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策划 马正国 责任编辑 李 岚
!""!

年
#

月
$"

日 星期三
!"#$# %$&'(

!

"

时尚
!

播报语吧
!

心情 "

孙君飞
"

王洁

时尚距离我们是近还是远

传奇品质 百年张裕
葡萄酒文化讲堂之

!

巍峨的五女山下!宁静的桓龙

湖畔!号称世界"黄金冰谷#!张裕

与加拿大奥罗丝冰酒公司联手打

造的全球最大冰酒酒庄$$$张裕

冰酒酒庄就座落于此%

桓龙湖畔之所以被国际专

家称为&黄金冰谷#!是因为其具

备在全球范围内罕见的冰葡萄

生长所需的各种理想因素$$$

首先!纬度合适%北纬
!"

度造就

冬季可达零下
#!

的严寒环境 !

昼夜温差大!令冰葡萄形成合适

的糖度 ! 是生产冰酒的绝佳地

带%这里依山傍水的地理条件形

成了独特的小气候区域!寒冷但

不干燥!每年
"$

月!

"#!

的冰冻

时间超过
$!

小时! 在此条件下

采摘的冰葡萄!才能满足压榨需

要!确保每年都有冰酒出产% 而

加拿大和德国大多数冰酒产区

则不能做到!往往要隔
%

到
!

年

才能酿造一次冰酒%冰酒的特点

之一是浓烈动人的甜蜜味道 !

&黄金冰谷# 的优越条件令这里

的冰葡萄经压榨后的葡萄汁糖

度完全达到甚至高于加拿大酒

商质量联盟 '

&'(

(和国际葡萄

与葡萄酒组织'

)*&

(的标准% 这

里土质优异!土壤
+,

值在
-.-"

/.-

之间! 偏酸性! 有机质含量

高 !含氮 )磷 )钾等大量营养元

素!非常适合冰葡萄的生长%

据
)*&

资料显示! 全球的葡

萄酒产量为
$0-1

万吨% 但作为葡

萄酒中的其中一个酒种!冰酒每年

的全球产量在
"222

吨左右! 产量

非常稀缺%目前世界上具备冰酒生

产条件的有中国)加拿大)德国)奥

地利等少数几个国家%

冰酒是一种使用自然冰冻后

的葡萄酿造的高档甜葡萄酒!产量

极为稀少!因此一直是身份与地位

的象征!被誉为&液体黄金#和葡萄

酒中的
3

皇后
3

% 一瓶容量只有普通

葡萄酒一半的冰酒!价格往往是后

者的十倍以上!酿制冰酒的冰葡萄

只有
$14

左右的出汁率!决定了冰

葡萄酒产量极低%

奥罗丝公司总经理米兰先

生指出!张裕冰酒酒庄的建成投

产将有利于缓解全球冰酒生产

产地稀少)产量不足的局面% 米

兰认为!张裕冰酒的品质已经达

到加拿大和德国同类产品的顶

尖水准!完全有资格跻身全球一

流冰酒制造商之列%

!黄金冰谷"成就
全球葡萄酒业新王者

极简风格
独树一帜

时尚
!

潮流

今天 你还在!穷忙"吗

时尚
!

主题 "

陈耘

!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干得比驴多# 可即使如此"还是
感到前途茫茫"不知路在何方# $这是!穷忙族$对生活的写照#

有人说!穷$是技术性的"!忙$是社会性的
5

!穷忙$是世界性的%%%

渴望自然

都市人终日忙碌!实现美好生活的第一步便是房子*能拥有

独属于自己的一片开满鲜花的园子!一块不大的泥土地!一方洁

净的蓝天!一堵爬满青藤的墙壁!看看书)发发呆!或拾花弄草
5

闲情养性
5

约友品茶% 可惜!这点"小资+情调的理想!在水泥森林

的城市里变成了一种奢望!那么遥远而不切实际%

并不是人人都能有前庭后院的别墅% 房产商们也在绞尽

脑汁!顶层带天台!层层带露台!户户大阳台!各种结构的房

子不一而足!"入户花园+"屋顶花园+的概念层出不穷% 总之!

要在空中也建造一个个花园!把自然和绿色带回家%

美丽传说

传说!在公元前
/2!

年至公元前
-/6

年间!古巴比伦国王

尼布甲尼撒二世为他最心爱的王后$$$塞米拉米斯王后建

造了一座奇幻的花园%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空中花园+%

塞米拉米斯是尼布甲尼撒从外国娶回来的皇后!因为地

理环境的差异! 她在平秃的巴比伦日夜思念故国的山林!于

是便有了这座巧夺天工的梦幻花园% 据记载!这个花园呈方

形!每边长
762

米!是层层加高的阳台式建筑% 远远望去!如

悬在空中一般!因此叫"空中花园+% 这个充满爱情意味的梦

幻花园赢得了"历史上第一名园+美称!也为现代人接近自然

提供了可贵的思路%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古巴比伦人在
6-22

年前就成功地采用

了高层建筑防渗漏技术%空中花园上栽满了奇花异草!并有完整

的供水系统!当时到过巴比伦的古希腊人称之为世界奇迹%

都市绿肺

从一般意义上讲!空中花园是指在一切建筑物)构筑物的顶

部)天台)露台之上所进行的绿化装饰及造园活动的总称%

据业内人士介绍!空中花园的作用可不仅仅是美化环境!为

人们提供寻幽觅趣)游憩健身之所% 它的作用不可小视*

对于城市来说!它就是一台自然空调% 夏季可降温!冬季

可保暖% 根据测试! 只要市中心建筑物上植被覆盖率增加

"24

!就能在夏季最炎热的时候!将白天的温度降低
6!#%!

!

并能够降低污染%

屋顶花园还是建筑的 "护花使者+% 一般经过绿化的屋

顶!不但可调节夏)冬两季的极端温度!还可保护建筑物本身

的基本构件!防止建筑物产生裂纹!延长使用寿命%

同时!屋顶花园还有储存降水的功用!对减轻城市排水

系统压力!减少污水处理费用!都能起到良好的缓解作用%

说得更远些!屋顶花园还为蜜蜂)蝴蝶找到了全新的生存空

间!为濒危植物栽种)减少人为干涉提供了自由生长的家园%

花园宝典

建空中花园!首要的当然是种植绿色植物了% 在屋面上

覆盖绿色植被!并配备给排水设施!使屋面具备隔热保温!净

化空气)阻噪吸尘增加氧气的功能!从而提高生活品质% 生态

屋面不但能有效增加绿地面积! 更能有效维持自然生态平

衡!减轻城市热岛效应%

如果你有空间) 有金钱的话! 当然还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花园+*建造园林小品)花架)廊亭!营造出一个释放工作压力)

排解生活烦恼)修身养性)畅想未来的优美场所%利用竹木矮栅)

几块野山石造个坡形小草坪!再点缀些可移动的花草!将山野自

然的情趣掬一捧浓缩进这钢筋水泥的世界之中%

如果空间狭小 )囊中羞涩 !也不要紧 !能够充分利用空

间!亲手种植一些蔬菜)瓜果!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劳动

的愉悦)清爽的环境)洁净的空气)丰富的含氧量!甚至是一

份意外的经济回报% 据介绍!屋顶的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

大)远离污染源!所种的瓜果蔬菜含糖量比地面提高
-4

以上!

碳水化合物丰富!那是用金钱也难买的纯天然绿色食品%

当然!建空中花园也要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郑州市园林局

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一般来说!

$%

层以下)

&'

米高度以下的建

筑物屋顶都适宜做屋顶绿化!但屋顶绿化所需的技术含量较高!

对屋顶的承重)防渗要求比较高!而且后期养护成本也较高%

郑州一家屋顶绿化公司的负责人也告诉记者!目前他们

承接的业务中!绝大多数属于公共建筑% 而个人住户由于受

花园面积)住房结构)资金投入等多方面的制约!对空中花园

往往望而却步%

"8

!穷忙"是世界性的

"我身边穷忙的人很多!他们大

多兼了好几份差事! 不仅每天过得

忙碌!更是迷茫!永远觉得自己只是

在过,日子-!而不是在,生活-% #

&我努力工作!但总是得到很

少!收获的却只有,别人总是得到

比我多-的相对剥夺感% #

&每天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

晚!吃得比猪差!干得比驴多% 可即

使如此!还是感到前途茫茫!不知

路在何方% #这是&穷忙族#对生活

的写照%什么是&穷忙族#呢. "穷忙

族+ 来源于英文里一个专有名词!

叫"

9:;<=>? +::;

+% 原意是指那些

整日劳动奔波!但始终无法摆脱贫

穷的人!如今的"穷忙族+已经不单

单是指因为薪水不多而进行的"穷

忙+! 亦是指一种为了填补空虚的

生活!不得不连续花费继而重新忙

碌工作!而花费过后!仍又重返空

虚的"穷忙+% 简单地说!"穷忙族+

@

"月光族+

A

"过劳模+%

前不久! 有一项约
77222

名网

友参加的在线调查显示!

8-B

的人自

认为是"穷忙族+!其中有
#6C/(

的人

为在职者!

0C6(

的人为学生% 超过半

数的人'

-8C/(

(认同"穷忙族+%

"穷忙 + 是世界性的 !"穷忙

族+在世界各国蔓延 !从欧美 )日

本)韩国到中国!他们随着产业调

整)金融风暴 )知识经济时代 )保

障制度缺失而来 ! "比月光族更

穷! 比过劳模更忙+)"越穷越忙!

越忙越穷+是他们的特征%

为什么"穷+!怎么样"忙+!如何

调整心态!不被"穷忙+所拖累呢.

!穷"是欲望的奴隶

在越来越关注
DE*

)收入分配)

个人理财的今天!很多年轻人揣着

瘪瘪的钱包纷纷把自己降格为"穷

忙+行列!他们出入高级场所!一身

"大牌+行头!却极有可能是耗尽整

月薪水换来的虚假繁荣%其实!造成

他们的"穷+!不是赚的少!而是开销

大%消费的欲望只会刚性增长!当消

费欲望远远超过现实收入时!往往

就会陷入"穷忙+怪圈%

-

年前!大学毕业的刘萌进入

一家外资银行工作! 虽然每月薪

水不菲! 但她对个人的生活质量

要求很高! 名牌服饰) 高档化妆

品)时尚美食//一个也不能少!

所以基本没积蓄% &我一个月收入

为税前
#222

元 ! 除去租房
7-22

元外!我还得固定购买职业装!我

们称之为置装费! 职业装总得备

上好几套吧!同事穿的都是品牌!

我总不能随便穿! 还得保证每天

的妆容和发型! 所以一个月花在

这些上的至少
)'''

元!有时候达

到四五千!加上其他费用!我就几

乎剩不下钱了% #刘萌说!&这些算

是职业的门面!我不得不顾% #

面对忙碌的工作! 还有不少

白领主动选择 &穷 #!陷入 &忙$

穷$忙#的怪圈% &平时工作压力

较大!在完成一项审计后!我就会

冲进商场大肆购物! 用购物来调

节情绪! 往往不耗掉三四千元就

不会罢休% #在会计师事务所供职

的张月说!&花完钱就继续投入工

作!如此循环% #

把赚来的钱疯狂投入消费 !

获得暂时的快感! 然后从空虚中

挣扎而出!再次进入忙碌!结果是

永远毫无积蓄0 或者把所有时间

排得满满的! 无谓应酬加班//

然后很多人叫喊! 自己得到的太

少!付出的却实在太多%

!忙"是无谓的消耗

职场竞争激烈! 忙碌是正常

现象!但有的人忙得充实!有的人

却忙得很疲惫% "穷忙族+最显著

的特点就是每天脚不离地地忙

着!甚至超时工作!却不知忙些什

么!在"忙啊忙+抱怨声的背后!似

乎透露着另一种信息* 我之所以

这么忙!是因为我很重要1

前年!赵刚大学毕业!比起那

些至今还没找到工作的同学来

讲!他是幸运的!毕业后顺理成章

进入了一家广告公司上班% 在众

人眼中!他是个标准的白领!每天

出入
DFG

)

HI&

% 忙!是他的口头

禅也是工作的真实体现% 每天!他

像个陀螺一样连轴转着! 加班是

常事!甚至节假日也要搭进去%

"每天陪客户吃饭!下了班饭

局起码延续到
#

点半! 几乎贡献

了全部的私人时间% +赵刚说"虽

然保持联系需要沟通! 但这种传

统式应酬状态非常差% 看不到前

途% +他的大部分收入依靠项目接

收的多寡提成! 所以他不得不以

应酬来实现客户的增长%

有人说! 有些忙碌也是偷懒

的一种! 因为懒得思考和分辨自

己的行动% 一些人本身方向不清

楚!无法面对闲的时间!一旦让他

们空下来!除了上网)泡吧和看电

视!就找不到更好的方式%

"一些企业存在竞争加班的

现象!很多人其实本应无事了!却

被同事的加班状搞得心慌! 于是

故意磨蹭时间% +在外企从事人力

资源管理的王先生说!"这种工作

时间长度的增加毫无意义% +

!穷忙"并不可怕

"穷 +是技术性的 !"忙 +是社

会性的! 许多人是因为找不到平

衡才觉得"穷忙+%

据统计!过去
71

年美国的工

作狂增加了五成! 日本增加了七

成! 中国增加了四成% 中关村的

"加班族 +在北京名闻遐迩 !以致

中关村附近写字楼"左岸工社+的

广告就是一只黑虫子
J

据说灵感来

自卡夫卡的2变形记3

K

!推崇理念

是工作即娱乐的
7/

小时工作论%

坊间流传着一句话* 我们的人很

多!但我们的机会很少% 社会各行

业的精英掌握着各层面的话语

权! 普通人要想向上流动! 除了

&穷忙+之外!还有什么办法.

在这个
DE*

上涨)股票大跌)

压力指数飙升)情感缺失)能源紧

缺的上行时代! 生活被工作异化

是&快中国+付出的一种代价% 英

国2金融时报3对中国经济快速增

长的解释是这样的* 几乎每个中

国人都在拼命工作! 甚至自愿加

班% 中国人努力工作的动力来自

焦虑$$$对于失业的焦虑! 对于

生存压力的焦虑% 很多人就是在

这种大的环境下 !被焦虑 )抑郁 )

忙碌所折磨%

然而! 从整个职业生涯的长

远目标来看!&穷忙+ 是初涉职场

的年轻人的必经之路 !&穷忙 +不

是&白忙+% 有时候!&穷忙+恰恰是

积累工作经验!获得认可)赏识和

重用的关键时刻% 当然!如果&穷

忙+没有任何效率!工作又陷入无

法突破的境地!就要静下心来!对

职业生涯做反思)规划!以免在职

场中走进&死胡同+%

!穷忙族"路在何方

有一个有趣的说法 ! &穷忙

族 + 的人生奋斗目标顺序是 *富

忙)富闲)艺术地富闲% 当然!不是

所有人都能达到这个目标! 但至

少要学会做自己的主人! 从 &穷

忙+ 中抽身出来% 职业规划师认

为!你可以找出很多 &穷忙 +的理

由! 但是否有清晰的职业规划才

是其中的关键%

忙得有价值 当我们有了明

确的职业规划以及清晰的职业目

标时! 就会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

工作! 是为了积累经验) 提升技

能!还是为了历练些什么% 对于一

个希望职业有所发展的人来说 !

明确知道自己所要的! 为工作赋

予意义!这时候哪怕再忙再累!也

会觉得非常有价值% 反之!则会觉

得在瞎忙!甚至是在受罪%

忙得有效率 做好职业规划

后!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如何有效

地一步步靠近目标!直至实现% 你

也会努力寻找如何才能提高工作

效率的方法% 对于自己来讲!哪些

是需要提升的! 哪些是需要锻炼

的!哪些是自己比较有竞争力的东

西!都会一目了然% 每一天的忙碌

都是直奔目标主题! 正确并高效

的!减少了因盲目而多走的弯路%

忙得有收获 因为对工作的

认同 ! 对所从事职业的认同 !所

以!我们会更加的投入工作!对工

作的主动性也会大大增强% 而当

我们对工作更加投入时! 我们的

职业竞争力相应也提升到更高 !

这时候自然会给企业给社会创造

更多的价值更多的财富! 而我们

也会得到更多包括名誉) 财富和

精神上的回报%

如果你还在 &穷忙 +!请务必

认真想想!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当前的工作是否有利于你职业规

划的实现. 如果回答是清晰而肯

定的! 那么恭喜你$$$这样的付

出是值得的0如果回答是否定的!

请立即着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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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居住在一座
72

万人的小城"但

仍然属于一个时尚消费者" 或者说距离

时尚并不遥远#

没坐过宝马&奔驰"但见过它们在小

城的街头奔跑'心血来潮"在小城的专卖

店买过花花公子服装" 将自己装扮得倜

傥不羁' 在情人节买过韩版服饰送给女

友"看起来别有一种女性的魅力'数码产

品在小城应有尽有" 也许缺少的只是个

苹果" 不过相信这个苹果的到来不会很

久'托现代物流业的福"天下美食也纷纷

汇聚在小城"状元水饺&重庆火锅&热带

的奇异水果& 西班牙的红酒&日

本的寿司"甚至电影(功夫)中的

那种棒棒糖**艺术品收藏爱好者在小

城草创市场"引领时尚"民国钱币&宜兴

紫砂壶&景德镇瓷器&缅甸翡翠等藏品芳

踪乍现"开了大家伙儿的眼界**

笔者曾经无限神往诸如北京&上海&

广州&香港之类的国际化大都市#但是现

在"我内心宁静"安之若素# 世界似乎在

不断地变平&变小"时尚在不断地拉近与

各地消费者的距离"人人都是!地球村$

村民" 人人都可在居住地分享人类文明

的成果"网络生活&数字生活&时尚生活

不再局限于大都市消费者" 偏远农村也

嗅到了时尚的气息%%%一天" 老家的人

告诉我村里的谁谁网恋了"我也没有感到

惊讶# 我们的生活趋于雷同"你知道的我

也了解"新新人类创造的新鲜词汇我已经

不用翻译也可应用"何况我们这里充满灿

烂的阳光& 洁净的空气和清凉的树荫"我

何必舍近求远"到大都市去过时尚差别越

来越小的生活" 去过看不到星星月亮&交

通拥堵&钢筋丛林的生活"去过将自己变

成房奴&卡奴&车奴的生活+

时尚越走越近"可是有些人不这样看"

笔者的一位同事跟我争辩,在这里"你是吃

到天津狗不理包子了" 但是包子外皮所用

的面是本地的'你也喝到青岛啤酒了"但是

这个啤酒已经不再跟崂山泉水有必然的联

系'你也买到三星了"但是它们也只是分厂

的产品%%%总之" 你所消费的时尚不是原

产地的&原生态的"不是正宗的"不是原来

的那种时尚"只是贴牌的"只是部分的技术

含量"只是一种时尚符号而已#

同事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 他提醒

我不要那么得意" 对时尚保持适当的警

惕还是有好处的"很多时候"你消费的也

许仅仅属于一种品牌的名字& 一种媒体

广告& 一种触手可及实际却已经抽象化

了的时尚符号# 真正的时尚也许是金字

塔的塔尖"也许是!地球村$里还无法飞

入寻常百姓家的最奢侈的那部分# 当我

打开电脑"连接互联网"写下这篇文章并

传递给报刊编辑" 我恍惚觉得这跟在北

京& 上海或者广州的某座写字楼里没有

什么差别"这种恍惚是虚拟世界带来的"

当我不愿做符号消费者的时候"就会意识

到我距离真正的时尚还是很远很远#曾经

不解有人称现代人是!玉米人$"现在了解

了"因为我们消费的许多东西最终都会追

踪到玉米那里" 而且可能还是美国的玉

米# 这样说来"我们消费的应是同一样的

时尚"但是一旦时尚大同"趋于单极"我们

距离真正的时尚岂不渐行渐远+

张爱玲说!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

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

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

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

的戏剧$"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总是先接受

到人为策划的时尚广告&资讯&信息等"然

后才有实际的消费+ 这种!人为的戏剧$&

!第二轮$的生活体验"让我们永远都跟真

正的时尚保持着距离吧+只不过有的相对

近些"有的显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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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秋天!就这么在细雨绵

绵与艳阳高照的次第更迭中悄悄地

来了 " 又到了添衣的季节了 !去

%&'(()*+

吧!当然" 出发之前!让

我们一起先来看看这个秋冬!大牌时

装带来了什么样的惊喜#

极简的抽象派艺术潮流将成为

这个秋冬办公室里的一道风景$$$

柔软!但是坚硬%浪漫!但是严谨!用

简单的线条传达出女性内心的力量&

干净简洁的修身连衣裙最能够

体现出你的好身材! 没有任何多余

的装饰! 仅仅通过面料和做工来达

到典雅又性感的视觉效果% 这种连

衣裙最多只是搭配一双黑色的丝

袜!记住!不是彩色!黑色是这种装

扮的最佳选择%

修身连衣裙

长到地面的连衣裙恐怕不太适

合穿进办公室!不过没关系!公司聚

会或大型宴会可以是你发挥的场地!

这样一身简单的黑色长袍出场!一定

引人注目!你可以搭配一些比较夸张

的配饰!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

曳地长裙

本来是男人天下的西装现在也

成为女人们展现时尚态度的领域!

不过你需要在细节的地方融入女性

温柔的特质!轻盈的荷叶边)收腰的

省道设计! 或者里面搭配一件半透

明的套头衫也是不错的选择%

西装裤套装

大轮廓箱形大衣

从去年就已经开始流行的箱形

大衣是你不错的选择! 别看它们有

着超大的轮廓! 穿上身的感觉可是

很显瘦的哦1 与之搭配的下装最好

是长靴或丝袜%

稍带腰部收省的直身型大衣没

有箱形大衣那么抢眼的视觉效果!

更低调实用! 在细节上可以有更多

的装饰% 搭配方面依然是以丝袜和

长靴为主!你要是想独树一帜!高腰

的阔腿裤也是一种选择%

"8

直身款大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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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本报记者 党文民

回归自然的梦想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