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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乐活

宅男宅女盛行的年代还有人逛街吗？轻点鼠标就能购物的时代还有人爱逛街
吗？答案是肯定的，当然有！因为网络购物永远也不能替代逛街时的那种现场体
验，摸摸新一季的衣物，试戴一下新款的首饰，看看新开的店铺，那种满足感是远
程购物难以做到的，据说，心情不好逛逛街还能缓解情绪。“爱逛街”版就是要把最
新鲜、热辣的逛街资讯速递给你。

本报
3月1 2日讯

（见习记者
万兵 实习生
阮一锋） 随

着人们的养生观
念增强，不少人现

在越来越爱粗粮、杂
粮。一些超市甚至街

边小摊的现磨杂粮营
养粉颇受消费者青睐。
专家提醒，杂粮虽好也不
能乱加，要根据个人体质
选择食材。

记者走访省城各大超
市发现，基本每家超市都有
混合了各种杂粮的营养粉出
售。这些营养粉种类多样，售
货员会根据客人需要的疗效功
能来搭配谷物。

而杂粮营养粉的价格、种
类差别也很大。在文化西路一家
超市内，某品牌标明适合全家人
食用的营养粉，每公斤售价169
元，里面包含有核桃仁、黑芝麻、
红枣、枸杞、苹果干、红小豆、淮
山、燕麦等食材。

而历山路一家大型超市内，根
据营养粉的不同功效，分别有每斤

26 . 8元、31 . 9元或者52 . 8元的价格标
准。

相比超市，街边小摊的杂粮营养
粉售卖形式和价格也有所不同。在山
师东路上一家售卖现磨杂粮饮料的
摊点处，摊贩将红枣、花生、芝麻、江

米、黑米等材料分别封存在保
鲜盒内，根据客人的喜好

和要求任意搭配食材，
用搅拌机现场磨制成
饮料，4元一杯。记者
注意到，10分钟内约
有6位顾客购买了这
种饮料。

“现在的人不是
讲究养生吗，我觉得

这种杂粮磨出来的饮
料应该是挺健康的，所以

买来喝。”正在等待饮料磨制
的市民杨女士说。

千佛山医院营养科主任
杜慧真认为，像五谷杂粮这
类的营养粉中，大多是药食
两用或者谷物类的材料，具
有一定的功效。由于它们
各自在营养粉中的含量不
大，而且大多数人不会每
天都服食，长期食用的
话也不必过分担心其中
的药物成分会带来问
题。但根据自身体质
的不同，购买的时候
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比如糖尿病患者就
不宜吃添加红枣
的营养粉。

上 图 ：超
市 内 的 五 谷
营养粉种类
很丰富。
阮一锋
摄

五五谷谷杂杂粮粮

流流行行现现买买现现磨磨

本报
3月1 2日讯
(记者 穆静

实习生 李
倩 杨洋 ) 十
几元钱就能买到
原价上百元钱的名
牌化妆品，化妆品包
装 上 还 贴 着 防 伪 标
签……近日，省城街头
上出现不少售卖“名牌
化妆品”的摊贩，由于化
妆品价格低廉，吸引了不
少市民购买。有市民提出
疑问：这些化妆品是真的
吗？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化
妆品多是冒牌货，不少虽
有防伪标签，但属伪造而
成。

“在街头买了几盒化
妆 品 ，怎 么 用 起 来 有 些
痒。”近日，市民小刘在文化
东路山师附近购买了几瓶自
然堂化妆品，不但味道与她之前
购买的同品牌化妆品不太一样，
用起来还感觉不舒服。“当时一瓶
只要25元钱，专柜要近100元钱，
图便宜才买了几盒，应该是买到假
货了。”

记者调查发现，在省城大观园、
山师、老东门等地，街边售卖“名牌化
妆品”的还真不少，有些化妆品前还
打出了“超市下柜”的字样。9日下午，
在文化东路山师附近，一名商贩正在
售卖“超市下柜”的自然堂化妆品，洗
面奶、润肤乳、眼霜等一应俱全，每瓶
售价25元钱。售货商贩用手机扫了
一下产品的条形码，产品信息显示
在手机上，信息显示，当当网上售价
为65元，聚美优品售价为76元。“在
网上卖近百元呢，我这里便宜多
了。”

记者发现，这些化妆品外包装
虽然与专柜正品化妆品相似，但
在商标及包装质量方面，还是可
看出区别的。为了验证这些化妆
品的真伪，记者随机购买几瓶并
拿到专柜与正品进行比较。记
者拿着在地摊买的卡姿兰眼线
笔请美宝莲专柜人员鉴别。专
柜人员一看表示记者购买
的眼线笔包装质量
较粗糙，商标
也与专
柜 正
品 有
区别，
是 冒
牌 货 。

“ 你 买
的 眼 线
笔上的商
标 比 美 宝
莲商标要大，
专柜根本没有
这样的。”

““名名牌牌化化妆妆品品””上上街街

都都是是冒冒牌牌货货！！

本报3月12日讯(见
习记者 王皇 实习生
闫云婷) “在济南逛了

好久也没货，托香港的朋友
问，香港居然也断货！”近日，济

南市民果朵在网上求购某品牌一
款日月星辰金饰，并表示济南很难买到。11日，
记者走访了4家该品牌门店，发现该款金饰货
源确实紧张，但想要买到该产品也不难。

万达和天地坛街店有售

5个一组可灵活搭配

11日，记者来到泺源大街某商城三楼该
品牌专柜寻找果朵所说日月星辰金饰，但店
员告知目前无货，“现在没有货，如果想要购
买，我们可以向总部预订。”该专柜负责人说，
总部从未将该款产品调到店内，但前来询问
的顾客很多。

记者又走访了另外4家该品牌门店，在万
达百货一楼和天地坛街，记者终于找到了日
月星辰金饰，店员说，“这叫日月星云电，是我
们独家设计的一组串珠类足金单品，一组共5
个小单品。有两种大小选择，小的不到2克，大
的3—4克。”

记者看到，每个单品都是中间掏空的圆
柱形，双面镂空，用喷砂和抛光工艺做出了太
阳、月牙、星星、云、闪电的样子。这组单品非
常小巧精致，五个相互独立可拆分，与其他吊
坠一起搭配也可。

“如何搭配可以全凭喜好——— 用编绳把
它们一个隔一个地固定在手链上，或是直接
串在一起做成项链都是不错的选择；与玛瑙、
石榴石串珠搭配在一起做成手链也别具特
色。”店员说。

5个该品牌专柜的店员均表示该款金饰
确实人气很高，“销量非常好，也经常有顾客
来店里询问或者预订。”该品牌某分店主管告

诉记者，“这个款式克数小，又做得很精细，五
个一组搭配起来比较自由，所以很受欢迎。

销售火爆了近1年

灵活搭配好寓意吸引人

店员介绍，该款金饰所用的日、月、星、
云、电是五种大自然元素，有“恒久”、“大自然
神秘而强大的力量”等寓意。而记者发现，不
少市民还根据它的串珠形状赋予了“转运珠”
的头衔。“手链做好就马上戴上了，希望带来
好运气。”一位网名为“酷蜜蜂”的市民说。

“‘日月星云电’是2013年6月在内地上架
销售的，由于之前在香港的销售情况就很可
观，流行趋势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上市
以来卖得很好，经常断货。”而搭配上，还是手
链最受欢迎。“购买后店里可以提供免费的简
单编绳服务，搭配手链的多，用作项链的顾客
并不多。”

据介绍，该品牌上市时金价约在400元左
右，而现在金价则在340元左右，现在的价钱
比上市时便宜了15%。三四克的大款目前售
价在1千多元。

没有必要非去香港

本地门店可预订

虽说这“爆款”“一货难
求”，但也并没有火到非要去
香港才能买到那么夸张。济
南不少门店已经断货，或已预
订出去，但您仍可以进店留下
联系方式预订。记者了解到，店
内会结合需求量和总部供货量发
货。该品牌在泉城路泰府广场门店的
主管高先生表示，欲购该款的市民可以进店
留下联系方式，来货后会第一时间通知。

本报3月12日讯（见习记者 万兵 实习
生 阮一锋） 眼看天气转暖，不少人准备卸

去厚厚的冬装。但是对很多女性朋友来
说，也意味着又要面对着一衣柜
的衣服愁没衣服穿。对此，相关
人士表示这需要对自己更加自
信，同时对旧衣服的巧妙搭配也
很关键。

换季=买新衣

“换季就是在提醒我们该买
衣服了！”对于不少女性市民来说，

换季几乎已经成了“买新衣服”的代
名词。然而年年买，衣柜里却永远都差

一件“明天穿的衣服”。“一到换季就感觉没
衣服穿，真不知道去年都穿的什么。”市民王
女士称，无奈之下这两天自己又开始准备购
置新衣。

“去年的衣服都不喜欢了。”做文秘工作
的姜雪说，总觉得穿着不喜欢的衣服特别难
受。“像在裸奔。”姜雪有点夸张地形容，因
此每到换季总要添置几件新衣，而每件衣

服穿不了几次又变成了“旧衣服”。如此恶性
循环，衣柜都已经盛不下了，但她从来没有觉
得衣服够穿过。

旧衣服也能变废为宝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自我的不认
可。”济南心园心理咨询工作室的孙静表示，
从心理角度分析，衣服都是自己选的，但是穿
过一季后就不再喜欢，实际上是“自己不接受
自己”，只不过投射到了选择的东西上。

而做到了自信，进行一些必要的旧衣
改造也能满足不少女性朋友对新衣服的
需要。“比如可以巧妙搭配一些小配饰。”
济南吉米造型创意总监麦克介绍，以今年
来说，卫衣、马甲、直板裤、背带裤都可能
比较流行，搭配一些粗腰带或肩章之类的
小配件就可以让以前的衣服通过细节改
变而焕然一新。

此外，麦克也提醒女性朋友，一定得有自
己的服装品格定位，不要轻易尝试自己没有
穿过的风格。这也是能保证衣服可以长久适
用的重要原则。

一一到到换换季季没没衣衣穿穿
达人教您新旧混搭

最火最难买的金饰品
记者带你进店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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