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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春节袁阳台除了要做好清洁
整理袁 把清洁用品用具收纳好袁保
持整洁美观的形象示人袁加些适当
的装饰也是有必要的遥但鉴于阳台
也是家中昼夜最分明的空间袁白天
多靠自然光照明袁夜晚除了有使用
需求袁 多半时间都会融于夜幕中遥
因此袁春节里不妨为阳台准备好两
副野面孔冶袁演绎两种不同的风情遥

白天
绿植营造清新春意
巧用花架拗造型
许多家庭春节本就会在家中

添置一两款花草袁使空间更有生命
力遥但像蝴蝶兰等许多好看的花草
并不耐寒袁且为了给过节提供观赏
价值袁 只适合放在客厅等室内空
间遥这使得原本最适合养绿植花草
的阳台反而被忽视了遥 其实袁阳台
这个空间在一个家中还是具有不
小人气的袁人们喜欢在阳台看看风
景尧聊聊天袁而因为空气流通袁还会
成为野烟民冶们的抽烟场所遥 因此袁
春节里阳台如果空空未免就太冷
清了袁 种上一些耐寒又耐看的绿
植遥

多肉植物因小巧肥厚的 野萌冶
外形受到许多人喜爱袁而其中的子
持莲华尧观音莲尧冬美人尧姬胧月尧
黄丽等都属于耐寒品种袁基本零下
五度以内的低温都能安全越冬袁子
持莲华甚至能扛到零下八摄氏度遥
不过要注意袁一些多肉植物是喜阳
的袁所以尽管耐寒冬天也要多放到
太阳底下进行适当光照袁以保持植
物良好形态遥 此外袁多肉植物不仅
具有观赏性袁部分品种还具有净化
空气的功能袁例如姬胧月袁就可吸
收甲醛等物质遥如果喜欢会攀爬的
藤蔓植物袁 可以选择种常春藤尧紫
藤尧金银花等袁在还没有藤爬满墙
之前袁也不失为一处装饰遥

虎皮兰是一种常绿的草本植
物袁叶子厚肥并有着像老虎皮纹的

独特花纹袁所以得此名袁观赏价值
也是比较高的袁 养得好还能开花袁
而且可以吸收空气中的一些有害
物质遥 虽然不属于耐寒植物袁但因
生命力比较顽强袁一般越冬温度不
低于 10益就行袁 因此面对广东的
冬天基本无压力遥同样虽不耐寒但
得益于生命力顽强适合种植的还
有龙骨尧仙人掌等袁而且都是可种
成大株也可以养成小盆栽袁各有趣
味遥

选择绿植花草的同时袁还要注
意为它们野安个家冶袁如果摆放太过
随意不讲究袁就容易造成阳台杂乱
且不美观遥花架一般分落地式和悬
挂式两种袁可以根据阳台空间大小
及装饰需求等因素来选择遥 其中袁
除了一些创意产品袁多数用于墙面
的悬挂式花架要配合花篮使用遥对
于多肉植物等盆栽式及较大株的
植物花草袁 宜选择落地式花架袁而
藤蔓式植物当然是选择悬挂花架袁
让花叶往下垂落或爬藤最具美感遥
材质方面袁一般分实木架和铁艺架
两种袁 实木更贴近清新田园风袁而
铁艺更具现代感袁欧式风格花架也
多为铁艺遥

夜晚
过节来点小情调

不出门就能看星光闪烁
夜幕降临袁阳台上白天再美的

绿植尧 装饰都会被黑夜笼罩而失
色袁需要有光来点亮袁而节日里袁用
上成串的挂灯就再适合不过了遥说
到灯串这种东西袁实用主义者可能
会觉得多数时候毫无用处袁晚上开
着亮度不够照明还费电袁占地方不
说久而久之还积灰;但对于浪漫主
义者来说袁夜晚亮起的灯串犹如点
点星光袁十分梦幻袁足不出户就能
看星光闪烁袁 是富有情调的美事遥
而如今生活讲求仪式感袁过年过节
为家里增添一处温馨浪漫之所又
何尝不可呢钥

目前市面上此类装饰灯串多
为 LED灯袁 有需要插头插电的也
有靠电池就能发光的袁像宜家的一
些产品还支持充电电池袁更加环保袁
还有的产品支持USB插电遥而针对
放在阳台的灯串袁 则要留意是否具
备防水性能遥造型上袁除了最原始的
米粒小灯泡袁 常见的还有在灯泡外
加上星星尧圆球袁甚至花鸟尧蝴蝶等
造型的袁 如果想更有年味袁 还有灯
笼尧中国结等造型可选遥一些产品还
将灯串与外形装饰品拆分售卖袁消
费者可以自由选择搭配遥

不同于新年里其他装饰品袁往
往是大红大紫不抢眼不罢休袁小小
的灯串给阳台的仅是一抹淡淡的
光袁但只要使用得当袁就足以在黑
夜中将整个空间化腐朽为神奇遥最
常见的做法就是用灯串挂满墙面袁
但这种方法适合多串灯使用袁紧密
地铺满一面墙效果会更好袁但总体
来说只能算中规中矩的经典做法遥
还有一种是沿着阳台门边沿挂灯袁
但因为阳台门与客厅连接袁在客厅
有照明光源的情况下袁装饰效果就
不够明显了遥还有就是挂在阳台外
的围栏或阳台罩上袁这样不妨碍出
入走动及晾晒衣服等动作袁也有一
定的观赏性袁不过这种观赏性更多
是存在于外人眼中袁即外面的人往
你家阳台望时看得见袁自己在家中
可能反而享受不到遥

串灯的使用摆放袁除了从阳台
空间出发的袁其实还可以更灵活一
些袁让灯串配合阳台的物件发挥效
果遥 例如前文提到的袁如果你的阳
台有植物盆栽袁那么完全可以将一
串灯串缠绕在这些植物上袁不需要
整齐袁自然随意即可袁这样袁绿色的
植物间夹杂着星星点点的亮光袁别
有一番美感遥 同样的袁还可以把灯
串缠绕到花架尧 阳台其他储物间尧
墙面搁板等上面袁甚至找一个玻璃
罐子袁将米粒灯串团成团放在里面,
像一个装满萤火虫的罐子噎噎总
之,灵活使用,可以实现美而不俗遥

再过一天就要迎来春节袁
如果你实在没时间给家好好
野打扮冶袁那只能寄希望于挑选
一两件单品来救急了遥 那么袁
什么样的春节单品不容易落
俗套袁能在亲朋好友面前给你
长脸呢钥

对联尧 年画 年俗用
品可以来点创意

自古以来袁过春节袁我们
就有贴春联尧挂年画等年俗习
惯遥但市面上多数年俗仅停留
在写着吉祥话语或画着吉祥
图案的层面袁样式基本都大同
小异袁购买时袁基本就是在不
同的吉祥语或图案中做选择袁
久而久之难免审美疲劳遥
不过袁近年来已经有越来

越多优秀的艺术家尧 设计师投入到弘扬传统文
化的事业中来袁把创意注入其中袁在春联尧年画尧
门神等年俗用品上就有不少优秀产品遥 合体字
春联就是一例遥 合体字春联是指袁对联上的每一
个字都由一个四字吉祥语组合而成遥 这一创意
最初来自一个叫野好东西冶的原创设计团队袁设
计难点在于要兼顾字体的识别性和趣味性袁一
笔一划除了巧妙拼接袁 还要借汉语语境来完成
字体遥 不过袁 该产品面市后迅速被众多网点盗
版尧抄袭袁目前已很难买到正品遥

再说年画袁以门神画为例袁原创设计就更多
了遥 常见的是将门神卡通化袁Q版的门神形象显
得更亲切可爱尧 平易近人袁 更符合现代人的审
美遥 也有复古怀旧风格的门神画袁在画功和用料
上会更凸显质感遥 在实用性方面袁年画还不只停
留在装饰尧寓意好兆头的作用袁有些设计师将年
画设计到了门帘上遥 门帘一般用于空间隔断袁像
过年时家里会有很多亲戚朋友来访袁 如果你想
委婉地谢绝别人参观你的卧室等地方袁 就可以
在客厅与卧室区之间用门帘来隔断袁 当然你家
的户型是动静分区才可以遥 除了门神袁一般还会
有财神爷尧钟馗等等人物形象袁这样的门帘既实
用袁又能增加新年气氛遥

狗狗摆件也有很多风格

今年是狗年袁民间有野狗来富冶的说法袁狗通
常被看作是象征吉祥的动物袁 加上狗的叫声又
是野旺冶的谐音袁所以春节家居布置中少不了要
有一两件狗形象的摆件来应景袁 也寓意过个吉
祥年遥

而说到狗狗摆件袁 很多人可能马上会联想
到一些捧着金元宝的土豪金狗尧 长着火红皮肤
的公仔狗袁觉得太张扬或太粗糙袁反正都不够雅
致袁而且跟家居风格也不搭遥 其实袁花点时间淘
一淘还是能发现很多好东西的遥 和近年流行的
家居装修风格一样袁狗狗摆件也有新中式尧简约
北欧风尧清新日式等你可能意想不到的风格遥

中式风格的摆件直接找雅致的纯装饰品可
能有点难袁可以考虑从香器尧茶盘摆件中间接来
找遥 或者找一些具有广东本土特色的摆件袁例如
石湾公仔袁 其中也有不少由艺术家创作的更符
合现代审美的作品袁 用于家居装饰不仅毫不违
和袁还别具审美趣味遥 石湾公仔又称石湾艺术陶
瓷袁产于中国陶瓷名镇的广东省佛山市石湾镇袁
作品通常具有浑厚尧粗犷尧质朴尧率真的特点袁塑
造人物以不施釉的陶泥野胎骨冶表现人体肌肤袁
取得了野比瓷雕更有温情和人性冶的艺术效果遥
当然也不乏动物形象的作品出现袁 例如十二生
肖系列等袁 能在其中找到适合今年使用的陶瓷
狗摆件遥
北欧风格则以简约见长袁 摆件自然也不例

外遥 北欧风狗狗摆件大多比较抽象袁线条简单袁
通常会把狗的五官和表情都省略袁面部空白袁仅
留狗的外形袁甚至只是一个低多边形几何体遥 色
彩方面袁跟北欧风家居用色一样袁以黑色尧白色尧
灰色居多袁活泼点的也有蓝色尧金色尧粉色等袁但
均以纯色为主遥 另外还有一些气球狗造型的摆
件也别具北欧特色遥 而日式风格狗狗摆件则一
如许多 Q萌的日本卡通形象袁棱角较少袁多以圆
乎乎的形象讨人喜欢, 但也多数比较小巧玲珑,
一般要成系列摆放效果更好遥 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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