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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住行游购娱，萧山360°
期待360度全方位与你分享生活的“美时美刻”

■通讯员 汪洋

6月21日，2015“绚丽之夏”开元萧山
宾馆婚庆博览会在酒店开元厅、萧然厅隆
重举行，这是开元萧山宾馆携手东晨婚庆
礼仪等六家单位联合举办的为适龄结婚群
体打造一个集时尚、个性、浪漫、文化等多
种元素于一体的婚礼创意文化展览会。

据了解，婚博会集中展示了婚庆秀、婚
宴、摄影、珠宝、服饰、礼品等各类受现代新
人们所喜爱的产品。除酒店外，东晨婚庆
礼仪、佳丽摄影、开元珠宝、爱都婚纱、罗密
欧私人订制西服馆等多家知名企业参展。
当日现场涌入了数百位准新人，他们对主

办方现场精心布置的中、西两种风格的婚
庆布置艳羡不已，并得到了各参展单位的
倾情接待。准新人们在观赏了别具特色的
婚庆秀的同时，现场预订就获三十多项空
前优惠和超乎想像的大抽奖活动吸引人们
纷纷下单。专为女儿来看行情的来先生当
场拍板，预订了下半年的婚庆和婚宴，他对
东晨婚庆的“幻城”系列婚庆印象深刻，并
被萧宾婚宴前所未有的优惠打动，对他来
说，多送客房只是小感觉，现场LED屏免
费和法国葡萄酒畅饮才是大吸引。婚博会
杭城知名主持郑炎认为，从本届婚博会形
式和内容来看，是今夏颇为耀眼的婚庆博
览会。

6月28日下午，来自台湾地区“卓
顺鸿教授”将在华歌健康管理开讲公益
课“饮食对于健康的重要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80
后家长在得知孩子得了湿疹后，会去医
院查过敏源。在越来越重视健康的今
天，我们还真的应该重视下入口的食
物。吃什么、怎么吃其实是个很重要的
问题。为什么有的人吃了海鲜就浑身
发疹，有的孩子一吃鸡蛋就发湿疹，很
多时候是对吃的东西过敏了。卓顺鸿
教授就会告诉你，我们应该怎么吃，吃
点什么。

华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前身是做
美容行业的，跟饮食难不成还有什么关
系？其实，华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现在
转型从美容升级到既关注皮肤管理，也
做健康管理，从内而外的管理自己的身
体。都说“病从口入”，饮食跟人的健康
有着莫大的关系，所以现在先要普及知

识，告诉大家，什么样的饮食才是有益
身体健康的。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这话虽
然有些片面性，但也说明饮食调理早已
为人们所重视。应用日常食品，根据各
人不同的条件、不同的需要进行调理，
比较简单易行，不但能让人饱腹，更能
补充营养，有益健康，同时还是一种美
食享受。

在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利用
调整饮食作为一种养生健身手段有着
悠久的历史，比如唐代名医孙思邈对饮
食养生作了重大贡献，他认为，老年人
疾病的治疗，首先要注重饮食。

“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维持生
命的基本条件，而要使人活得健康愉
快、充满活力和智慧，还需要考虑饮食
的合理调配，保证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
素的摄入平衡且充足，并且能被人体充
分吸收利用。

营养平衡，首先必须养成良好的饮
食习惯。不可忍饥挨饿，比如不能忘记
吃早饭，也不宜暴饮暴食，不可偏嗜某
种食物，也不可偏废某种食物。大家还
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注意个人饮
食习惯，比如痛风患者，海鲜啤酒要忌
口，比如糖尿病患者，甜食就别吃了，根
据自身的身体情况禁忌某些食物，才对
自身健康有利。

饮食养生是通过吃来进行的。现
在人们，不是没得吃，而是不知道如何
吃，要知道如何吃得健康才是关健，但
是怎么样吃才健康，很多人都没有标准
答案，如果你有时间，不妨去华歌健康
管理有限公司，可以去听听专家的指
点，或许你会豁然开朗。

活动地址：建设二路82-84号，电
话：82638877，活动名额30名，现场
还会教大家如何做菜。

百分百婚礼又一大杰作，第二届
爱情奥斯卡颁奖典礼于 6月 28 日正
式开启，鲜花，美酒，音乐，精彩的表
演、丰厚的礼品等你来体验，各位朋
友们赶快报名吧，本次活动由百分百

婚礼主办。
本次活动全程免费，还有海量奖品

等你来拿
报名热线：0571-82335953，或

者通过萧山360°微信报名，留下“名

字+联系方式”即可。
活动时间：6月28日
地址：市心北路108号雷迪森铂丽

大饭店三楼铂丽厅

饮食对于健康的重要性，你知道吗？

扫一扫 关注萧山360°

近日，雅诗兰黛公司给记者发来声明，
自7月1日起，旗下众多品牌将下调部分明
星产品的建议零售价格。以高价著称的
LAMER经典精华面霜，也在降价之列，
60ml的面霜将从原价2850元下调至2550
元，便宜300元，降幅约11%。记者从杭州
大厦等商场也了解到，商场也已经接到调
价通知，着手准备下个月的降价了。

这次降价还是挺“狠”的。首先是降价
范围广，此次降价品牌囊括了雅诗兰黛公
司在中国市场的所有护肤彩妆品牌，包括
雅诗兰黛、倩碧、海蓝之谜、悦木之源、

MAC、BOBBI BROWN和男士护肤品牌
Lab Series。其次是降价产品多集中在明
星产品。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包括小棕瓶
家族降价幅度最多高达14%，其中50ml的
小棕瓶从950元降到850元；倩碧广受喜爱
的高效护肤三部曲降价幅度达13%，全套
售价从730元降到635元；悦木之源畅销明
星产品韦博士灵芝焕能精华素50ml下调
价格200元，降幅达23%；而经典海蓝之谜
精华面霜 60ml，价格将下调 300 元，从
2850元降至2550元，降幅约11%。

据新华网

雅诗兰黛旗下7大品牌下月起降价
LAMER面霜便宜300元

镌刻爱情之花 成就幸福之梦

百分百婚礼第二届爱情奥斯卡
颁奖典礼即将开启

开元萧山宾馆举办“绚丽之夏”婚庆博览会

萧山360°美食小分队在搜店过
程中，发现了松露森林——布列塔尼面
包烘焙工坊目前推出了餐会活动。什
么是餐会？就是顾客通过预约，可享受
糕点师的上门服务。如果你的公司开
年会或者酒吧开业，或者你有特别的纪
念日要庆祝，还有高考、中考毕业的小
伙伴们想在家中聚会，都可以预约此项
服务。

据了解，松露森林——布列塔尼面

包烘焙工坊，在推广期间，活动力度还
是比较大的，萧山360°也为大家争取
到以下福利：

第一名报名参加餐会的朋友，可享
受满1000元送500元消费券（可直接
在当次餐会活动中抵扣）。

第二名报名参加餐会的朋友，可享
受满1000元送400元消费券（可直接
在当次餐会活动中抵扣）。

第三名报名参加餐会的朋友，可享

受满1000元送300元消费券（可直接
在当次餐会活动中抵扣）。

在活动期间（即日起至 7 月 10 日）
报名参加餐会的朋友，可享受满1000

元送280元消费券（可以直接在当次餐

会活动中抵扣）。

如需报名参加的，可以通过萧山

360°微信回复“姓名+联系方式+餐

会”，就能够参与到优惠中。

教育孩子不再是温室中培养，要让他们学
会面对各种困难。学游泳就是培养孩子综合
素质很好的方法：既能锻炼身体，又能训练心
理素质，积极地面对挑战。杭州开元名都每年
暑期开展的游泳培训班，就吸引了大批家长。
今年，杭州开元名都大酒店的游泳训练营又开
营啦！还增加了太极、瑜伽、跆拳道、自由搏击
4项明星项目。五星教练的专心贴心指导，小
班化的教学授课，为孩子们呈现一个个舒适快
乐的训练场所。

五星品质的泳池 五星指导的教学

酒店康体俱乐部的游泳馆为室内恒温游
泳池，各项条件均符合国际标准，已连续多年
被杭州市体育局授予“游泳场所先进单位”。
游泳馆不仅具有宽敞舒适的淋浴间和配备齐
全的更衣室，更有家长休息区，让家长们在轻
松休息的同时还可以同步视频观摩孩子们的
训练过程。

今年，暑期游泳训练营推出了初级训练
营、提高训练营、中考达标班、小班训练营、1对
2私教5种开班形式，适合不同程度的孩子学
习，授课的教练为拥有10年高星级酒店教学
经验的专业教练。去年参加了游泳私教课程
的球球妈提到：私教一对一的教导很有针对
性，给孩子的时间也更多。“教练也很认真负
责，每天我把孩子送过来交给他们，很放心。
现在我儿子游个50米不成问题，天天吵着要
游泳呢。”酒店康体俱乐部的游泳班为满足不
同水平的游泳爱好者的需求，分设不同班级。

除了游泳训练营外，酒店还开设了太极、瑜

伽、跆拳道、自由搏击班等暑期明星产品。中国
传统的太极、缘自印度的瑜伽、风靡韩国的跆拳
道，还有自由搏击班等，你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选
择你所需要课程。值得一提的是自由搏击的教
练--任鑫，他曾多次参加全国、省、市级各类比
赛，在省、市级比赛获得过多次冠军。

优惠力度空前盛大

今年暑假，只要在7月3日前报名参加杭
州开元名都大酒店的训练营，有多重好礼相

送哦！一重礼：报名前20名优惠100元/位，
并加赠价值600元的太极、瑜伽、跆拳道、自
由博击（四选一）免费课程两堂；二重礼：老生
报名优惠100元/位，并加赠太极、瑜伽、跆拳
道、自由博击（四选一）免费课程两堂；三重
礼：三人同行报名优惠50元/位；四重礼：五人
同行报名优惠100元/位，并加赠太极、瑜伽、
跆拳道、自由博击（四选一）免费课程两堂；五
重礼：八人同行报名优惠200元/位，并加赠太
极、瑜伽、跆拳道、自由博击（四选一）免费课

程两堂。

宝贝学游泳，家长参加健身课程，两不误。

训练营报名时间：即日至8月10日

报名地点：杭州开元名都大酒店3楼游泳

池接待台

报 名 电 话 ：0571-82888888-8666/

8601/8603

康体俱乐部QQ群：81493067

自由博击教练：任鑫

2007年杭州市散打锦标赛52kg级冠军

2008年杭州市散打锦标赛52kg级冠军

2008年浙江省散打锦标赛56kg级季军

2008年浙江省散打冠军赛56kg级亚军

2009年杭州市运动会56kg级亚军

2010年浙江省运动会59kg级冠军

2011年第7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团体第七名

2012年全国散打锦标赛第五名

小班化教学 五星教练专业指导

杭州开元名都康体俱乐部“2015暑期训练营”报名开始啦！

松露森林最新推出餐会活动
糕点师上门服务

初级训练营

提高训练营

中考达标班

小班训练营

1对2私教

初级班

提高班

A班 7月6日－7月17日
B班 7月18日－7月29日
C班 7月30日－8月10日
D班 8月11日－8月22日

7月6日－7月17日

7月18日－7月29日
7月30日－8月10日
8月11日－8月22日

7月6日—8月22日

A班 7月6日－7月17日
B班 7月18日－7月29日
C班 7月30日－8月10日
D班 8月11日－8月22日

7月18日－7月29日

8月11日－8月22日

培训时间：7月6日—8月22日
具体学习时间

可由学员与教练商定达成

每班最高招生额：8人
收费标准：1780元/人/12天
招收对象：1.3米以上的青少年或成人

每班最高招生额：10人
收费标准：1780元/人/12天
招收对象：1.3米以上的青少年或成人
有游泳基础，要求能蛙泳50米以上

每班最高招生额：10人
收费标准：1780元/人/12天

招收对象：1.3米以上青少年或成人
收费标准：2080元/人/12天
每班最高招生额：5人

招收对象：1.3米以上的青少年或成人
有游泳基础，要求能蛙泳50米以上
收费标准：2080元/人/12天
每班最高招生额：5人
招收对象：1.3米以上青少年或成人
收费标准：2380元/人/12天
教练1对2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