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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说》

相亲着装很头疼
相信有许多单身 MM 在春节放假期间总

要被父母逼着四处相亲，而在相亲的着装上
面又不免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不如看看
下面几位达人的故事，是不是我们也有一样的
遭遇。

1个子矮不敢见家长
“腿短脖子粗不是母老虎就是丈母娘。

这是我男朋友经常调侃我说的话。”从事装饰
设计工作的杨丽告诉记者，她去年就已经通过
朋友介绍相亲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今年过年
就得回男友家面见未来的公公婆婆，可她心里
有种莫名的恐惧。

杨丽说 ：“我个字比较矮小不到 1.6m，而
男朋友则有 1.8m，站在一起总觉得别扭，哪
怕穿着再高的高跟鞋也只能够到他肩膀，这要
是一去他家里，他父母应该不会同意吧。”

杨丽坦言，面对自己身高的短板，她只能
一味地穿高跟鞋，但又十分担忧：“好像很多父
母都不喜欢女孩子穿太高的高跟鞋，这样会对
怀宝宝不利。”所以她特意向《今日女报》求助，
像她那样个子不高的女孩应该怎么穿。

专家支招：
广西艺术学院服装系主任林燕宁：个子

矮是湖南妹陀的特征，一味只穿高跟鞋就更
容易暴露身材的缺陷，不如换一个思路从整体
搭配出发，着装小巧精致化，用一些小饰品来提
升自己活泼可爱的气质。

2白而微胖怎么穿才能唬住婆婆
在长沙湘江银行柜台上班的丁然然则

是微胖界美女中的一员。丁然然说，男人胖基
本是胖肚子，但有个将军肚是身份的象征，而
女人胖经常是胖大腿。在丁然然看来，自己有
点胖，肚子像“千斤坠”一样，很不好看，曾
经相亲过几次，结果因为穿着打扮，竟让相亲
对象他妈鄙视了。如今，她今年 31 岁了，还没
找到对象，家里人急得很，亲戚朋友整天张
罗着她找对象的事，今年回家过年肯定又是一
场相亲大战。眼下，丁然然最头疼的是，该怎
么穿才能既显瘦又有气质。

专家支招：
广西艺术学院服装系主任林燕宁：不少

胖 MM 相亲是个老大难问题，在着装上应该注
意色彩的搭配，尽量避免穿浅色的服装，因
为浅色会给人视觉上膨胀感。所以，建议胖
MM 们多选择一些深暗的颜色，款式上也尽量以
大气修身的服装为主，但不要过于松垮。

3就怕长辈嫌弃太另类
身为模特罗一静拥有着傲人的身材和

出众的相貌，但今年春节要相亲则令她犯难了。
罗一静坦言自己是相亲达人，可相亲几年也没
把自己给推销出去，她告诉记者 ：“很多家长
对未来儿媳妇的穿着十分考究，去年春节相亲
的时候，就因为自己穿得太时尚被对方父母直
接 PASS，记得还有一次我还算穿得比较古朴，
对方父母觉得挺满意，可相亲对象又觉得我
老土，结果没戏，总而言之就是各种心酸各种
累，总是在穿着上失败，今年又还得背水一战，
怎么得了。”

专家支招：
广西艺术学院服装系主任林燕宁：现在

很多 MM 都喜欢打扮的很时尚很另类跑去相
亲，穿着泡夜店的衣服跑去相亲肯定让人感觉
不靠谱，尽量避免穿得太闪耀，但又不能太随意
让人觉得不重视，一般来说按照平时穿着打扮，
配上一点精巧配饰，画个淡妆就 OK。

春节相亲？穿得老少咸宜

美度启动慈爱基金
1 月 19 日，在美度正式跨入第

二个十年之际，一场糅合了感恩答
谢、慈爱公益的美业大型盛典美
丽绽放。这场主题为“以爱承诺，
慈爱盛典”的晚会，公益捐赠仪式
是整场晚会的最大亮点。

据美度美业集团执行总裁徐
恺介绍，美度已进入第二个十年的
起点，特别制定了“百万慈爱基金”
计划，慈爱基金继续为社会、为环
境、为自然、为健康，不遗余力地
延续爱、传递幸福。而美度始终以
专业贯穿整个价值链，作为健康专

业代表的湖南中医药大学，就是美
度百万慈爱基金系列公益活动的
第一站。

逾千名嘉宾现场见证了一场充
满爱的捐赠仪式，美度美业从百
万慈爱基金中捐出 30 万，作为“美
业金种子基金”捐赠给湖南中医
药大学，用于资助特别扶持的贫困
精英学子，为他们圆大学梦，让他
们在传承时尚健康文化的道路上畅
通无阻。此举将鼓舞和感召更多
的学子，如美度一样，为中国的美
丽健康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艾特集团董事长任高先生致辞

专家点评》

既能取悦婆婆，又能迷住他的方法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喻秋霖  品牌场地拍摄：长沙天虹百货 

    春节迫在眉睫，仿佛又让众多“剩女”们想到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回相亲”。在“剩男剩女”

当道的时代，没有理由人人都租个男友或租个女友回家“孝敬”父母，相亲已是箭上的弦不

得不发。可是相亲的着装却是个令人发狂的问题，很多 MM 反映自己去相亲的时候本来对自

身的打扮非常满意，可到了对方父母眼里却又不是那回事了，而迎合长辈的审美观搭配着装

的时候又会让相亲对象觉得“老土”。两代人的审美观念相差甚远，那到底要怎么搭配才能让

两边都觉得合适呢？本期我们请来了色彩专家、服装设计师以及时尚达人告诉我们，春节相

亲时咱们不妨这么穿！    

时尚物语》

想做八风不动的女神，
相亲着装需要针对性
中国著名服装设计师 邓玉平

相亲可以说是视觉上赤裸裸的对峙，人的第一印象十分重要，
从头到脚每一个细节都决定成败。相亲过程中有很多复杂的元素，
比如对方的家人、本人以及亲戚朋友，那么这么多的元素就注定形
成“众口难调”的局面，人不可能是完美的，每一个女孩都会有不
同的身材缺陷，但这些缺陷不一定就会成为相亲过程的硬伤，如何
在着装上巧妙地应对？那就得进行针对性的着装，这样会让对方的
印象直线飚升哦！

邓玉平：天生好身材色彩要简约
对于天生好身材的MM，那就可以随便怎么SHOW了，一件修身

的毛呢大衣就可以诠释一切，不用太多的装饰花纹，以纯色为最好，
略为保守、复古有型，这样的儿媳妇哪个会不喜欢呢？

邓玉平：娇小型美女可爱来加分
娇小型的MM 通常可爱就是她们的加分利器。不过相亲是大事，

活泼可爱也该有个度。通常以粉色系毛衣为主打，给人甜蜜温馨的
感觉，再搭配一双内敛的高跟鞋，完美 LOOK! 切记，娇小型 MM 长
款的外套是驾驭不了的，就不要迎难而上了，还是把目光放在巧而
小上面吧！

邓玉平 ：“女汉子”相亲要小鸟依人
娇小的美眉给人一种保护的欲望，而个子高挑性格直爽的“女

汉子”则给人很强势的感觉，不妨选择一款色彩拼接款式的服装，
再搭配一个稍显大气的包包，会让人感觉时尚又亲近，非常实用。

邓玉平：胖 MM 相亲要靠色彩
如果在相亲过程中对自己的身材没有百分之百的信心，那么就

要在色彩上下功夫了，多运用一些深谙的颜色能够有效的隐藏身上的
肉肉哦，不过不能一味的深色，需要穿插一些亮眼的颜色会更加夺目。

模特：KK  长沙理工在校研究生  25岁
LV 高级陈列师周荣：第一眼感觉不错，

但仔细一看你会发现有一些不伦不类，黑白
配上花纹点缀是比较经典的色彩组合，但
是黑色的头饰加上白色的服装再加黑色的丝
袜，从头到脚形成黑—白—黑的效果，让
人有种弱化人物突出服装的效果，有些喧宾
夺主，这样的行头去相亲，会给人留下不礼
貌的印象，建议佩上一条简约项链作为色彩
来提高头部亮度。

模特：罗颖  长沙银行职员   28 岁
LV 高级陈列师周荣：微胖界

美女这样穿会获得很多好评，首先
整体气质自然大方，中袖简约毛衣
又给人一种精明干练的感觉，奶白
色毛衣稍显臃肿，但无伤大雅，这
样去相亲，成功率会很高。

模特：YALILI  自由撰稿人  28 岁
LV 高级陈列师周荣：蓝色大风

衣，黑色直筒靴加上大红色的包包
便能让个字高挑的女生变得灵动而
可爱，而这身搭配我相信无论是哪
个年龄段的人都会觉得还不错，低
调内敛而不失个性。

对于 春节相亲，不少 MM 都 会
觉得众口难调，既要让婆婆觉得好看，
又得迷住“白马王子”着实不易。本
期我们邀请了色彩专家，时尚达人，
看看他们有什么搭配妙招。

长沙天虹百货 lagogo
资深导购杨帆：

温婉可人是相亲的必杀技
如果说什么最能打动男人，那么

温柔美丽的女孩当然最能打动男人的
心了。第一次见面穿着切忌太过暴露，
即使是丝袜也不能太过轻薄，有悬垂
感的缎子，或斜纹软呢等一些细腻的
针织面料都是相亲时的不错选择，能
大大提高你的亲和力，如果外加一些
甜美就更加能让长辈接受。简单轻薄
的连衣裙会让对方觉得你大方得体，
加上柔美的蕾丝搭配，可展现出你甜
美娴淑的一面。

如果你的相亲对象是“商务型”男人，对方
家里又很保守的话，不妨走知性路线，知性型女
人在应对“商务男”时最得心应手，不用很刻意
地展现奢侈品牌，但是服装一定要讲求剪裁、面
料。选择修身的裤子可以尽显女性优雅的曲线，
切记不要将自己打扮得太过花哨，会让成熟的“商
务男”觉得不够稳重，不够有品位。约会忌讳着
装大面积的黑色，黑色让人强势、干练，一身黑
色战衣，适合职场、适合酒会、适合夜店，但是
绝不适合相亲！当你巧妙的加上一件靓丽的大红
色高领毛衫和金属腰带后，你会发现整个造型变
得丰富多彩起来。

新锐服装设计师 GAO 辉：

知性大方的女人最受欢迎

粉色白打毛呢大衣  799 元 红色复古毛衣  

la gogo 429 元

灰色打底衫 299 元

搭配技巧》

优衣库发布 2014 的春夏新品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记者：漆沫晗）

1 月 16 日，优衣库在上海静安 800 秀
创 意 园 举 办了 LifeWear2014 春夏 新 品 发
布会。800 秀 创 意 园现 代的 艺 术 氛围与
UNIQLO[ 优衣库 ] 所倡导的时尚百搭的穿
衣哲学完美契合，将“服适人生”演绎至
极 致。UNIQLO[ 优 衣 库 ] 设 计总 监 泷 泽
直己亲临活动现场，与到场的媒体和嘉宾
交 流了 LifeWear[ 服 适 人 生 ] 的 理 念。 自
2013 年首次在全 球呈现 LifeWear 秋冬系
列服饰之后，UNIQLO[ 优衣库 ] 再度推出
LifeWear 2014 春夏系列服饰。本季新品由
泷泽直己先生作为设计总监，充分诠释并

突出每一个主题，并始终追求优质、与众
不同的商品理念。LifeWear 系列商品所诠
释的是一种崭新的服饰概念——完美的高
品质面料、时尚而精准的设计美学和对服
装的单纯享受。

本次优衣库首次推出与巴黎时尚界标
志性人物、时尚偶像伊娜·德拉弗拉桑热

（INES DE LA FRESSANGE）联袂设计的女
装系列，并邀请街头时尚引领者 NIGO 出
任旗下 UT 系列首位创意总监后，由他负责
的 LifeWear 2014 年春夏 UT 系列也将同时
登场。

单品推荐》

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