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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建议：留意附带条件，不然也会入“坑”

购买样品家具当真划算？

“糖系” 的彩色绝不是大红

大紫大绿， 莫兰迪这颗 “高级

糖” ，就非常适合甜甜的“糖系” 。

相比“盐系” ，“糖系” 风格

的确更乐意使用粉色、 绿色、红

色、黄色等，如同糖果和马卡龙，

但是它绝对不是饱和度高， 纯净

度高的那些颜色， 反而添加了不

少灰度，似乎这些“糖果” 的颜色

都带着一种莫名的怀旧感， 更不

会因为强烈的色彩冲撞而导致视

觉的烦躁， 反而给人温暖安定的

感觉。 增加色彩点缀，“糖系” 的

墙面、地板、基础家具其实都可以

很平庸。

最早的装修风格，无非是中式、美式和欧式风格，北欧、日系、简约风格于近几年来悄然

流行。

不过， 记者在与志翔装饰的王经理闲聊时得知， 最近又出现一些小众的装修风格，比

如：“盐系” 、“糖系” 。 初次听到这些奇葩的装修名词时，记者也是一脸懵。 那么“盐系” 、

“糖系”装修风格都有哪些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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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室内的家具太繁杂的话，

难免会给人以杂乱无章的感觉，

绝对“盐”不起来。

为了营造干净、清爽的环境，

将室内的“隐形垃圾” 统统丢掉，

再将家具捋直， 即该直的桌脚就

直，该方的桌子就方。 而这种干脆

利索， 有时候更适合意会而非言

传。

为自己代“盐” ，那就不必刻

意遵照日式和北欧的那些标志性

的元素， 随心而为， 加一些手编

框、绿植和地毯，以及一些小型装

饰，使空间体面，冷静，又不失品

位。

总之，“盐系” 风格重在打造

清淡而舒适的生活环境， 简单又

不失品味，清冷而不失温度。

“盐系” ，最初是用来

形容男生“帅气清爽” 的词

汇， 后被沿用到装修风格

上。

“盐系” 家装风格，就

一个词语概括： 回归本质，

却不会过于单调，也就是简

约质朴不张扬。 家中的所有

物件只求精不求多，不用过

度装饰，线条利落。“盐系”

看上去和 “日式”“北欧”

有那么点相似， 但它更简

单，更不在乎具体的形制。

用两个字来总结，“糖

系”能给人的一种“治愈感

觉” 。 “糖系” 风格温暖而

安稳， 柔和中带着甜美，像

一块古方糖，随时能给疲累

的生活带来甜味。 “糖系”

并非是盐系的对立风格，反

而是形式相左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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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打造“盐系” 装修风格，

首先需要对五颜六色的家具和饰

物说再见，选择基础的中性色黑、

白、灰色，再调和少许木色，这就

是盐系设计的基底。

黑、白、灰、原木色等中性色

调，会让视觉上的统一感更强、看

起来更为平衡。 墙面不做过多装

饰，尽量保持干净简洁的面貌，巧

妙地弱化其存在感。

如果觉得家里太单调， 可选

用一个偏日系的亮色家具来点

缀，让空间充满生气。 家具选择上

也都不出奇，不搞怪，甚至说样式

相当平常。 没有什么刻意的设计、

花纹和装饰。材质朴素。材质上也

以柔中带刚的金属、玻璃、木头为

主。

“盐系”元素之中性色调

和“盐系” 的回归本质不同，

“糖系” 除了更丰富的色彩外，往

往会选用带有一定的怀旧感的颜

色，这种颜色温柔且饱和度低，会

给人温暖安定的感觉。

复古的色彩搭配， 可以兼容

质感不错的柚木、 胡桃木做的家

具，同时对黄铜、铁艺这类材质也

相当友好。 羊毛、黄铜、丝绒和木

头，这四种材质反复用，混搭起来

用，再加一点颜色，就能制造出有

高级感的“糖系”风格。

装修时 不妨加点“盐” 和“糖”

“盐系”元素之质朴简单

“糖系”元素之大片彩色

“糖系”元素之温馨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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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属于“精细化配光” 的范畴，不需要用到

太高深的配光原理， 在运用

LED

筒灯作为主

照明的基础上，配一盏落地灯，就可以实现灯

光的“按需分配” 。

LED

筒灯可以作为日常

主要光源，而落地灯则是小区域的补充和点

缀光源，属于焦点照明，服务于人在沙发上

的一些活动。

试想，一个人呆在沙发上看书的时候，不

必开启客厅所有的筒灯， 只需打开身旁的一盏

落地灯即可。 是不是既感觉温馨，又非常实用呢？

筒灯 + 同色温落地灯

“样品家具多有瑕疵，买了就

不要说后悔。 ” 这是家住花果园的

周女士对样品家具的体会。 “看到

那么便宜的价格谁能不心动，可没

想到买了之后才发现，衣柜颜色与

家具整体不协调，想调换都没机会

了。 ”周女士回想起自己购买的样

品衣柜非常后悔。

去年下半年，周女士购买了一

套乳白色的样品衣柜， 原价 7000

多元，因为是店内陈列样品，特价

三折销售， 周女士以不到 2100 元

的价格购得。 衣柜在家中安置停

当，周女士发现它与淡紫色的墙面

色调非常不协调。 随即要求调换一

套，但销售人员却告诉她，这套衣

柜是样品，仅此一套，没有调换的

余地，更不能退货。 周女士这才知

道，原来便宜商品还有很多附加条

件。 因此，她提醒消费者在购买降

价商品的同时，必须留意这些特别

的附带条件。

贵州瀛和律师机构郑律师提

醒消费者，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规定，处理品也是商品，商

家要负责三包。 不同的是，处理品

有瑕疵，比如橱柜样柜，因长期摆

放外观上有划痕， 消费者购买后，

不能以这些划痕为由提出退换货。

因此，处理商品要标明“处理” 原

因，此原因之外的质量问题仍要依

据三包规定调解。 但商家惯用“处

理品”“样品处理” 等简单方式向

消费者作说明，并称“处理商品不

退不换” ，这是违反《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规定的。销售过程中，允许

商家提出选购限制， 如仅售样品，

花色款式无法选择等等，消费者一

旦接受这些限制购买了商品，法律

上视为双方的买卖合同成立，具有

了法律效力。 购买之后，消费者因

非质量问题要求退货或换货，商家

也有权拒绝。

本报记者 商昌斌

记者近日在走访家居市场时发

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这样一类

消费者， 他们对卖场或专卖店里陈

列的样品非常感兴趣。 他们觉得样

品已摆放了一段时间， 有助于有害

物质的挥发， 买回后可缩短散味时

间。 同时，由于是样品，购买时还可

以要求“打折” 。 如此一来，购置同

型号、款式、质量的商品，价格更实

惠，何乐而不为呢？

问题来了， 是否所有的家居样

品都可以购买呢？ 不妨听听业内的

声音……

2019 已经过半，贵阳的各大家

具卖场也纷纷推出各种打折促销

优惠。

据贵阳尚美家居销售经理吴

倩介绍，有时候由于新款产品即将

上市， 经销商为了减少货物积压，

会对样品或是老款家具进行清仓

处理，打折销售便是“常规手段” ，

五折、三折均不足为奇，有些样品

甚至等于“厂价直销” 。 对于消费

者来说，购买这样的样品可谓物美

价廉。

在湘雅园家居广场的导购人员

告诉记者：“单从价格上说， 老款家

居不一定是最优惠的， 它仅在原价

格的基础上实行了部分优惠， 而样

品则不同， 毕竟买东西图新的人还

是多，如果没有太大的优惠力度，是

很难把样品销售出去的。 ”

记者在某知名品牌的家具专柜

里看到，一张老款式茶几原价为 1580

元，现在打折为 1300元，仅仅优惠了

280元。但是，同一品牌的样品布艺沙

发原价 8000元，却有五折优惠，4000

元即可购买，只是沙发布面花色仅限

样品颜色，不能随意挑选。

家住观山湖区的刘女士曾多

次购置样品家具，对购买样品家具

有一番心得。 “样品和库房的新品

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样品要更加精

挑细选。 相比较而言，我会选择精

品中的样品，因为很多精品家具品

质非常不错，但是普通家庭难以接

受其高昂的价格。 等待出售样品

时，价格下降，品质与价格成正比，

达到消费者所能承受的心理价位

时，即使是样品，只要外观没有陈

旧感就会考虑购买。 ”

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购买样

品家具一定要留意， 有些家具先上

调标价，再推出打折优惠措施，以此

蒙蔽消费者。 在购买样品时一定要

多看多比较，不能仅仅比较价格，产

品的内在品质才是比较的重点。 ”

在极简主义流行的风潮下，以灯带为代表的

线形灯具，以线条的形式“切割” 空间，能够让

空间的层次感瞬间提升。

选择灯带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安装方

便，只要有灯槽的地方，都可以使用，还可以

内置于家具的边缘。 灯带可以随意弯曲而不

影响发光， 在照射面上能保证均匀布光，不

会有阴影暗区，还能在不规则的区域使用。

出于美观度考虑， 建议灯带的色温最好选

择与主照明筒灯一致的色温。

筒灯 + 灯带

轨道灯特别适合层高低的户型， 不需要做吊顶，

直接外露照明，而且还能从视觉上拯救房子层高低

的问题，和吊灯不同，轨道灯不占用纵向空间。 另

外，从美观度上来说，喜欢酷帅工业风的年轻人，

也可以考虑在家里用轨道灯。 因为轨道灯天生

自带一种“轻工业风” 的硬朗味道，还能当射灯

来做重点照明、调节照射角度。 这点对比在天花

板上位置无法挪动的普通灯具，实在是优势明显。

再搭配落地灯辅助照明， 尤其是上下打光的落地

灯，还有延伸层高的作用。在现代简约装修风格中，常

会运用这种照明模式。

轨道灯 + 落地灯

还有一种更直接的布灯模式，就是只安装 LED

筒灯，来达到全屋照明效果。 这需要调整筒灯的

照射角度及分布位置， 照顾到每一个角落的照

明需求。 采用“四周筒灯 +天花板筒灯搭配” ，

就能够满足一般住户的需求。这种方案尤其适

应与那些层高较低矮的空间， 比如

空间小于
2.6

米的客厅
，完全使用嵌入式的

LED

筒灯，就

可以节省出纵向的空间，瞬间“拉伸” 层高，而且

屋里的光源被平均分配，会显得特别明净。

单独用筒灯照明

样品家具 价格非常实惠

购买之前 留意附带条件

本报记者 孙征康

本报记者 孙征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