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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网e家·家政

凤网 e 家集装厢

衡阳市南岳区：村企联合办家政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尹盛鹏）“枫木

桥村以村集体为主体，联合天池集团创办家

政公司，组织贫困妇女以及富余人员上岗就

业，通过开展家政服务有效地加快南岳经济

发展，也实现了集体与群众双赢。”衡阳市

南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旷文峰如是评价。

6 月 28 日，湖南省天池家政产业集团与衡阳

市南岳区南岳镇枫木桥村的村办企业签约，

也拉开了当地村企联合办家政的序幕。

枫木桥村地处南岳中心腹地，山地面积

多，耕地面积少，剩余劳力多，目前建档立

卡贫困户 24 户，村办集体经济基础薄弱。

发展什么，怎么发展，一直是村里实现脱贫

致富所面临的难题。如今引入专业家政服务

后，加入了家政行业的村民都感叹 ：“我们

有信心，一定能为千家万户服务好。”

“我家新房已经装修完一年多

了，但还是有气味，最近气味还变

浓了。”家住长沙万家丽路某小区的

胡女士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

她前年结婚，去年搬进了装修后的

新房，“我们家比较谨慎，怕甲醛影

响健康，所以装修后房子散味近三

个多月才住进去。”

但最近，随着长沙气温不断攀

升，胡女士发现家里的气味越来越

重了，“闻着刺鼻，闻久了还会头晕，

晚上觉也睡不好”。胡女士疑惑“我

们入住时，给房子做过检测，当时

房间是没有味道的。现在都找不到

这气味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听到胡女士的诉说，同事建议

她再给房间做下环境检查。于是，

胡女士请来了长沙鼎好家庭服务有

限公司的除醛师柴志刚上门。数据

显示，胡女士家中的甲醛含量达到

0.1mg/m³，超出 0.08mg/m³的国家

标准。

001 夏天，房间飘出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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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醛的释放周期为 15 年，有

些甚至可达 20 年。”柴志刚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甲醛因为高温释

放的速度会更快，这就是胡女士家

中甲醛浓度升高的原因，“开窗通风，

活性炭、绿植等一般的治理方法，

并不能一劳永逸”。

在 一 年 不 同 季 节 中， 甲 醛 释

放 差 别较大。冬 季甲醛超标 率为

20%，春季甲醛超标率为 36%，秋

季甲醛超标率为 70%，夏季甲醛超

标率高达 84%，甲醛会随着温度、

湿度的增加而加速挥发。柴志刚表

示，在家庭装修方面，甲醛主要存

在于板材、家具、油漆、涂料、各

种粘合剂、窗帘、砖缝甚至墙面、

水泥里，而材质的不同也会对甲醛的

释放期造成影响。“比如皮质沙发的

板材，里面的材质多为木屑板和碎

木块，其中木屑板的甲醛含量最高。”

柴志刚介绍，实木家具最让人放心，

“只有表面的油漆会散发甲醛，而现

在很多油漆甲醛含量都很低了。”

胡女士有些疑惑 ：“我们购买的

家具、使用的装修材料都是非常好

的，甲醛含量也合格，为什么一年

过去了还会甲醛超标？”柴志刚表

示，这是因为家具和装修材料的检

查都是单独进行的，叠加后甲醛浓

度有超标可能。

002 小心，甲醛“深藏不露”

听完柴志刚的介绍后，胡女士

决定，先将家中的卧室做除醛处理，

看效果再决定是否做全面的除醛。

“除醛的第一步是温控。”柴志刚

介绍，为了促使除醛药水更好地发挥

功效，房间内需要维持高温度和高湿

度，“靠空调调温是不行的，这个要用

我们专用的高温蒸汽机来做。”

第二步是喷洒药水。“目前市面

上主要的除醛药水有三种，光触媒、

甲醛清除剂和居家伴侣。”柴志刚表

示，光触媒主要喷洒在玻璃等见光

处，“有光它才能发挥作用”。而甲

醛清除剂和居家伴侣作用在散发甲

醛的物体表面，用来做深层次的除

醛。喷洒药水也不仅仅是“洒洒水”，

而是要用空气压缩机均匀喷洒。

最后一步只需要“躺赢”。“密闭

空间 10-12 小时，之后照常开窗通

风就可以了。”柴志刚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药水会与甲醛发生化学

反应，加速甲醛的释放，但释放出

来的并不是气体，“而是生成了水”。

柴志刚解释，普通家庭只需要

在装修后做一次除醛即可，“甲醛的

释放周期虽然不会改变，但释放量

变少了，是不会影响人体健康的”。

如果没有大规模更换家具，那么不

需要做第二次除醛。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除醛意

识的增长，现在的除醛价格相比过

去低廉了许多。柴志刚介绍 ：“除醛

一平方米只要 10-15 元，面积越大，

单价越便宜。”凤网 e 家家庭服务

平台也将于近日推出除醛服务，欢

迎广大读者预约。

003 正确除醛，毒气化为水

扫一扫，
看凤网 e 家
介绍的好方法

扫一扫，看房间
如何除甲醛好

6. 植物不易成

活，或者家养宠物

莫名其妙死掉。

5.家人有群发性

某种症状。

4.家里孩子经

常咳嗽、免疫力

下降。

3.家人经常感冒，

精神、食欲不振；不

吸烟却经常感到嗓子不

适，呼吸不畅。

2.每天清晨起

床时感到恶心憋

闷、头晕目眩。

1. 有刺鼻、刺

眼等刺激性气味，

且长时间不散。

五种省钱又安全的除异味方法
在日常生活中，家里有些地方如厕所常

常会出现一些难闻气味，有些人会选择放

置芳香剂来消除异味，但芳香剂毕竟是化

学药剂，虽然可以袪除异味，但闻多了对身

体还是会造成一定的负担。凤网 e 家此回

就教大家用一些天然方法去除异味。　　

●霉味
雨季屋内容易潮湿，室内的衣柜、抽屉

常常会散发霉味，这时可以将香皂摆放进

干净的丝袜里，或者是将晒干的茶叶渣放

入纱布内，摆放至有霉味的地方即可消除

异味。

●香烟味
若有人在室内吸烟散发难闻二手烟味

时，你可以将纱布蘸醋在室内挥动，或点

支香熏蜡烛，就能把烟味袪除。

●厨房异味
下厨过后，厨房都会留有各种浓浓的

味道，这时在锅中放入少许白醋加热蒸发，

即可消除厨房异味。

●油漆味
新漆了墙壁或家具后都会留有一阵子的

油漆味，你可以在室内放两盆冷盐水，只

需 1~2 天漆味即除；也可将洋葱泡在脸盆内，

同样奏效。

●厕所臭味
厕所虽然经常冲洗，但仍留下难闻味道，

只要将万金油或薄荷油放在厕所角落即可

除臭；或放置一小杯醋，恶臭也会自然消失。

育婴师，也要一专多能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尹盛
鹏）“她仅仅比我大两岁，却把我家

照顾得井井有条。这位小姐姐满足

了我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愿望，即

用心照顾好家庭与孩子。”7 月 1 日，

在湖南侃米拉母婴服务有限公司

一周年庆典上，用户代表蒋女士

讲述了她和育婴师之间的故事，让

大家纷纷对育婴师们点赞。

“现在市场上母婴机构虽多，

但产品同质化，培训同质化，渠

道同质化，营销方式同质化，结

果竞争惨烈。”湖南省家庭服务

业协会会长黄跃佳说，表面上看，

母婴市场红火，其实许多企业还是

“虚火旺”。而侃米拉不但要求工

作人员要懂育婴技能，更培养大

家能开车、懂营养、会中医按摩等

多项技能。培养一专多能的母婴

工作人员，才能更好地为家庭与

社会服务。

TIPS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炎炎夏日，除了汗流浃背让人烦恼之外，有些气味也是让人烦躁的来源。马路的沥
青味可以忍，但很多人发现，随着气温升高，家里的味道也变得刺鼻且让人难受。你以
为这是家庭卫生没有弄干净吗？其实，这是房子对你发出的警告！

如果有以下

情形，估计你家甲

醛超标。

大蒜加香烟，帮你来戒烟
很多人觉得戒烟是个麻烦事，但是

本期今日女报 / 凤网全媒体给大家推荐

一个方便又实用的好方向，只需要大

蒜加香烟，就能帮助你戒烟。

e 家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