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蒸汽缭绕之中，一名长发女子身着内

衣， 侧头露出半边脸庞……在建设路8号

建设公寓7楼的一家瑜伽馆门口， 挂着这

样一张包含“露背女子”的喷绘广告引来

住户上门交涉。

位于建设路8号的建设公寓，是一幢8

层小楼。家住7楼的住户刘女士回家时，发

现，在新装修的瑜伽馆门口，摆着三张喷

绘广告。其中一张的图片内容，是一名露

背的女子。这一画面，让刘女士接受不了。

“成年人看到也就无所谓了，可让未成年

人看到多不好，毕竟有裸露嘛。”刘女士

说，自己的儿子今年14岁，还在读初中。

回家后， 刘女士特意从自己家的客厅

及阳台上看， 发现均能看到那张“露背广

告”。旋即，她找到瑜伽馆，提出让后者取下

露背广告，或者换个地方。当时在场的店员

无法做主，称会给老板反映。昨天，距离上

次找到瑜伽馆已有3天，刘女士发现“露背

广告”仍是原地不动。她再度找到瑜伽馆交

涉。双方谈不拢，一番争吵后不欢而散。

在出示税务登记证和工商营业执照

等证件后，瑜伽馆的老板叶露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 由于这家瑜伽馆从事瑜伽汗蒸，

广告中的图片很能代表汗蒸的意境，所以

才选用了这张照片。她认为，广告中的人

物上下均着有内衣，并不伤风败俗，也不

涉及色情。 对于刘女士两度提出的交涉，

瑜伽馆方面认为没有道理。叶露称，撤掉

广告也可以， 但刘女士必须赔偿该广告

800元的制作成本。

对于瑜伽馆“撤掉赔800”方案，刘女

士表示不能接受。刘女士称，目前自己只

是和瑜伽馆有过直接交涉， 尚未向物业、

社区反映过这一情况。 下一步怎么办？刘

女士说“还没想好”。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广告露背 惹火对门

救跳河者 路人前赴后继

昨日上午10时许， 在合江亭安顺桥附

近的河边， 从内江来蓉打工的李某纵身跳

入冰冷的河水中，想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

幸运的是， 河边的路人前赴后继地及时将

李某救起。为了救李某，先后有两名路人下

河，其中一人还因此受伤。但由于救人者随

后离开了， 暂时没人知道救人的路人的信

息。李某说：“跳河前的一个晚上，我和我

女朋友吵了一架，她说我赚不到钱，要跟我

分手，我一时想不开就跳了河。”目前除情

绪仍不太稳定外，李某暂无生命危险。

成都商报记者 甘露

店门口车自燃

厨师灭火

昨天下午2点半左右，在沙西线的富家

桥， 一名17岁的男生勇敢地跳进河里将轻

生者拉上了岸。“我本来准备去桥那边的网

吧，走到路上的时候，听到桥上有人在喊，

说有人跳到河里了， 哪个能跳下去救”，昨

天下午5点， 记者找到了救人者赵东平，他

来自郫县团结镇的五月花职业学校。

赵东平来到桥边，看见一个30岁左右的

女士从桥洞里漂了下来。水流湍急，赵东平

跟随着河里漂浮的人一直朝下游追，跑了大

概50米， 终于等到了机会。 据赵东平回忆，

“我们把人抬上来的时候， 我明显感觉她还

有呼吸。可惜我们都不懂怎么急救。”

据轻生者的家属介绍，轻生者姓周，丈夫

在深圳打工，12岁的儿子也在深圳读书。“她

昨天就在念叨自己不想活了。”轻生者的家属

说，“她被查出患抑郁症很长时间了。”

成都商报记者 张龑 摄影记者 程启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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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的消防培训，让在餐厅工作的护

卫队员和厨师们学会了如何灭火。昨日上

午，他们的灭火技能派上了用场。只不过，

起火点不在餐厅里，而是在餐厅门外的路

口： 一辆老款克莱斯勒轿车发生自燃，19

名餐厅员工成功灭火。“刚开始我们拿了

4个干粉灭火器，但效果不好，因为是引擎

盖里面发生燃烧， 灭火器喷不进去。”厨

师李洪亮说。 最后大家从店里端来水，终

于把火灭了。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实习生 谢天

商场服饰越卖越贵，网购

越来越火。这催生了一个新的

群体———“抄码族”： 在商场

试了满意的衣服，记下吊牌码

子，然后网购，价格往往要比

实体店便宜一小半。

为了抵制 “抄码族”，

实体店的销售人员想了很

多方法，但仍难抵挡“抄码

族”的疯狂，商场几乎沦为

“试衣间”。

商场试衣抄号 网上疯狂下单

抄码族的战争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春熙路、盐市口

大型商场内的品牌专柜几乎都遇到过只

试不买的“抄码族”。

“我已经在网上选好了”

抄码族直言不讳

虽然一些商场规定不能在商场内拍

照，但由于没有明文规定不准顾客“只试

不买”，顾客在试衣间内抄号或拍照，销售

人员也只能忍气吞声。

有的顾客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我已

经从网上选好这款鞋了，过来就是想试穿

一下，看买多大的合适。”

“在商场试好自己看好的鞋子和包

包， 抄下货号或者用手机拍下货号和标

牌，然后让在国外的朋友代购回来，价格

要比商场便宜一半以上。”网购达人邓小

姐最近成为了 “抄码族” 一员———近年

来，商场服饰越卖越贵，网购却越来越方

便、实惠，催生了“抄码族”。

大量的网购人群开始到商场试穿款

式、然后把货号抄下回家网购，比直接在

专柜购买便宜很多。

专柜试穿后

找澳大利亚朋友代购

“在专柜试了一双西瓜红的短款雪地

靴，价格1900元。”邓小姐说，她记下标牌

上的货号，回家后联系在澳大利亚读书的

同学帮忙代购， 以900元的价格买到了这

双心仪的靴子，“才花了不到一半的钱”。

“试的时候，看到导购热情介绍，自己也有

些不好意思。”邓小姐说，但商场购物价格

确实太高，“毕竟谁都希望省钱啊，网购可

以省下三到四成。”

邓小姐还总结出一套“抄码”的秘诀：

“去实体店试鞋店员的态度一般都很好，

将你需要的大小拿给你试。 在实体店试鞋

的人还是很多，营业员就只有一两个，所以

就在他们忙着照顾别的顾客的时候， 将鞋

子底上的货号和适合自己的大小抄好。”

家电货号不用抄

只需要记下型号

“只试不买” 还不仅仅局限在服装

类，甚至家电、化妆品、建材、数码产品等

也成为网购一族试用的目标。服装毕竟存

在尺码问题，与之相比，家电、数码产品等

商品更是“抄号族”的最爱，只需记下型

号即可，甚至不需要抄货号。

尽管不少人从“抄码”中尝到甜头，

但也有例外。市民王女士在春熙店某商场

专柜看上一双价格600元的红色镂空平底

凉鞋，她试好鞋子后将货号记下，在网上

搜寻很容易就找到了一模一样的鞋子，价

格仅为200多元。

网上商家自称“保证自己的货品是绝

对正品”，但三天后寄到王女士手中，却发

现其尺码与在商场里的明显不一，而且颜

色也没有实体店的鲜艳，“商场里的红得

好正哦，这个乌红乌红的。”王女士认为，

她网购买到了“山寨货”。

第一招：盯人法

站在你身边 让你不自在

“抄码族”找到了实惠，而一些品牌的

销售人员却为此头疼不已。“几乎每天都

能看到有人抄货号。” 某品牌的导购介绍

说，对于拿纸笔抄货号或是拍照的顾客，他

们尚能上前劝阻，“遇到人家记性好直接

记货号， 我们更没得法。” 为了重点防范

“抄码族”，有的专柜要求销售员采取“盯

人”战略，市民试衣时销售员站在一旁，使

其有心理压力抄号不自在。

第二招：遮盖法

将纸贴在货号位置

据媒体报道， 辽宁鞍山一家百货商场

的某女装专柜， 所有服装吊牌的货号位置

甚至被贴上了粘纸，只为防止“抄号”。

第三招：高科技

电子试衣 让你抄不到号

英国曼彻斯特特拉福德购物中心在商

场内安置了试衣 “魔镜”———一台58英寸

的等离子显示器， 借助3D技术为镜前的顾

客在镜中“穿”上来自不同店家的各类服

饰， 顾客仅需挥挥手便可为镜中的自己换

上一件件漂亮的衣服。 这家购物中心的经

理卡罗琳·艾克曼透露：“这是我们用来同

火热的网上购物相抗衡的秘密武器。”

可是， 昨日总府路某商场导购唐女士

告诉记者：“高科技什么的， 毕竟需要成

本，目前在我们这里不现实。”

第四招：试穿费

要试穿先付钱 不买钱不退

在澳大利亚悉尼，一家名为InSki的滑雪

用品店更绝！这家店要求顾客支付高达50美

元的“试穿费”。顾客确定购买该商品，这笔

费用才可以退还。记者了解到，国内一些地

方，甚至出现不购物不许试衣的情况。

可昨日， 记者走访成都市多家大型商

场，并未发现类似的情况。至于“试穿费”，

导购唐女士也不认同，“现在去阻止拍照，

就已经担心对顾客不礼貌了， 收钱试穿谁

会买账啊？”

第五招：开网店

所售款式和实体店不同

记者走访本地多家商场，这些“先进经

验”也没能得到大部分导购的认同。唐女士

介绍说，她所销售的品牌在网上有直销店，

但并没有最新款式， 而只有往季的货品，

“很多老顾客还是会在专柜购买。”

尽管各有各的高招， 不少品牌实体店

仍难挡销量下滑的颓势。“我们的收入与销

售提成相关，这两年很多行业都在涨工资，

我们的收入反而下滑了。”某品牌的导购对

记者说，网上购物对实体店的冲击很大，特

别是“抄码族”的兴旺使得专柜销售大受影

响，以往新款上市销路很好，现在即使促销

也乏人问津，销售人员的收入也因此下滑。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实习生 谭皓月 段雯雯

商场变试衣间

“网上看好了，只是来试穿”

“拍拍动”使用方法：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拍拍动”下载、安装或访问paipaidong.cdsb.com。打开“拍拍动”，将摄像头对准有“拍”字标记的图片，即可体验精彩！

电子商务，必然对传统会

形成冲击，但是两千多年历史

将证明，传统产业生命力是最

强的，不然的话商业不会存在

两千多年。

昨天这么冷 17岁孩子跳河救人

五丁路，一辆轿车突然发生自燃，幸无人伤亡 摄影记者 程启凌

周姓女子跳河，被捞起后不幸身亡

“要试穿，先付试穿费！”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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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不是一种模式

的创新，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的变革， 它影响着一代一代

的人。

“抄号族”只抄不买，

商场花钱租铺雇人却 “为

网店作嫁衣裳”，商场何去

何从， 电商会否取代传统

的店铺经营？

阿里巴巴集团主席 马云

制图 王珏菲

快 把 货 号 抄 下

来，回家再说

售货员：试了几十件，你一件

都不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