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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展进口家具空降展会

据最新消息，IFIF家博会主馆面
积扩展至 15 万平方米，设 5 大分会
场，规划总展出面积达93万平方米，
打造西部高规格国际展览，国际A级
专业展览规模，家居品牌工厂可借助
平台的力量，快速提升品牌国际影响
力。据主办方介绍，来自意大利、德
国、法国、英国、美国、东南亚等地参
展商空运高端家具到场参展，进口家
具将空降展会。

高科技智能创新家居零距离

智能创新，是本次展会一大亮
点。展会倡导设计与工业化生产紧密

结合的智能创新示范区，多种未来生
活最新应用技术将亮相展会。还引入
智能家居、智能厨房、智能家电等，引
进极前沿的创新设计、技术、材料、工
艺，打造国内大规模智能家居及大型
定制家居展览，市民可与这些高科技
家居“零距离”。

裸眼3D置家先看实景布局

“同一空间的3~5种不同风格设
计方案，让业主一次性体验同一空间
不同风格的效果再确定是否购买。”
IFIF 家博会上最抢眼的应该就是裸
眼 3D 家居的呈现了，虚拟现实技术
在展会上的使用，降低了消费者的消
费风险，市民逛展买家居可“先看实

景布局再下单”。
现场业主可随意更换产品库中

的材质、颜色和尺寸，真皮沙发换成
布艺沙发几秒钟就能生成立体效果。

2折起“万人团购”与厂家面对面

为答谢全国各地家具商场、代理
商、经销商、政府采购、工程机构、集
体购参展采购，主办方特在展会期间
举办西部大规模的“万人团购会”，让
市民享受展会“红利”。

“万人团购”要让消费者与厂家
面对面，以“出厂价”与工厂直接交
易，上百万件国际品质家居低于市价
60%~80%，最低2折起。

为保障采购商权益，广大市民想

参与“万人团购”需提前报名，参团获
取主办方“采购特权卡”，方能入场。今
起，组委会为成都商报读者开通专属
报名通道，扫描二维码即可快速报名。

亲眼目睹你想要的家的模样

首届成都国际家居创新博览会
“家居裸眼3D全息投影”让人脑洞大开

一次由全国各地家居行业主流商协会联手，国内首次全国行业资源联
动整合，以行业主流力量推动家居产业升级发展的大举动；一场政企商联
手打造西部大规模、高规格极具国际影响力的大型家居博览会；一个得到
成都市人民政府、成都市博览局、新都区人民政府等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的
创新发展项目……它就是成都国际家居创新博览会（简称“IFIF家博会”），
将于4月20日~24日在成都家具产业园举行。

IFIF家博会亮点纷呈，国际性展会、智能创新、家居裸眼 3D等等，更
有“万人团购”，便于采购商与厂家面对面，以“出厂价”与工厂直接交易，上
百万件国际品质家居低于市价60%~80%，最低2折起。据介绍，市民参展
可享部分采购商特权。

■快速报名通道
赶紧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成都

商报读者“万人团购”专属通道，享受
最低2折超低优惠，机不可失！

“家居裸眼3D全息投影”将亮相首届IFIF家博会

一城双店 成都逛宜家更方便

2016年3月，宜家在成都开设的
第二家商场——宜家成华商场正式
迎客。新商场位于成华区蓉都大道将
军碑路 9 号（北三环川陕立交西北
角），营业面积37000平方米，与地处
新南天地的宜家高新商场南北跨城
而立，让你离宜家更近更方便。

而与宜家高新商场相比，成华商
场最大不同就是“大”！

宜家成华商场共计4层，提供超
过 9000 种美观实用、老百姓买得起
的家具和家居用品；商场拥有 67 个
风格迥异的展间，为你带来 67 种截
然不同又贴近生活的家居解决方案；
4个根据成都人生活习惯和家居梦想
设计的完整的“家”，则为消费者提供
极具创意的整体家居灵感。

宜家更是全家出行的好去处。位
于商场4楼的餐厅可容纳660人同时
用餐，提供瑞典式美食的同时，也提
供本地口味的特色食谱；收银线外的
小餐馆供应味美价廉的冰淇淋、热狗

等速食简餐，瑞典美食屋则能让消费
者把三文鱼、肉丸等更多瑞典式美食
带回家。位于商场3楼的斯马兰儿童
乐园里，不仅有各种玩具供孩子尽情
玩耍，还有专人看护，让家长能安心
购物。商场还贴心设置家庭专用停车
位，方便携带婴儿推车的家庭使用。

成华宜家 辐射大城北

宜家成华商场经理Fredrick对商
场一周年的表现极大肯定，据他介
绍，成华商场迎来了大量的顾客，他
们大部分是成都城北的居民，还有新
都、郫县等更多大城北的居民，宜家
成华商场为成都城北的居民带来了
更便捷的购物体验。

截至 2016 年，宜家成都的会员
已经突破 120 万人，在过去一年中，
宜家成华商场总计为会员提供10万
杯免费咖啡，未来宜家期待为更多人
带来更美好的家居生活。

全新春日家居解决方案正式发布

阳春三月，宜家成都两个商场同

步推出了多个春意盎然的家居解决
方案。例如全新春季家居解决方案中
的比哈格餐具系列，该系列设计美
观，把它带回家，如同把春天的气息
带回了家中。户外家居系列，用宜家
春意盎然的家居用品点亮阳台，照亮
生活；带上美食出游，宜家也为大家
准备了系列产品，让大家方便舒适地
沉浸在户外春色之中。

从清新的绿植、悠扬的琴声，到
美味的宜家特色食物，商场入口处特
设的“宜家春季灵感主题区”已经展
示了多个户外阳台家居解决方案，唤
醒成都市民更多春日家居生活灵感。

自驾、公交、地铁 方便快捷

不论是搭乘公交还是自驾，你都
可以方便快捷地到达宜家成都成华
商场，享受购物乐趣。

乘 坐 9/18/25/38/136/166 等 多
路公交车都可到达商场附近。

商场内1~2层均为停车场，共设有
1000个免费停车位；商场外新铺设了
多条便民配套公路，自驾车前往的顾
客可从川陕立交三环路辅道进入富丽
二路，快捷到达宜家停车场。

另外，即将开通的地铁3号线紧邻
宜家成华商场，待3号线开通后去宜家
成华商场，你将有更多更快的选择。

可以说，便捷、温馨、周到的宜
家成都成华商场，让家庭中的每个
成员都有来宜家的好理由。

即日起至4月4日，宜家成都两
大商场同步推出多款特惠产品及优
惠福利共庆“一城双店周年庆”，还
将在全城限量征集20个家庭进行免
费家装活动，期待与更多成都市民
相约宜家。 （钟洁）

广告

成华宜家一年送出
10万杯免费咖啡
“一城两店”周年庆即日启幕 两个宜家寻春日灵感

春光正盛的3月，IKEA宜家以一场极富春日气息的户外主题派
对欢庆宜家成都“一城两店”一周年。宜家成华商场也迎来了开业一周
年的生日，宜家成都的会员在2016年一城双店的格局下突破了120
万人，成华商场开业一年为会员提供了10万杯免费咖啡……在周年
庆的欢庆日子里，宜家还推出精彩活动，春意盎然的家居新品，为成都
市民带来源源不断的春季家居灵感。

睡个好觉
比熬夜学习更重要

居/家/经 换季了
该不会你家窗帘从没洗过？！

步骤一：拆卸窗帘
拆卸前使用鸡毛掸或吸尘器仔细

清除窗帘表面灰尘。遇到一些部位卡
死的情况，不要蛮力掰开，应拆开周边
卡丁取出窗帘布。

步骤二：浸泡窗帘
一般建议使用中性洗涤剂浸泡，

含酸性或者碱性过重的液体都会对

窗帘内部纤维材料造成一定损害。窗
帘的材质不同浸泡时间也不同，一般
在 15~60 分钟，如麻布材质较厚重，
一般要浸泡1 小时以上。若用温水浸
泡，不仅可缩短浸泡时间，清洗效果
也更佳。

步骤三：洗涤窗帘
含绒布、丝质面料及一些高档纤

维布料的都不宜用洗衣机，建议最好
手洗或者送去干洗，因为这类面料纤
维较细，机械洗容易造成纤维断裂。

步骤四：晾晒窗帘
不要直接烘干或脱干水，否则容

易使窗帘变形，暴晒也会导致窗帘褪
色。最好简单脱水，选择一个通风阴凉
处进行晾晒，使窗帘自行干。

特别爱干净的人，一年换
季洗两次窗帘，一般人逢年过
节估计会大扫除时洗一次窗
帘，当然也有一两年才洗一次，
甚至你家窗帘可能在你乔迁新
居之后就没有洗过……春天来
了，太阳出来了，该把窗帘洗洗
换个季了。

其实就像家里门窗的眼
皮，位于通风口的窗帘特别容
易堆积灰尘，若平时不注意清
洁，会引起呼吸道感染。因此最
好每周用鸡毛掸弹拭窗帘的浮
尘，每个月用吸尘器吸附上面
的灰尘。对于一些容易沾染污
渍的地方，就要注意窗帘的清
洗，否则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
建议最好三个月清洗一次，最
迟也要半年清洗一次。

窗帘通常面积大，比较厚
重，遇到面料款式较复杂的窗
帘清洗非常讲究，否则会影响
它的原初美感、手感、质感、垂
感、保暖性、遮光性，以及使用
寿命。

纱帘或有花边珠子的窗帘：切勿
直接扔进洗衣机清洗，要用窗帘专用
清洗网袋装好再机洗，并使用温和的
洗涤剂。若用手洗，需要十分小心，否
则容易拉伤纱帘线条。

有水波帘头或独立帘头的窗帘：要
将帘头上的魔术贴用废布粘上，螺旋扎
紧，再用窗帘专用清洗袋装好放机洗。

天鹅绒窗帘：天鹅绒面料不适合
干洗，最好用中碱性清洁液，浸泡后
用手轻压，不能用力搓揉，否则绒毛
会脱落。洗净后斜放沥水晾干，不可
搅拧，不可拉伸悬挂。

欧式花边窗帘：清洗时先用吸尘
器吸出灰尘，然后用一把柔软的羽毛
刷轻轻扫过。需注意的是，千万别将

装饰花边弄歪斜了。
软百叶窗帘：清洗前先把窗关

好，喷洒适量清水或擦光剂，然后用
抹布擦干即可。拉绳可用一把柔软的
毛刷轻轻擦拭。如果窗帘较脏，则可
以用抹布蘸些温水溶开的洗涤剂清
洗，也可用少许氨溶液擦拭。

成都商报记者 钟洁

款式面料越复杂 窗帘清洗越讲究

不同样式窗帘 洗法也会不同

成都的春天终于来了成都的春天终于来了，，只是与春天同时来的还有春困只是与春天同时来的还有春困。。春春
分过后分过后，，昼长夜短昼长夜短，，好多人也利用更长的白天工作好多人也利用更长的白天工作、、学习学习，，不知不不知不
觉缩短了睡眠时间觉缩短了睡眠时间。。

你每天睡多久才够你每天睡多久才够？？关于这个问题会有许多有趣的答案关于这个问题会有许多有趣的答案：：
爱迪生一天睡爱迪生一天睡33~~44个小时个小时，，他认为睡觉就是穴居时代人类残他认为睡觉就是穴居时代人类残
存的陋习存的陋习，，纯粹浪费时间纯粹浪费时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每天只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每天只用55~~66个个
小时打发困倦小时打发困倦。。也有另一个极端也有另一个极端，，爱因斯坦如果每天不睡足爱因斯坦如果每天不睡足1010
个小时就无法正常工作个小时就无法正常工作；；同样的同样的，，美国前总统柯立芝一天需要美国前总统柯立芝一天需要
1111个小时的睡眠个小时的睡眠。。然而我们现在都知道然而我们现在都知道，，睡眠的时长并不能睡眠的时长并不能
代表睡眠的质量代表睡眠的质量，，睡得好不好要看深度睡眠有多少睡得好不好要看深度睡眠有多少。。

科学家根据脑电波的频率
把深度睡眠分为慢波三期、慢波
四期和快动眼期。四期是最深的
睡眠状态，此时如果被电话铃声
或闹铃吵醒，会有好几分钟的反
应时间，不会马上作出有效的思
考。而小孩子到第四阶段，几乎
叫不醒，把他扶起来走一段路，
他能继续倒头大睡。当我们处于
深度睡眠时，肌肉完全松弛，血
压、脉搏和呼吸都会降低，流经
大脑的血液也减少，就跟冬眠的
动物差不多。好好睡吧，这是最
好的休息机会。

慢波睡眠，其实就是我们
所说的深度睡眠，它对恢复体
力促进生长，获得健康身心起
着主导作用。

恢复体力促进生长。当睡眠不

足或者剧烈运动后，深睡期会明显
拉长。深睡时我们的体温会下降，
以便储存更多的能量；深睡时代谢
活动会降到最低，这是组织生长与
修复的最佳时期。生长激素在深睡
时会达到全天分泌量的高峰，这种
激素不仅促进生长发育，而且还有
利于组织的修复过程，这就是生长
发育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更需要充
足睡眠的理由。

增强免疫力。人体的免疫系
统存有一些天然的调节物质，如
果睡眠不足，对病毒的抵抗能力
必然下降，伤风、呼吸道感染等几
率增高。除了容易受感染外，其他
疾病也会伴随着睡眠不足而来，
幸好你一旦补足了睡眠，免疫系
统也会很快恢复，这种情况自然
得以好转。

深度睡眠 恢复体力促生长

熬夜学习 不如睡个“快动眼觉”
我们通常只知道浅睡和深

睡，还有一个神奇的阶段，大脑
比清醒时还忙碌，脑血流量增
加，呼吸脉搏加快，眼球四处转
动，但是你并没有醒来，只是因
为你的睡眠进入了另一个时期
——快动眼期。

人们入睡以后睡眠按其深浅
程度可分为入睡、浅睡、深睡、延
续深睡，最后快动眼睡眠。而快动
眼睡眠在巩固大脑功能方面（如
记忆和学习等）有重要作用，转入
快动眼睡眠期后，呼吸变快、变
浅、不规律；眼球沿不同方向快速
转动；四肢肌肉临时性“瘫痪”；心
率加快，血压升高，如果在快动眼
期被叫醒，多数人都在做梦。其实
我们在睡眠的各个时期都可以做
梦，只是在快动眼时期做的梦最
多，最清晰，情绪起伏最大。所以
快动眼睡眠对记忆的储存、整理，

提高学习与整合能力都意义重
大，经常缺失这一时期的睡眠，我
们的记忆损失惨重。

我们虽然不能在睡眠中学习
新的事物，但是在快动眼时期大
脑却可以把一天当中所发生的主
要事情记录归档。有时候我们会
在梦中想出许多解决问题的办
法，这就与快动眼时期信息重组
有关，许多艺术家、音乐家和科学
家都曾声称许多灵感就来自于梦
境。所以请不要相信所谓睡眠学
习机的鬼话，其实只是你进入了
快动眼期睡眠对所学习的知识进
行了整理、重组，甚至找到解决问
题的办法。如果你某一天只睡了
一会就起床，而且刚好削减了清
醒前最长一次快动眼睡眠，对学
习力、记忆力、思维力的损失都相
当大，所以赶紧放弃熬夜，睡个好
觉太重要！ 成都商报记者 钟洁

关注睡眠
关爱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