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曦

这这个个春春天天
你你可可以以更更美美一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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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可以再“粉嫩”一点

戴莫利介绍说， 色彩研究机
构PANTONE发布的今年的流行
色是珊瑚橙。 而这也确实是一个
充满活力的颜色。

比较关注时尚的朋友可能知
道， PANTONE是一家专门以开
发和研究色彩而闻名全球的权威
机构， 每年年底都会发布第二年
的流行色， 而这个流行色也会成
为时尚界的风向标。 但是风向标
是一回事， 大众的接受度则是另
外一回事。

“流行色有时候不是很适用
于大众。 最近大家买衣服， 颜色
方面， 还是选择饱和度低一点的
淡绿、 淡蓝的比较多， 另外， 就
是淡粉 。 淡粉这两年一直挺流
行， 而且也比较适合春天。” 戴
莫利说。

盲目追求款式不如塑造
自己的风格

流行款式也是很多想占据时
尚桥头的人关心的问题，但戴莫利
认为，款式还是要看自己的喜好和日
常风格。 与其跟着流行一路狂奔，
不如塑造属于自己的风格。

而如何在保持自己风格的同
时，又有时尚感呢？ “在自己平时
穿着风格的基础上， 加一两件流
行单品搭配下就好。比如，潮一点
的运动服最近比较流行， 另外就
是oversize西装。” 他推荐说。

oversize是指比一般的尺码要
大一些的大版型衣服。 很多人担
心， oversize服装比较挑身材， 不
好驾驭， 只有个高、 条瘦， 肩膀
还不能太宽的人才能穿好。 戴莫
利 表 示 ， 这 样 的 身 材 虽 然 穿
oversize会更好看， 但是也没有那

么绝对。 如果身材比较瘦， 肩宽
点， 个子不高， 穿起来也还好。
需要提醒的是， 一般情况下， 穿
oversize风格， 头发最好梳得 “利
索点”。 另外， 再化个妆就更加
分了。

口红是最提气色的单品

提起化妆， 这可是手残星人
和懒癌星人最大的痛。 即便别的
都可以不化，口红必须要有。戴莫
利斩钉截铁地说 ：“最重要是口
红。 口红是最能提气色的单品。 ”

口红颜色如何选择呢？ 平时
化妆比较少的人， 如果没有做功
课， 就到商场选购口红的话， 很
容易头大。 因为颜色太多， 而且
很多颜色感觉还差不多。 “热门
颜色， 每个牌子都会出。 但是归
纳起来， 无非就是橘色、 红色、
粉色这几个色系 。” 戴莫利说 ，

一般情况下， 橘色系比较适合皮
肤比较黄的人， 粉色系适合皮肤
特白或者特黑的人。

红色系应用范围比较广， 在
一些联欢会、 聚会场合， 涂红色
系口红会比较有气场。 日常使用
的话， 红色可以直接薄涂， 或者
用豆沙色， 这样不会太夸张， 也
能显气色。 但是， 如果皮肤状态
不好最好还是做下遮瑕或者打个
粉底再涂口红。

用饰品点亮职场穿搭

普通上班族 ， 在职场环境
里 ， 服装可能会受到限制 。 比
如， 有的企业会要求女职员上班
穿套装， 有的则要求穿工服。 如
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 “适合” 就
会比单纯的时尚要更重要 。 毕
竟， 稍有不慎， 有可能被老板邀
约谈话。

戴莫利说， 想穿得更时尚，
却又碍于工作要求的职场女性，
实在不甘心的话， 可以在配饰上
多花点心思。比如点缀一些精致、
不夸张的项链、耳环、丝巾等。

“其实， 时尚穿搭最忌讳的
就是， 浑身上下都是流行品。 ”戴
莫利表示， 春秋季是最适合做搭
配的季节。 相信每个女生的衣橱
都有不少衣服， 如何在 “芸芸众
服”中，选对、搭对，也是很考验品
位和穿搭功力的一件事。 如果日
常穿衣没有特别多的限制， 可以
多看看时尚博主穿搭、 明星街拍
等， 汲取灵感， 然后慢慢摸索和
尝试， 提升自己的穿搭技巧。

春春吃吃韭韭菜菜
好好处处多多

韭菜自古就享有 “春菜第一
美食” 的美誉。 春天吃韭菜， 对
身体有哪些特殊的好处呢？

好处一：疏肝理气

中医养生提倡春季养肝， 肝
在人体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主理疏
泄与藏血， 当肝脏出现问题时，
人会表现出失眠多梦 、 食欲不
振、 烦躁易怒等症状。 而韭菜被
称为 “肝之菜”， 它的温性有助
于肝的升发， 经常食用有利于调
养肝脏、 疏肝理气。

好处二：健脾助消化

韭菜的气味非常独特， 有人
对它避之不及， 有人却偏爱它的
辛香气。 殊不知， 这种辛香气主
要是由韭菜中的含硫化合物造成
的， 这种物质以及一些特殊的挥
发性精油可以起到帮助消化， 促
进食欲、 健脾胃的效果。

好处三：润肠通便

韭菜中膳食纤维含量丰富，

这种物质能够起到肠道 “清道
夫” 的作用， 它能够吸收脱落的
肠粘膜、 过多的肠道菌群及其产
物， 并能不断地吸水膨胀， 使大
便变得松软， 更利于肠道排出。
春天气候干燥， 容易引发便秘，
多吃韭菜可以起到缓解作用。

好处四：降低血脂

有研究发现， 膳食纤维可以
起到降低血脂的作用。 而韭菜中
的膳食纤维丰富， 可以有效阻碍
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 让其直接
从肠道中排出而不吸收进血液，
从而起到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含
量的作用。

（陈娜）

春春暖暖花花开开，， 又又迎迎来来了了充充满满幸幸福福味味道道的的
女女人人月月。。 变变得得更更漂漂亮亮、、 更更时时髦髦可可能能是是每每个个
女女人人每每时时每每刻刻都都在在想想的的事事情情，， 如如何何在在这这个个
春春天天完完美美变变身身呢呢？？ 近近日日，， 记记者者采采访访了了时时尚尚
博博主主戴戴莫莫利利，， 请请他他来来给给大大家家指指点点一一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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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共交通控股 （集团） 有限公
司鸿运承物业管理中心职工李建民， 男，
身份证号： 110223197811191916， 因被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单位于2019年1月16日与
你解除劳动合同， 请即日起15日内到公司
人力资源部办理解除劳动合同及档案转
出手续， 逾期办理自行承担一切责任。

2019年3月8日

运动鞋 ： 已经流行了好几
年， 目测还会继续流行下去。 运
动鞋时髦又舒服， 可以中和很多
单品的风格。 比如， 西装的严肃
感， 可以通过搭配球鞋， 就能变
得更加活泼。

真丝裙： 最近比较流行细带
的， 真丝裙可以搭配硬朗一点的
外套就很时髦 。 真丝半裙也可
以， 搭大T恤也很好看。 千万不
要一身都特别女性化的单品， 会
显得比较俗。

蓝色直筒牛仔裤 ： 特别百
搭， 几乎没有搭不了的单品。 以
往比较流行的是带有破洞、 毛边
等的牛仔裤。 现在， 则流行没有
经过太多处理的直筒牛仔裤， 大
腿中部以上要修身 ， 不能太宽
松， 要露出脚踝， 大概是9分裤
的样子， 最好还是高腰。

oversize T恤 ： 春 天 做 内
搭， 夏天直接穿， 简直是百搭，
利用率很高。

尖头猫跟鞋： 时髦的女性化
单品， 如果一身都很中性的话，
一双尖头鞋就能把气质拉回到性
感妩媚的女性化上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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