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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商场来一场足尖上的约会
□记者 刘丽娜

复古、方跟还有绑带，
是时下最流行的鞋品趋

势，你还在为换季无鞋穿而
烦恼吗？一场足尖上的约会
正在银座商城上演，不仅款
式多，优惠也超值，满百 50

变 100，70 变 100，现场还有好
礼相赠。如果一双鞋还不够，贵
和 H&M、Adidas 等服装品牌季
中大减价活动也已开启，换季
这个“宇宙难题”轻松搞定。

银座商城

3 月 17 日-3 月 26 日，来
银座赴一场足尖上的约会吧，
春季新款男鞋、女鞋 50/60/70/
85 变 100 元，户外、运动休闲鞋
品 85 折(部分品牌除外)，部分
特惠款一口价。

3 月 25 日、26 日，购买鞋
品满 660 元顾客可免费美甲一
次。女鞋专柜：购春季鞋品累计
实付金额满 600 元，赠时尚袜
品一双。购买满 600 元-1199 元，

赠精美水杯一个。购买满
1200 元-1999 元，赠绿植花

卉一份。购买满 2000 元以上，赠
蓝牙音响一台。
运动专柜：CAT 购买满 1000 送
1000 元品牌券，部分款式 75 变
100 元。
儿童专柜：购买儿童商场童鞋
商品当日累计实付金额满 600
元-1199 元，赠袜品一双。购买
满 1200 元以上，赠蓝牙音响
一台。
思加图：满百 50/60/70 起变
100 元。
妙丽：满百 50/70 起变 100 元。
奥卡索：满百 50/60 起变 100
元，部分特价 159 元起。
千百度：满百 50/60/70 起变
100 元。
汤普：满百 50/85 变 100 元。
迪芙斯：满百 50/70 起变 100 元。

活动期间可将冬靴放至
鞋品专柜享受免费打理、保养
服务！

领秀城贵和购物中心

一到换季就没衣服穿？现
在 H&M 季中大减价，活动进
行中，全场低至 4 折，时髦造型
一步搞定。

屈臣氏：即日起至 3 月 26 日，
屈臣氏“千店同庆，乐屈新花”
送福利了，单笔消费满 120 元，
即得价值 36 元的两盒 1L 装进
口牛奶兑换券，兑换数量有
限，先到先得。会员买满 3 0 0
元，即可获得 500 积分。买满
500 元，即可获得 1000 积分。

丁豪广场

亨达：3 月 20 日至 5 月 10 日，
亨达皮鞋全场 4 折起，袋鼠皮
具现搞活动全场 2 折起。活动
地点：丁豪广场二楼。
贵人鸟：3 月 2 3 日至 4 月 5
日，全场特惠 30 元起，活动地
点：丁豪广场一楼北厅。
花花公子：3 月 25 日至 4 月 25
日，花花公子户外 2017 春夏新
款上市，软壳迷彩抓绒男、女
上衣原价 629 元现价 299 元，.
户外弹力上衣原价 799 元现价
219 元，户外弹力长裤原价 468
元现价 199 元。

贵和购物中心

戴森：即日起至 4 月 9 日，
戴森 2017 顶级“黑科技”春

季 大 型 品 鉴 会 开 启 ，
V8Absolute 零售价 6090
元，尊享活动价 5490 元，
赠美乐家咖啡礼盒一套(价值
788 元)。V8FLuffy 零售价 5490
元，尊享活动价 4990 元，赠美
乐家咖啡礼盒一套 (价值 788
元)。V6Absolute 零售价 5190
元，尊享活动价 4190 元。

3 月会员月火热进行中，白
金、钻石卡会员服务全面升级。

礼遇一：高端会员生日当
月获赠精美生日礼品及 300 元
生日礼金券，消费最高可享 5
倍积分。

礼遇二：贝黎诗高端护肤
SPA ，生日当月至次月凭会员
卡免费享受牛奶浴泡+60 分钟
保加利亚玫瑰推脂按摩一次。

礼遇三：GT 资生堂
美发个性造型，生日
当月至次月凭会
员卡免费享受头
皮 SPA 或头皮
美容一次。

□记者 刘丽娜

春天已经来了，夏天还会远
吗？眼看着大太阳就要冒头了，
今年的第一款防晒品是不是该
提上日程了呢？这几个品牌 2017
年发售的防晒新品，会让你今年
白的亮瞎眼，让你在这个春天美
得像仙女一般。

 Anessa 安热沙
被誉为防晒品中的“战斗

机”Anessa 安热沙，今年升级后
的小金瓶能更完美地阻隔阳光
曝晒及日常辐射对肌肤的侵害。
更重要的是，安热沙质地清爽，
不会给肌肤带来任何负担，即使
反复涂抹也不会感觉粘腻。
价格：约 179 元

 LANCOME 兰蔻
兰蔻在今年 2 月份推出了

自己的新款防晒乳，和旧款相
比功能有所提升，不仅可以保
护肌肤不受紫外线和大气污
染粒子的危害，还能淡化肌肤
暗黄，具有保湿滋润的效果，
保持有透明感的白皙肌肤。
价格：约 480 元

 DECORTE 黛珂
2 月 16 号刚刚发售的黛珂

防晒新品，不仅能有效预防紫外
线，还能阻挡大气污染物质，起
到护肤的效果，质地清爽，味道
清香，用洗面奶或者香皂即可清
洗干净，是一款具有抗老保养效
果的全效防晒霜。
价格：约 350 元

到了一定的年纪，大家都
会有些莫名的忧伤——— 细纹
烦恼。都说眼睛是全身上下最
容易长皱纹的地方，一天要眨
眼睛 1000000 次……你们是
否也已经出现小细纹了呢？来
看看这好评度高的共享好物
吧，也许能解决你的烦恼。

悦诗风吟眼霜绿茶籽精萃

直接榨取高保湿生绿茶
水，拥有优秀的贴合力，保护
干燥眼部肌肤，绿茶 EGCG
的水分抗氧化效果打造水润
明亮肌肤，能有效滋润呵护眼
部肌肤。很多人对这个产品是
赞赏有加。

科颜氏牛油果酪梨眼霜

也许不少人觉得牛油果有
点油，但用起来并没有想象中
的那样。在眼霜接触到肌肤的
刹那，会由乳霜状质地转变为
水状质地，带给肌肤最大的保
水度。适合干性，中偏干，中性，
中偏油，或敏感性肌肤。

兰蔻「小黑瓶」大眼精华

抹上这款眼霜，仿佛给你
带来 360 度的眼部按摩。在按
摩间，一触冰凉舒缓，轻抹一
圈，灵动按摩眼周，触及每一
处细微角落，精密修护，直达
肌底。可以深入修护并提升眼
周肌肤活力。

海蓝之谜赋活提亮眼部凝露

具有保湿、舒缓眼周肌肤
的作用，让肌肤立显年轻活
力。同时令双眼看起来倍显年
轻、充满活力、神采奕奕，重新
焕发动人光彩。

雪肌精眼霜

萃取天然植物精华，改善
眼部皮肤暗沉情况，具有良好
的亲肤性、渗透性，即使反复
涂抹也不会感到油腻，还能祛
痘美白。

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

很多人是从电视上被它
深深地吸引，没想到用后觉得
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它可以从
根源上解决六大眼部问题，而
且用起来一点也不油腻。个人
非常喜欢，推荐给大家。

隔离霜是个保护化妆、保护
皮肤的重要步骤。在化妆前使用
隔离霜就是为了给皮肤提供一
个清洁温和的环境，形成一个抵
御外界侵袭的防备“前线”。

 悠莱丝柔隔离美肤霜
1 项全新隔离技术+10 重美

肤功效的新 BB 霜，不但能有效
隔离空气中包括 PM2 . 5 在内的
尘污染，更兼具防晒、滋润、修整
肤色等 10 重功效。诞生于 2006
年的悠莱品牌，其突破性的清盈

净浊隔离技术，三重防护有效隔
离空气中绝大多数的尘污染和
PM2 . 5。
价格：约 200 元

 碧欧泉净化防护隔离霜
这款碧欧泉防晒隔离霜有

5 款色泽供大家选择，可以满足
不同肤色的需求，修颜润色，即
刻提亮肤色，持久靓丽装容，让
肌肤发现属于自己的完美色泽。
涂抹上在肌肤表面形成一透气
表层，帮助妆效的维持，让脸部
斑点瑕疵不易显出。
价格：约 395 元

 YSL 2017 限定
这是 2017 春季限定。所谓

限定，自然就是手慢就别想买-
YSL 气垫粉饼 2017 星钻限定
版。采用钢琴滑面设计的理念，
将夜空中的繁星放在粉盒之上
闪耀，轮廓使用金色线条勾勒，
最后烙印上经典的 YSL 金色
logo，优雅迷人。去年 YSL 气垫
一上，单是外观就吸引了太多
人。YSL 气垫使用羽毛粉底液
一般的粉质，所以除了外形好
看，使用效果也非常不错。妆感
轻盈，哑光质地，底妆打的好持

久度也很惊人。
价格：约 548 元

 娇兰春季幻彩流星限定
每一季 Guerlain 都要出一

款幻彩流星蜜粉球，颜值永远在
线。这一季是以珍珠外壳包装，
特别梦幻。这次是四色搭配，以
提亮功能为主。四种颜色分别用
于增加强肌肤光泽，平衡肤色、
预防暗沉，增加气色。配上蝴蝶
结粉扑，以及紫罗兰香气，除了
粉嫩二字已经找不到更合适的
形容词了。
价格：约 498 元

修颜隔离 保护皮肤

防晒很重要

“女为悦己者容”
的时代早就成为历史了，新

时代的女性，美主要体现在自己更
自信，随着时尚潮流的推进，越来越多的

女性开始重视自己的外观，很多女性选择化
妆来提升自身气质。

好评度高的
六大眼霜


	3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