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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完美厨房 喜迎新年
荆门晚报记者 刘松
农历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 ， 在这个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里 ， 从除夕的
团年饭到正月里和亲朋好友的聚餐 ，吃饭就是过年的重头戏之一 。 但过年在家
吃饭不比平时日常一家三口 ， 不仅人数多而且各种拿手好菜都要做出来 ， 因而
下厨的主人往往会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 。 节前 ，打造一个操作高效又环境清新
的厨房 ，欢欢喜喜迎接新年的到来吧 ！
打造操作高效的厨房
“
总感觉厨房里零散的小东西太多，
放着放着就乱了。 ”李女士告诉晚报记者。
这种情况应该很多人都遇到过， 因此，做
好小物品的收纳工作，往往能使操作效率
翻倍。 首先，要根据使用习惯为各种物品

划定好固定位置，例如，刀具放在操作台
附近， 调味品放在靠近灶台的位置等，这
样不仅用起来顺手，还不占用其他物品的
放置空间。 其次，尽量利用各种空间。 比
如，墙上可以安装隔板或挂篮，放置各种

瓶瓶罐罐； 冰箱和橱柜等周边的夹缝位
置，也可以放置专门的夹缝置物架，存放
保鲜膜、塑料袋等小物件，有效利用角落
空间。最后，要对厨房进行合理分区。按照

功能，一般厨房会分成准备区、清洗区、烹
饪区、存储区等区域，各区域要形成一条
顺畅的流水线，在每个功能区域做相应的
事情，下厨时自然得心应手。

打造环境清新的厨房
厨房是美食的诞生地，同时也是油
烟的聚集地。 虽然有抽油烟机，但是油
烟难免还是会聚集在操作台和瓷砖表
面，这不仅影响做菜心情，事后处理起
来也比较麻烦。 掌握一些小妙招，会立
刻使厨房的环境变得干净清新。 如何去
除瓷砖的油污？ 可将卫生纸贴在磁砖
上，再在上面喷洒一些清洁剂，放置一
会儿后，将卫生纸撕掉，再用干净的抹

布蘸清水擦拭，瓷砖马上焕然一新。 对
于长时间残留在瓷砖上的油污，可用钢
丝球先清洁，再使用含酸性或含溶解成
分的清洁剂来清洁。 除了瓷砖以外，橱
柜表面也是油污的重灾区。 清洗橱柜表
面一般性的油渍污垢时，用质地柔软的
绒毛抹布蘸肥皂水或清洁剂即可擦拭
干净，切勿使用钢丝球或粗糙的毛刷清
洗，以免损坏门板。

大家装品牌招聘信息
TOTO

卫浴诚聘：

1.销售顾问 5 名，女性，学历不限，有经
验者优先，无经验者可学；2.业务经理 4 名，
性别不限，有经验者优先。以上岗位一经录用
待遇从优。 联系人：肖女士 18608636049。

梦天木门诚聘：

导购 4 名、业务员 3 名。 高中以上学
历，年龄 25—40 岁，男女不限 ， 有 上 进
心，有团队合作精神，有亲和力，有销售经
验者优先，年薪 3 万—8 万元。 联系人：吴
经理 18062466416。

美国舒达床垫诚聘：
销售顾问 2 名，男女不限，有上进心，
有责任心，有销售经验者优先。 我们有年
轻帅气的 Boss，有可爱的同事，有我们共
同的梦想，诚邀优秀的你来加入！ 联系电
话：胡女士 13477390656。

圣象地板诚聘：

导购两名。 要求：年龄 20—45 岁，男女不
限，五官端正，有上进心，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待
遇：2000 元 + 提成 + 奖金，月休 4 天。地址：大
家装二楼。 联系电话：李总 15872986888。

德能舒适家诚聘：
店面销售 10 人，年龄 22—35 岁，男
女不限，中专及以上学历，有销售行业工
作经验者优先，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谈
单技巧，有团队协作精神，善于挑战。月薪
4000 元以上， 底薪 + 提成 + 社保补助。
联系电话：0724-2493728。

皇家爱菲诚聘：

业务精英若干名。 要求：年龄、性别不
限，有上进心，能吃苦耐劳，具备良好的沟
通能力，具有较强的工作责任感，有大客

荆门大家装品牌展示

户跟单经验者优先。 一经录用，待遇从优。
联系电话：2441590 15827835972。

美家美户墙布诚聘：

1.店长助理 1 名。 要求：2 年以上销售
行业经验， 有团队管理和协助店长管理店
面的能力；2.销售顾问 3 名。 要求：活泼开
朗，积极向上，口齿清晰，年龄不限，学历不
限；3.业务经理 2 名。要求：有良好的沟通能
力，能吃苦耐劳，年龄不限，学历不限；4.文
员 1 名（限女性）。 要求：会基本的办公软
件。 联系人：张经理 15872166556。

本栏目由荆门大家装协办

大自然地板：
零醛“智”造 为爱升级

宝仕龙蝉联
“集成吊顶十大领军品牌”

大自然家居（中国）有限公司自 1995 年成立至今已
走过 23 年的发展历程。 目前，家居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
大自然家居始终贯彻 2018 年度企业关键词——
—实干。
“
实”力强，是价值。 2018 年，大自然家居旗下“大自
然” 品牌被世界品牌实验室评定品牌价值为 279.35 亿
元，位列中国地板行业榜首；“实”力大，是业务。 大自然
家居在全球设立多个生产研发基地和运营公司，在全国
拥有约 5000 家统一授权形象专卖店；“实” 力全， 是品
类。 大自然家居自启动大家居战略以来，形成了大自然
地板品牌领衔，Nature 进口地板、大自然木门、大自然柯
拉尼橱衣柜、威尔曼橱柜、NatureHOME 生活馆、壁高
墙纸等多个品牌并驾齐驱的战略格局；“实”力惠，是回
馈。 大自然家居开创
“
+ 互联网”营销模式，推出“超级品
牌日” 活动，与用户进行零距离沟通。
“干”得多，是公益。 大自然家居开展“中国绿色版
图工程”十年来，在国内外共种植 20 片生态林，公益植
树超过 80 万棵；“干”得好，是产品。 从实木地板的首推
木种实名制到大自然活性生态漆地板，从天然大豆胶地
板、零醛智造地板到大自然 RWD 环保木门，从大自然地
板戴昆·设计系列、梁志天整体家装到丹麦君客地板、威
尔曼橱柜等，大自然家居一直用高端优质的产品回馈消
费者；“干”得妙，是活动。 大自然家居深度融合设计圈
层，启动“有态度的设计”系列活动，招募产品设计合伙
人，引领家居行业转型升级的新风向；“干”得精，是技
术。 大自然家居已逐步实现工厂智能化的升级，大力引
进智能自动化生产线，实现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
未来，大自然家居将一直以“为用户创造价值”为基
（
）
点，着力铸造百年品牌、千亿企业。

小然

TOTO 独创“电解水除菌”技术

2018 年 1 月 12 日，2017 中国建筑装饰装修材料
行业年会暨全装修家居产业峰会在北京召开，协会又一
次授予宝仕龙行业最高荣誉——
—
“集成吊顶十大领军品
牌”的殊荣。
转眼间，宝仕龙已历经十余载的时光，时刻奋斗着的
十多个春秋，陪伴着整个集成行业的成长与发展的春秋。
宝仕龙人无惧艰辛，坚持创新，用爱与信念支撑着
它， 让她从微弱的光束慢慢地成长为一颗耀眼的火球，
慢慢地崛起。 在这过程中，经历无数险峰、河流与沙漠，
经历险峻的道路、马拉松的游走、风沙的吞噬，最终成为
行业的领跑者。
被超越、被否定、被讽刺，都是一个实力品牌的宿命，
所以不停地向前奔跑，才是宝仕龙品牌所追求的宗旨，在
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在这个品牌遍生的时代，在这个质
优价贵的时代，宝仕龙一直秉持质优价优的理念。
为了研发质优物美的全景顶， 公司引进多条生产
线，寻找最高品质的原料，经过对比和筛选。 一切只为选
择最好的材料，进行精工生产，每一款产品都是匠心独
运，每一个系列都是别具一格，为全国千万客户带去最
优的产品和最良心的价格。
宝仕龙时刻准备着全景顶产品的创新，突破现有的
产品线， 她是行业内第一个提出全景顶概念并研发了
π++、艾尚家、宫墅、艺墅等一系列专利产品，2017 年
推出智能晾衣机家居产品，达到全方位的匠心效果。
Michael Jackson 曾经说，谎言擅长短跑，真相擅
长马拉松。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宝仕龙从来都是真材实
料，是这场十余年的马拉松一直处于“领行”地位的前行
（
）
者。

小龙

清洁、科技、环保和节能——
—这就是全新卫浴科技缔
造的 TOTO 未来水空间。 为了更好地关爱人们的生活，
90 余年来，TOTO 始终在不懈努力，并不断实现突破。
作为智能卫浴领导品牌，TOTO 卫浴推出的卫洗丽
系列产品广受市场好评，其独创的“电解水除菌”技术更
是成为卫浴行业的一大技术亮点。 据悉，电解水除菌技
术是一种可在短时间内进行除菌和消毒的清洁技术，相
比普通冲洗，电解除菌水能有效抑制马桶中的细菌和污
物，避免残留污垢形成的黄斑污渍，形成的电解水在完
成使用的 2 小时后，会自动还原为普通生活用水。 除了
温水冲洗、暖风干燥、强力除臭和便座保温等功能外，新
款卫洗丽更强调人性化设计，增加了夜灯功能、便盖自
（
）
动开闭和柔光照明等功能。

小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