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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封

面

幸运降临X先生和Y小姐

乱糟糟浴室免费换

空间魔法师第二季报名结束 报名家庭本周领奖

成都商报家居工作

室 “空间魔法师第二

季”在国庆节前拉开序

幕。 本次活动我们一共

收到了966组的浴室改

造报名， 近2000张成

都普通市民的浴室照片

呈现在“浴室改造团”

的空间魔法师们眼前。

利用国庆假期，来

自宜家家居的改造团队

进行了家庭拜访， 最终

确定了2组家庭获得了

免费改造浴室的机会，

他们就是家住金林俊

景， 家有一对可爱儿女

的X先生；芙蓉西路，与

妈妈同住的Y小姐。欢

迎与他们的卫浴空间有

类似糟遇的你对号入

座，获取更多改造灵感。

据有关资料显示，人类有70%的病症与

室内环境有关， 而每年有数十万人死于室

内污染，这不是危言耸听，幼儿因住进新装

修房一年内患病者多是装修污染所致。

有关研究表明， 室内甲醛的释放周期

为3~15年，及时通过通风、吊兰、使用除醛

剂，都是治标不治本。选择低甲醛含量或者

不含甲醛的装饰材料才是解决的根本。据

了解，宝源无醛精木板，是真正不含甲醛的

板材， 首家荣获国家最新颁布的绿居材

3G-G1无醛级标准。3G认证分为3个等级：

G1级、G2级、G3级，高于国家和行业标准，

尤其在绿色环保健康方面要求更为严格，

其中G1级属于无醛级， 环保等级最高。业

内专家认为，“绿居材”采购标准及标志的

实行，将有助于绿色家居材料的发展。

业主选择精木板， 就是选择了健康生

活，免去了室内污染的后顾之忧。

■

“精木板”装饰基材

精木板可替代细木工板、指接板、多层

板等作为之内装饰基材使用， 精木板具有

细木工板所有特性， 并在承载力、 结构强

度、 防潮防水等物理性能上更由于细木工

板和直接板， 在环保健康品质方面优于多

层板，因此精木板是细木工板、指接板、多

层板的升级换代产品。

■

“精木板”门头造型

用精木板制作门头造型， 表面纹理独

特，引人注目，别具一格。

■

“精木板”创意制作

精木板可以加工制作树木、植物、花卉

箱座，花卉及植物搁架，欧式、中式园林挂

件，篱笆、栅栏、宠物小屋及鸟巢等。

■

“精木板”装饰板材

精木板整体结构均匀，稳定不变形，易

加工，可直接用作装饰面板，也可以通过贴

面、油漆工艺等形成，按照用户要求设计出

种类繁多的装饰效果，可以满足高档酒店、

写字楼及各类装饰装修要求。

■

“精木板”镂空雕刻

精木板采用刨片纵横交错铺装， 重组

了木质纹理结构，整体结构均匀，内结合力

强，加工性能优良，完全满足了装饰装修镂

空雕刻的工艺要求， 极大扩展了精木板在

装饰装修领域的应用范围， 可制作工艺屏

风、窗花、隔断、造型和吊顶装饰等。

傅智文135****6802

陈艾玲135****3997

唐富川139****8184

周文华158****8397

刘美君138****6516

A大调138****6889

顾小利136****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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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肇鹏135****8731

余江132****5308

张咏梅132****8883

唐大清186****4563

鄢小珍139****1965

徐驰133****9600

李密180****8665

徐尹玲133****2059

张文娟138****6557

何非友139****3908

程军180****3164

周周180****0301

罗天杭138****2192

徐璐180****2110

小鱼182****7271

曾秀英139****7404

张启明183****3171

贾开华180****0232

阳杨139****3884

谢娟139****3789

李易禹138****2374

刘徽153****8858

王路展186****4772

郑婷泠153****5861

王路展186****4772

陈媛媛139****3973

吕诚138****9804

葛雨138****5252

赵朵朵135****5012

李易禹138****2374

刘女士130****1071

罗冬冬138****1350

刘玲琳138****6989

龚雯135****2310

王路展186****4772

龙彬151****9813

叶子136****7272

米莉133****4330

石美茹136****7241

李萍180****6373

赵馨133****2367

李兰153****9033

张若男152****1754

苏泠熙136****9153

宋毅139****6206

梁小心儿135****5924

杨燕礼185****2803

刘俊伶186****0690

钟小霓186****7012

马宏136****8204

Y小姐和妈妈居住政府廉租房，

妈妈是一位单亲妈妈，在一所小学工

作。女儿是一家电话直销人员。在布

置浴室的时候没有过多经费考虑空

间利用的因素，所以目前浴室里最大

的问题是干湿没有分区，只有３平方

米左右的狭小卫生间还要存放一个

大圆桌，让本来就拥挤不堪卫浴空间

每天洗澡不是享受，而是折磨。

Y小姐浴室改造宣言

希望能将现在的浴室功能改造成

更符合两位女性使用，用一些更女性

化的小改变，带来一些舒适的浴室方

案。最重要的是不要一洗澡，整个卫

生间就被水淹没了……

空间魔法师 刘志权改造设想

因为考虑到居住条件和主人自身

的需求， 我们将空间进行了合理的划

分，特别是干湿分区的基本要求，并最

大化地利用小空间， 使利用率达到最

高。 同时我们在里面加入了许多灵活

的解决方案， 这些解决方案都是用一

些小巧多功能的家居组成， 小巧的家

居不仅使用方便，而且安装便捷，小小

的改变就会有大大的不同。 在颜色方

面我们以白色为主， 根据主人翁的个

人喜好，加入了明快的蓝色，使整体感

觉简单大方，而且非常赖看。

X先生是一位生意人，一家有四

口人居住在位于外双楠的金陵俊景，

X先生的爱人是一位全职太太在家

照顾一对活泼可爱的儿女。一家人热

热闹闹和和美美，只是每天早晨共用

一个卫生间时就会显得特别拥挤，两

个调皮的孩子也会经常为抢卫生间

吵吵闹闹。

爱美的妻子又有太多的瓶瓶罐罐

要收纳，由于使用人口太多，各种生活

用品，毛巾，浴巾，盆桶清洁用品等也需

要整理，卫生间太小了，小得连洗澡时

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地方存放……

X先生浴室改造宣言

想要更精致一点点， 能将更多

的空间利用起来满足住一家四口的

使用。 让一家人能其乐融融地在这

个不大的空间里体验另一种生活的

快乐。

空间魔法师向欣改造设想

有孩子的家庭，特别是两个孩子

的大家庭需要有更多的收纳储物空

间，而X先生在新装修卫浴空间时显

然没有意识到收纳储物的重要性，所

以现在的卫生间内不得不被每天使

用的瓶瓶罐罐挤满，改造时除了考虑

给３平方米的卫生间增加更大的容

量，还会调整目前凌乱无风格的卫浴

间，让现代精致的卫浴空间与X先生

的新居融为一体。

X先生与Y小姐的故事就是你吗？快来对号入座。《空

间魔法师第三季》会在随后陆续推出卧室改造报名机会，

请大家密切关注我们的相关报道和官方微信。

改造热线说不定就拨通至你的手机。再次感谢所有报

名参加的家庭， 请于10月15日至宜家成都商场提货处领

取斯古拉装饰花盆一个！

X先生：

３平方米的卫浴能有多“大肚量”？

Y小姐：

让洗澡不再成为每天的折磨

绿色家居 宝源护航

“健康生活 环保家居”

就选宝源精木板

□咨询电话：

13689002294、028-61366858

□地址:

二环路北二段

230

号府河市场

3

区

D

座

68

号

（原木综厂消防队旁） （苏鸣宇）

首家获

得绿居委

权威认证

的 “零甲

醛装饰装

修板材”

成都商报记者 钟洁 摄影报道

向欣图片由王天志摄 刘志权图片由本人提供

空间魔法师

第二季

为所“浴”为 我的浴室我做主

X

先生家改造前

向欣

刘志权

Y

小姐家改造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