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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近 2万元定制的楼梯
存在“碰头”问题。这一年来，家
住西安市的郝先生被这件事烦
得够呛。近日，他联系到三秦都
市报记者，希望就此事如何解决
讨个说法。

为郝先生家制作、安装楼梯
的西安一统国际家居·尚欧精品
店则回应，他们已经给客户提供
了多种解决方案，但对方均不认
可。

投诉：
定制楼梯“碰头”

2014年，郝先生在雁曲四
路给儿子买了套复式住宅作婚
房，2018年开始着手装修。

“复式房子的装修楼梯算重
头，2018年12月1日，我经过考
察比较后，选择了尚欧家居为我
们定制楼梯，当天签了合同并交
了 1.4万元预付款。”郝先生介
绍，之后，设计师上门沟通、测量
并拿出了具体的设计方案。
2019年9月6日，楼梯完成安装，
他付了剩余的5500元尾款。

“此时，距离我儿子的婚期
只剩下一个月，我却发现楼梯设
计的有问题，个子稍微高一点，
下楼梯就会碰头，而且有两个地
方碰（头）。”

10月 22日，在郝先生家的
新房里，个头1.77米的他给记者
做了演示，“你看，先是楼梯拐角
处这里，如果不找好角度或稍微
低下头，会碰上二楼的承重梁，
再往下走两个台阶，找角度也没
用，必须弯腰低头，不然会正面
碰上第二道梁，撞个鼻青脸肿。”

身高1.69米的记者当场做

了实验，发现对于这一身高的人
来说，下楼是不存在碰头问题
的，1.8米高的实习生则会遇到
与郝先生同样的困扰，特别是第
二道梁，如果不低头通过，会直
接撞上鼻子。

郝先生称，发现这一问题
后，他多次与家居店沟通，但至
今没得到一个满意的解决方
案。“在我看来，楼梯不碰头是基
本要求。而且因为我家的楼梯有
移位置，我在设计时强调过这个
问题，设计师也明确表示肯定不
会碰头，没想到最后还是出现这
种情况。”郝先生说，后续沟通过
程中，店方承认这是他们的问题，
表示可以给他作出处理。“但对方
所谓的处理方案，就是给我的梁
上包上皮子，碰不疼就行了，那我
肯定不能接受，我的诉求是重新
设计给我做一个楼梯，或者退款
我找别家做。”其表示，自家小区
里类似这样的复式住宅很多，

“没听说谁家的楼梯会碰头”，另
据他后来研究，楼梯之所以会碰
头，是因为“多了一级台阶”。

“对方为了上下舒适，将楼
梯的台阶高度做成了18.9厘米，
这样一来，脚感是舒适了，但台
阶多了一级，到那个地方就岔不
开承重梁，会碰头。”

回应：
已拿出多种解决方案
客户不接受

当天，针对郝先生反映的情
况，三秦都市报记者前往位于北
辰大道上的西安尚欧精品家居
店核实了解。

该店定制区负责人回应称，

接到郝先生家的订单后，设计师上
门测量具体数据，并根据客户意愿
拿出了设计方案，方案郝先生是确
认过的。“至于双方当时有没有沟
通过碰不碰头的问题，因为我不是
工程部的，不是特别清楚。”

其称，楼梯安装后，郝先生
反映了“碰头”问题，店面十分重
视，多次前往郝先生家里沟通处
理。“事实上，这个碰头并不是每
个人都会碰，个子高一点才会发
生。我们设计师当时设计时也
没法确定客户家里所有人的身
高。”该负责人称，这一过程中，
他们也找到了之所以会“碰头”
的原因，“郝先生家的楼梯走向
是改造过的，他家的层高和楼梯
走向决定了这个范围内，要想不
碰头就得把台阶高度增高一些，
要么就是现在这样，台阶高度在
舒适范围内，但个高的人不得不
克服一下碰头问题。”

该负责人介绍，针对这一

点，他们给郝先生提出了两种解
决方案，“一是将碰头的承重梁
做出来一个抹坡，再包一下，确
保客户不小心碰到头了也不会
碰疼；另一个是增加台阶的高
度，我们重新给他生产一个楼
梯，就是这样楼梯会陡一些。”

“但这两个方案郝先生均没
有接受，并表示是我们技术不
行，其他店面可以做出来两全其
美的方案。所以我们又就此提
出了第三种解决方案，那就是我
们出设计费，郝先生找人设计，
如果真可以做到两全其美，我们
负责免费将楼梯生产出来给郝
先生。就当是学习了。”

该负责人表示，尚欧公司不
接受无条件退款，“要退款他得
给我们提供一个别人设计出来
的不碰头、踏高又不超过 20厘
米的方案，我们也要一个公道。”

文/图本报记者张晴悦
实习生刘杨闻笛吕峰

定制的楼梯弯腰低头才能通过
双方未就解决方案达成一致

郝先生家里安装的楼梯会碰头

本报讯（记者石喻涵）10月
24日上午9时，商洛市室外实时
温度为9℃，但在商洛市体育馆
里，200余人身着运动装，挥动着
羽毛球拍，或跳跃、或奔跑，一派
热火朝天的景象。这是“国花瓷·
青韵杯”陕西省全民健身羽毛球
大赛商洛赛区的比赛现场。

商洛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巩文超、三秦都市报副总编
辑祝光、商洛市体育局副局长
全斐、商洛市羽毛球协会副会
长杨景涛、西安国花瓷品牌运
营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哈学云、
商洛喜霖商贸公司总经理王全
喜、西安国花瓷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商洛区域总监喻世英、三
秦都市报商洛事业部主任冀辉
等出席开幕式。

“三秦都市报携手西安交
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安国花
瓷品牌运营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喜迎十四运 三秦嗨起来——
国花瓷·青韵杯陕西省全民健身
羽毛球大赛’,不仅是我们组织群
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
众的一条生动路径，也是我省全

民健身运动的一次精彩展示，是
三秦人民迈步全面小康的一个
亮丽剪影,更是精气神的一次激
情呈现。”祝光在致辞中说。

多年来，国花瓷西凤酒以实
际行动支持公益体育，积极参与
支持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先后
赞助举办多场大型体育比赛。
明年十四运在陕西举办，是展现
城市形象，推动城市发展的良好
契机。正如哈学云在讲话中所
说：“本次比赛对加强体育文化
交流，促进陕西全民健身，发展
健康产业，打造城市名片，推广
陕西品牌具有重要的意义。”

“秦岭最美是商洛，美丽中
国动起来。我宣布，喜迎十四运
三秦嗨起来——国花瓷·青韵杯
陕西省全民健身羽毛球大赛商洛
赛区正式开赛。”在巩文超洪亮的
声音中，比赛正式拉开帷幕。

本次比赛场地为商洛市体
育馆，是商洛目前最大的体育
馆，最多可容纳 1000人。记者
了解到，为迎接明年十四运的召
开，该体育馆一直处于闭馆装修
阶段。此次为了“国花瓷·青韵

杯”羽毛球大赛，专门重新开放。
不仅比赛场地给力，比赛报

名人数也颇为可观。包括风羽飞
扬羽团、商洛羽协、商洛学院羽毛
球队、羽人俱乐部超越队、羽人俱
乐部羽你同行队等当地知名羽毛
球俱乐部全部参赛，其中民间羽
球高手更是比比皆是。他们中的
很多人都参加过省、市羽毛球比
赛并取得优异成绩。

面对高手如云的赛场，商洛

市民张勇表示，参加比赛就是为
了享受快乐。面对张勇，很难想
象这个身材匀称的人曾经体重
近 100公斤。“最开始打球就是
为了减肥，5年下来减到了70多
公斤。”他笑称，自己已经尝到了
羽毛球的甜头，以后更是割舍不
下了。明年家门口举办的十四
运，张勇表示非常期待：“只要时
间允许，我一定要现场观看羽毛
球赛。”

“国花瓷·青韵杯”
羽毛球大赛商洛赛区开赛

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代泽均摄

本报讯（记者谢斌）10月23日晚，
一场特殊的歌舞文艺晚会在西安市文
景小区举办。这场活动由西安市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西安市生活垃圾分
类中心主办，以“环境关系你我他，垃圾
分类靠大家”为主题。活动现场，社区
居民通过轻松快乐的氛围学习垃圾分
类的知识。

当晚，精彩的歌舞文艺节目让文景
小区内热闹非凡。音乐剧《环保世纪
行》、歌伴舞《文明卫生新风尚》、小品
《垃圾分类》等与垃圾分类宣传主题紧
密相关的文艺节目，吸引了社区众多居
民到场观看，让大家在轻松快乐的氛围
中学习垃圾分类的知识和意义。

活动主办方的工作人员设置了精
心制作的垃圾分类宣传展板，为社区居
民发放环保垃圾袋等，开展了垃圾分类
社会满意度知晓率调查等活动。主办方
有关工作人员表示，活动以寓教于乐的
方式，提升社区居民环保理念。引导大
家都能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人人争
做新时代古都文明建设的践行者和宣传
者，为美丽西安、生态西安建设作贡献。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记者10月
24日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将于11月1
日至11月21日启动2020年省级标准
化高中评估验收，全省27所普通高中
列入省级标准化高中评估行列。

本次列入评估行列的学校包括西安
市航天城第一中学、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分校、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航天学
校、西安市经开第三中学、西安市高新第
二高级中学、西安市曲江第二中学6所
学校在内的全省27所普通高中。

省教育厅明确，对2020年申报创建
省级标准化高中的普通高中学校进行评
估验收，将对照《陕西省普通高中标准化
学校评估标准及实施细则（试行）》各项
指标体系，专家组将通过听、看、查、访、
谈等方式，对学校进行全面评估验收，并
提出改进意见。参照2019年教育事业
统计数据，对未达到省级标准化的其他
普通高中学校实施“一校一策”措施落
实情况进行核实检查。

本报讯（记者陶颖）近期西安市以
多云天气为主，受冷空气和低槽影响，
27-28日有一次降温、降水天气过程。
今天：多云，9～20℃；今晚到 26日：多
云，12～21℃；27日：多云转阴天，11～
16℃。

近期天气晴好，适宜秋播作业及已
播作物出苗。建议未收田块加快秋收
进度，确保颗粒归仓，同时注意通风翻
晾，以防发芽霉变；已收冬麦区及时整
地，趁墒播种；已播地区加强田间管理，
及时查苗补苗，培育壮苗。

25日：陕北多云转晴天，关中、陕
南多云间阴天。26日：陕北多云转晴
天，关中、陕南多云间晴天，陕北、关中
北部有4～6级偏北风并且伴有沙尘天
气，日平均气温陕北、关中北部下降4～
6℃，陕北北部局地可达8℃。27日：陕
北晴天转多云，关中、陕南多云转阴天，
其中关中西部、陕南西部有小雨。日平
均气温陕北南部下降 4～6℃，关中西
部、陕南西部下降4℃。28日：陕北晴
天转多云，关中、陕南阴天有小雨，其中
秦岭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

近期西安
以多云天气为主

我省将启动省级
标准化高中评估验收

垃圾分类进社区
文艺晚会巧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