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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越接近寒风瑟瑟的秋冬，各路美女们越觉得一条出彩的围巾是最能提升整体

时尚度的造型利器。于是乎，大小品牌纷纷推出各式围巾，纯色的、豹纹的、印花的、几

何的、羊毛的、羊绒的、针织的、仿皮草的……无论是颜色还是款式，都让人看得眼花缭

乱，要从中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以及如何将围巾巧妙运用到日常搭配中，看似简单，

实则非易事。

究竟如何在秋冬玩转围巾，用它来美美地凹造型？“围巾控”们不妨先从时尚潮人

们的搭配中寻找灵感，然后再寻找适合自己的围巾吧。

秋冬凹造型

没有围巾怎么行

豹纹以不羁、 野性等特色成为一

年四季都很流行的时尚元素。 名模

Kate� Moss就曾多次被拍到戴豹纹围

巾出行。 豹纹围巾即便是搭配基本款

的小外套和铅笔裤，都能立即UP你的

时尚度。 轻盈的豹纹真丝围巾随意搭

在肩上，搭配皮夹克和修身连衣裙，既

帅气又有女人味； 白色衬衣加上一条

咖啡色豹纹围巾，清新自然又有活力。

方正规整的英伦风羊毛格纹围巾

早已成为经典中的经典。红色格纹围巾

极具学院风，适合搭配干练的裸色呢子

大衣。墨绿色羊绒格子围巾带有一股淡

淡的森林气息， 搭配宽大的卡其色毛

衣，文艺的森女气质恰到好处。

格纹围巾/�

经典又文艺

豹纹围巾/�

UP时尚度

和印花围巾的无比绚烂相

比， 纯色围巾从骨子里就透出

清新自然的感觉。深色的，亮色

的，长的、短的，纯色围巾搭配

不同的衣服总是能在清新中流

露出随性的气质。 这是最简单

的搭配，也是最保险的搭配。

纯色围巾中最受欢迎的除

了黑色和各种亮色， 大地色也

是非常好搭配的。 一条大地色

的围巾，简单打上一个结，左短

右长，高低错落有致，立即让你

的妩媚气质展现无遗。

纯色围巾/

清新又随性

B

A C

田园风、民族风……当各式印

花围巾来袭，一下就将沉闷的秋冬

变得闪亮起来。其实，印花的薄围

巾是许多时尚达人一年四季都少

不了的百搭配件。印花天生就具有

一种浪漫的气质，不论是什么材质

的印花围巾总能恰到好处地展现

女性的优雅气质。只需简单地在脖

子上绕一圈，或许它就能让你不戴

首饰也能增色不少。

印花围巾/

浪漫又优雅

D

Burberry

格子围巾

参考价：4000元

■推荐围巾

ZARA

格纹围裹式围巾

参考价：229元

音儿米色

羊毛豹纹围巾

参考价：472元

■推荐围巾

ASOS时尚编织

豹纹绒球围巾

参考价：148元

卓雅

秋冬围巾

参考价：319元

■推荐围巾

宝姿

羊毛纯色围巾

参考价：399元

音儿墨绿莫代尔

羊绒混纺围巾

参考价：1152元

■

推荐围巾

MCQ

桑蚕丝印花围巾

参考价：1290元

PAUL� SMITH

印花女士围巾

参考价：1050元

MCQ

莫代尔印花围巾

参考价：1790元

GALLIANO

桑蚕丝印花围巾

参考价：1680元

大连银行

“老年俱乐部”

正在招募中！

大连银行“老年俱乐部”是以金

融服务为平台的俱乐部， 面向广大爱

生活、爱旅游的中老年朋友，倡导文明

愉快、 亲近自然、 积极进取的生活态

度。推崇健康、文明、积极的中老年生

活方式， 开展适合中老年人的旅游采

风、休闲娱乐、社会公益等活动，提升

中老年人的生活品味和生活质量，俱

乐部口号：“爱生活、 爱旅游”、“我时

尚、我健康”。

成为大连银行“老年俱乐部”会员

将荣享以下金融增值服务：

1、提供专属“老年”理财产品，并

可享受一对一的理财顾问服务指导，用

更专业的产品和服务为您打造最放心

的理财体验。

2、 享受大连银行各网点贵宾厅服

务，让您优先迅速申办业务。

3、 享受银行卡免年费及免费开通

短信通知服务，让您的资金更安全。

4、为您提供专业机构体检1次/年，

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提供专家挂号预约、就医陪同等，

让您更加便捷舒心地保护您的身体。

6、专属生日、节日礼品，送去我们

最诚挚的问候。

7、 特别享有大连银行举办各类活

动优先参与权。

■金秋十月，天高云淡，爽风拂面，在这个最富诗意的观赏季节，四处走走看

看，总能叫人身心愉悦。在此，成都全搜索新闻网携手大连银行成都分行诚挚邀

请您参与“金秋十月游安仁”的活动

■曾经，这里人声鼎沸、歌舞升平；现在，这里只留下岁月沉淀的安静与从

容。从这里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过青石板路，回味旧时光；参观各色老公馆，品味

当地特色美食。

■十月金秋，相约安仁古镇，或做一个划船采莲的歌者，或做一个快乐简单

的农夫，亦或做一个蕉下听琴的隐士……感知美好生活于古朴气息之间。

■如果您是大连银行的中老年客户，赶紧到网点报名吧！名额有限哦！活动

报名截止日期：2014年10月20日。

大连银行成都分行

邀您金秋十月游安仁

详询大连银行各网点

支行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大连银行成都分行 锦江区滨江西路

8

号

028-86196123

大连银行万福桥支行 金牛区人民北路一段

2

号

028-83193599

大连银行高新支行 高新区天和西二街

319

号（艺家城市酒店）

028-85977683

大连银行天府支行 高新区锦城大道

868

号

028-62037368

大连银行九眼桥支行 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

8

号

028-61302793

大连银行双庆支行 成华区双庆路

16

号附

18 028-62126922

大连银行蜀汉支行 金牛区蜀西路

9

号丰德羊西中心

028-62706616

如果您是大连银行客户，就可能成为我们的会员，快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吧！

以上报名者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及大连银行银行

卡，由大连银行进行统一初审，符合条件者将按报名

先后顺序进行电脑随机抽取。最终参与名单请关注大

连银行官网（www.bankofdl.com）

活动参与条件：

1、持有大连银行银行

卡（含储蓄卡、信用卡）

2、 活动年龄范围：50

周岁（含）～70周岁（含）

3、大连银行贵宾客户

及“爱连心老年俱乐部”

会员拥有优先参与权

报名方式：

1、 电话报名：可

通过大连银行各网点

（联系方式见下方）

进行电话预约报名。

2、 线下报名：直

接前往大连银行各网

点进行报名申请。

温馨提示：

1、以上活动参

与人数上限50名，

最终参与名单按报

名先后顺序由电脑

随机抽取。

2、活动当日往

返， 并含有适量运

动， 请中老年朋友

们考虑自身健康状

况自行报名。

活动时间：

2014

年

10

月

23

日

活动咨询电话：028-86196127、86196211

制图 帅灵茜

百善孝为先， 家和万事兴，SHOW出

全城最美“孝心”！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父母之爱，

从来都是那么真挚无私， 默默无闻却暖入

心田。然而，作为儿女的你，是否已经许久

未曾留意满头白发的父母的情感渴求，是

否还记得父母年轻时的青春容颜， 是否留

意年迈牙落的父母其实已经和许多美食无

缘，“新24孝”你可有做到？

10月16日， 由成都商报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承办，中国医疗健康联盟、嘉家和健康

周刊及四川省老年摄影家协会共同协办的

“蓝丝带关爱———寻找蓉城最美孝心家

庭”公益活动正式启幕。现面向全市存善

尽孝家庭发出邀请，征集百个孝心故事，甄

选蓉城十大孝心家庭。“孝星”征集掀起了

社会上尽孝心的热潮， 也引起了儿女们对

牙缺失父母的关注。

本次活动将开通网络和现场报名双渠

道，所有家庭孝心故事及全家福照片将上传

至成都全搜索官方网站进行投票。凡参与报

名者，可获得圣贝牙科提供的价值4166元家

庭爱牙代金券， 包括免费建立个人口腔档

案、价值166元口腔全景片一张、免费口腔检

查、儿童免费窝沟封闭，以及种植牙、牙正

畸、牙美容等项目最高5000元/颗援助减免。

人气最高前十名均将获得“蓉城最美孝心

家庭证书”及由圣贝牙科赠送的价值680元

口腔SPA洁牙券；第一名还将获得“孝心家

庭”大奖3000元，第二名（1名）和第三名（1

名）分别获得2000元、1000元奖金。

活动时间：10月15日至11月10日。孝心

故事线索征集热线：028-84546101。报名方

式： 登录成都全搜索www.chengdu.cn或圣

贝牙科官网www.cdsbyk.com提交“孝心故

事”及全家福照片一张，或直接在活动现

场报名。注：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活

动解释权归圣贝国际牙科所有。

寻找蓉城最美孝星

SHOW出幸福全家福

孝动蓉城，圣贝牙科为全市200位牙缺失老人免费进行口腔体检

一口“假牙”引发家庭纷争

家庭会议儿子力挺种牙

今年国庆， 王女士一家五

口去台湾旅游。王女士说，去台

湾旅行是儿女们的决定， 因为

那里不仅可以喝到最正宗的珍

珠奶茶， 还有众多知名的台湾

美食。

然而，外出七天，王女士夫

妇俩因为牙口不好，不得不无奈

地与许多美食说“拜拜”，让一

家人玩得兴趣索然，看着垂头丧

气的老俩口，儿子趁机向他们上

了一课：“活动假牙戴不得，不

仅摩擦口腔黏膜而且容易病变，

还吃东西不给力。想让生活品质

提升， 首先得从一口好牙开

始。”听着儿子的一席话，老俩

口开始自我反省，“想让生活品

质提升， 首先得从一口好牙开

始！”所以，节后回家第一件事，

儿子便催促着父母到圣贝牙科，

希望种一口好牙。

无痛种牙

8分钟种牙非“魔术”

“听说圣贝有无痛即刻种

植牙技术，8分钟就可种好一颗

牙？”王女士夫妇在搜索大量资

料后， 半信半疑地质疑圣贝牙

科技术主任王培志。

王主任告诉王女士夫妇，

圣贝牙科所推崇的Prussian无痛

即刻种植牙技术， 是口腔医学

领域首次根据人体结构为亚洲

人量身定制的“一种全新即刻

种植法”。整个操作过程中强调

精细、微创、无创操作，避免粗

暴动作带来的大面积创伤，进

而避免治疗期和恢复期疼痛。

此外，为改善顾客体验，圣贝牙

科耗资百万元， 采用欧洲皇家

贵族专用STA口腔无痛治疗系

统，与圣贝特色技术结合起来，

开辟绿色体验通道， 为顾客在

体验上锦上添花。

“圣贝8分钟种牙是数年科研

和实践的结晶，非神话随便‘忽

悠’。它能满足患者更高层次的

个性化治疗需求，使口腔治疗更

加人性化、微创化、无痛化、简易

化，让看牙治疗成为一种舒适享

受。”王女士夫妇闻后不禁感叹：

“科技创造神话，无痛种牙很放

心。 下次一定要耍得‘心花路

放’，重享台湾美食之旅！”

相关链接

圣贝承诺：

种植牙5年全球联保

作为一家世界百强牙科品

牌， 圣贝国际牙科联合全球11

家一流的国际种植体生产商、

口腔耗材商、 技术设备供应商

以及义齿加工商，共筑“全球

质保联盟”，并签署发布了《质

量保证宣言》： 种植牙都系原

装进口， 独立编号，5年全球联

保，并提供终身维护服务。

孝别“稀斑牙”

老夫妻热恋种植牙

� � �今年国庆，已步入老龄的父母在出游中会面临一个尴尬的

问题：面对美食诱惑心有余而“牙”不足。这不，家住神仙树大

院的王女士夫妇便因一口假牙引发了一场家庭纷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