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告 别 了 沉 闷 的 黑 色 ， 终 于 迎 来 了 五 颜 六 色 的 春

天 ！ 换 上 色 彩 鲜 明 的 春 装 ， 把 梳 妆 台 上 的 彩 妆 品 也

换 上 粉 粉 嫩 嫩 的 颜 色 。 今 年 春 天 有 哪 些 新 款 服 饰 ，

春 季 美 妆 有 哪 些 流 行 动 向 ， 来 贵 和 春 季 美 妆 节 找 答

案吧，享受属于春天的“妆属宠爱”！

乍乍 暖暖 还还 寒寒 的的 初初 春春 时时 节节 ，，

是是 肌肌 肤肤 奠奠 定定 一一 年年 好好 基基 础础 的的 关关

键键 时时 期期 ，， 美美 白白 、、 补补 水水 、、 抗抗 老老

等等 等等 各各 种种 工工 作作 ，， 都都 要要 在在 这这 时时

开开 始始 进进 行行 ，， 敏敏 感感 、、 干干 燥燥 、、 暗暗

哑哑 等等 各各 种种 问问 题题 ，， 都都 要要 在在 这这 时时

一一 一一 解解 决决 。。 三三 月月 又又 是是 春春 暖暖 花花

开开 、、 阳阳 光光 明明 媚媚 的的 季季 节节 ，， 充充 满满

着着 趣趣 味味 盎盎 然然 、、 充充 满满 着着 缤缤 纷纷 的的

色色 彩彩 。。

33 月月 11 66 日日 —— 22 66 日日 ，，一一 场场 主主

题题 为为““ 悦悦 享享 春春 日日 ，，焕焕 彩彩 美美 颜颜 ””的的

春春 季季 美美 妆妆 节节 正正 在在 贵贵 和和 魅魅 力力 上上

演演 ，，国国 内内 外外 各各 大大 美美 妆妆 品品 牌牌 也也 很很

贴贴 心心 地地 纷纷 纷纷 拿拿 出出 给给 力力 的的 产产 品品

和和 超超 低低 的的 折折 扣扣 ，，为为 消消 费费 者者 献献 上上

一一 场场 春春 日日 美美 妆妆 盛盛 宴宴 。。

告告 别别 了了 沉沉 闷闷 的的 黑黑 色色 ，， 终终

于于 迎迎 来来 了了 五五 颜颜 六六 色色 的的 春春 天天 ！！

换换 上上 色色 彩彩 鲜鲜 明明 的的 春春 装装 ，， 把把 梳梳

妆妆 台台 上上 的的 彩彩 妆妆 品品 也也 换换 上上 粉粉 粉粉

嫩嫩 嫩嫩 的的 颜颜 色色 。。 今今 年年 春春 天天 有有 哪哪

些些 新新 款款 服服 饰饰 ，， 春春 季季 美美 妆妆 有有 哪哪

些些 流流 行行 动动 向向 ，， 来来 贵贵 和和 找找 答答 案案

吧吧 。。 醒醒 目目 的的 春春 妆妆 就就 在在 贵贵 和和 等等

你你 ，， 各各 种种 潮潮 流流 混混 搭搭 ，， 各各 种种 美美

丽丽 妆妆 扮扮 ，， 从从 萝萝 莉莉 到到 森森 女女 ，， 从从

帅帅 气气 到到 女女 神神 ，， 从从 头头 到到 脚脚 ，， 从从

内内 到到 外外 ，， 从从 可可 爱爱 呆呆 萌萌 到到 霸霸 气气

外外 露露 ，， 贵贵 和和 给给 你你 妆妆 属属 宠宠 爱爱 ，，

让让 这这 个个 三三 月月 变变 得得 春春 心心 荡荡 漾漾 ！！

当当 美美 装装 遇遇 上上 美美 妆妆 ，， 贵贵 和和

为为 你你 准准 备备 了了 各各 种种 新新 品品 促促 销销 活活

动动 ，， 春春 装装 、、 服服 饰饰 、、 箱箱 包包 、、 床床

品品 类类 均均 有有 超超 值值 折折 扣扣 ，， 满满 额额 还还

有有 超超 值值 化化 妆妆 品品 券券 相相 赠赠 。。 完完 美美

女女 神神 怎怎 能能 少少 的的 了了 花花 样样 珠珠 宝宝 的的

绽绽 放放 ，， 黄黄 金金 、、 珠珠 宝宝 镶镶 嵌嵌 类类 、、

钟钟 表表 满满 额额 同同 样样 有有 化化 妆妆 品品 券券 相相

送送 ，， 让让 珠珠 光光 宝宝 气气 的的 你你 ，， 美美 美美

过过 春春 天天 。。

春春 季季 美美 妆妆 节节 ，， 贵贵 和和 要要 给给

你你 属属 于于 春春 天天 的的 ““ 妆妆 属属 宠宠

爱爱 ”” ，， 用用 最最 无无 限限 的的 宠宠 爱爱 ，， 最最

任任 性性 的的 回回 馈馈 ，， 打打 造造 最最 完完 美美 的的

女女 神神 ！！ 资资 生生 堂堂 、、 欧欧 珀珀 莱莱 、、 欧欧

莱莱 雅雅 、、 薇薇 姿姿 、、 佰佰 草草 集集 、、 格格 兰兰

玛玛 弗弗 兰兰 、、 莫莫 施施 、、 菲菲 诗诗 小小 铺铺 、、

阿阿 芙芙 等等 国国 内内 外外 知知 名名 美美 妆妆 品品 牌牌

全全 程程 参参 与与 ，， 超超 值值 满满 减减 、、 买买 一一

送送 一一 、、 低低 至至 五五 折折 的的 至至 强强 促促 销销

力力 度度 ，， 还还 有有 化化 妆妆 品品 抵抵 用用 券券 满满

就就 送送 ，， 全全 力力 打打 造造 春春 日日 美美 妆妆 惊惊

喜喜 派派 对对 。。

只只 有有 美美 妆妆 品品 牌牌 优优 惠惠 当当 然然

不不 够够 ，， 贵贵 和和 春春 季季 美美 妆妆 节节 早早 已已

准准 备备 好好 了了 微微 信信 抢抢 红红 包包 ，， 继继 续续

春春 节节 抢抢 红红 包包 的的 疯疯 狂狂 。。 关关 注注 济济

宁宁 贵贵 和和 购购 物物 中中 心心 // 济济 宁宁 贵贵 和和 购购

物物 广广 场场 ，， 发发 送送 ““ 春春 季季 美美 妆妆

节节 ”” 进进 入入 限限 时时 抢抢 红红 包包 环环 节节 ，，

不不 停停 用用 金金 手手 指指 点点 击击 红红 包包 ，， 11 00

元元 // 22 00 // 55 00 // 11 00 00 // 化化 妆妆 品品 区区 现现 金金

红红 包包 等等 着着 你你 来来 拿拿 。。

三三 月月 不不 爱爱 美美 ，， 四四 月月 徒徒 伤伤

悲悲 ，， 五五 月月 徒徒 伤伤 悲悲 …… …… 一一 年年 徒徒

伤伤 悲悲 ！！ 这这 样样 一一 个个 生生 机机 盎盎 然然 、、

缤缤 纷纷 灵灵 动动 的的 三三 月月 ，， 怎怎 能能 让让 它它

白白 白白 浪浪 费费 ？？ 新新 一一 季季 美美 丽丽 计计

划划 ，， 是是 时时 候候 踏踏 上上 征征 程程 了了 。。 贵贵

和和 美美 妆妆 节节··春春 天天 女女 神神 季季 ，， 让让 你你

美美 美美 过过 春春 天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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