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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 沈旖旎

本报讯 最近越来越多的

“ 多肉”、“ 肉肉” 植物迅速的火

起来，各种可爱的多肉美图不断

轰炸我们的眼球。这种植物物如

其名，有着“ 肉肉”的身材，不仅

样子可爱，连名字也饱含诗意：如

水晶般若隐若现的姬玉露、或是

如厚实熊掌一般的熊童子、或是

长着两只兔耳朵的碧光环⋯⋯把

这些形态各异的多肉植物组合成

微型盆景，是时下最流行的家居

装饰和送礼佳品。

错落有致“ 萌动”居室
多肉植物的世界之丰富超

乎想象，并且多数有着很“ 萌”

的外观，让人爱不释手。光线充

足的阳台和窗口是肉肉植物们

的最爱，每天清晨就能欣赏到可

爱的活氧花园。分层的吊篮和花

架，可以最有效地利用起阳台的

每一寸空间，还有搪瓷杯子，在

这里摆放大型一点的多肉植物，

让你的阳台也壮观起来。而窗台

很适合安置大大小小的绿植，一

盆也好，一排也好，点缀窗口的

同时，也会让人心情开阔明朗。

选择外观简单的花盆种植小植

物就已经足够了，不同尺寸的花

盆组合摆放，简单利落的外观不

会抢戏而让植物沦为配角。

客厅中需要装饰的空间较

多，所以单盆的多肉植物略显单

薄，不如尝试一下造型多变的景

观多肉植物，看上去既可爱又有

趣。最好选择白色瓷花盆，无论

是家具的颜色还是组合的景观

多肉都不会有太多的限制。空间

装扮较自然粗犷的客厅，在花盆

的选择上也可以偏向外观粗砺

的陶盆，再把多肉植物做组合养

植，观感十分美妙。

防辐释氧 有助睡眠
多肉植物摆放在写字台前

有助于增加活氧，美化桌面，而

且多肉植物绿油油的样子也有

护眼的功效。摆放在书桌前最好

选择透气的石质花盆，不但可以

让多肉植物茁壮成长还能打造

出令人倍感舒适的小清新书桌。

在房间一角的休闲角落里，坐在

榻榻米上，品一杯清茶，阅读一

卷好书，多肉也能让你变得很有

文艺气息。由于是舒适的休闲角

落，使用木质花盆更能打造出别

样的清新感觉。

很多人认为，在室内养花

会使夜间空气混浊，含氧量降

低，由此而造成的弊端会影响

人的寿命，因此主张不应在卧

房中养花。但多肉植物在代谢

方式上和一般植物有所不同。

其特点是气孔白天关闭减少蒸

腾，夜间开放吸收二氧化碳等

废气，放出氧气，而且在一定范

围内，气温越低，吸收废气越

多。所以多肉植物放置于卧室

内，会在夜间放出氧气从而有

助睡眠。

本 报 讯 对 于 大 多 数 人 来

说，啤酒加电视是看球的标准配

置。但是，啤酒内含大量的嘌呤

和核酸，容易导致痛风，大量饮

用还会引发肠胃问题，因此，从

健康角度来说，啤酒并不是看球

的最佳饮品。

相对而言，葡萄酒因为具有

调节肠胃、美容养颜的健康特

性，更适合世界杯期间熬夜看球

时助兴饮用。作为国产葡萄酒的

领军品牌，长城葡萄酒不同酒品

可谓各有风格，正如世界杯上的

不同球队，总会带来不一样的精

彩感受。

西拉干红
品味法国足球的华丽优雅

正如法国足球的深厚渊源，

这款酒来自中国最具历史的长

城桑干酒庄。它采用90%西拉葡

萄和1 0%赤霞珠葡萄酿制而成。

绚烂的深紫红色酒体，散发出华

丽光芒，而柔柔的香草与梅子香

气尽显优雅本色。不过这款酒的

优雅不仅仅来自于产品本身，也

来自于长城桑干屡次作为国宴

用酒为品牌注入的品味与格调。

执起酒杯，将足球场上的激

情化为一杯长城桑干酒庄特别

珍藏级西拉干红，优雅的品饮，

为奔跑在绿茵场上的法国绅士

们加油。

九五干红
感受德国战车的严谨精神

在世界杯历史上，德国队夺

冠次数尽管并不是最多，但是他

们从未缺席过八强。这不仅是由

于日耳曼民族的坚强斗志，更是

因为德国人的严谨精神已经成

为足球的一部分。而“ 严谨”同

样也是酿制一瓶好酒的秘密，正

如那款被很多消费者视为经典

的长城华夏九五干红。

当德国战车在球场上洞穿

对手球门，不妨干一杯长城华夏

九五干红，因为比赛的胜利和经

典的佳酿都是严谨精神的完美

呈现。

“ 超萌”多肉植物
让居家更温馨

对于大多数多肉植物来说，

夏季是一年中最难熬的一段时

节。想让自己的多肉植物安全度

夏，首先要弄清它是属于冬型、

夏型种还是春秋型种，之后再根

据不同的科属安排不同的养护

方式。冬型种和春秋型种的多肉

植物入夏后就开始休眠，这类植

物是需要重点呵护的对象；夏型

种的多肉虽说照常生长，但也要

注意避免中午太阳直射，高温天

气保证通风和降温，浇水时防止

水分积聚，导致烂根。

总之，通风、遮阳、避水是夏

日养护三大要素，无论是哪种类

型的多肉植物，都需要有一个良

好的通风环境。闷热潮湿的环境

下，空气不流通，既不利于水分

的蒸发，也难以降低温度，很容

易导致腐烂的发生。

在盛夏时节多肉植物还要

避免放在露天环境，以免在冰

雹和暴雨来临时惨遭侵袭。对

于无法知道冬型还是夏型的多

肉植物，只要遵循避烈日，控浇

水，保通风的三要点，也可做到

万无一失。

将色彩形态各异的不同品种

组合在一起，更能形成独具个性的

奇妙景观。要注意的是在多肉植物

组合的植材选择上，应尽量选择生

长习性相同的品种，以保证生长势

态相似，随着养护时间的增长，盆

栽组合整体效果好，株型统一。颜

色上，则应选择3-4种色彩。

以下六步教您打造属于自

己的多肉植物组合盆景。

第一步：先选择好多肉植物

的颜色、种类、高低，据此购买小

苗，大致决定一下构图，注意一

下植物的平衡与美观。

第二步：准备好一个小花

盆，先铺上一层土壤，一定要用

水淋湿。

第三步：在上面再铺上一层

火山石，火山石是多肉植物生长

的好伴侣，可以提供不少微量元

素，同样淋湿。

第四步：从花器的边缘处开

始移植小苗。在一个边缘处开始

移植、推土，然后再慢慢往另外

一边铺开。

第五步：尽量做到不要用手

去碰小苗的叶子，所以用镊子来

做这个最合适不过了。

第六步：按着自己喜好种植

完毕后，尽量不要再移动小苗，

最后完成的时候，用小铲子添加

一些赤玉或者装饰石头即可。

多肉植物安全度夏有妙招

[小贴士] 多肉植物DIY拼盘教程

本报讯 日前，国内百强企

业为为网在各大媒体上公布了

全渠道O2M战略。这一消息的公

布，标志着家居建材行业已进入

移动互联网时代。而为为网则成

为国内首创在家居建材行业推

出O2M模式的企业，是行业的先

驱者，带领着建材家居行业跨越

了从传统互联网电子商务到移

动电子商务巨大转型。

为为网、建配龙集团董事

长郑良贤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

指出，在中国本土，全渠道战略

的突破口就是O2M，而不是现在

国 内 很 热 的 O2O，O2O只 是 将 线

上线下打通并形成闭环，而O2M

却可以实现全渠道的互通和共

存，完全不存在平台的准入门

槛，并且可让多方合作共赢。只

有通过O2M的全渠道，才能够为

家居建材行业带来新的生机和

经济增长点。为为网将投入1 0

亿人民币去打造这个全新的模

式。当为为网O2M模式全面展开

时，将产生核聚变式的效应，对

家居建材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

和变革。

为为网的全渠道战略的核

心 就 是 建 配 龙 建 材 家 居 商 场

（ Of f l i ne）+为为网网上综合商

城 （ Onl i ne）+ 移 动 端 应 用

（ mobi l e）3 种平台的全面有 机

结合，不设商家的准入门槛，为

商家与品牌带来更多的销售通

路。同时，建配龙的自建物流可

以更为快捷便利的为平台服务。

而且，为为网更是引入了P2P这

一全新的会员管理模式，实现“ 3

大平台一个账户”，帮助平台聚

拢海量的消费群体，最终实现消

费者、商家与平台三方共赢的发

展前景。为为网将通过全渠道的

战略部署，让服务更立体化、信

息更实时化、支付更便捷化，更

让消费兼具有社交功能。为消费

者与商家提供最全最优的服务

体系。

为为网的全渠道策略紧抓

三点要素：

1 . 满足消费者的各方面需

求，只要是消费者生活所需，为

为网均能满足。

2. 以消费者为本，将消费者

的利益放在首位，首创VIP客户5%

返利机制。

3. 发动每个顾客，建立购物

社交，使每一位消费者都是一个

自媒体来进行口碑传播。

为为网O2M的战略核心理念

是：这是一个消费者的时代，我

们只有立足于消费者的角度，去

改变规则，改变战场，改变思维，

才能使我们的品牌处于行业领

先地位。

201 4年6月21 日为为网O2M

将进入试运营阶段，为为网在中

国移动互联网发展进程中，将会

留下一个深刻的烙印。

为为网、建配龙全渠道布局的O2M模式

家居建材行业跨入互联时代

高脚杯遇见世界杯
长城美酒相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