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尚
!

家居

春天已悄无声息地走过来了!曾几何

时"窗外的阳光已涂上一抹新绿"那你的家

是否也有了春意# 有没有想过"将绿色的

花草搬入居室"换一幅春花烂漫的窗帘"换

一套清新的沙发罩"或是将沙发上的靠垫

换上温和的暖色"使家充满春天般的气息!

如果还不曾拥有"那么赶快行动吧!

将家居的主色调变为浅浅的绿色 "

或者加上干净清爽的湖蓝" 整个家居会

变得焕然一新! 如果感觉过于清淡"可以

用一些跳跃的对比色稍加点缀" 如娇艳

的鲜花"或暖色的小装饰品!

春天正是草木萌芽百花盛开时 "把

绿色的盆景$娇嫩的鲜花搬到室内作装

饰品"具有独特的韵味! 绿化居室的方

法有多种"设计师建议大家可以首选一

些阔叶类的植物" 适当地运用吊挂 $悬

挂$放置"可增添家的情趣! 至于花盆"

只要你有心 "只要经过巧手装饰 "空罐

空瓶各种东西都可以成为很好的花器 !

如餐桌上可以摆上带着水珠的花篮 %沐

浴间则适合放一束散发芬芳香气的花 "

既可以消除异味"又可以增添清新的色

彩!把这些生机盎然的绿色草木搬进居

室" 只要有足够的空间和适当的日照 "

这些花草就会令每一个角落都生机勃

勃 "具有独特的韵味 "因为即使再昂贵

的家具和电器"也无法比拟鲜花绿叶带

来的生命色彩!

春天光线明朗" 清爽颜色的窗帘可

以加强您对季节的感应活力! 落地窗内

层传统素色的白纱也可尝试换点新花

样! 淡若云烟的水蓝色同白色搭配"加之

细致的花纹点缀的纱窗帘" 可谓最佳选

择! 窗帘布的缝制方式可尝试绑带式$布

环式$穿空式或扣带式"增加室内的多样

性! 另外"设计师建议"窗帘布的颜色和

花样若能和沙发罩的花色相呼应" 会令

人感觉很和谐"尤其是小居室"更有扩大

空间的效果!

布艺沙发可以在换季时大显身手 "

换上不同色彩的沙发套" 就有不一样的

感觉了! 你可以把客厅里主题沙发厚重

的&冬天外套'换掉"然后再套上清新的

暖色调的&春装沙发套'"使整个房间立

刻会有一种阳光般温暖的感觉! 设计师

建议" 你可以到布艺店去量身定做一身

带有清新色彩的沙发&新衣'"以呼应春

天气息! 另外"将搭配沙发的靠垫等饰品

的颜色也改变一下"利用草绿$淡蓝$橙

黄等浅色调" 让空间共同拥有春天的清

新气息"也许效果更佳!

餐桌是最能体现春天的地方" 也是

最禁得起装扮的地方" 一块方格布艺桌

布"几丝淡淡的绿色"就会把春的气息点缀

得恰到好处"如果把餐桌椅的套子换成一

致的绿色"整间餐厅会更加和谐!年轻的朋

友可以选用水贴画"把厨房$餐厅的墙砖来

个焕然一&绿'"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其实" 生活与空间总是拥有如此相

似的魅力"那就是&随时都在变"随时都

可以变'! 而扮家只是一种生活态度"绿

色则是唤起春意生活中的调味剂" 或浓

或淡"全由你来掌控!

!!

语吧
!

观点

"##$

!北京奥运会!一个正在走近的盛会" 对

于时尚人士来说!怎样参与其中#不如在普通的日子

里多加点运动色彩吧!除了做运动!最迅速转换轻松

心情的途径就是穿运动装! 把自己打扮成时尚人士

喽!因为今年运动风格服装最
%&

"

运动时装早已不再是人们第一感觉中灰头土脸

的短衫长裤!设计师把极度夸张的奢华艳丽$纸醉金

迷!一股脑儿地奉献到运动的灵感里"不管是运动时

装化还是时装运动化! 都令时尚大气候日趋舒适与

随意"在这个被时尚运动风吹过的季节!赶紧刷新一

下自己的衣橱吧"

相信大家已经看过了中国运动员的奥运会参赛

服装!有什么启发没有#那些使用了高科技面料的新

款运动服装!往往在图案上结合了中国传统花纹!是

不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看来!中国元素在运动服装

中出现!将成为新的时尚潮流"建议

大家再去挑选运动装! 也可以找点

有中国元素的! 即使买了一件普通

的白色运动上衣! 是不是也可以开动脑筋绣一朵牡

丹或者龙纹上去# 动手试试!你一定会有收获!说不

定奥运会期间你的
'%(

运动装就是最抢眼的呢"

事实上! 运动元素在过去从来没有退出过时装

舞台!不但各大一线奢侈品牌纷纷推出运动系列!连

过去只是以量取胜的平价运动品牌! 也专门聘请了

顶级时装设计师!合作生产时装化的运动服饰"

还记得小时候人人都有一件的蓝色运动服吗# 袖

子两边各镶着两三条白色竖条!构成了我们对运动服

的经典印象" 如今!这种侧镶竖条不再是阿迪的专利!

时装款的毛衣$夹克$短裙上都出现了这种活力十足的

竖条!不过它们大多经过时装化改良!与时装完美地融

合"比如有种竖条往往用亮片镶拼而成!提升整体服装

的华丽感觉!甚至可以穿着参加派对"或者以与服装对

比的材质镶拼!比如牛仔衣料配以丝缎竖条!或者软呢

衣料配以蕾丝竖条等等!一点点改变!就可以转换服装

的整体风格!运动感觉中绝不失甜美优雅"

人们对团队运动的热爱! 催生了对数字的敏感!

即使你是个不知道贝克汉姆穿几号球衣的足球盲!你

也不能拒绝时装嵌上数字之后带给你的兴奋感!仿佛

你一下子成了球队中的一员!要时刻准备进球得分"

各种艺术化了的形象的数字更为时装带来了丰

富的表情!最热门的仍然是亮片镶嵌的数字!谁让华

丽和运动是一对绝配的冤家
)

而各种胶印的$丝网

印的$缝补上的数字!则像一个个年轻的宣言!时刻

昭示着主人的活力"与那些优雅的花卉印花比起来!

穿数字印花的人要青春十倍"

想在办公室里聊发%足球狂&!可以在中规中矩

的西服装上做文章"

*+,--.

预科生风范是今季不

可拒绝的潮流! 素色的西装上衣里面搭配亮色的
/

恤衫!或是一件运动感的小可爱吊带!使正装风格中

带着一丝玩世不恭的诙谐"

所谓
*+,--.

风格就是要正统!而今作为时尚

潮流可没有那么刻板!用休闲$运动碰撞正统!有创

意的搭配就能适当削弱其呆板$严肃感"职业套装搭

配运动吊带$背心!刻板与随性的混搭会搭出别样韵

味" 西服里面搭配
/

恤衫也会将运动元素加入正装

中!而
/

恤衫是运动装中的优雅王子!其散发的优

雅气息会同时征服运动场和职场! 若要与针织背心

和收腰小西服搭配!则展现英伦学院风范"

时下!时装和运动装相互糅合!不仅时装运动化!而

且运动开始时装化" 作为今年最重要的流行元素!运动

服完全改变了沉闷的面貌!色彩的运用配合着本季国际

时装界的流行色!比如明黄$湖绿!给人眼前一亮的惊喜!

还有随处可见的白色!也成为各款上衣的主流色调" 在面

料的选择上!各种弹性纤维勾画出穿着者的身材!而且高

科技的加入使面料的吸汗性更好! 可以在炎炎夏日也感

觉清凉" 款式方面的变化更大!低腰裤$超短裙$贴身背心

等等!都引进了时装概念" 不少运动品牌前所未有地尝试

了低胸设计!大走时装路线!将运动和时尚结合得炉火纯

青!让人不禁感叹'运动中的女人最性感"

!!

针对社会炫富消费盛行!去年以来!浙江省

工商局和省消协共同发起"新消费运动#!内容包

括崇尚理性消费!反对消费迷信$崇尚责任消费!

反对消费炫富$崇尚文明消费!反对消费畸形!取

得一定效果% (见
"

月
#$

日)中国青年报*+

消费成了"炫富场&!这是当今普遍存在的一

种'富裕病&!以杭州为例!去年全市餐饮消费总额

达
%&"'()

亿元!但餐桌上浪费超过
#*!

!就是说杭

州城一年当作垃圾倒掉的美味佳肴达
#&

亿元之

多% 一个杭州尚且如此!放大全国呢( 且这仅是吃

饭浪费!炫富消费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炫富风越刮越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违

背国情的超前) 豪华消费宣传鼓动颠覆着国人

的传统消费观! 一些政府部门奢侈浪费在发挥

着"榜样&作用* 超脱国情的炫富消费不能再蔓

延下去!我们需要"新消费运动&*

"新消费运动&能否被国民接受( 融入日常

生活成为一种消费时尚( 笔者以为需要三种力

量助推*首先要教育引导公民树立资源消费观!

明确消费就是消耗资源* 任何消费都是对环境

资源的占有!决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消费越多消

耗的资源就越多!对环境破坏越大*联合国一项

调查显示!近
+*

年人类对地球资源的消耗是过

去
+**

年的
,

倍! 席卷全球的过度消费是罪魁

祸首*人类不能不消费!适度消费体现着对资源

的保护!是每个公民应具有的社会责任+理性和

资源道德!炫富消费则是对资源的'敲骨吸髓#,

有人说我有钱!咋消费是个人自由, 不对!你有

消费的权益!但钱再多无权浪费资源,全国两会

上!有代表委员提出开展节约一度电)一粒粮)

一度水的节俭观教育,确有必要!一方面我们要

重新拾起'节约一度电#的老观念!同时要树立

新型的资源消费观!营造适度消费光荣)炫富消

费可耻的社会氛围,

其次!政府要以身作则, 社会上炫富和过度

消费大行其道!少数政府部门铺张奢侈'功不可

没#!如公款吃喝屡禁不止!政府豪华办公楼拔地

而起!政府采购专拣贵的或洋货买!等等,杭州餐

饮业一年浪费
%&

亿!肯定有公款吃喝造的孽,政

府奢侈不除!社会炫富难治!政府勤俭节约是推

进'新消费运动#的最好形象和强大动力,

第三!需要社会民间力量助推, 笔者常从电

视上看到!发达国家动物保护组织游行示威抗议

捕杀野生动物用于消费!国外'不穿皮毛#运动)

'不吃野生动物#运动!有效遏制了消耗野生动植

物的过度消费行为!欧美国家影视明星拒穿毛皮

制服成为常态, 这一幕却从未在中国出现!别说

明星!就是普通百姓穿皮衣)吃野味司空见惯,推

行'新消费运动#!中国需要一大批有环境责任感

的民间力量走上街头宣传!向炫富消费宣战,

!!

+**-

年年初"罕见的寒冬之后"一

场关于&秋裤(南方人称之为棉毛裤+"

穿还是不穿' 的话题在网络上愈演愈

烈"进而发展成了一场超级口水战! 虽

然关之琳$ 舒淇等名人都曾做过保暖

内衣的代言人"但毫不夸张地说"在此

之前"秋裤还从未享受过如此时尚&待

遇'!

事件
一条!秋裤"成为网络热点

事情起源于国内某时尚杂志的女

主编苏芒在上节目接受主持人鲁豫访

谈时" 透露自己在冬天坚持不穿秋裤

的生活习惯" 并说起自己曾奉劝老板

不要穿秋裤! 结果被网友们贴到网上"

并进而衍生出几十个关于 &不要穿秋

裤'的版本!

鲁!你跟我有一点很像!你冬天光

腿穿短裙子!我穿一双薄袜子, 我冬天

只穿一条裤子!你也是,

苏!我不允许我周围的人穿秋裤,

鲁! 不仅不让周围的人穿秋裤!还

会查人家的箱子!谁带秋裤会给他没收,

苏!由于我常在国外!懂得外国人

的一些礼仪!我觉得入乡随俗很重要,

我们要出国培训! 我对某些领导提出

了善意的忠告!我说!你千万不能穿毛

裤, 我们是冬天去纽约!很冷, 我为了

让他害怕!说外国人很歧视穿毛裤的!

这样有损我们中国人的形象,

鲁!你上升到国家高度了,

苏!对, 当时大家住在一个公寓!

一间男的住!一间女的住, 晚上没事就

凑在一起! 忽然我看到某人的箱子是

打开的! 我竟然看到了一条令人发指

的毛裤,我说你为什么带毛裤(他无辜

地看着我说!这不是毛裤!是尼龙裤,

我及时制止了事情的发生! 虽然他带

了!但没有穿,

网友们的火力" 从对苏芒的个人

点评"集中到了讨论&要不要穿秋裤'

这一点上! 随后就有网民爆苏芒的料,

&一男编辑弯腰之际露出了秋裤的腰"

主编大怒, 怎么一时尚编辑能穿秋裤

呢- 还想不想干了# 男编辑很冷"还是

穿"偷偷地把秋裤腰塞进去些"以为能

蒙混过关! 第二天"主编看见该男"一

摸他的腰"于是"裤边又露馅了! '

于是"一场&冬天要不要穿秋裤'

的时尚口水战由此引发!

反应一
!在没有秋裤的日子里 #你
们#还好吗$ "

网民们的不少跟帖中" 都充满了

对苏芒的冷嘲热讽!

&俺就是不明白为啥不能穿秋衣秋

裤# 天气冷了不穿秋衣秋裤穿什么# 等

着挨冻啊# 俺承认俺不时尚"可是这是

跟气候有关"跟什么品位没关系吧! '

&不穿秋裤"难道穿
%**

条裤衩# '

&这种行为
.

指不穿秋裤
/

完全是对

社会对自己不负责任! 冬天天气那么

冷 "偏偏要穿得跟夏天一样 "那不是

要把空调温度打很高# 这样也不环保

啊! '

也有比较理智型的说法"如&穿不

穿秋裤应该是身体健康的需要" 它受

居住环境和身体素质的影响" 而不应

该成为是否时尚的判断标准'"等等!

&秋裤门'还引起了海外华人尤其

是留学生们的关注! 一位美国留学生

发帖表示,&我实在是太愤怒了- 平时

都潜水"现在要发言- 我在美国的北方

呆了
!

年"换过不下十个美国室友"冬

天来了他们里面都穿长的保暖裤"就

是所谓的秋裤! '还有一位留学生在倾

诉完自己在异国他乡买不到秋裤的烦

恼之后问道,&漂泊在其他国家的我的

亲爱的同胞们"你们"买得着秋裤吗#

在没有秋裤的日子里"你们"还好吗# '

反应二
穿上秋裤还能时尚吗$

当然"在一片驳斥声中"也有网民

表示了对苏芒的理解和支持! 一位署

名&紫烟渺渺'的网友就撰文写道,&记

得一次去伦敦开会" 下榻在著名的萨

伏伊酒店! 路过大堂的时候"看见宴会

厅里面衣香鬓影" 一时好奇和同伴推

门而入"顿时发现自己进错了房间! 因

为里面的红男绿女都是穿着极为轻薄

的晚礼服" 和我们全身上下毛料西装

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中一位女士薄薄

的晚装" 站在酒店门口正在等待自己

的司机开车过来"那一刹"伦敦的寒风

与女士半裸的晚装相

映成趣! 如果这时她

换上一身厚厚的棉毛

裤打底" 再套上一件

羽绒服"显然英伦风情

会烟消云散!看来冷暖

自知"谈过多的时尚概

念" 还是要和自己的

生活习惯而相应!写到

这里"不禁为那位坚持

不穿秋裤的时尚主编

叫好"因为作为时尚产

业的一分子"显然是需

要身体力行的! '

进展
苏芒写博澄清!秋裤门"

最近" 苏芒在个人博客上发文澄

清"表示自己对网民们的误解感到&很

委屈'! &我只在鲁豫有约上开玩笑讲

了一个不让老板穿毛裤的故事" 那是

很久以前的事! 我的老板每天开车上

下班"从家里车库开到公司车库"没有

天寒地冻的冷" 所以我建议他可以不

穿毛裤"让西装更有形! 他是我十几年

的上司"所以可以开玩笑! '

此外"苏芒特别强调"自己&从未

要求过编辑不穿毛裤和秋裤'! &可以

问问我们自己的编辑" 就在我写博客

的时候" 我们的编辑还在大喊,.我现

在就穿着秋裤呢- /'

态度
时尚 你不必当真

&秋裤门'事件随着苏芒的澄清"

暂告一段落"但一条&秋裤'居然能引

起如此激烈的大讨论" 不能不引起关

注! 有社会学者认为" 网民们的这种

&集体愤怒'" 一方面是因为网络提供

了一个可以让他们集体&情绪失控'的

平台! 另一方面" 网民们的 &集体愤

怒'"还在于他们对&权威'的挑战"以

及&自我价值'的证明! &我相信大部分

的时尚圈内人士都会对苏芒的说法表

示理解"但是对网民们来说"他们会认

为"作为时尚杂志主编$有机会接触到

顶级世界时尚的苏芒" 哪怕对秋裤流

露出一点点的不尊重" 都是对平民百

姓和对日常生活的挑衅! '

回到时尚本身" 当时尚一旦和自

己的体温联系到一起的时候" 恐怕人

们都会考虑到面子和里子的关系! 在

同为时尚杂志编辑的余小姐看来"&秋

裤门'引起热烈争论并非坏事"但它的

中心不应该是&能不能穿秋裤'"而是

&怎么让秋裤既保暖又不碍眼'! &时尚

也不外乎人性"问题是很多人把秋衣秋

裤穿得太没有仪态! 秋衣秋裤作为内

衣"最基本的穿着之道就是别让别人看

出来! 还有"穿西装也不是一定不能穿

秋裤"但你至少要把秋裤塞进衬衫里面

去掩好! 当然女性也会误穿"比如女性

冬天爱穿裙子"但天又很冷"于是就在

长筒袜内套一条秋裤"甚至秋裤的颜色

都透了出来"这就有碍观瞻了! '

对更多的人来说" 经过了 &秋裤

门'的洗礼"人们看待时尚"对待潮流"

也多了一份理性!

有人调侃,&我认为时尚是社会学

的一支" 可以有效地反映出人类很多

可笑可泣的一面! '有人反思,&时尚是

艺术! 时尚是艺术的延伸物"可以这样

理解吗# 想一下
0123

这个牌子"不正

是陈冠希的带领" 才在香港称王称霸

嘛! 或是.

4"5 678 9 :;9<8=> ?9@

/"这个

也是因为 .环保'

#

明星效应才会开始

风行"不是吗# /'还有人激愤,&时尚是

钱放的屁"不但闻着臭"吸进去对身体

还有害! '但更多的人开始对时尚$对流

行$对身边的种种不同抱着越来越宽容

的态度! 更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时尚圈

子同我们普罗大众是两码事! 他们有自

己的游戏规则"一小部分流行时尚的理

念会被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接受"一大部

分只是自娱自乐的内容"不必当真!

有人宣称,&我只是个女人! 时尚

很简单嘛! 各取所需"掂量着钱包买裙

子- '我们欣赏这种时尚态度!

相信经历了&秋裤门'"我们对于身

边不时袭来的时尚的风"不停涌动的流

行的潮会越来越从容豁达"不再昏了头

地盲目追随! 如果它能和自己的年龄

气质相得益彰" 我们不妨随之轻舞飞

扬%如果这一季的流行不适合自己"那

么我们不妨驻足小憩"笑看花落!

其实"归根到底"对时尚圈的人来

说"时尚可以是事业"是激情"是生命"

是一切! 但对我们"不过是一种生活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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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
!

资讯

!透视"这一季春夏
"

陈彬雁

当连续几天的气温持续徘徊在

"#

摄氏度以上时!我们明白!春天

就这么势不可挡地来了" 吹面不寒

的轻风一再催人把衣领上的扣子解

开( 暖暖的阳光更是让人不由自主

地想要选更薄透的布料! 让身体轻

松地呼吸"这也难怪!透视装和半透

明布料!年复一年!一再成为春夏最

时尚的表情"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分享
"##$

春夏季!最妩媚的透视姿态吧"

菲格拉慕

水 天 蓝 "

不在夏天拿出

来穿"要等到什

么时候#

这一春夏 "

菲格拉慕让连

衣裙再显神奇!

女人的肌肤穿

过丝织水蓝色

布料透出"裙袂

被夏天暖风吹起"轻盈飘逸! 女性

的自信与独立"紧跟着随风飘来!

淡 粉 颜

色本来就是

温文尔雅$娴

熟宁静的!创

意 总 监
G7C6

H9;;=967

设计

的这件棉薄

纱蕾丝吊带

连身裙"淡紫

色泛起优雅

情怀"白色刺绣细节构出法式浪

漫风情"让女人很柔媚!

迪 奥

路易威登

I

领薄纱

紫 蓝 色 春 夏

装" 搭配看似

不搭调的浅黄

色 薄 纱 高 叉

裙" 艺术家刁

钻的脾气 "让

时尚散发出一

缕异艳气质 !

如此的层叠薄

纱衣裙是路易

威登
+((-

年春夏女装系列的一

大特色!

芬 迪

芬 迪 今

年春夏季把设

计重点集中在

透明材质和圆

形之上! 一圈

一圈的圆在素

色透明硬纱上

展 现 艺 术 魅

力" 别致的腰

带强调了女性

的腰线" 上面

的迷你砖块青金石$琉璃$绿松石$

猫眼石$碧玉等"姿采华丽丰富!

瑟 琳

单一的全

白装束" 看上

去 不 给 人 负

担" 却一点也

不单调! 超薄

针 织
J

恤 柔

软" 内衬骨架

巧妙将腰部线

条突出! 印上

图形的白色纱

裙轻盈摇曳" 活泼中展现女人最

妖娆的身姿!

1

字裙有修身作用"

对女人来说"功德无量!

罗 威

米色丝雪纺

褶裥连身长裙 "

丝质流苏腰带点

缀"很有律动美!

隐约之中透出的

肌肤" 适可而止

的性感让女人多

了 一 重 优 雅 气

质!

时尚 是一种生活态度
-..从时尚的"秋裤门&事件关注开来

时尚
!

主题

时尚
!

潮流

奥运风吹来 时尚爱运动
"

凌 波

!新消费运动"

需要三种力量助推

"

尹卫国

让家充满春天的气息

"

实习生 贾 楠 综合报道

女主编 苏芒

"

方 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