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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装式装修看起来这么
好，为什么说没有就没有了呢？

在记者追问潘先生还能
不能选用预装式装修方式时，
潘先生反问：“急那么半个月
干什么， 装修至少要用好多
年，肯定要选更可靠的方式。 ”
在他口中， 预装式装修成了

“不够可靠”的方式。
据提供预装式装修的企业

介绍， 卫生间装修底板的防水
层采用片状模塑材料， 采用的
是一家给波音公司做模具的韩

国公司的技术， 听起来这么高
大上，怎么会“不够可靠”呢？

在建筑设计与施工领域
已有 20 年经验的蔡女士表
示，原材料在出厂的时候可能
没有问题，但是在运输过程中
是否会出问题呢？ 这就未必
了。 毕竟运送建材的物流服务
不可能和运送波音零件的公
司采用统一的级别，运送建材
很难避免摔摔碰碰，一条肉眼
难以识别的细小裂缝，就很容
易导致漏水的问题。

越来越发现 ，很多好朋友
都不见了 ，他们静静 “躺在 ”手
机里 ， 偶尔会没头没脑冒出来
说一两句话，又兀自消失。 来到
好朋友居住的城市 ，打个电话 ，
没空？ 那就不见了，大家丝毫不
觉得有一点抱歉。

奇怪的是 ， 自己并不觉得
好朋友因此而疏远 ，毕竟 ，我连
她昨晚吃什么都知道 。 网络是
一个好东西 ， 至少实现了天涯
若比邻的感觉 。 岁月也是一个
好东西 ， 它让人慢慢学会了删
繁就简，怎么自在怎么来。

这也许就是中年人 的 友

谊，中年人的人生。
越来越发现 ，家也是这样 ，

越来越“家徒四壁”了。
今年 ， 我就丢掉了家里的

茶几。 长期占据客厅 C 位的茶
几一丢 ，客厅立刻宽敞了许多 ，
拖地板也方便了许多 。 朋友家
的小孩来家里玩 ， 坐在带轮子
的椅子上 ，在客厅滑来滑去 ，咯
咯咯的笑声不断，挺好。 客厅能
“溜冰”，想想就舒爽。

删繁就简的家 ， 冰箱里没
有堆成山、快过期了的罐头和速
冻食品。 广州的秋天这么美好，
去肉菜市场买点新鲜的，绝对是

中年人觉得幸福感爆棚的事。
删繁就简的家 ， 衣柜里慢

慢变得色系单一、折叠整齐。 不
用再纠结明天出门要穿哪一套

衣服 ， 毕竟可选择的衣服就那
么几套 ， 久经考验 ， 保证不出
错。

删繁就简的家 ， 是中年人
尽量活得简单的一种努力 。 中
年人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累的

人群 ，负重而行 ，却总要面对求
而不可得的无奈。

美学家朱光潜说 ， 人生第
一桩事是生活。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过
得简单未必很容易 。 中年人的
删繁就简 ， 是对不属于自己的
东西不再执着 ， 对于有缘无分
的感情不再纠缠 ， 断离无意义
的苦恼 ，舍弃没有结局的爱 ，这
毋宁是一种清醒与智慧。

作家马德说过 ， 这个世界
看似周遭复杂 ， 各色人等泥沙
俱下 ，本质上 ，还是你一个人的
世界 。 你若澄澈 ，世界就干净 ；
你若简单，世界就难以复杂。

不负重而行 ， 不计较物质
多寡 ，也不走向复杂的世故 ，诚
恳面对自己 ， 也诚恳面对这个
世界，真好！

一家之

言 中年人生删繁就简
家居布置亦然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詹青

只是看上去很美，
预装式装修

安装也是一个大问题。
蔡女士表示， 大件的零部件
需要用机械来施工， 即使是
小型部件， 安装方式和现场
施工也不一样，“普通施工流
程的熟练工人也未必一定能
胜任这种安装工作， 需要重
新进行培训”。

然而， 现在家装行业绝
大多数企业的运作模式都
是：手头有一批包工头（或称
“项目经理 ”），每个包工头手
下有一批工人， 包工头接到
单就开工， 大家仅是合作关
系而不是聘用关系， 工人也
是按天计算报酬， 学习这门
新技术短期内并不会对增加
收入有太大的帮助， 大家兴
趣不高。

“只有让足够多经过专
业培训的技术工人参与施
工， 才能保证预装式装修的
质量”，蔡女士说，“在某些国
家， 预装式施工能够大量出
现， 一是因为这些地方的人
工成本较高， 大家选择工时
较短的预装式会更划算；二
是有足够多专业技术工人的
基础，质量比较有保障。 ”

据行家分析， 不光是家
庭预装式装修缺乏足够的技

术工人， 即使是房地产企业
也是如此， 前年某知名房企
的交楼装修出现大面积漏水
问题， 其中就有工人对相关
操作流程不熟悉的缘故。

预装式装修在国内出现
的时间不长， 部分预装式建
材企业也在积极培养自己的
产业工人，但是“一口吃不成
胖子”。 从事预装式建筑和装
修的美好建筑装配科技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唐先生表
示，在和房企合作的过程中，
该公司不但输出相关的预装
式配件， 还同时提供相关的
施工服务，“我们有自己培养
的工人， 工程合作采用总承
包的形式，连工包料计价，普
通施工队未必能做好这样的
工程”。

不过， 这种服务暂时和
普通消费者无缘， 唐先生表
示，该公司仅提供建筑加装修
的一体化服务，主要面对开发
商，对于非批量装修的普通消
费者而言， 没有统一规格、尺
寸的户型，也难以采用机械对
大件建材进行吊装，业务总金
额不大， 操作起来却很麻烦，
稍有规模的预装式建筑企业
还顾不上这一块市场。

预装式装修为什么快？ 因
为采用的是组装工艺，在理想
的前提下，大部分零配件在工
厂完成加工， 现场只是组装，
因此可以大大提高装修效率。

以卫生间为例，防水层由
数块按照尺寸预先做好的高
分子材料大板组成， 瓷砖按照
设计贴在大板上， 水龙头、马
桶、 开关等水电设施也已经在
大板上开孔，天花板上的照明、
浴霸灯设施也按照业主家的
尺寸和安装需求预留好位置。

在当时的设想中，大部分
工序在工厂已经做好，整个卫
生间的装修到了业主家就是
简单的部件组装。 卫生间已经
预装好防水层， 也有供水、供
电、排水的整体连接口，就如
同装洗衣机一样，将这些大板
固定好，再将预装件总的水电
出入口和建筑的水电出入口
连接起来，卫生间的装修就能
完成，不但省时省力，而且现
场施工所需的环节更少，更节
省人力。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梁栋贤

风头趸

灵山岛尖三盘产品全直击，

你站 的队？谁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梁栋贤

金科博翠明珠的住宅产品本身
不算有特色，就是常规的三房和四
房，不过，其地理位置还是有可取
之处。

在灵山岛尖首批亮相的五个住
宅项目中， 只有金科和华润两个项
目一线望江， 离南面的江面只有窄
窄的临江绿化带， 景观资源不错。
另外，项目东面靠近公园，西北边是
湾区实验学校 ， 与学校大约只有
200 米的距离，配套方便。

楼盘紧靠凤凰大道， 穿过凤凰
大道是东面的商业商务区， 上班购
物都比较方便。 当然， 这也是一把
双刃剑，因为凤凰大道是主干道，多
少会有噪声。 从灵山岛到横沥岛的
凤凰二桥也在楼盘东面， 等横沥岛
热闹起来后，可能会有噪声干扰。

造价约 2000 万元的会所是销
售人员口中的卖点， 坐在会所内感
觉不错，只不过，每个人对会所的看
重程度可能不一样。

壹 ●主推产品：85-144 平方米三房及四房
●价格：2.7 万 -3.2 万元 / 平方米金科博翠明珠：大户型南向一线望江

金科博翠明珠的住宅设计中规中矩

从 68 平方米的两房到 252 平方
米的六房“两代居”“三代居”，灵山岛
金茂湾的住宅产品面积跨度非常大，
68 平方米的纯南向两房，是目前该板
块内已公布的产品中面积最小的。

252 平方米的“三代居”是为满
足中国家庭对于生活空间与温暖亲
情需求的专利户型。 这种户型分左
右两个套间， 往左走是为长辈设置
的两房两厅一卫小套间； 往右走的
大套间是四房三厅两卫设计， 为四
口之家量身定做。 看似相互独立的
两个套件， 通过玄关与大面积阳台

紧密联系在一起， 方便三代同堂人
家既居住在一起又不互相干扰。

据介绍， 项目交楼标准带新风
系统、 绿色建筑系统、 中置百叶外
窗系统、 净水系统、 同层排水系统
等，舒适度较高。

交楼装修可以根据不同喜好和
需求进行选择， 有意式奢华、 英式
格调、 日式简约三种装修风格，每
种两个色系、 两档装修套餐， 组成
12 种装修方案，满足不同的家居需
求。 当然，最终销售业绩如何，还要
看最后的开价情况。

贰 ●主推产品：68-252 平方米两房至六房
●价格：待定灵山岛金茂湾：从两房到六房选择丰富

灵山岛金茂湾大面积阳台连

接老少两代的居所

明珠天悦江湾的住宅产品类型
丰富，涵盖平层、复式、叠墅等。 平
层洋房只开放了一个 88 平方米三
房两卫的样板房，户型较紧凑，美中
不足的是其中一间卧室面积偏小，
只能摆放 1 米宽的床。

93 平方米的复式是三房三卫
设计，带主人套房，上层利用了公共
空间的走廊上方， 这种设计虽然不
如咬合式复式的赠送面积多，也算
多少增加了使用面积 ， 三间房的
宽敞程度比 88 平方米的平层三
房要高。 不足之处是楼下没有卧
室，如果家有老人，居住可能不太

方便。 另外，楼层比普通的平层单
位略矮。

135-160 平方米的叠墅是该楼
盘赠送面积最大的产品， 虽然房产
证部分面积有上下两层， 但每套叠
墅都送两层地下室， 此外还有花园
赠送，赠送面积据说有 200 平方米
左右。 不足之处是非首层的单位与
赠送的地下室之间只能通过电梯交
通，之间没有直接的楼梯相连，万一
电梯失灵， 去地下室还要绕道公共
空间，非常麻烦。 另外，地下室几乎
没有天然采光和通风， 所有赠送面
积也可能不写进房产证。

叁 ●首推产品：85-175 平方米平层、
75-93 平方米复式、135-160 平方米叠墅

●价格：待定
明珠天悦江湾：产品多样，赠送面积多

明珠天悦江湾赠送的地下室

主要靠人工照明

1天搞定卫生间装修，3天搞定全
屋装修……采用预装式装修配件后，装
修就像搭积木一样简单？ 去年年初，本
地曾有知名家居企业L公司推出预装式
装修服务，虽然贵一点，但是省时省力。
如今，这“看上去很美”的预装式装修却
悄然退潮，在L公司旗下的门店，羊城晚
报记者已经找不到类似的介绍。

L公司的客户经理潘先生表示，目
前没有这种预装式套餐，只有护墙板等
少量部件还能继续选用预装式部件。 从
去年的大力推进到今年的悄然消失，原
因究竟是什么？

悄然退潮
预想像装洗衣机般装修

材料运输是个大问题

普通工人搞不定组装

不少家居达

人的客厅是没有

茶几的 ，甚至可能
连沙发都没有

活得简单，并非那么容易的事

▲

细碎流程不少，装修施工不易

装修是
要用很多年
的， 要不要
赶工呢？

要 装 修

出 一 个 美

美的家 ，还
有 很 多 需

要 亲 力 亲

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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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台竞技、短兵相接，广州南沙灵山岛尖各个项
目都拿出了自己拿手的产品，高层、中高层、大平层、
复式、叠墅等纷纷亮相，各有特色，你会相中哪款？

/ 楼市

■ 科勒衣柜番禺展厅

科勒衣柜以优化和提高用户体验
为核心， 特别提出了“男女分区” 衣柜
的概念。 从“有条理的收纳” 及“分季
储藏” 角度切入， 在功能化和人性化方
面精益求精， 让衣柜的使用体验达到一
个全新的高度。 此外， 兼有丰富的材质
与色彩选择， 也让外观匹配于更多家装
风格。

科勒衣柜柯瑞系列拥有突破常规
的 2.7 米一体化超高木纹门板和全景玻
璃移门， 散发着奢华而不张扬、 典雅又
不失时尚的风范。 人性化模块布局， 外
加多种选配方案及门板组合， 让每一寸
空间都可以变的独到而得心应手， 几步
之间， 从容尽显。

科勒衣柜卡斯托系列是为步入式

衣帽间而生。 整体壁挂式无柜体结构，
线条平直流畅， 勾勒出大气的全开放式
空间。 所有组件可自由调整、 灵活搭
配， 贴合现代都市对品质和高效的诉
求。 智能感应灯和下拉挂衣杆的贴心设
计， 是设计师的暖心之意。 加上科勒定
制的皮革配件， 细节之处彰显不凡与华
贵的品味。

科勒衣柜艺莱系列为年轻夫妇与家
有宝贝的三口之家而设计， 衣柜可合并
可分开的组合设计平添灵动与温馨。 仿
丝绸面板材质触感柔和顺滑， 开放的操
作台空间， 线条清爽， 配色素雅， 结合
精巧的多功能配件， 从成人到儿童、 从
外套到贴身衣物， 满足各种不同的收纳

需求。
科勒衣柜蕾亚系列移门衣柜拥有简

约的设计风格， 巧妙的收纳方案。 不同
材质的搭配运用， 尝试在有限的空间
内， 提供温馨优雅的起居体验。

在卫浴及整体厨房领域都颇为出色
的科勒， 进入衣柜市场并不是一念之间
的决断， 作为科勒家族的新成员， 科勒
衣柜的成立水到渠成。 150 年来， 科勒
始终执守“优雅生活” 的理念， 从卫
浴、 厨房、 起居一直延伸到卧室空间，
是科勒完善自身产品类别过程中必然的
一步。 伴随着科勒衣柜的出现并逐步的、
稳步的深化到市场中， 科勒将在整体家
装设计上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可能性。

科勒衣柜优雅延伸
开启整体衣柜广州之旅

11 月 20 日， 科勒衣柜的广州首家展
厅在番禺吉盛伟邦优雅开启。 开幕当天，科
勒厨卫集团中国区总裁王振颜先生 ， 科勒
整体橱柜总经理成添祥先生 ， 以及广州银
银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雄先生亲临
现场， 传达了科勒衣柜对南方市场的重视
与信心，并共同为羊城的业内人士 、行业媒
体及消费者开启了科勒衣柜的优雅之旅。

“不只为展示和售卖产品，更要传递品
牌精神和设计理念”， 无论产品是什么 ，科
勒在展厅设计上总是遵循着这一信条 ，科
勒衣柜也不例外 。 通透明亮的玻璃散发着
浓郁的大都会时髦气息 ， 天然木质与现代
工业感十足的不锈钢装置刚柔并济 ， 是科
勒颇为擅长的自然与工业的结合 。 这一切
都传递着科勒衣柜优雅而不失时尚 ， 细腻
又别具一格的品牌格调 ， 在正式开业的第
一天就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关注 ， 但给人
带来更多惊喜和冲击 ， 让人们久久驻足于
店内的，是科勒衣柜带来的全新收纳理念。

“男女分区” 打开衣柜收纳理念的新视野

■ 科勒衣柜卡斯托系列 ■ 科勒衣柜柯瑞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