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装设计，人生感悟的无声流淌
———“解密大成”系列报道之三

在“解密大成”前两期系列报道
中，我们介绍了“工期 38，价格 998，
快装捷美家”的大成“家魔方”套餐和
为业主提供一站式家装服务的大成绿
色装饰产业园，引发了不少读者的兴
趣。而把握风口、顺势而动，保持大成
在家装行业时尚前沿步伐的，正是其
领头羊———常州大成装潢有限公司董
事长吴震昶。

“常州市装饰协会设计委主任”、
“高级室内建筑师”、“常州家居装潢界
室内‘设计第一人’”……虽然头冠众
多称号，却依旧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
度，儒雅有度、随性平和，这是初见面
时吴震昶给记者留下的印象。

当被问起“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
进入家装行业”时，吴震昶娓娓道来。

1975年，吴震昶高中毕业，当时
正值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
潮，他便被就近下放到茅山农村做知
青。而自幼酷爱美术的吴震昶，就算在

农村劳作期间，也一直不放弃美术创作，
并在句容县茅山公社担任文化站站长。
1979年返城后，凭借着过硬的美术功
底，顺利进入了纺织设计行业，做起了纺
织品设计师———在当时尚属“前卫”的职
业。

1985年，吴震昶再次以室内设计师
的身份进入家装行业，“当时改革开放的
春风刚吹向常州大地，建筑行业作为一
个新兴行业，必定大有作为。”正是凭借
这样高瞻远瞩的眼光，吴震昶开始频频
在家装行业崭露头角。

“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没有商品
房，只有福利分房，选择精装的人很少，所
以最先受‘启蒙’的反是农村私房。”上世
纪90年代末国家逐渐取消福利分房，常
州商品房住宅建设进入高潮，吴震昶再次
把握时代机遇，凭借着在多家知名装潢公
司担当设计师、设计顾问的丰富经验，初
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独闯天下，创办了大
成装潢公司，并在20多年后的今天，成

长为常州家装行业的知名品牌。
“纺织行业设计师和建筑装饰行业

设计师，有相通的地方，但也有很多不同
的地方。”吴震昶说，最大的不同就是给
人带来的幸福感不一样，“纺织行业设计
师面对的是平面，而家装设计师面对的不
仅仅是平面图案向立体空间的转变，还有
装修流程和财务成本的把控，以及和投资
方打交道的能力，对人要求更高，也更具
挑战性，那么随之带给人的幸福感也更强
烈。”正是凭借这份幸福感，吴震昶将兴趣
发展成事业，并将事业坚守30载不曾动
摇过，在领导者行列当属少见。

设计师出身的吴震昶，对设计情有
独钟。他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
的人们已不再满足于有其居，还要安其
居，乐其居，优其居，雅其居。而一种精良
的设计，会给你带来全新的生活环境。一
种好的家装设计，不是形式上的华丽装
饰，而是人生感悟的无声流淌。”

徐蕾

挑选家居壁纸，八大常识需掌握
壁纸以其柔韧的质感，使墙面

环境变得温馨、亲切，所以越来越多
的人在装修时使用壁纸。但大多数
消费者除了将花色、款式等“外在因
素”作为选购标准之外，有关壁纸的
选购和安装等环节则知之甚少。那
么，如何选择性价比高的壁纸，避免
以貌取“纸”?针对消费者挑选壁纸
时的误区，小编罗列出八个方面的
常识性问题，希望帮助消费者选购
到称心的产品。

1.看花色而不关心材质

市面上壁纸花色繁多，但材质也
很多，消费者可以通过撕(有明显的两
层结构，表层有弹性)、烧(有黑色浓烟
和刺鼻的味道)等方法简单鉴别出来。
壁纸的颜色缤纷多彩，但同一房间的
壁纸色彩与整体环境色彩的搭配不宜
超出三种明显色差。

2.看店面规模而不
了解专卖度
现在大家看到的壁纸店，部分是

以店内销售的其中一个壁纸品牌来命
名的，真正的单一壁纸品牌专卖店是
极少的，所以并不是店大样本多，买到
的壁纸就中意，包括价格。要问清每一
个店一手代理的品牌或主打品牌，这
些品牌是全国连锁统一定价还是自己
标价，这样得到的价格才可能真实靠
谱。当今许多样本在各店重复销售、重
复加价的现象非常常见，一定不要被
某些高价低折扣的假象所吸引。大面
积的纹样往往会造成视觉疲劳，根据
居室的整体氛围进行局部的墙面装

饰，效果可能会更佳。

3.关心环保而不知道
如何测试

壁纸的环保等级高低取决于材质
和用料档次、印刷工艺等方面，有条件
现场可通过“烧”来鉴别，环保等级高的
壁纸没有燃烧异味没有浓烟，灰烬是灰
色粉末状，也可用“闻”来鉴别，PVC壁
纸有明显的塑胶味、档次低的壁纸有很
浓的印刷油墨味。检测报告存有水分，
并不能说明问题，新开卷且没有异味的
纯加强木浆和木纤维壁纸环保等级是
最高的，欧洲壁纸的环保性非常好。建
议儿童房间不要用 PVC壁纸而用纯纸
壁纸或者无纺布壁纸。

4.只顾砍价而不调查品牌

买装修材料一定要了解它的品牌和
历史，专业的壁纸品牌提供的产品和售
后服务基本可以放心。壁纸行业真正称
得上品牌的并不多。单一品牌最起码要
有产品介绍册，样本上要有统一的 logo
标志!

原厂印刷而非后贴上去的
"，最好

要有相关品牌的网站 !

国际品牌有中文

和国外的地址
"。

5.注重图案而忘记色牢度

色彩艳丽颜色鲜艳的壁纸固然漂
亮，但千万别忘了现场用湿布擦拭一下，
看看是否脱色，尤其是一些有凹凸纹理
的壁纸，日后少不了经常清洁打理。要尽
量挑选以植物原料为颜料的壁纸产品，
这类产品着色深沉，擦洗不脱色，还不易
变黄变旧。

6.买壁纸而不关注配
套辅料

挑选壁纸的同时，也要了解一下基
膜(墙体封底用)、胶粉、胶浆的使用功能，
它们会直接影响壁纸的施工质量和后期
效果。如果您不想再为售后伤脑筋，那么
建议您一定要挑选信得过的商家。建议选
用配套的壁纸专用胶。

7.注重现场效果而忽
视长久使用

有些壁纸小幅好看，但上墙效果
差，反之亦然；有些壁纸单幅好看但需
要搭边贴，影响实际整体视觉感；有些

壁纸开始看漂亮，经常看很快会视觉
疲劳……好看不一定耐看，耐看不一
定开始就好看，选购一开始就要考虑
这些因素。

8.只想到买而不了解
专业化施工
因材质不同，壁纸施工手法和难易程

度也不同，而壁纸效果的好坏与施工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贴壁纸不难，贴好壁纸
却不容易，好的壁纸要贴好更不容易。

相信在了解以上八个要点后，消费
者对壁纸有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认知，精
心挑选的壁纸不仅让居室获得视觉上的
美感，还能让家人收获一份更长久的安
全与舒心。

春季收纳有妙招
小户型扩容巧规划

对于小户型装修而言，怎样把室
内有限的空间充分利用起来，让家居
杂物完美隐藏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其
实，把小户型变装出大户型的视觉感
受，利用一些装修的小技巧，就能够创
造出许多家居空间。

厨房新式收纳法
色彩搭配新感受

说到家居扩容，许多人首先想到
的是将不用的东西藏进柜子里，这样
的做法等同于掩耳盗铃，事实上在色
彩和室内装修中做一些改变，就能带
来意外的视觉效果。

1、使用浅色系家具
浅色系的橱柜与墙壁颜色连接，

同时其自身的空间占有感觉不强，具
有扩充空间的视觉效果，单一的浅色
系橱柜可能会略显单调，也可以在厨
房中加入几点亮色来调节气氛，让厨
房本身更加生动。

2、厨房开放式设计
开放式的设计是打开厨房整体视

觉空间的最好方法，去掉了厨房与客
厅之间的一墙之隔，不仅拉近了人与
人之间的距离，营造出一种温馨的家
庭氛围，同时也给家中带来了一种通
透的视觉环境，去除了墙壁的阻挡，进
一步加大了纵深。

3、嵌入式收纳
柜子层层叠叠不如将它们全都隐

藏进墙壁里，嵌入式的隔间设计就是对
厨房空间更加充分的利用，橱柜的拉篮
设计也能为室内增加很多隐藏空间，同
时也避免了地面空间的占用。

4、可调节式家具
能够伸缩的抽板等小小的改变就

能为室内节省出很多空间，同时也增
加了家具的利用率，可移动的小型家
具也能够改变室内拥挤的现状，方便
物品取用。

客厅装修巧选材
营造通透视觉

客厅的装修设计是家装中的一个
重头环节。客厅装修的巧妙选材，利用
材料本身的特色来打造视觉上的通透
效果，能够带来意外的扩容感受。

1、玻璃隔断
分隔客厅功能区域的隔断种类多

样，而简单的玻璃隔断，在起到区域划
分作用的同时也不影响室内的整体视
线，打造出室内通透的感受。

2、镜面设计
镜子是装修中的“魔法师”，镜面

设计的家具不仅能够帮助室内加深纵
深，扩大视觉效果，同时还能起到很好
的收纳效果，帮助室内物品储藏。

3、合并阳台
阳台与客厅合并，即在不减少阳

台功能的同时去掉了阳台和客厅之间
的屏障，把阳台的面积完整纳入客厅
当中，在增加储物面积的同时也加大
了客厅的视觉空间。

家居的扩容不仅在于巧妙地收纳
杂物，也在于灵活运用小技巧扩大室
内的视觉空间效果，增大视觉减少杂
物，有效打造出大气舒适的居住环境。

卧室收纳技巧多
巧用法宝增空间

一般来说除了衣帽间和储物室，
卧室就是家中最主要的收纳空间之
一，但是相对于其他地点，它的收纳能
力又相对较小，在摆得下足够杂物的
同时，如何将它们合理分配位置也成
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1、墙面置物
在墙上加上置物架是卧室中收纳

细小物件的好方法。利用好看的盒子
将杂物有序整理起来，可以免去床头
柜占用的空间，为室内腾出更多的位
置。

许多人概念里的家具就应该整齐
摆在室内，但如果将家具“挂”起来，在
需要使用的时候再取出来，就能够为
我们节省许多的室内空间。

2、软包背景墙储物
背景墙不仅仅有装饰的作用，将

它做成活动门板，内部挖空，就可以为
室内增加许多隐形空间，用于物品的
收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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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玩转“花样”营销
3月微信红包满天飞

今年过年你玩抢红包了吗？没玩？
不知道？那你就真的OUT了。今年微
信红包、支付宝红包、微博红包满天
飞，抢钱抢得手软，而且还练出了一身
抢红包武艺，那叫一个火眼金睛。

现今，大热的“抢红包”有热度下
降的趋势。不过对于开发商来说，“抢
红包”似乎为他们提供了卖房营销的
新思路。

3月楼市也“疯狂”
多盘微信派红包

本以为抢红包活动只会在春节、
元宵等节日出现，而对于开发商而言，
只要能“吸粉”任何时候都是派发红包
的好时候。况且大家对抢红包的“热乎
劲”还没过，何乐而不为呢？

进入 3月，当我们还在看这个楼
盘搞特价、那个楼盘忙暖场活动的时
候，楼市里的“微信抢红包”活动举办
得有声有色。比如关注“常州雨润城”
官方微信，找到“缤纷活动”-“抢红
包”就可以抢到雨润城派发的大红包；
关注世茂香槟湖微信号并分享，凭截
图可领取 3元现金；弘阳广场微信植
树送净化器等等，各种抢红包成了 3
月楼市里最热闹的活动，甚至有客户
进售楼处第一句话问的就是“你们有
抢红包活动吗”？

业内：给楼市一剂强心针

“今年春节期间微信红包号称一夜
干了支付宝几年的活儿，可见微信红包
多牛。”多位开发商表示，各家楼盘利用
各种活动来保持热度，以利于节后的销
售业绩增长，“抢红包”的出现让楼盘增
加了营销手段，虽然花钱但达到了目的。

知情人士透露，表面上看，这样撒钱
挺“土豪”，但实际上开发商并没有做亏
本买卖。“六七个楼盘撒几十万，平摊到
一个楼盘上的费用就不多了。有家开发
商的公众号春节期间靠这招多了上万粉
丝，好多家开发商都眼红了。”这位知情
人说，“如果换作平常你走在路上，开发

商给你一块钱让你关注他的广告，估计
你都不会理。”

某参加活动开发商表示对“微信抢
红包”的高度认可，称是给了楼市一剂强
心针。“从活动开始以来，仅 3天时间，
我们微信售楼处的粉丝累计增长了近千
人。当然，我们关注的不仅是项目的知名
度提高，更重要的是促成交易。以前，从
没想过用微信支付话费，用微信打车，现
在看来，未来的某天，微信买房也是能实
现的。这次微信抢红包活动给了我们一
个进入微信营销时代的契机，特别是微
信售楼处的多功能平台能让购房者足不

出户，了解项目的信息。”

营销之外
楼盘品质是关键

其实围绕微信开展的活动不单单有
抢红包，之前就有过点赞送精美礼品、关
注某盘公众微信参与活动、摇一摇送购
房优惠券等等，说到底，微信营销就是楼
市营销手段的一种，营销的主旨都无外
乎人气的聚集、居住理念的传递、楼盘品
质的展示。众多楼盘轮番上阵，既反映出
常州楼市竞争的加剧，各楼盘的贴身肉
搏战业已拉开；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大家
对 4、5月房地产市场的看好，抢占节点
顺势而为。

那么，营销活动热闹非凡，但购房者
是否就会因此而买单呢？“参加开发商组
织的活动，能够加深对开发商实力的了
解，提前感受楼盘品质和服务，确实是个
不错的体验。”我们采访了不少近期有置
业计划的市民，开发商的卖力营销还是
得到不少购房者的首肯。

也有不少人表示，除了从微信活动中
获得一定的信息，他们同样注重产品的性
价比。有业内人士指出，居住才是房屋本
身最大的价值。开发商要迎合市场需求，
除了利用特色营销活动吸引眼球外，也应
及时调整产品结构，打造高性价比产品，
在配套、质量等方面下功夫，如此才能立
于不败之地。而对于购房者而言，面对眼
花缭乱的营销活动，也应该理性对待，从
更多渠道了解楼盘情况。 李林

恒大冰泉大型科普活动启动
“世界水日”全面践行一瓶一码

本报讯 22日，恒大冰泉举行
“世界水日，一瓶一码”大型科普活动
启动仪式。在今年的科普活动中，每一
瓶恒大冰泉将赋上唯一的、加密的二
维码，作为每瓶水的身份标识，同时也
是一种能被普通的智能手机识读的数
据，结合手机应用与后台服务，能达到
产品信息追溯、防伪、推广等功能。

除了技术上的科普，恒大冰泉还
在启动仪式上再次做出三大品质承
诺，即每一瓶水“100%来自长白山、
100%真矿泉、100%健康可追溯”。

恒大冰泉今年发起的活动，旨在诉
求直指污染严重的地表水，让公众关注饮
水现状，形成健康饮水观念，表达“我们搬
运的不是地表水，是3000万年长白山原
始森林深层火山矿泉”的产品理念。

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瓶
装饮用水成为热点。据AC尼尔森数据
显示，我国瓶装饮用水行业进入稳步成
长阶段，以20%左右的市场份额位居
各品类饮料前列，国内的瓶装饮用水行
业进入了新的阶段。近年，随着各大品
牌商的努力，以及消费者安全与健康消

费意识的加强，中国饮用水市场正在走
向健康发展道路。矿泉水销售份额极速
攀升，而纯净水、天然水、矿化水份额明
显下降，以高品质主打健康牌的矿泉水
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

数据显示，中高端水 2014年销
售份额增幅高达91%。作为矿泉水领
域后起之秀的恒大冰泉在全国包装水
市场飞速发展，据AC尼尔森数据显
示，截至去年 12月，恒大冰泉已处于
中高端水领导地位。

水源已成为中高端水战的核心。
无论是天然水还是矿泉水，大部分中高
端瓶装水的卖点主要集中在水源和水
质好上，因此水源就成为众品牌争夺的
焦点。恒大冰泉水源地位于世界三大黄
金水源带之一的长白山，其水源历经火
山岩长期磨砺、循环、吸附、溶滤而成，
是珍贵天然深层火山岩冷泉水。

据悉，恒大冰泉“世界水日，一瓶
一码”大型科普活动将在全国30个省
同时启动，举办科普活动15000场，免
费赠饮恒大冰泉200万瓶，发放饮水
科普资料1000万份。 !黄小路"

恒大集团副总裁刘永灼授予成龙#恒大冰泉一瓶一码推广大使$牌匾

图为大成装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震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