会穿到

的盛夏装就可以放入不常用区。 为了增加上面

的空间，还可以购买收纳盒存放，一个个叠高，

是收纳好帮手。 收纳完后还可以在盒子上贴上

类别标签。

如果想要再腾出更多空间给秋装， 不妨在

衣柜以外的地方找空间用储物箱收藏夏装，例

如床底下、衣柜顶上、储物间内等。

想延长衣物的使用寿命， 收藏时还需要做

好干燥、防霉、驱虫的工作，除湿剂、防虫剂等衣

物专用品均可买到。 当然长期维持室内适当的

湿度也很重要。

成都商报记者 曾婷

全年最低盛惠 厂价特供百万好利 全场灯具1折起

西部家居名品灯饰购物节

激情十月大派送

活动时间：10月18日-19日

活动地址：成都市成双大道北段268号（三环路川藏立交外800米）

自驾线路：

1、从红牌楼沿川藏路直行，途经太平园家私广场，直行1000米；

2、沿三环路至川藏立交，出城方向直行800米。

公交路线：乘10、41、57、338、802、201、213、306、806B到川藏路

中段下车即到。可咨询：028-85027750

尊博灯饰

在西部家居灯饰节到来之际， 尊博灯饰

为答谢广大消费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

特推出全城绝无仅有的特价水晶吸顶灯，直

接“负利润”销售，机不可失！

22529/28水晶吸顶灯原价12048元活动

钜惠价880元

22501/38水晶吸顶灯原价17620元活动

钜惠价1080元

2

幢

B

面

7

号

华彩灯饰

精美的黄色水晶彰显高端奢华品质，华

彩灯饰推出的这款800×800黄色水晶客厅灯

打破黄色水晶灯高价位的神话，原价3980元/

盏的水晶灯， 在本次灯饰节期间享受480元/

盏的特惠， 喜欢黄水晶灯的消费者切不可放

过此次选购机会。

5

幢

A

面

1

号

三星灯饰

自然延伸的水晶陶瓷片， 清晰流畅的线

条， 十足的流动感和立体感让人不禁联想到

亭亭玉立的仙女。她柔美的线条、自由舒展的

色泽特别适合餐厅、休闲厅、卧室等位置，有

她在一定会为你的爱家增添不少温馨、 舒缓

的气氛。这款原价4860元/盏的水晶灯在本次

活动期间只需880元就可抱回家。

1

幢

B

面

7

号

皇朝灯饰

走进皇朝灯饰可谓是走进了水晶灯的殿

堂，各式水晶灯琳琅满目，让人应接不暇。其

现代水晶灯、欧式水晶灯、黄水晶灯均采用正

宗广东水晶，高端、大气、品质优良的灯饰为

其赢得了广大客户的喜爱。 在本次灯饰节活

动中，皇朝灯饰又为广大客户带来了好利，全

场灯饰低至2.8折起，优惠力度之大令人惊讶。

特别是皇朝灯饰倾情推出的这款欧式水晶

灯，原价9540元/盏，在活动期间仅需1900元

就可拿到手，真可谓是“以平民的价格，尊享

奢华品质”。

2

幢

A

面

6

号

景德名窑坊灯饰

景德名窑坊灯饰可谓是中式灯的世界，

中式吊灯、中式台灯、中式壁灯、中式吸顶灯、

中式落地灯应有尽有。 中式灯主要以木质为

主，讲究雕刻彩绘、造型典雅，朴实亲切，简单

而内涵丰富， 具有浓郁的中国韵味以及高雅

的艺术品位和深厚的人文底蕴。 这款代表着

圆满富贵的牡丹8+1头实木陶瓷灯原价2989

元/盏，节庆期间仅需899元即可享有其富贵吉

祥，幸福美满的寓意。

1

幢

B

面

1

号

瑞丰灯饰

瑞丰灯饰在本次灯饰节中大放“价”，推

出了其新款高档6头水晶灯，此款水晶灯采用锌

合金灯臂和沙金喷沙弯管，以及玉石灯罩和大

功率LED底座， 加上其精湛的工艺使其彰显大

气奢华之品质。原价5760元/盏的精美灯饰活动

价只需1280元就可享有，而且活动期间仅限10

套，需要购买的消费者要抓住机会咯。

4

幢

B

面

6

号

毅式米勒灯饰

K9龙眼珠水晶，白玉波罩，加上高光LED

的光源让这款简欧式的水晶灯简约而不失大

气。 其完美的造型定会在第一时间吸引你的

眼球，平日这款灯饰的标价为10568元/盏，但

在灯饰节期间来到西部家居毅式米勒灯饰只

需2580元！ 另外毅式米勒灯饰还推出了劲爆

抢购产品：精美树脂落地灯秒杀价240元/盏，

没有想不到，只有买不够啊！

5

幢

B

面

7

号

馨鑫灯饰

水晶沙弯管，水晶灯碟，这款全部采用K9

水晶的8+2头水晶客厅灯原价需要2680元/

盏，活动期间仅需760元就可得到，绝对意想

不到的实惠。

4

幢

A

面

3

号

图腾灯饰

精美的5头全铜欧式灯原价2980元/盏，

活动期间仅需888元，精美即刻属于你。

1

幢

B

面

3

号

买好灯就到西部家居灯饰

城！ 你还在为自己爱家的灯饰装

修挤出时间四处奔波吗？ 你还在

比较着哪家灯具卖场的价格更便

宜公道吗？ ……全场灯具1折起，

客厅水晶灯280元， 欧式吊灯

288元，卧室灯198元，餐厅灯98

元，浴霸198元，开关、插座、台

灯、 风暖浴霸买就送……款式多

样的精美灯饰， 意想不到的多重

好利， 尽在10月18日-19日西部

家居名品灯饰购物节！

特别推荐

华彩灯饰

连续几天降温，成都终于冷起来！秋装登场，夏装是时候收起来了，要不刚入手

的新衣都没地方放了。“衣橱空间太小，那些五颜六色、轻轻薄薄的夏季衣物挂起

占空间，叠起又堆放不稳，特别是丝、绸、纱材质的衣物。搞不好明年拿出来皱巴巴，

甚至内衬裙衣变形无法穿。”

每到换季最让人头疼的事情就是如何重新整理衣柜， 最大限度地节省出衣柜

空间。本期“家居大管家”栏目特别邀请多位达人级的收纳主妇们展示换季整理技

巧，为衣橱空间扩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