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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商业A20

“每天匆匆忙忙赶着上
班，整个人都不好啦。”12月
11日，在湘江中路某银行工
作的蔡小姐说。那么，如何
成为冬日一道靓丽的风景，
容光焕发地出门呢？三湘都
市报记者找到一些好帮手。

亮白牙齿令微笑增分

冬日，大街上，一个沁
人心脾的微笑，足以融化严
寒。 如果有一口亮白的牙
齿，就要给这个微笑增分不
少。

“往年都要去牙科医院
洁牙1-2次， 每次都是一两
百元，今年朋友从美国给我
带了一支电动牙刷，能震动
洁牙，去除牙垢，都不用跑
牙科医院。” 长沙市民廖女
士说。

在通程东塘旗舰店，有
飞利浦、松下等品牌电动牙
刷在售， 价格从100多元到
2000元都有。其负责人李征
介绍，卖得挺好，长沙消费
者还是挺注意牙齿健康的。

“唯一的麻烦是每三个
月要换一次刷头，而且刷头
还不便宜。” 家住书院路的
范小姐说。记者在国美在线
上看到，一款刷头从54元到
119元不等。

除了刷牙有电动牙刷，
就连剔牙也有电动冲牙器。
国美在线上一款售价368元
的变频水流洁牙机收到504
个好评。

冬季需要给脸部“喝水”

冬季，当然少不了给肌
肤“喝水”。不少女性消费者

会去美容院做护理，用蒸脸
器喷一下脸，一方面帮助毛
孔张开， 易于清除粉刺、黑
头，另一方面，蒸脸过后皮
肤也比较柔软。

不过，现在市民花不超
过百元就可以把蒸脸器带
回家。12月11日， 在苏宁五
一超级店三楼，某品牌蒸脸
器因小巧可爱的外观，瞬间
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目光。导
购员则称商品已断货，“11
月、12月卖了十几台， 蒸脸
器出货也比较少。”

在苏宁易购上，记者找
到这款产品，原价699元，活
动价仅需499元。“通过纳米
技术补水清洁， 仅需6分钟
就能达到在家美容的效
果。”上述导购员介绍。

■记者 杨迪

淘宝正大张旗鼓地吆喝“双十二品牌
盛典”之时，星城的商场已经抢先一步开
启了圣诞活动的大门。

12月11日，三湘都市报记者在长沙新
世界百货了解到，该商场提前开启圣诞优
惠活动，一场名为“抢先圣诞，深夜不打
烊”的商品盛宴已经准备好要为消费者送
上最早的圣诞礼物。

据了解，即日起至12月14日，商场2层
至5层的流行服饰区再度开放“1元当2元
花”的优惠，其中，12月12日至13日18时
后商场VIP还可以享受5倍积分， 即日起
至12月14日，名品珠宝区折后VIP也可再
享5倍积分， 当日新增5000积分可兑换商
场100元消费券。

在商场的活动名单上，A02、歌莉娅、
雪蔻、Vero�Moda等女装品牌以及杰克琼
斯、卡宾、JEEP等男装品牌部分2014年新
款冬装低至5折，古柏、奥斯卡丹、曼格如
2014年冬品低至4折，Five�Plus今年新冬
款7.8折，GXG满800元送300元， 太平鸟
新款8折，凭商场VIP卡还可再享受9.5折。
而在最近火到不行的新世界百货美食，将
延长营业时间并推出夜宵特别价，5元吃
各款特饮，更有韩国第一品牌咖啡———咖
啡陪你推出20点后全场现做饮品5折通
吃。另外，全店餐饮还推出了“20元团购50
元美食券”的活动。

除了疯狂的折扣商品，新世界百货也
打开了会员的大门。在活动期间，只要到
店消费任意金额， 消费者便可前往商场6
楼贵宾服务中心免费办理会员卡，享受商
场为会员提供的优质服务。 ■记者 朱蓉

友谊商店
即日起，COACH部分秋

冬商品5至7折，Emporio�Ar-
mani部分7折起，Burberry部
分商品6至8折，LIU.JO品牌
秋冬新品 1件 8.5折，2件 7.5
折，部分5折。

平和堂
即日起至12月14日，宝

格丽购物满600元赠送海韵
香水5毫升迷你装， 满900元
赠送宝格丽水漾夜茉莉旅行
装；希思黎12月优惠套装，价
值4900元的抗皱驻妍尊享套
装仅售3100元。

新世界百货
即日起至12月14日，商

场2F至5F流行服饰区1元当2
元花， 12月12日至13日18:00
后，VIP再独享5倍积分，当日
新增5000分兑换100元券，依
此类推。

人民路友阿百货
即日起至12月15日，精

品服饰折后满 1000元加送
100元购物券， 维格娜丝、珂
莱蒂尔、卡迪黛尔、金利来、
威斯康尼、 华斯度等品牌参
与。

苏宁
即日起至12月15日，彩

电全场低至7折，最高直降可
达2000元， 线上一款合资32
吋蓝光LED电视限量抢购价
1111元，TCL42吋 4K超高清
安卓智能网络LED电视预约
价仅售2699元等。

国美电器
12月18日至12月21日，大

华超级旗舰店重装开业活
动。即日起，提前预存10元，
开业期间抵150元， 再加送
900ml食用油一瓶；预存30元
抵900元，再加送10斤大米一
袋。

通程电器
12月13日至12月23日，套

购二件以上，累计满12888元
即送价值199元电火锅一个，
套购三件以上、累计满28888
元送价值888元空气净化器
一台。即日起至12月14日，购
家电单件满588元即可参与
抽奖，一等奖为3000元现金。

海尔
即日起至12月19日，带

净化器、除湿机、加湿器、香
薰机于一体的海尔空气魔
方，原价7999元，预售价5999
元。

友阿电器
即日起至12月14日，全

场电器单件满368元减68元、
单件满 2268元减 268元，满
5000元直降500元， 满8000元
直降800元， 满10000元直降
1000元。

■记者 朱蓉 杨迪

触屏手机流行后， 商家发明了冬天能
触屏的手套；笔记本电脑普及后，懒人床上
书桌也悄然在高校里走红……商家们的脑
筋， 总是在为消费者不断地总结出新的花
样。冬天里，百货商场里又有什么让懒人过
冬的法宝？

手机支架会发光

一种自拍神器正在走红， 它其实就是
能够帮助市民在拍照时将手机摆放得更
远的一个小装置。随着气温的降低，无所不
能的商家又发明了更加“神奇”的装备。

12月11日，在千惠东风路店，一件名
为手机支架床头灯的商品吸引了记者的注
意。据店员介绍，这件商品既能够当作手机
支架，为爱用手机看电视剧的“手机党”们
提供支架，又能够同时为手机提供光源，在
黑暗中保护剧迷们的视力。

据了解， 该款商品售价为每个78元。
“买的大多是一些年轻人，其中学生党也挺
多的。”店员介绍，因为符合了懒人一族“窝
在床上”的需求，商品很受欢迎。

家务帮手让人过暖冬

洗菜、淘米、做饭、搞卫生……不少家
务都免不了与冷水接触。

记者在平和堂网上商城看到， 几款夹
固式轻便拖把售价在45元至88元之间。这
其中，伸缩自如，可以同时拖布和除尘湿巾
等功能能够满足不少懒人需求。

此外， 能够让家庭主妇避免碰到凉水
的一次性洗米筛也位列网络销售排行榜
前列。“利用水压和内部结构， 能够清洗大
米、黄豆、绿豆和葡萄等颗粒状的物品。”客
服介绍，该款商品的售价为10元，因为价
格不贵，受到不少人欢迎。

■记者 朱蓉

苏宁“时光盛典”决战“双十二”
房、车0元闪拍、500万件单品买二付一、超市0.1元包邮秒杀

特色营销唱主角

随着苏宁15亿微信红包
的凶猛来袭， 抢红包已成为
一种新的社交时尚。此外，商
品低至3折、“闪拍”、“买二付
一” 等特色营销活动， 也让
“双十二”增温不少。

即日起至15日，苏宁易
购“闪拍”频道将推出“百万
豪宅 0元闪拍”活动，消费者
只需注册苏宁易购账号，并
激活易付宝，缴纳一定保证
金即可参与闪拍。此外还有
iPhone6、相机等海量商品0
元起拍。

而“时光盛典”将延续
“买二付一”特色销售模式，
美妆、母婴、超市、服饰鞋
帽、家居建材、OA等六大品
类500万件单品买二付一。

24元或可买到iPhone6

今年“双十二”，苏宁大
打怀旧牌，推出“时光宝盒”
独家售卖活动。

即日起至12月15日，时
光宝盒开售，每天限量2000
个，共1万个，所有宝盒价格
均为24元， 宝盒里所装商品
总价值在70元以上，如果足
够幸运， 还有可能收到 i-
Phone6、iPad� Air、55℃ 水
杯等惊喜。

苏宁相关负责人表示，
拆礼物之前人们的心情是激
动且充满期待的，苏宁“双十
二” 时光宝盒就是要给大家
这样一种心情， 时光宝盒既
可以送给自己， 也可以用于
朋友之间制造惊喜。

此外，即日起至12月15

日，苏宁易购超市频道推出
超值产品1.2折起。为增加购
物乐趣，活动期间超市频道
每天还有三至四场整点0.1
元包邮秒杀。 ■记者 杨迪

跳广场舞，拿万元大奖

“双十二”期间，苏宁在
全国范围内启动首届“苏写
青春，宁聚舞场”广场舞大
赛的报名。即日起到12月17
日，市民可自行到苏宁易购
论坛或长沙苏宁各大门店
报名。12月底总决赛现场将
评选出冠军、亚军和季军团
队， 可分别赢取到1万元、
5000元、3000元的奖金。

活动

新世界带你尝鲜圣诞节

懒人过冬有妙招

神器助你美丽过冬

“双十二”来了。在众多商家开始摩拳擦掌、大喊促销口号时，
苏宁已在12月初启动“双十二”“时光盛典”，通过时光宝盒、特色
营销、红包惊喜等玩法引爆年末消费市场。

家电导购

找便宜

“双十二”未到，苏宁的送货员们已开始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