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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洛特!葡萄酒大师的中国情怀

著名影星安吉丽娜!朱莉出席"坚强的心#

纽约首映式时$身上穿的黑色丝绒长裙来自纽

约著名的二手服装连锁店 $ 价格只要
!"

美

元% 歌手孙燕姿一直都是国内外各种购物网

站的常客$ 最喜欢买风格独特的二手衣和二

手包$这些在精品店里要卖到几万元$但网购

只需几千元%

在金融危机压迫& 荷包大幅缩水的今天$

'二手房(依然令人望洋兴叹$但还有一些物美

价廉的二手商品$ 开始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二手手机&二手镜头&二手电脑&二手家具&二

手车&二手衣))卖出自己的二手$买入别人

的二手$用有限的金钱获得更完美的生活%

尤其是随着'新节俭主义(的生活方式重

新流行并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种有效方法$

二手商品开始登堂入室$成为坚持'既要将日

子过得五彩缤纷$又要摒弃过度的奢华(的新

节俭主义者们的最爱% 可以用二手商品$但要

过一等生活$已经成为这些'二手爱好者(们的

一大口号%

家居和荷包都需要!减负"

无论是在淘宝还是篱笆的'二手市场(里$

更新换代速度极快的婴幼儿用品$都是最热卖

的二手商品之一% 篱笆卖家&年轻的妈妈婷子

告诉记者$她几乎是'被迫(成为二手一族的%

'我儿子快三岁了$每年换季的时候$我都会收

拾出一大箱子他以后再也穿不下的衣服$有些

只穿过几次$有些是亲戚朋友送的$还没来得

及穿呢% 还有他的玩具&童车&奶瓶消毒机&奶

瓶&杯子等等$放在家里简直堆积如山%当时买

的时候都特别挑质量好&价格高的产品$丢掉

了实在可惜%后来我就选一些七成新以上的衣

服和玩具$挂到篱笆上卖% 像我原来用
#$$

块

钱买来的玩具$只要卖
#%

元%后来我发现有位

妈妈经常来买我的衣服$一来二去大家成了不

错的朋友$ 问下来她的儿子正好比我们小一

岁$而且她很喜欢我们穿衣搭配的风格% 所以

我们商量好$以后我儿子不穿的衣服就先给她

过目$这样她也节省了一笔开支$也给我们家

腾出了空间% (

小鱼的二手帖标题里打出 '反季特卖(的

字样$出售的很多都是一些原价千元左右的品

牌毛衣和几件名牌大衣% 她告诉记者$今年
%

月份$她从总公司人事部得到通知$从今年
&

月起$ 她将要被派到香港分公司工作两年$她

平时费时费力搜罗来的漂亮衣服却成了累赘%

'衣服太多了$根本不可能暂放到朋友家里$香

港又用不着这么厚的衣服% 没办法$有些特别

喜欢的就带过去$或者送人$有些就只能折价

处理掉% (也有朋友劝小鱼可以带过去$两年以

后回上海还可以穿$小鱼笑着拒绝了*'这么多

衣服带过去又带回来$太麻烦了+再说$两年以

后的流行趋势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呢$我不想

提前两年操心% (算下来$小鱼出售的二手衣$

打折之后也收回了上万元%

在淘二手中享受!发现的乐趣"

其实像二手房& 二手车等大宗的二手商

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由来已久$而二手邮

票&二手连环画的流通市场$更给了不少行家

赖以赚钱养家的机会% 但更多二手商品的出

现$以及人们越来越发现淘二手的乐趣$还是

近几年的事情%

本身从事出版行业的小岳$笑称自己看到

二手书摊就会走不动路% '很多人以为二手的

肯定应该比新的便宜$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比

如很多二手书的出版时间早&版本好$属于稀

缺资源$可能比原价贵几倍甚至几十倍% 除了

专业书之外$ 我最高兴的一次淘二手经验$是

买到了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几套金庸武侠

小说%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太穷$一直没舍得买%

金庸小说的各种正版和盗版很多$但他的小说

在内地得到系统&正规的出版$是三联书店做

的$后来金庸和三联的合同到期$这套书市面

上已经基本绝迹了% 以后如果我有了小孩$我

还是希望给他看到我看过的版本% (

袁涛和周琳最近一直在为寻找举办婚宴

的酒店发愁% 一圈打听下来$上海很多好酒店

的婚宴都安排到明年国庆节了$这对缺乏计划

的小情侣傻了眼% 一个偶然的机会$周琳在某

家婚庆网站上$居然发现一个'转让酒店婚宴&

客房&婚庆服务(的新帖%一对原本计划于今年

十月份举办婚礼的情侣$因女方临时被外派工

作半年$只得将婚宴延期% 但他们之前已经预

付给酒店和婚庆公司为数不小的两笔押金$如

果婚宴取消$这两笔押金就收不回来了% 在与

酒店和婚庆公司商量之后$他们决定以'二手

转让(的方式$把婚宴场地转让出去%经过一番

沟通$袁涛和周琳发现对方的婚宴安排基本符

合自己的要求$ 于是买下了这个
'

折的 '婚

宴($ 对方甚至把原本预定的新娘化妆也送给

了他们$让他们大呼'真划算(%

!二手"成就节俭和环保观念

阿欣的 '二手情结($是从他上大学买旧

自行车&买师兄师姐们的旧书&旧电脑开始的$

到去年
%

月份女儿出生之前再度爆发%他在淘

宝网上发现不少二手婴儿床$配置齐全$价格

便宜$于是买了一张回家% 上一手主人保养得

不错$毫无味道$还送了配套的床单和蚊帐$全

家人都非常满意%其实$除了省钱$阿欣更注重

的是环保观念% '现在每家就一个小孩$新床不

是买不起$但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现在我们

都在说环保$都在说关注地球生态$这些都不

应该停留在大而无当的口号上$都应该从我们

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不用或者少用一次性筷

子$多用手帕而少用餐巾纸$或者买二手的木

床&家具% (

很多像婷子一样的家庭主妇都有'东西太

多$房子太小$简直没地儿放(的苦恼$除了孩

子的东西$还有各种硬皮笔记本&单位发的茶

具&朋友送的花瓶&床上用品$以及自己好几年

都没穿的二手衣$这些都是网络二手市场的常

见商品% 有些网友索性把别人送的&自己家用

不上的咖啡机&瓷器等称为'高级垃圾($留着

无用$丢掉可惜%与其在家里闲置$还不如折价

处理$婷子将此戏称为'给生活腾出空间(%

国内二手市场还有待完善

虽然在网络上非常流行$也得到很多年轻

人的认可$但国内的二手市场离成熟还差距甚

远%首先是卖家和买家对'二手(以及'几成新(

的不同认定% 朋友送的一套床上用品四件套$

虽然没有发票$但没有拆过封$卖家当'新品(

来卖$但买家认为这也算'二手(% 二手到底有

几成新$更是买卖双方争执的一大重点% 但卖

家夸大自家产品的现象依然普遍$很多买家无

奈只能谢绝二手%

其次是二手商品的清洁问题%日本共有两

千多家的二手服装店$这些衣服经过严格的消

毒&清洁&缝补之后$再拿出来销售% 店主们对

店铺的个性化生存持乐观的态度$还专门成立

了行业联合会% 但在国内$因为大家最关心的

清洁问题无法解决$因此值得信赖的二手服装

店寥寥无几% 爱淘二手书的小岳告诉记者$他

每次淘到二手书$ 都要进行一系列的消毒程

序*先用酒精棉球擦拭图书的封面&封脊以及

有明显脏污的地方$然后整理平整$放进塑料

袋$密封$再放入冰箱的冷冻室冷冻三天$然后

拿出来在太阳底下曝晒%

最后当然还有人们的观念问题% '二手的(

未必就是'不好的($'用旧的(不等于'小家子

气($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当下$跳蚤市场&尾

箱换购&二手商城&以物换物$这些原本陌生或

者被上一代人瞧不起的字眼$正在慢慢改变我

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

!(

一位被称为!小资教母"的作家在作品中

写道#!她买了一盒哈根达斯$ 用干冰包裹起

来$坐在出租车里$小心翼翼地捧着$然后不停

地流泪$ 悲伤地想$%那个爱我的人到哪儿去

了& 那个爱我的人到哪儿去了& 剩我独自享用

这美丽而昂贵的食物'( "

这位作家在万千小资中深具影响力$当她

用清净) 淡定的文字来描述一个标志性的道具

!哈根达斯"时$等于是给!这美丽而昂贵的食物"

做了一次免费的)让小资们无法相忘于江湖的广

告宣传( 没有享用过哈根达斯的读者$只要读了

上面那段文字$就会认同作者对它的描述$这就

是文字的力量所在$而享用过的$则会产生心有

灵犀之感$对产品的感情和信任又进了一层(

其实$也怨不得!小资教母"如此描述( 哈

根达斯在中国的定位就是一种!因昂贵而显高

贵"的高端消费品$或者说他们竭力在打造一

种奢侈品的形象( 我这样说$对哈根达斯确实

不够公平( 天底下的奢侈品何止这一种& 天底

下也从来没有亲民的奢侈品$奢侈品从来都是

一种炫耀性消费的身份象征( !当更多的人渴

望一种身份的识别)一种文化的认可时$奢侈

品仅用令一般人望而却步的高价位就为他们

开辟出这片新的天空$足以支撑新贵们文化认

同的脊梁( "这样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

我想说的是$即使是奢侈品$也不会生而

高贵$它们的高贵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描述出来

的$被定价出来的( 除了文字工作者们有意无

意地描述$生产者们更是千方百计)煞费苦心

地进行各种各样的描述( 哈根达斯将自己描述

成无添加)纯天然)原料全进口的 !高价实证

牌"$它最煽情的广告语是!爱她$就请她吃哈

根达斯"( 最值钱的故事是$姚明追叶莉时买了

#$

盒哈根达斯**这样的描述$消费者们都深

信不疑$他们也认为自己靠近哈根达斯就是靠

近深情和高贵(

然而$并非所有的描述都值得信赖$都跟

真相吻合$都能让人含在嘴里)甜在心上)飘在

天上( 仍以!高贵"的哈根达斯为例$最先是中

国的留学生发现$ 在国际航班上它是免费的$

而且在美国$它是再普通不过的品牌$主要在

超市和自动售货机销售$ 国内卖
&'

元人民币

的家庭装在美国只卖
!)**

美元( 有留学生勇

敢地舍弃了卖方的描述$ 变为由自己来描述#

!哈根达斯与一堆杂七杂八的我没有听说过牌

子的冰激凌推推搡搡地挤在橱窗后面$如同遭

遇战乱沦落风尘的宫女( "

这种恨铁不成钢)颇具讽刺意味的描述一

定会让那些深爱哈根达斯的小资们大跌眼镜$

或者也会让他们痛心疾首吧(不过$更暴强)更

叫他们崩溃的事情还在后面( 深圳!黑作坊事

件"曝光$哈根达斯被发现在深圳一家!三无"

黑作坊生产+美国通用磨坊公司急忙发表声明

!这次事件是一个误会$ 所有情况均已得到改

善"$但中国消费者的心却被伤害了(

!$$*

年
%

月
!!

日$,河北日报-出现了一

条不过百字的新闻$报道称哈根达斯的东家美

国通用磨坊公司将在河北设立生产基地$它的

原材料产地要移向中国本土$!落地"后$成本

将比此前宣称的全为进口原料大大降低(

哈根达斯也学会低调处事了$ 这条百字新

闻是否意味着#哈根达斯真的要放弃苦心经营多

年的高端路线$ 也将自己描述成亲民的邻家姑

娘& 我们不但要倾听它日后的表述$还要看它给

我们提供了多少真相$看它如何由里而外$高贵

优雅地行走在迎接我们的红地毯上(

!(

两年前$中国葡萄酒历史上第一桶期酒在

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发售$期酒桶边品尝会现

场专家云集$主持人是一位银发碧眼&精神矍

铄的法国老人$他就是法国葡萄酒学院高层理

事会主席& 名誉院长罗伯特!丁洛特先生 %

'我的愿望是把法国先进的技术与理念带给中

国$帮助中国酿出最好的葡萄酒% (

在担任
+,-

局长
##

年期间$ 他访问了世界

各地所有的葡萄酒国家% 丁洛特与中国的结缘$始

于
!!

年前% '至今仍记得$站在张裕的百年老门头

下$ 发现古老而神秘的中国居然深藏着一家已历

近百年的葡萄酒企业$感觉特别惊讶$特别激动%(

中国酒庄是丁洛特的重点关注对象%酒庄

起源于中世纪的法国$是酿造高档酒庄酒的葡

萄庄园% 丁洛特认为$要成为世界顶级酒庄是

需要天赋的% 比如祖籍波尔多的赤霞珠葡萄$

#$$

多年前被张裕引进到中国$经过数代酿酒

师的培育$才有了今天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的

优质葡萄原料$其现出顶级葡萄酒与众不同的

特质*它结构平衡$口感高雅 $果香味细腻有

力$赤霞珠典型的黑醋栗,

./0121344056

-香味非

常饱满$还带着独特的红果香气% 而且余味悠

长$品尝时在口中能保留
#!

秒以上的时间$而

这跟欧洲的顶级酒比较起来也是极具风味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顶级酒庄的顶级葡萄酒

都是稀缺的$这就催生了期酒,即葡萄酒期货-

交易的流行%

!$$&

年$丁洛特在张裕爱斐堡国

际酒庄参加了中国首个期酒品尝会$'我见证

了中国葡萄酒史上第一桶期酒的发售$并认识

了江南春&王中军&唐国强等钟爱顶级葡萄酒

的中国朋友$对此我深感荣幸% (

而且$ 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还提供一种

'私人酒窖(服务...在酒窖内专设储酒位$为

拥有者提供专业的储酒服务$配备名贵的爱斐

堡葡萄酒$私人酒窖拥有者甚至还可在酒窖内

举办一场私人酒会来与朋友&知己分享自己的

藏酒$ 这已经在中国的精英名流中流行起来$

成为一种休闲生活与高级社交方式% 丁洛特

说$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前所未有的创新%

除酿酒外$张裕爱斐堡还是葡萄酒文化的

推广平台...充满葡萄酒风情的'酒庄小镇($

内设高级会所&葡萄酒主题餐厅&葡萄酒精油

789

))独特的葡萄酒的主题文化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精英人士来此休闲度假%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装

修新材料在市场上层出不穷$ 硅藻泥&液

体壁纸&玻璃砖))这些新材料的出现不

但刺激了消费者的眼球$还带动了家居装

饰业新技术&新工艺的发展% 材料工艺的

进步让越来越多的人$在装修的时候有了

更多新的理念和选择% 日前$记者走访了

装修市场$为您打探最新的装修门道%

新材料带来新鲜美感

十年间$墙面装修经历了由简入奢&

由奢入简的过程%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 人们使用文化石或软包进行表面处

理$十分刻意% 前几年$又开始流行打造

墙面的层次感$包括设定各种主题等% 而

现在$一种叫'液体壁纸(的墙面涂料出

现在建材市场上$ 它既有壁纸的图案特

征$ 又有墙面涂料成本低& 寿命长的优

点% 上百种图案配合不同的底色及施工

方法$可以变化出上千种墙面装饰效果%

据介绍$液体壁纸也称壁纸漆$是集

壁纸和乳胶漆特点于一身的环保水性涂

料$主原料取自天然贝壳$避免了污染物

质% 液体壁纸秉承了普通壁纸色彩丰富&

装饰效果强的特点$喷涂出的视觉效果与

壁纸不相上下$还能造就出与壁纸相同的

触感$无论是细腻光滑还是凹凸有致都与

壁纸极为相似$用户还可根据自己的想法

进行个性化图案的设计和定制%

在某家居卖场$ 记者发现一种名为

硅藻泥的新墙面材料% 据介绍$硅藻泥不

仅具有自然朴素的质感$ 更具有调节湿

度净化空气的作用% 它最大的特点在于$

能吸收分解空气中有害的气体$ 达到净

化空气的作用% 它的隔音效果相当于同

等厚度的水泥砂浆和石板的
!

倍以上$

由无机材料组成$ 不燃烧$ 即使发生火

灾$也不会冒出任何对人体有害的烟雾%

更加令人惊喜的是一种叫玻璃砖的

新材料$通过在提纯的水泥中融入
:;

的光

纤制作而成%由于光纤具有很好的透光性$

因此这样制作出的水泥砖就可以有半透明

的效果了%据称$玻璃砖最大的透光厚度能

达到
!$

米$在装修中用这种玻璃砖来营造

氛围$一定可以达到非常棒的效果%

智能家居离我们越来越近

尽管远在外地$但只要轻按手中的一

个键$ 就可以开门让邮差将包裹放到家

里/人没有到家$可以提前让家里的灯光

亮起来/气温骤降$提前开启家里的空调$

让你一进家门就暖意融融))你千万不

要以为这些都是科幻电影中的情节$事实

上$这是真实的智能家居生活的一部分%

近一两年来$ 随着智能家居技术的

日渐成熟$ 已经有一些追求高品质生活

的人$ 在装修新居时将智能家居作为重

要的内容进行设计$ 并开始享受智能化

家居给生活带来的便利%

智能家居装修新技术$ 包括综合布

线&监控安防&背景音乐&灯光系统&智能

控制等一系列完整的方案% 据介绍$目前

一套智能家居系统根据功

能的不同$ 价格在三万到

十几万之间$ 采用的业主

一般都为拥有别墅& 楼中

楼的高端成功人士%

不过$更多的消费者

会倾向于采用智能家居系统中的某一

项技术% 比如智能灯光技术$有了这套

系统 $每天晚上到九点多时 $尽管主人

还在外面忙碌 $ 但家里的灯会自动亮

起 $让外人以为主人在家 $让家少了一

些潜在的危险%还有智能电控门$当主人

不在家时$ 可以利用手机或者电脑为客

人打开门%

现在一些公司推出的千元智能装修

方案$很受一些消费者的青睐$这种包括

综合布线&家电智能控制和智能灯光的智

能家居方案$比较实用$造价也相对较低%

新理念离我们越来越近

随着新材料&新工艺的发展$装修的

各种理念也在日新月异$ 记者走访了一

些装修设计专家$ 认为至少
%

种理念会

主宰今后的家装潮流%

少就是多$这个理念的核心是简约$

但它并不摒弃装饰$ 只是用较少的装饰

达到突出居室内涵的效果% 对平常生活

紧张的都市人来讲$ 更注重的是对生活

素质的体验% 让一切都趋向平和&朴素和

简洁$ 用最简单的家居来表现出更深的

生活意义$这就是多%

隐就是显$ 储藏空间的隐蔽是家居

装饰的一个重要内容$ 但是今后有可能

打破这种传统隐藏性$如壁柜&壁橱和大

衣柜的柜门将采用透明玻璃结构$ 增添

家居的文化氛围$ 将精美的收藏品陈列

其中$使人有置身博物馆的感觉%

丰就是俭$在家具的选择上$年轻人

认为'多功能&轻便&廉价(为好$如沙发床&

折叠椅等$ 但对事业有成或要长期定居的

人士来说$他们就要选择一些品质高档$既

有品位又能保值增值的家具%因此$精品家

具和极品家具将受到一部分人的青睐%

新就是美$ 新材料的广泛应用和快

速开发使家居装饰变得妙不可言% 如中

空玻璃会使家居在节能&隔音&照明上一

个新台阶/ 塑钢材料使家居隔断变得灵

活/ 而有机透明玻璃制作的卷帘隔断用

在厨房或客厅之间$ 既可通风又可使两

边的人交流方便%

空就是实$ 随着住宅面积的逐渐扩

大$ 原来的小空间住房将逐渐得到改造

和重新布局% 在住宅建设中$将越来越多

地采用一个单元一个大空间的先进设

计$虽然看起来空了$但它为户型的丰富

多变创造了良好条件%

!(

这两年居室比较流行美式风格和乡村风格$根

据业内各项流行发布
!$$*

年的家具流行色是清新

白色回归$这意味着简约风格的回归%青少年家具正

是这一简约风格的体现$它的简洁大方&明快温馨$

无不给人一种现代和睦家庭的舒心感觉%

!吴 军

青少年家具
越简约越流行

!

朱露辉

色彩柔和 风格清新

前些年$青少年家具流行鲜艳的色彩$追求鲜亮

的涂装效果和大胆撞色的效果% 而事实证明过于鲜

亮的色彩$会造成家具中的重金属和铅的含量过高$

对青少年的生长发育不利% 现在相对柔和的水性漆

料逐渐开始占据市场的主流地位% 有点像秋天大自

然的颜色$像苹果般的绿色&粉色等颜色组合成各种

柔和的条纹效果$色彩变化既丰富$又给人带来一种

宁静的感觉%

像现在比较有名的青少年家具七彩年华和豆

丁庄园等$ 都采用柔和的色彩打造出静谧的氛围$

加上柔和的灯光照射$这么安静的氛围下想必任何

调皮的小孩都会变成乖巧听话的小可爱% 尤其是豆

丁庄园$ 采用全进口俄罗斯樟子松和水性环保漆$

完全杜绝了甲醛和重金属污染%

实用功能 与时俱进

现代青少年花很多时间在自己的房间看电

视&玩电动玩具和上网% 调查显示$现代都市
!

岁

以上的儿童中有
#<%

在自己的房间里有电脑$很

多拥有自己的电视机%因此$可以有效地放置这些

电子产品的家具已成为市场新宠%

设计趋向简单!中性!成熟

过去$提到儿童用家具可能会联想到卡通图案

的床单$造型可爱的椅子$但现在流行的则是较休

闲&成熟的品位$像大人使用家具的缩小版%这主要

是因为现在的儿童较早熟$很快就对幼稚的图案感

到厌烦$而父母也希望购买的家具持久耐用$因此

品质较好&设计简单的家具渐成市场主流%

!(

用二手商品 过一等生活

张裕爱斐堡北京国际酒庄名誉庄主#罗伯特.丁洛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