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羽绒服历来就是冬季服装
的主角，寒冷的冬天，身上穿着
这样一件羽绒服有实际的保暖
功能。但是小编建议男士穿戴
不是必须很时尚或很流行，只
要简洁大方，颜色沉稳，最主要
的是上衣和裤子的搭配，根据
你的肤色来搭配，如果你的皮
肤较黑的话，建议穿淡色的衣
服，反之皮肤白的，建议穿深色
的衣服。

具有高保暖性与轻薄性的
羽绒服，很受年轻男士喜爱。时
尚总是随“星”而动，自从

张曼玉、王菲、赵薇等几位中国
本土时尚明星被街拍到穿上了
厚厚的羽绒服，一时之间花色
艳丽、鼓囊臃肿变成了羽绒服
是否够潮的新标准，在中长款
羽绒服外搭配一条合适的腰
带。又传递了干练不娇气的信
息，相信更会获得男士的青睐。

而且羽绒服最好再搭配一
条围巾，小编个人感觉穿羽绒
服不要配方块围巾比较好，因
为羽绒服一般都很厚的，看起
来难免有些臃肿。瘦瘦的男生
比较适合大方块围巾，那要围
着就不会显得那么瘦。最好配
一条简单的长围巾最有味
道，要选灰色，基本上对男
生来说是百搭的，不要花色
的围巾，如果男生长的够
秀气，配白色也挺不错
的，看上去简单的东西，

戴起来也有不一样的韵
味，这样的搭配很利索，

很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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貂皮是“东北”三宝之
一，素有“裘中之王”之称。貂
皮属于细皮毛裘皮，皮板优
良，轻柔结实，毛绒丰厚，色
泽光润。用它制成的皮草服
装，雍容华贵，是理想的裘皮
制品。

这款暗黄色外套注意不
要穿太浅太松的裤子，否则
很容易显得头重脚轻。而且
服务员还为我们介绍了貂皮
的区别，以及介绍了怎样才
是好的貂皮？美国貂皮以“美
国本黑“为最好，也叫美国
黑；美国貂皮价格普遍高于
北欧貂皮，外观特点是美国
貂皮针特别短、细、密，基本
和绒长度相等，针仅仅比绒
稍长一点，因此也叫平绒貂，

皮板柔软；而北欧貂皮针毛

分布粗，尤其是针粗而长，扎
手，皮板不柔软。用手摸、眼
看基本能区分开。母貂的针
更短，更细，且有一种特殊的
光泽，幼滑。其次，要根据个
人的体型与年龄，选择适宜
的款式和颜色。检查质地，看
貂皮的加工是否精良，貂皮
需完整、毛绒十足、毛面平
齐、颜色匀称、光泽明亮。选
购时可将服装抖动几下，不
应有掉毛现象，然后将服装
放在柜台上，适当用力抓毛
丛，也可以看出有无脱毛，拼
缝处要平正舒展，不能有卷
曲现象。三是搓揉几下皮料，

若发出牛皮纸般响声或手感
僵硬，说明皮料柔软度较差，

皮板质量欠佳，也可用手连
毛带皮板一起抓起抖动几

下 ，听
有无响
声和手
感是否
僵 硬 ，

检 查 其
柔软度，

以 柔 软
为好。再
闻 一 闻
皮 毛 味
道，以没有
腥 臭 味 为
好，还可掂掂
服装的分量，

同样大小的皮料，服装以分
量轻者为佳，看整体做工。内
衬做工以及服装的整体和谐
程度，用手拉皮板，看皮板是
否脱落。

A&N

今冬第一项投资，建
议你将目光投向开襟衫。

首先请将以往残留在你
脑袋里关于开襟衫的印
象统统抹去。这个秋冬，

从T台到大众市场，开襟
衫像是要变着法的给我
们惊喜——— 它依然是上
班族的必备单品，但却不
会让20多岁的你顶着“老
气”的“骂名”。它也是你
闲暇穿着的亮点所在，今
年的开襟衫从造型、材质
到风格都为你准备了无
数种可能，考验你对潮流
的敏感。

开襟衫今季依然是
上班族的衣橱必备单品
之一。今年这一类型的款
式强调修身剪裁和简洁
造型，并大胆将腰线提高

了一寸左右，让穿着者看
起来更加干练。

小编建议此类穿着
的关键是选对主色调。因
为开襟衫胸前有大大的
留白部位，如果颜色混杂
会让人看起来像调色板
一样杂乱。最好是衬衫和
西裤属于同一色系，但衬
衫颜色适当深过下身。

如果喜欢有花纹的衬
衫，以格子为佳。开襟衫
的色彩应当“反其道而行
之”，比其它单品都浅，这
样才不会给人“头重脚
轻”的视觉感受。没有口
袋的开襟衫多数为贴身
剪裁，不用将钮扣全系
上。顶头和腰际处的钮扣
解开反而可以为整套着
装加分不少。与其中规中

矩不如玩点小花样，比如
将衬衫露在开襟衫袖子
之外，与胸口相呼应。

衬衫与领带的搭配是
没有固定程式的。你可以
尽情发挥，只求赏心悦目。

不过，对于那些不知“赏心
悦目”为何物的男士们，下
面几条基本原则也许可以
帮你更好的装扮自己。

衬衫与领带的基本配置
每位男士都应该至少

有一件白色或浅蓝色的领
部扣衬衫。在领带方面，至
少有一条纯藏蓝色或勃艮
第葡萄酒红色的领带供白
天使用，还应该有一条丝
质织花领带或纯黑色领带
以备在参加正式晚宴时代

替领花使用。

从领带开始

领带永远是起主
导作用的，因为它是
服装中最抢眼的部分。

一般说，应该首先把注
意力集中在领带与西
服上衣的搭配上。以比

较讲究的观点看，上衣的
颜色应该成为领带的基
础色。

再选衬衫
一旦确定好领带与

上衣的搭配，选择衬衫就
是手到擒来的了。通常，衬
衫的颜色应该与领带颜色
中的一种相配。图案一般
而言，领带上的图案应该
比衬衫上的更显眼。有时，

可以选择图案都很鲜明的
衬衫和领带。但是，千万不
要让衬衫上的图案压过领
带上的。

流行搭配

如今，在衣着上十分
流行色调一致的单色搭
配。如果你想时髦一把，不
妨试试同一色调的衬衫和
领带。在这种搭配中，领带
的颜色应该比衬衫的颜色

暗，但它们也可以
是完全相同的颜
色。

经典搭配

永恒的时尚搭配是白
色或浅蓝色衬衫配单色或
有明亮图案的领带。这是
永不过时的搭配，而且适
合任何场合。

感觉

在服装搭配之道中，

简单永远讨好。如果你对
自己选择领带的品位不那
么自信，就不要企图标新
立异。要知道，多数男人对
于图案的感觉都不怎么
样。不仅如此，你永远不知
道自己“与众不同”的品位
可能会引起什么人的反
感。衬衫与领带的搭配在
某种程度上还反映着你为
人处世的老练程度。

协调

搭配服装时，应该考
虑到每一个细节。衬衫、领
带、西装以及其他一切。每
一件物品都应该与其他存
在一定的关系。这就像感
情关系中的伴侣双方，没
有交流，就没有和谐。

FILA

建议：男人需要几件衣服

工作服与休闲服要截然分开。对于某些人来说。工作服

就是西服。但所有人都必须买一套高品质深色西装，以应对

正规场合。

绝大部分人眼里西装都一样。事实上最新款西装与旧

款西装时尚感有天壤之别。新款西装H形，单排三粒四粒扣，

色彩深暗。领带与外套、马甲同质色，衬衫同色，翻领更小更

窄。

休闲装是真正意义上的男装。从衣橱中的休闲装可以
看出男人生活的侧面，表达个性与思想。

建议：男装搭配四条法则

质地统一:比如纯麻上衣配漆皮鞋，就不统

一。创新是“随心所欲不逾规”。棒针衫、牛仔裤、

翻毛皮鞋，就是质地统一的范例。

颜色统一:没有把握的人多用黑色和中间

色调，多用减法。另外把握男装四大色系：兰

色系(包括黑色调、冷色调)、棕色系(暖色

调)、五彩色系(运动装多用)、浅淡色系(春

夏装多用)。还要注意一套服装中运用同

一色系。

形式统一:短夹克底边应到腰际，

大腹便便的男士要慎重选择。西裤是

挂在胯上，裤腰系在“将军肚”之下，

而不是包着肚子。

服饰统一 :不会配就接近、相

象，以求保险。多数男装比较“整”，

注意以细节变化来打破和带动。

建议：男士衣橱最简清单

“少而精”原则应用于结构上

才是最佳。你要配置的衣服为，正
装：深色高品质西装；休闲西装。休
闲装：毛衣(不同领型)运动式绒衣、T恤、

时装衬衫、外穿背心、夹克、便装、风衣、

大衣、羽绒服；牛仔裤、休闲西裤、灯心

绒裤、水洗布裤、运动裤、短裤。

男士在着装上应注意：

颜色：

整体着装从上至下不能超过三种

颜色，这样从线条整体上看会更流

畅、更典雅、否则会显得杂乱而没有

整体感。

款式：

男士穿戴不是必须很时尚或很

流行，只要简洁大方，颜色沉稳，最主

要的是上衣和裤子的搭配，一定要合

理。如：休闲服装一定要与休闲类的

服饰来搭配，整装也要讲究整体的统

一，不要混着来组合。

男士的身高和胖瘦，并不影响自己着装的品味

和风格，身材矮小的男士也可以穿出自己的特点，

只要上衣和裤子合身颜色搭配得当，不要穿过肥的衣服和

过浅的颜色，就可以掩饰自己的不足，体现自己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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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1

取取舍男士着装的“ 之道”

本版撰写 张文婷休闲装是真正意义上的男装。从衣橱中的休闲装可以看出男人生活的侧面，表达个性与
思想。今年冬天第一项投资，建议你将目光投向开襟衫。首先请将以往残留在你脑袋里关于开

襟衫的印象统统抹去。这个秋冬，从T台到大众市场，开襟衫像是要变着方地给我们惊喜。搭
配是没有固定程式的。你可以尽情发挥，只求赏心悦目。不过，对于那些不知“赏心悦目”为何

物的男士们，下面几条基本原则也许可以帮你更好的装扮自己，一起走进银座商城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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