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购买红木家具的人大多数都
有疑问袁 花大价钱买来的红木家
具袁本应该是完美无缺的袁为何在
它的面板四周都留有一道缝遥 有
些顾客认为这是厂家制作时失误
造成的袁与板材家具相比袁它更容
易进灰袁清理起来极不方便袁看上
去不讨喜遥 其实袁雅韵红木告诉您
这条看似不起眼的野伸缩缝冶非常
关键袁它是传统的木工工艺遥 就像
传统家具制作工艺--榫卯袁 不用
一枚铁钉袁 一榫一卯就能将木件
固定住遥 要了解伸缩缝的意义袁雅
韵红木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要要要
木性遥

木材会随着空气湿度的变化
而变化袁阴天空气里水分重袁家里

的木门会变得湿重袁 难以关上合
拢遥 当天气转好袁空气干燥袁因吸
水而产生变化的木材会变得卷
翘尧产生裂缝遥 严重影响家具的使
用寿命遥

为什么价格便宜的板材家具
反倒没有伸缩缝钥 大多数板材家
具袁 表面都上了一层油漆或防爆
剂袁这样木性完全封死在油漆下袁
不需要伸缩缝遥 但油漆通常都含
有甲醛等危害物质袁 高档的红木
家具并不建议使用袁 红木家具大
多采用烫蜡或生漆工艺袁 这样不
会封死木头的天然活性袁 于是留
有伸缩缝袁以应对季节变化遥 这是
截至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遥

伸缩缝的存在是为应对木材

野湿胀干缩冶的物理特性袁提高红
木家具使用寿命遥 就像水泥马
路尧桥梁留有伸缩缝袁是为了路
面尧桥面由于气候温度变化渊热
胀尧冷缩冤袁使路面有足够空间得
以伸缩膨胀袁而不至于翘起撑破
路面遥 红木家具也一样袁是经得
起岁月考验袁能传给下一代的珍
贵家具遥

伸缩缝的宽窄根据木材的大
小及使用家具地区气候来决定袁
其宽度标准不能一概而论袁 一般
在 0.5厘米以内遥伸缩缝是红木家
具的野自我保护系统冶袁雅韵红木
提醒您大多数情况下出现不匀时
也无需担心袁 季节变化后大多会
恢复遥 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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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公示
一尧概要
三个流域规划环评袁分别是院淤瑞金市九堡河及支流袁于

江西省瑞金市梅江支流流域综合规划袁 盂江西省瑞金市绵江
河及支流流域综合规划遥

二尧公众参与的方式和期限
渊1冤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和公众意见调查表

的网络链接院 http://xxgk.ruijin.gov.cn/bmgkxx/sswj/gzdt/gggs/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院可联系规划单位遥

渊2冤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院受建设项目直接影响或间接影
响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单位和个人遥

渊3冤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院公众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至以下邮箱院rjss鄄
wj@163.com袁或者通过信函邮寄至院瑞金市象湖镇中山北路瑞
金市水利局渊联系人院梁科长 电话院0797-2328739冤袁 反映与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遥

渊4冤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院2019年 7月 1日至 2019
年 7月 15日

三尧规划单位及评价单位联系方式
渊1冤规划单位院瑞金市水利局
联系地址院 瑞金市象湖镇中山北路瑞金市水利局 q联

系人院梁科长 电话院0797-2328739 邮箱院rjsswj@163.com
渊2冤评价机构院深圳中环博宏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瑞金市京都旅行社有
限公司原法人印鉴章遗失 ,
原法人姓名:黄德民渊身份证
号 院36210219790706009X冤袁
声明作废遥

近日袁多位河北保定的老
人向叶天天 315曳栏目组反映袁
他们因保定中古文化收藏品
公司承诺藏品可升值尧应允 3
个月或者半年后高价回收袁而
在半年内花光几十万养老钱袁
还贷款不少钱袁 瞒着家人袁购
买了大量收藏品遥到 3个月或
半年回购期后袁保定中古文化
收藏品公司却一拖再拖迟迟
不兑现回购承诺遥担心养老钱
打水漂袁多位老人向收藏品公
司提出想要退货退款袁哪料没
过多久袁收藏品公司竟然人去
楼空遥

保定的张女士今年 60有
余袁2017 年年初她和朋友聊
天时得知袁 收藏品能升值袁购
买收藏品是个不错的理财方
式袁后来她就被朋友拉去了保
定中古文化收藏品公司袁之后
在销售人员的劝说下袁她不仅
花光养老钱袁 还贷款十几万袁
购买了大量的钱币尧字画等所
谓的收藏品遥

保定的王女士今年已经
70多岁袁她说袁她是在逛街时
拿到保定中古文化收藏品公
司发的传单袁发传单的人称新
店开业做活动袁免费赠送小礼
品遥 王女士说袁当时确实也闲
着没事做袁 就去店内转了转袁
本想不买藏品袁拿着小礼品就
走袁但进入店内袁就听店内几
个老年人说袁 收藏品升值很
快袁之前在其他店买的袁公司回购后赚了不
少钱了袁而且有人还在边说着袁边付钱购买
字画等收藏品遥 后来在店员的劝说下袁她花
4万元购买了一幅字画遥

到 3个月或半年回购期后袁保定中古文
化收藏品公司却一拖再拖迟迟不兑现回购
承诺遥 之后这家店突然换了名字袁店内人员
称袁店内的经营者已经更换成他人了袁但称
继续购买藏品袁 等回购时还是可以赚钱的袁
但如果一分不花袁那之前所有的钱也都打水
漂了遥 无奈之下袁老人们又花钱购买了一些
藏品袁为的只是能挽回之前的损失遥 但最终
的结局却让他们倍感意外遥野人跑了袁公司锁
门了袁现在一个都联系不上了遥 冶

叶天天 315曳温馨提示院老年人想投资理
财未尝不可袁但应把钱存到银行或购买正规
银行理财产品袁尽管收益低一些袁但保险系
数大曰对社会上一些所谓的野投资理财公司冶
野收藏品公司冶袁需要保持高度警惕遥 社区和
家人应该加强对老年群体和个体的精神关
怀袁防止老人和现实生活隔得太远袁陷入孤
单无助的精神状态袁从而上当受骗遥 市场监
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则应该加强防诈骗宣传
教育袁并应加大对集资诈骗尧收藏品诈骗等
打击力度遥 黄金

一尧野宜兴茗壶袁以粗砂制之袁
正取砂无土气耳冶又野茶壶以砂者
为上袁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袁故
用以泡茶不失原味袁色尧香尧味皆
蕴冶袁 上述为古人总结的心得袁易
言之袁以紫砂壶来泡茶袁只要充分
掌握茶性与水温袁当可泡出野聚香
含淑冶尧野香不涣散冶的好茶袁比起
其它材质茶壶袁 其茶味愈发醇郁
芳香遥

二尧紫砂壶野注茶越宿袁暑月
不馊冶袁茶汁不易霉馊变质袁且不
易起腻苔袁所以清洗容易袁不费周
章遥 清人吴骞记载了他的洗壶妙
方袁野壶宿杂气袁满贮沸汤袁倾袁即
没冷水中袁亦急出袁冷水泻之袁元
气复矣遥 冶

三尧 紫砂陶是一种介于陶和
瓷之间袁属于半烧结的精细茶器袁
具有持殊的双气孔结构袁 透气性

极佳且不渗漏遥
四尧 紫砂茶具使用越久袁不

但壶身光泽越加光润袁 而且据
叶阳羡茗壶系曳载野壶经久用袁涤
拭日加袁自发然之光袁入手可鉴冶,
此即指常用干布摩拭袁更显气韵
温润袁这也正是国人热衷的野养
壶冶遥

五尧紫砂器具有耐热性能袁冷
热急变性佳袁 寒天腊月即使注入
沸水袁 也不易因温度遽变而胀
裂遥

六尧紫砂砂质传热缓慢袁执用
时较不易烫手袁 所以保温亦较持
久袁此点对于半发酵茶而言袁更是
一项难得的特点遥

七尧紫砂土具有良好的可塑
性及延展性袁 配合以特殊且精
准的制壶技艺袁 所以成品口盖
严密袁缝隙极少袁减少了含霉菌

的空气流向壶内的管首袁相对延
长了茶汤变质的时间袁有益人体
健康遥

八尧 砂泥色多彩袁 且多不上
釉袁透过历代艺人的巧手妙思袁便
能变幻出种种缤纷斑斓的色泽尧
纹饰来袁 加深了它的艺术品特
性遥

九尧紫砂泥的可塑性高袁虽不
利于灌浆成型袁 但其成型技法变
化万千袁 不像手拉坯等轮转成型
法袁只限于同心圆范围袁所以紫砂
器在造型上的品种之多袁 堪称举
世第一遥

十尧紫砂茶具透过腋茶夜袁与文
人雅士结缘袁 并进而吸引到许多
画家尧诗人在壶身题诗尧作画袁寓
情写意袁 此举使得紫砂器的艺术
性与人文性袁 得到进一步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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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红木家具“伸缩缝”

细数紫砂壶独特的十大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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