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万旭明

2012 来了，世界不会毁灭，但总
有一些东西将要消失， 那些产品和品
牌曾经风光无限， 是那么受消费者喜
欢， 甚至直到今天都有着大量粉丝。
微博上流行的这样一段话， 普通青年
用 iphone， 文艺青年用索尼爱立信，
技术青年用黑莓，富二代青年用 Ver-
tu，白领青年用 HTC，二青年用三星，
外来工青年用摩托罗拉， 农民青年用
诺基亚。 曾经的手机领导者已经排到
流行的最后。

美国华尔街网站制作了一份即将
在 2012 年消失的品牌名单，其中索尼
影业、 诺基亚、 索尼爱立信和 MyS-
pace榜上有名。 华尔街每年都会制作
出来一份即将消失的品牌名单。

像麻将一样组合的手机
看来发明者爱好麻将。 这就是模块

化手机 Mobikoma， 其每个手机模块的
大小只有 2.2cm×2.2cm， 最少由两个模
块组成迷你手机，组合成智能手机需要
18 块， 组合成平板电脑则需要 6×9=54
块。 它每个模块都可以进行编程设置，
供电系统和处理器也都相互独立。 这些
模块中设计了 SIM 卡位、麦克风、存储
系统乃至 WIFI， 用户从背面的标识分
辨。

戒妖孽，熟男当道
关键词：宽版廓形
关注品牌：Prada、Ermenegildo�Zegna
� � � �在两大男装周的秀场外，各路时尚男
编辑穿着印花 leggings，顶着粉色兔子耳
朵，用尽手段抢镜头，搏版面，但在秀场
内，男装时尚已经逃脱了嬉皮、朋克的 20
岁，各大 T 台上走来的尽是稳重大气的熟
男形象。

虽然这一季的男模依然纤细得让女
人嫉妒， 这一季的裤装也依然贴身得令
多数男人汗颜， 当然，Giorgio� Armani
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睡裤一样的松垮长裤
和 Givenchy 的大摆短裙除外。 但至少
当男人们行走在街道上时， 裹住他们纤
瘦身体的外套是宽版阔肩的。 Prada 秀
场上的男人们各个像政界要员一样，大
翻领长外套上连纽扣都系得一丝不苟。
而 在 国 内 广 受 商 务 男 士 欢 迎 的
Ermenegildo� Zegna， 这一季更是连短
版外套都像斗篷一样宽大。 在经济萧条
的欧洲，前卫、叛逆的年轻人已难以令人
信服，连时装界都开始呼唤稳重、踏实的
成熟男性了。

色迷离，不甘平庸
关键词：色彩拼接
关注品牌：Burberry、Bottega� Veneta
� � � �上一季，撞色让女人们的衣橱变成了
拼色盘，这一季的米兰，终于把色彩拼接
玩进了男装里。

Burberry 的男模们戴着灰色羊毛尼
鸭舌帽，手上拎着鸭子头的长柄伞，一副
英伦雅皮的范儿。 但当一位身着灰色风衣
的金发男上场时，惊喜出现了，因为下摆
上的棕色、姜黄色彩虹条纹，无趣的米色
风衣立刻有趣了起来。Burberry还把彩虹
条纹印上了棉外套上，让原本臃肿的厚外
套多了几分玩味。

但 更 大 的 惊 喜 出 现 在 Bottega�
Veneta 的秀场上， 两粒扣西装因为拼色
的印花焕发了新的生命。 而特别的是，
Bottega 抛弃了常见的大面积色块、几何
图案和条纹拼接，西装上的印花都像色版
出了差错一样，在衣领、肩部、衣襟处出现
了不规则的小色块，戏谑的味道配上规整
的廓形，很是值得玩味。 而蓝黑、浅灰、深
棕和偶尔的一小缕宝蓝色搭配在一起，其
实并不显得怪异，完全可以想见那些不甘

平庸的男人穿着它走上街头的样子。

暖暖光，贵气回归
关键词：丝绒面料
关注品牌：GUCCI、Dolce� &� Gabbana
� � � �看到那些哑光、 柔软的绒面材质，你
是不是会想到《飘》里，斯嘉丽扯下昔日繁
华的天鹅绒窗帘，缝成一袭华服去见故人
的场景？ 这一季，男装秀场上虽然没有出
现天鹅绒，但同样雍容贵气的丝绒大行其
道，各大品牌都推出了丝绒质地的西装。

在GUCCI的秀场上，丝绒成了绝对的
主角，孔雀蓝、棕黑驳杂、枝蔓蜿蜒的印花，各
色丝绒西装诠释出一个个纨绔贵公子的形
象。好在暗纹盘错足够低调，没有让丝绒走向
娘气、败落的那一端，反而显得精致、严谨。

砍掉人气超高的副牌 D&G 时，
Dolce� &� Gabbana 两位设计师给出的理
由是要“专心经营主线”， 在这一季的米
兰，他们果然交出了一份足够华丽，足够
意大利的答卷。 灯芯绒外套搭配丝缎长
裤，暗金色、枣红色、素黑色，浑身的绒面
搭上巴洛克花纹的金色刺绣， 戏剧感十
足，华贵得让看客错觉时空混乱。 注意看，
连模特脚上的鞋都有金色花纹。

1.诺基亚
诺基亚公司已经死去，而股东

们正在等待收购者。 目前主导移动
互联网市场的是苹果公司，RIM 公
司的黑莓智能手机，HTC 和三星
公司。 诺基亚公司正在将塞班平台
逐渐转向使用 Windows� Phone
平台。 而 HTC 可能成为潜在的收
购者。 HTC 目前是全球第四大智
能手机制造商。 今年其手机销量是
去年的两倍。

2.Saab萨博汽车
第一辆萨博汽车是在 1949 年

于瑞士发布的，公司随后又推出了
多款高级轿车和跑车。 凭借着其在
全球范围内的热卖和声誉的提升，
通用公司在 1989 年收购了其一半
的股份 ， 但是通用汽车决定在
2008 年底放弃萨博品牌。 从品牌
上看，萨博已经不再具有生命力和
价值。

3.索尼影业
索尼影业是索尼公司的多媒

体产品，与其游戏和消费级电子产
品的业务没有关联。 索尼在 1989
年以 34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哥伦
比亚 Tri-Star影业公司，不过目前
遇到了很多麻烦，公司在上个财年
亏损 31 亿美元。 而公司的游戏主
机系统业务又受到了微软和任天
堂的挑战。 而消费者级电子产品也
受到了来自苹果公司的压力。

4.索尼爱立信
Sony� Ericsson

� � � � 索尼爱立信公司是由日本的
索尼公司和爱立信公司合资组成
的。公司在 2001年组成，索尼爱立
信公司的手机销售帮助索尼公司
扩展了Walkman等子品牌。 不过
现在，索尼爱立信的智能手机远远
落后于苹果和 RIM公司的产品。

5.Kellogg's 爆米花
爆米花被认为是不健康的，因

为其食品中含有单双甘油酯，公司
的谷类产品下降了 18%至 7400万
美元。

6.MySpace
� � � � MySpace 曾经是全球最大的
社交网站，不过现在已经是过眼云
烟了。 News� Corp 在 2005 年以
5.8 亿美元收购了 MySpace，这在
当时被认为是非常合算的。 在
Facebook 出现之后，MySpace 逐
渐失去了其影响力。 目前，Face-
book 的用户总数已经超过了 7
亿，相比之下，MySpace 在美国的
用户总数不足 2000 万 。 News�
Corp 已经暗示， 如果没有合适的
购买者，将会关闭MySpace网站。

网友总结春运神器：
有吃有玩有利器
温暖的鞋子

暖自足下生。 凛冽的
寒风中，缩手缩脚的人们，
排起了长龙，买票也好，排
队也罢， 你应该有一双温
暖的鞋子。 充电加热按摩
鞋也就应运而生了。 它既
可以缓解你的冷， 又能为

你缓解疲劳。 智能电路与开关相连接控制鞋
底涌泉穴位置的发热芯片，实现鞋内发热和
恒温的效果。 可持续脉冲发出最接近人体
“生命温度”，从而通过刺激足底按摩，可对
人体疏经活血，促进血液微循环、调节血液
活力，改善人体组织的代谢功能和促进神经
细胞功能的再生。 在温暖舒适的按摩中，旅
客的身心都将得到最好的调整，精神百倍过
大年了。 价格不算贵，一百五十来块，亲，这
个可以有。

箱包防丢器
回家过年，你一定带了许多东西要与家

人分享，当然也包括辛辛苦苦赚到的钱。 那
么，箱包防盗防丢器一定不可或缺。 防盗防
丢器是由子机与母机两部分组成。 如使用防
丢功能，则子机和母机分开一定距离母机会
立即触发报警。 如使用防偷功能防止箱包拉
链被打开，则需连上磁控连接线，当箱包拉
链被打开母机会立即触发报警，提醒主人并
阻吓小偷。 让你的财物得到最大的保障！

穷人的 PAD

� � � �高高的树上结槟榔， 谁先摘到谁先尝。
在平板电脑的王国中，苹果无疑最先尝到甜
头。 接着烽烟四起，遍地开花，各国电子巨擘
都企图在平板电脑领域分一杯羹。 春节来
了，文艺青年也好，职场白骨精也罢，向您介
绍一款网络预订量异常火爆的平板电脑。 原
因之一，便宜。 原因之二，还算过得去。 它来
自第二人口大国， 印度。 平板电脑 Aakash
自从网络预订开始， 两周间已经卖出了 140
万台。 Aakash 于 2011 年 10 月正式发布，
12 月 14 日开始网络预订。 Aakash 采用安
卓 2.2 系统，7 英寸的触摸屏，2GB 外部记忆
装置，2 个 USB 接口， 内设 Wi-Fi 机能,电
池续航能力为 3 小时， 价格为 1 台 2500 印
度卢比(约合人民币 298 元左右)。 子曾经曰
过：买不起苹果，俺还买不起你？ 世界级廉价
电脑，亲，过年整一个？

移动电源，HOLD 住苹果！
是果粉的，

请举手！ 有 4S的
请举手！刷微博的
请举手！玩游戏的
请举手！一天充一
回电的请举手！用
到关键时刻自动

关机的请举手!是的，大家都在举手。春运神器中
这个必须有。 此种移动电源， 具备同时双输出
（2A�1A)功能，适用手机、平板电脑、数码相机等
设备充电。 电池容量达 11200毫安，iPhone4
使用 3G�网络通话时间长达 40小时；视频播放
长达 58�小时。待机时间长达 1700小时。正常
情况下， 完全充满电后可以给 iPhone4充电 6
次左右。 输入：DC�5V-1000mA。 输出：1.DC�
5.3V-1000mA(MAX)� 2.DC� 5.2V-2000mA
(MAX)。 容量：11200� mAh（毫安）。 体积：
120x75x25�MM（毫米）。重量：253�g。此类产
品配备 7个转接口（苹果接口、诺基亚 DC2.0、
Micro�USB、MiNi�USB、三星接口、索爱接口、
PSP接口），相当实用，在漫漫长夜中等候登车
的你，值得拥有。

铆钉鞋，惨叫鸡来了，请让让！
恶搞春运，已经成为网友的“春晚”固定

节目了。 前几日，“让人远离你的春运装备”
就已令人称绝，逐渐流行开了，这里也向还
不熟悉它的人们介绍一下：那由无数颗尖尖
的铆钉组成的平底鞋， 有个很霸气的名字，
叫做“拒踩铆钉鞋”一旦踩到必能血溅五步。
亲，淘宝就有的卖，具备恶搞精神的家伙，赶
紧整一个。 无论是挤地铁、坐公交，当然主要
是春运挤火车时最拉风啦。 至于那只全身金
黄叫声惊悚的鸡， 自然也有个很应景的名
字，“开道惨叫鸡”双手一捏，撕心裂肺的叫
声便可响彻车厢，震动寰宇，神经衰弱的你
我，哪个谁敢不让开？

酷设计

踏板车的背包
背包是很多远行者的必备工具。 不

过你见过集成踏板车的背包吗 ？ Gig
Pack 变身踏板车后的最高承重达到 90
公斤，其大型橡胶轮胎特别根据耐用性
进行了优化。 设计者表示，为了保证背
包本身重量， 其金属部分均采用铝制，
而压缩和取出的步骤也非常轻松简单。
怎么样，原本的负担反变成利于出行的
交通工具了。

椅子的方向感
“EKSTramus”一把椅子设计，这外

形已经超出了我们常规的椅子概念。
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椅子最多的

就是椅脚，有 13 个椅脚，没有任何特定
的就坐方向， 如此设计方便随意就坐，
就坐时可以左右摆动变换位置以及方
向。 设计：Beata Patasiute。

实用的电源线粘
如果让你面对家里插满线的插线

板，你能分辨出这些电源线都是哪些电
器的吗？ 当你需要拔掉电水壶时，会不
会不小心把电脑线也拔掉了？ 试试这
个布莱叶盲文电插头标签吧，盲文使用
尼龙搭扣紧固在插头上，让有需要的用
户很容易就识别到插头是那个设备所
使用的。 这个概念设计让许多视障人
分辨到他们的电器插头， 它的一面用
图像和英文缩写标注，另一面用盲文标
注。 这个电源线粘（魔鬼粘） 你也要
自己制作。

太阳能街灯
喜欢在街边、花园里秉灯夜读？ 好

吧，我知道有些人喜欢在这些惬意的地
方看书、赏景、唠唠嗑。 那这个太阳能充
电公共座椅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它内置 LED 节能灯泡， 在白天可以通
过吸收光能来储存电量，晚上则可以通
过这些储电来进行照明。 除了照明之
外，也可以为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等
移动智能设备充电。

美国华尔街网站发布：

2012即将消失的品牌

2012秋冬男装

色与戒

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2012
秋冬米兰、巴黎男装周先后开秀，

这一季， 各大品牌都在营造一个
暮霭沉沉、 晚霞满天的欧陆古

城，行走于其中，男人们都穿着
严谨的正式西装，裹在宽版阔肩

的外套里， 拎着素色长柄伞，像
要坐上四轮马车、 赶赴王子的

婚礼一样。 能让你从这复古气
息中跳脱出来的， 只有传统外

形中潜藏的那些细节， 丝绒材
质、拼色拼接、金色绣花。

IN词

高帅富
“高帅富”是最近新出来

的一个网络词汇， 在各大论
坛、 贴吧高频出现， 对应于
“矮矬穷”， 它形容男人在财
富、 相貌、 身材上的完美无
缺。 这样的男人往往会博得
众多女性的青睐，在恋爱，婚
姻中获得成功。 尽管几乎每
个男人都想成为 “高帅富”，
而不是“矮矬穷”，但是现实
是残酷的， 对于一些男人而
言，“高帅富”是个心酸的词，
所以“高帅富”这个词更多的
是用于调侃自己或者他人。
但也有部分网民用这词来挖
苦讽刺别人， 或者形容自己
再借此来讽刺 “矮矬穷”，尽
管他自己也可能是他所讽刺
挖苦的“矮矬穷”，但为了口
舌之快，“高帅富” 成了这部
分人的必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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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老男人
客串模特亮相意
大 利 米 兰
2012/2013 秋冬
男装周,他们是演
员加里·奥尔德
曼、 蒂姆·罗思、
威廉·达福、阿德
里安·布罗迪和
（从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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