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酷暑季节，出门前如果不做好防晒措施，皮肤不仅会被晒黑，更

有晒伤的危险，防晒霜已成为女性随身化妆包里的必备品，今夏更是

迎来了销量的大幅增长。

在饶城华润万家化妆品专柜，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防晒系列产

品种类多样，分为防晒喷雾、防晒乳、防晒霜等不同类型，其防晒值也

各不相同。 其中最热销的当属防晒值为

30

的各类防晒霜，一般防晒

值为

15

的防晒霜多用于秋冬季节，满足不了夏季防晒需求，而防晒

值为

50

的防晒霜多用于海边及户外，平时工作生活的环境并不需要

如此强度的防晒霜。 ”据了解，涂抹式和喷雾式是目前市面上较为流

行的防晒产品的两种主要形式，各种涂抹式防晒如防晒乳、防晒霜、

防晒凝胶等依然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但是由于喷雾式防晒产品的便

携易用性以及明星带动等原因， 成为防晒界的新起之秀受到消费者

追捧。“ 喷雾式防晒产品比涂抹式防晒产品使用起来更加省时方便，

且相较于涂抹式防晒产品带来的粘腻感， 喷雾式防晒产品使用起来

会更清爽。”但这位销售人员也坦言，消费者前来购买防晒品的时候，

很少会单独购买喷雾式防晒品， 一般都会搭配着涂抹式防晒品一起

买，“ 在消费者心目中， 涂抹式防晒效果要比喷雾式的防晒效果好很

多，很多女性出门前都会先使用涂抹式防晒品，而喷雾式防晒品则多

用作后续补妆。 ”

随后，记者在多个商场的美妆柜台上了解到，市面上热销的涂抹

防晒霜的规格集中在

50ml

左右。 一位化妆品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50ml

的防晒霜正好是一个月的使用量，小巧且便于携带。而在价格方面，

100

元左右的防晒霜最受欢迎，学生党多倾向于

50～80

元的防晒产品。因为

消费者肤质的差异，市面上的防晒霜也更加细分化。 如针对干性皮肤、

油性皮肤、敏感皮肤等不同肤质的消费群体，各大品牌都推出了符合不

同肤质使用的防晒霜。为了进一步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一些美妆品

牌还推出了具有保湿、美白、防过敏、抗氧化等不同功效的防晒霜。甚至

同一款防晒霜也被细分为具有不同防晒值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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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

8

月

7

日是七夕节，传说中七月初七是牛

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极富古典浪漫气息。 这对于商家来说，也绝对是一

个不容错过的好日子。 七夕还未到，无论在电商市场还是实体店，商家营造

的甜蜜气氛早早而来，带动“七夕经济”不断升温。

七夕带来“浪漫经济”

创意花束吸引眼球

消费

前沿

消费

观察

夏季适不适合装修？

与实体店相比，“ 逢节必促”的各大电商早早启动了“ 七

夕模式”。 记者登录多家知名购物网站发现，“ 七夕礼物”升

至首页推荐位置，其中最多的还是鲜花、项链、耳环、戒指

等饰品，另外，各种玩具占比也不小。

今年七夕， 虽然线上商家们促销大战的热情不减，

但饶城的消费者却没有被各种促销活动所吸引， 线上

消费更加理性。 不少受访者表示，七夕网上的促销活

动“ 诚意有限”，如需为爱侣送花，直接到实体店选购

更有情意。 家住米兰春天的网购达人曹小姐告诉

记者，电商每月基本都有折扣促销，她对七夕购物

优惠并不抱期待，和朋友一起吃饭、聊天，亦或

是一个温馨的电话问候，也比鲜花来得更实际。

长期从事婚恋事业的专业人士许玲表

示，给予物资不等于给予爱情，七夕消费需

理性对待，爱情需要包容、理解和呵护，彼

此需要多付出、多沟通，爱情才能保鲜持

久，才能回归七夕传统节日的本意。

本报记者 陈建 黄珠慧子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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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访发现，饶城街头大大小小的花店都

打出了七夕节鲜花预订的广告，而玫瑰花、百合

花的价格也较平时有所提升。

近日， 记者在万达商场内的一家花店看到，

上千多玫瑰被装在一个桶内，商家正在从中抽取

一支支花朵捆成一束漂亮的模样。“ 从这周开始，

鲜花就进入预定的高峰期了， 我提前准备好，避

免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 该店老板告诉记者，

“ 玫瑰花的价格近日不断上涨， 此前预订一枝普

通玫瑰花的价格是

3

元，预计情人节当天购买要

20

元一枝，还是早预订划算。 ”而为了便于预订，

花店也推出了电话预订、网上预订等方式。“ 人们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没有时间亲自到花店

选花，所以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比较喜欢在网

上订花。 ”

据了解，除了常规的花束，巧克力、棒棒糖等

零食，都能扎成一束漂亮的“ 花”，深受一些年轻

人的欢迎。 为哄女朋友开心，杨先生准备买一大

束可以吃的“ 花”博佳人一笑，杨先生算了算，买

一束鲜花最少也得要

300

元， 这种创意花束才

200

元。“ 鲜花还不能吃，没几天就焉了，我选的

这款，想放多久就放多久。 ”

与鲜花同样升温的，是各大商场的促销活动。 记

者走访了饶城各大商超， 发现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张

贴各种“ 七夕”促销海报，悬挂彩色丝带。 不少商家

“ 七夕”促销宣传也早已拉开帷幕。 万达商场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今年商场各个区域的特色珠宝首饰、

化妆品品牌，包括各个系列的手表、对戒、钻石项链

等都将推出不同程度的活动， 还有七夕限定蜜恋礼

盒等套装可供甄选。

随后记者走访了其它几家知名品牌店， 促销也

多种多样，满就送、抽奖、限定款打折等促销广告比

比皆是。“ 我们这款香水已经断货了，马上就到七夕

了，好多人都提前预订了送给爱人。 ”在一家大型品

牌专柜前，销售人员忙得不亦乐乎。 据介绍，由于七

夕临近， 不少市民都会选择香水作为七夕礼物送给

爱人，加之商场现在也有一些优惠活动，所以购买的

顾客较平时增加了三四成。

记者走进一家售卖黄金首饰的店铺， 店员说此

次的婚假系列特地迎合七夕甜蜜主题， 这一周购买

此系列首饰，可享

7.7

折。 记者在店内看到了正在为

女朋友购置“ 定情信物”的张先生，“ 七夕节我和女朋

友要去领结婚证， 因为之前一直欠她一个浪漫的求

婚，所以今天背着她过来挑选了一个钻戒。 ”据该店

工作人员介绍，每年到了七夕节时，他们都会迎来一

波销售高峰。

对于年轻情侣而言， 绞尽脑汁规

划筹备，已是许多人七夕前的常态，来

一场浪漫的旅行， 更在近两年成为潮

流。 据悉，厦门、青岛、丽江等以浪漫避

暑著称的目的地人气旺盛， 成为不少

人七夕出游首选。 大三学生小张提起

几天后的七夕仍是一脸期待， 和男朋

友是异地恋的她早就买好了去厦门的

车票， 计划共度一个浪漫的七夕，“ 先

看电影吃饭，再出去逛逛，然后我们还

计划去平潭岛看日出， 一个月前就准

备好帐篷、野营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第

一个七夕，当然要好好过啦！ ”

预订酒店过节自然也是情侣们的

热门选择， 不少酒店抓住商机， 在七

夕节专门推出了针对情侣的各种特色

住宿。 今年的七夕正值周三， 不少情

侣只好凑到周末出游， 全国各热门景

点周边的酒店 、 民宿大多已被预定

满。 记者了解到， 正逢暑假， 附近江

浙一带知名民宿价格比原先高出一

倍， 七夕更是推高了房价， 但房源也

所剩无几了， 建议即将出行的市民，

一定要提前预定好。

情人节礼品最畅销

特色旅游更加浪漫

线上消费热情不高

防晒霜迎来消费旺季

本报记者 陈建 黄珠慧子

祛湿排毒的足贴热销

真的有效吗？

本报记者 陈建 黄珠慧子

最近网上、微信群里都在流传一种神奇足贴，两片小小

的膏药分别贴在两只脚脚底，一晚就能祛湿排毒。市民朱女

士通过美容院工作人员的推销， 买了

60

贴足底排毒贴，称

坚持使用两个月， 就能排出体内毒素和湿气， 还有改善睡

眠、增强食欲等好处。

“ 第一次使用足贴，上面一层黑乎乎的油一样的东西，

我相信那就是店家所说的体内排出来的毒， 开心得不得

了。 ”朱女士用了

2

个月后，发现足贴上仍旧能排出很多黑

色的东西，“ 销售告诉我，等体内的毒素排干净了，足贴上的

颜色就会慢慢变淡了，可是我都贴了两个月了，这足贴还是

这么黑，难道我的体内真的有这么多的毒吗？ ”

记者通过网络购物平台搜索发现， 这样的保健足贴还

挺多，除了国产的还有进口的，单价从

20

多元到

200

多元

不等，且都标注了祛湿排毒的功效。 记者在一家月销

10

万

件的店铺中看见评论区里好评不断， 很多人还附上用过的

足贴照片，表示足贴变黏变黑了，肯定是排出了不少毒素。

那么小小的足贴真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吗？ 记者花

60

元，在

该店网购了

50

贴足贴，打开是灰白色的片状，带着浓浓的

中药味。 店家说，睡觉前把药包有字的一面贴在胶布上，然

后将药包贴在脚底板上， 第二天早上取下， 药包的颜色越

黑，说明体内的毒素排出的就越多。

记者将足贴分别贴在两边脚底板上， 过了大约

10

分钟

后，两边足底都有微微发热的感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使

用了大约

7

个小时左右的足贴确实都变黑了，而且十分油腻。

初见成效，记者觉得有些惊奇，价格那么低，却如此见效，那么

足贴包里的粉末到底是什么成分？ 市场上有的足贴只要几毛

钱，会不会是劣质产品？ 贴了会不会对人体有副作用呢？

记者为此咨询了相关专家，中医专家表示，此类产品祛

湿排毒这一功效并不靠谱。记者了解到，正常的膏药贴了之

后，皮肤上面都是湿漉漉的，局部皮肤贴了膏药之后，因为

不透气所以容易出汗，汗可能就浮在膏药的表面，但被引用

为除湿其实是一个不正确的说法。

如果确实是湿重的表现的话， 饮食方面肯定是需要注意

的，比如一些像肉类，烧烤类的和油腻类的饮食，应该要少吃，

要吃一些清淡的，还有比如多喝点山药、薏米、茯苓这些配合

食疗。此外，运动可以纾解压力、活络身体器官运作，加速湿气

排出体外。 每天坚持适量的运动，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在装修中通常有这样一句话 “ 忙于三四五九十十

一月 ， 平期六七八十二一二月 。” 这话很好理解 。 在装

修中 ， 通常三四月左右是比较好的装修时间 ， 天气不

热 ， 再加上装修完成后通通风 ， 正好

10

月份找个好日

子就可以搬进去 。 那么七八月份夏季为什么装修率不

高 。 因为七八月份被称之为 “ 夏暑 ”， 天气太热 。 那么

到底夏季适合不适合装修 ， 有什么影响 ， 在装修的过

程中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防暑安全问题

夏季相对而言很是炎热和干燥，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

得不适合装修。 其实， 夏天只要处理得当， 同样是可以

装修的季节， 相反考验材料的质量上要求更高了。 通风

性是在所难免的， 材料的堆放 （ 建议尽量少摆材料放在

工地处， 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 尽量放在阴凉处。 电

器操作， 一定要在离开工地时， 拔出插头， 关闭总开关。

工人在施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自身劳逸结合， 多喝水，

在高达

39

摄氏度的时候 ， 尽量就不要施工 。 施工的时

候， 也要开窗， 避免空气不流通， 造成身体不适， 材料

干燥易燃。

注意涂抹材料的风干

在春秋季节 ， 进行涂料 ， 无论是贴墙布 （ 墙纸） ，

都要进行通风处理 ， 这样很短时间就能吹干涂料 ， 施

工进程也会加快 。 但是在夏天却是相反的 ， 在进行涂

料刷涂的时候 ， 不可以进行通风处理 ， 否则会出现热

胀冷缩的现象 。 拿墙纸作例 ： 墙纸的铺设 ， 本来就是

人工铺贴 ， 多少会出现糯米胶涂刷不平均的现象 ， 当

夏天空气流动 ， 一旦出现热胀冷缩 ， 墙纸会失去本身

的水分 ， 从而出现鼓包 。 如果刷油漆 ， 不要在雨天进

行刷涂 ， 雨天刷油漆 ， 可能导致后期很难干 ， 出现裂

缝的现象， 影响后期的效果。

注意通风功能

夏季装修选材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环保的问题 （ 当

然不是夏季装修同样也要注意环保的问题） 。 可以选择几

种方式进行通风散味：

Ⅰ

—植物的作用。 所谓植物的作

用， 就是在家中可以摆放绿色植物， 能有效地减少房间

异味 。

Ⅱ

—通风系统 。 在装修的时候 ， 安装通风系统 ，

有助于有毒物质的排出 ， 对日后搬进新房也提前准备 。

Ⅲ

—勤开窗。 工人离开工地时， 一般时间为下午

5

点左

右， 一般都会锁好门窗。 自己辛苦点， 勤跑工地， 进行

人工手动开窗， 大概到晚上

9

点左右， 进行关闭。

材料修补和后期维护

温差的影响， 材料肯定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 或

者说开裂， 如

:

瓷砖出现脱落， 墙面出现裂缝， 木制家具

出现霉斑等。 出现问题的时候， 不要慌张， 这是很正常

的现象。 关键是后期材料的维护问题。 比如： 瓷砖脱落，

瓷砖脱落可能是因为水泥的水分没有充分的被墙面吸收，

加上天气的影响， 就出现脱落现象， 所以在施工的时候，

尽量保持室内的水分， 保证环境的清爽。 当然二次修补

的时候， 保证工程进度的同时一定注意施工的细节。

(

本报记者 陈建 黄珠慧子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