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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晋远 文图

10月22日瑞士制表
品牌天梭于北京举办天梭
时刻盛典，天梭全新品牌
主 张“THIS IS YOUR
TIME 这是属于你的时
刻”也于当晚揭幕。盛典
上，天梭宣布全球形象大
使家族再添新成员——影
视明星刘亦菲荣任品牌最
新全球形象大使。天梭全
球总裁弗朗索瓦·添宝先
生、斯沃琪集团中国区总
裁陈素贞女士、天梭全球
销售副总裁奥利维尔·克
桑迪耶先生、天梭全球市
场副总裁贝特朗·德尔沃
特先生、天梭全球公关传
讯经理玛利亚·阿内布林
克女士及天梭中国区副总
裁王颖女士，携手天梭全

球形象大使黄晓明、刘亦
菲及群星盛装出席，与到
场嘉宾共同见证天梭品牌
的重要时刻。

当晚，天梭正式发布以
品牌发源地命名的全新臻
挚时计——杜鲁尔系列腕
表，时刻大使黄晓明、刘亦
菲一并于现场完美演绎。
天梭全球市场副总裁贝特
朗·德尔沃特先生表示:“天
梭一直致力于在传统精湛
制表技艺上，不断进行现代
的创新与突破，这也包括其
在全球市场的传播策略。
在天梭全新的品牌主张中，
我们将以全新的广告及传
播方式去传递品牌的理念，
去触及更多的消费者，诠释
出天梭基于传统、勇于创新
的精神。”

□记者 晋远 文图

10月 17日，专业彩
妆品牌BOBBI BROWN
芭比波朗正式进驻郑州
丹尼斯店。当日，BOB-
BI BROWN品牌在郑州
丹尼斯大卫城新柜举行
了媒体沟通见面活动，与
现场观众分享了BOBBI
BROWN 独特的彩妆魅
力。品牌培训部的资深
彩妆老师也亲临现场为
各位媒体人和现场观众
演绎了BOBBI BROWN
经典裸妆，并介绍了即将
上市的首款突破性全能
虫草精华底妆产品——
密集修护菁华粉底液
SPF30+PA+++。这款
底妆新品内含有以冬虫

夏草精华为主的五大奢
华级滋养精华，采用最尖
端双相冷聚变科技使底
妆与护肤合二为一，均匀
肤色的同时全天候丝滑
养肤，源源不断地为肌肤
提供修护能量，使其从内
而外焕发健康光彩，打造
完美逆龄水光肌。

据悉，郑州丹尼斯
BOBBI BROWN新柜延
续了该品牌“干净、清新、
时尚”的品牌理念，设计
师使用来自纽约的全新
时尚元素，为顾客提供了
全新彩妆课堂的“一对
一”式体验区域，让顾客
更加全面体验并深度了
解第一美妆品牌BOBBI
BROWN 专业的产品与
使用技巧。

□记者 晋远 文图

10月 24日，美式时
尚潮流品牌 LALABO-
BO X HELLO KITTY
限量新品发布会在郑州
人民路丹尼斯店举行。
为了与更多人分享品牌
的时尚精髓与秋冬趋势，
LALABOBO邀请了著名
时尚Icon、《美丽急救室》
掌门人——莎莎老师现
场为大家解读潮流资讯
及时尚穿搭。同时还力
邀台湾新晋男演员——
利晴天分享他对于LAL-
ABOBO X HELLO
KITTY的看法，以及他所
喜爱的 LALABOBO 女
生风格。

本季，LALABOBO
设计团队在自身品牌鲜明
风格之上，将萌系“大众情
人”HELLO KITTY的经

典造型巧妙融入美式街头
风格中。同时，加入棒球
帽、星条图案、异形墨镜等
带有Boylish Style的单
品，让HELLO KITTY软
妹形象摇身一变成为个性
派美国女孩。该系列包括
毛绒外套、长袖 T 恤、
Legging、雪地靴以及各
种时髦小物，款式设计以
富有 LALABOBO 特色
的单品为主，每一款单品
都添加了HELLO KIT-
TY系列主打图像，抢眼
的色调、个性的剪裁、炫
目闪光材质的运用，赋予
HELLO KITTY 更具美
式潮流态度的全新形
象。台湾新晋男演员利
晴天则作为“男神店长”
出现在活动现场，跟店内
的粉丝合照并分享了自己
对于LALABOBO全新系
列的看法。

□记者 晋远 文图

10月21日，拥有260
年历史的瑞士顶级钟表制
造商江诗丹顿郑州丹尼斯
大卫城专卖店揭幕。为庆
祝专卖店开幕，江诗丹顿
将“雕塑时光·共谱和韵”巡
展移师郑州，让钟表爱好
者体验品牌260年来从未
间断过的悠久历史和对至
臻完美的不懈追求。

江诗丹顿郑州专卖店
在设计上延续了品牌一贯
精致优雅的风格，将现代
元素融合于传统设计之
中。专卖店提供品牌经典

系列表款，在呈现高雅奢
华风格的同时，亦为腕表
爱好者及收藏家再添一处
温暖静谧的腕表鉴赏空
间。

值此专卖店开幕之
际，江诗丹顿“雕塑时光·
共谱和韵”巡展亦于10月
22日至27日在丹尼斯大
卫城一层向公众开放。为
此盛事，江诗丹顿特别呈
献了品牌260周年纪念限
量版Harmony系列，重新
演绎品牌拥有近百年历史
的枕形表壳，体现了高级
制表的专业技艺与美学设
计的完美结合。

□记者 晋远 文图

2015 年瑞士潮流腕
表Tendence天势表继大
连、济南、宁波、无锡、南京
和武汉六个城市之后，将

“天下无敌·势如破竹”的
腕表潮流发表特展列车开
到“绿城”郑州。展场趣味
感十足，巧妙的设计可以
让你近距离欣赏并试戴这
些在名人明星圈中拥有超
人气的时髦潮物，同时潮
模上演品牌动态秀，给喜
爱腕表及创想设计的人
士，一次尽览 Tendence
天势表时尚魅力的机会。

此次，Tendence天势
表带来多款特别定制限量
腕表，值得一提的是品牌
高辨识度的“Skull”骷髅
系列，有四款不同的腕表
选择，每一款的特色皆是

在表盘中心添上独家的骷
髅头，体现 Tendence 天
势表大胆创新的设计风
格。每一个骷髅头都采用
特别的镜面处理，而且在
颜色的选择上也非常丰
富,有玫瑰金、金色、银色
和白色四种不同选择，并
在表圈上镶上了施华洛世
奇水晶使其魅力四射、夺
人眼球。除了“Skull”骷
髅系列，这次还将带来光
芒万丈的“Flash”闪光系
列及适合亚洲女性纤细手
腕的“Liliput ”小表盘28
系列等，都彰显出 Ten-
dence 天势表潮流、炫酷
的特质。此外，专为中国
市场隆重推出2款“Rain-
bow”彩虹系列及“Pan-
da”熊猫限量款腕表，每款
腕表限量300只。

□记者 晋远 文图

10月 19日，IWC万
国表葡萄牙系列75周年
杰 作 新 品 亮 相 郑 州 。
2015年，正值品牌最负盛
名、最受欢迎的葡萄牙系
列诞生75周年，IWC万
国表以“传奇，系出经典”
的非凡气度，震撼推出多
款葡萄牙系列杰出新作，
并于郑州万象城特别呈
献“IWC万国表葡萄牙系
列75周年杰作新品展及
制表课堂”。来自IWC万
国表总部——瑞士沙夫
豪森的制表师专程来到
郑州，开设制表课堂，带
领表迷一起探索机芯的
玄妙，体验制表艺术的严
谨精密，分享品牌传奇制
表工艺。

此次在郑州万象城
配合制表课堂展出的全
新IWC葡萄牙系列表款
包括：葡萄牙系列年历腕
表、葡萄牙系列万年历腕
表、葡萄牙系列自动腕
表、葡萄牙系列陀飞轮逆
跳腕表、葡萄牙系列航海
精英计时腕表。另有两
款专为葡萄牙系列诞生
75周年而创作的特别版
腕表：葡萄牙系列万年历
数字日期月份腕表“75周
年”特别版和葡萄牙系列
手动上链八日动力储备
腕表“75 周年”特别版。
这些杰出新作展现出
IWC万国表超凡的制表
工艺与创新精神，为郑州
的表迷呈献一场时间盛
宴。

天梭携手黄晓明、刘亦菲揭幕时刻盛典
刘亦菲荣任天梭全球形象大使

自然彩妆潮流登陆郑州
BOBBI BROWN芭比波朗
郑州丹尼斯建柜

江诗丹顿郑州丹尼斯大卫城
专卖店揭幕
江诗丹顿260周年“雕塑时光·
共谱和韵”巡展驻足郑州

天势表郑州大卫城潮模动态
演绎品牌腕表秀

IWC万国表葡萄牙系列75周年
新品亮相郑州
制表课堂分享传奇制表工艺

当萌妹遇上美式新锐
LALABOBO X HELLO KITTY
全国六大城市时尚巡演登陆郑州

天梭时刻大使刘亦菲与黄晓明完美呈现属于他们的时刻

江诗丹顿郑州丹尼斯大卫城专卖店揭幕

天势表潮模演绎品牌动态秀

LALABOBO X HELLO KITTY时尚巡演

来自瑞士沙夫豪森的制表师现场亲授精湛制表技艺

品牌彩妆师演绎了BOBBI BROWN经典裸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