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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芙尼全新呈现
2017 Blue Book
“丛林幻境”高级珠宝系列

□记者 晋远

近期，蒂芙尼以“丛林幻境”
（The Art of the Wild）为主题，
发布2017 Blue Book高级珠宝
系列，呈现来自山林沃野的率性之
美。为呈现“丛林幻境”的愿景，蒂
芙尼的设计团队踏上灵感之旅，远
赴热带岛屿，体验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2017 Blue Book高级珠宝
系列共包含六大主题——雨林细
语 （Whispers of the Rain
Forest）；浆 果 奇 境（Miracle
Berry）；涌流瀑布（The Falls）；向
阳之叶（Leaves of the Sun）；羽
翼飞展（Feathered Cloak）；奇花
异 卉（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精湛卓绝的设计
与充满想象力的故事共同再现来
自自然奇境的无穷灵感。“每一年，
我们都以不同的方法创造出工艺
繁复的独特臻品，一切看似不可能
的创作在蒂芙尼都可以被完美呈
现。”蒂芙尼首席宝石学家兼高级
珠宝部门副总裁梅尔文·科特利
（Melvyn Kirtley）如是说。

在 羽 翼 飞 展（Feathered
Cloak）系列的设计中，奇异鸟类的
惊艳色彩和千姿百态得以生动再
现。宝石密镶羽毛模仿鸟羽的轻
盈翼动，每一道悉心雕琢的纹理与
悬垂曲线都描摹出其振翅欲飞之

姿。一枚铰链式袖扣定格鸟儿在
羽翼下的片刻栖息，在18k玫瑰金
底座上镶嵌的黄色蓝宝石、蓝色蓝
宝石及锰铝榴石，呼应鸟儿羽衣的
柔美虹彩。

大自然的超凡力量为蒂芙尼
设计团队的探险征程带来了无限
启迪，尤其是壮丽的瀑布和其奔
腾不息的磅礴气势。以此为灵感
创作的涌流瀑布（The Falls）主
题中，灵动镶嵌的钻石完美呈现
瀑布的流畅奔腾，仿佛水流从内
向外流动，凌空直坠。长短不一、
不规则镶嵌的钻石线条犹如水流
一泻而下，激荡无限生命力。一
条大量运用长棍形、梨形和圆形
切割钻石的璀璨项链完美捕捉水
的澎湃力量，钻石于项链与耳坠
上倾注而下，闪烁如银河倾流。
蒂芙尼2017 Blue Book高级珠
宝系列彰显了非凡自然之美与品
牌设计传承的完美结合。

IWC万国表推出限量版
葡萄牙系列万年历腕表“上海特别版”

□记者 晋远

2017年2月，瑞士制表名家沙
夫豪森IWC万国表推出一款限量
版 IWC葡萄牙系列腕表，为上海
南京西路旗舰店落成一周年庆
生。IWC葡萄牙系列万年历腕表

“上海专卖店”特别版限量250枚，
搭载具备星期、日期、月份、月相盈
亏和年份显示的万年历，直至
2499年无需进行任何外部调校。

一年前，沙夫豪森 IWC万国
表在上海开设了南京西路旗舰
店。此专卖店坐落在城市核心商
圈内一座富有历史的建筑中。在
逾 150平方米的店铺内，“装饰艺
术”风格与中国传统设计元素和谐
相融。“为了庆祝这一非凡专卖店
的一周岁生日，现推出一款 IWC
葡萄牙系列特别版腕表。与此同
时，我们要感谢中国表迷对于品牌
的挚爱与支持。”IWC万国表中国

区董事总经理李柏庆先生说道。
IWC葡萄牙系列万年历腕表

“上海专卖店”特别版（型号：
IW503307）限量250枚，将首先于
全中国的IWC万国表专卖店独家
出售，之后于全球其他地区上市。
这款优雅的腕表由 IWC万国表
52610 型自制机芯驱动，直径为
44.2毫米，搭载精钢表壳、镀银表
盘、镀金指针与阿拉伯数字嵌入式
时标，比勒顿自动上链系统上满链
后可提供7天动力储备。摆陀以
18K红金打造而成，并饰有中文

“上海”城市名称镌刻。腕表以棕
色 Santoni鳄鱼皮表带牢固系于
腕间。万年历可考虑不同月份的
长度，甚至闰年的影响。这一标志
性机制由IWC万国表前首席制表
师葛珞斯（ Kurt Klaus）于20世
纪80年代开发，直至今日一直被
认为是由沙夫豪森IWC万国表所
发明的高级钟表大成之一。

浪琴表香港马术大师赛落幕

□记者 晋远

2017年 2月，浪琴表香
港马术大师赛落下帷幕，德
国骑手克里斯汀·阿尔曼策
骑赛马Caribis Z在“浪琴表
大奖赛”中问鼎桂冠。这次
在港举行的浪琴表香港马术
大师赛是继去年10月洛杉
矶马术大师赛和12月巴黎马
术大师赛后的第三场赛事，

也是全年比赛的压轴盛事。
世界各地的优秀骑手云集香
江，角逐高达225万欧元的
丰厚奖金，浪琴表荣任赛事
冠名合作伙伴及官方计时。
本次“浪琴表大奖赛”中，德
国骑手克里斯汀·阿尔曼策
骑赛马 Caribis Z 一举夺
魁。德国“马术之父”鲁德
格·比尔鲍姆与奥地利骑手
马克思·昆纳分列亚军与季

军。浪琴优雅形象大使郭富
城亲临现场，观赏各位骑手
的精彩表现，并向优胜者颁
发浪琴表精美时计。与此同
时，浪琴表倾情呈献浪琴表
骑仕系列腕表，作为赛事的
官方指定腕表。该款时计从
瑞士独有马种弗朗什山马的
马具中受到启发，以马辔上
的矩形搭扣为设计灵感，在
延续浪琴表的优雅传统的同
时，也寄寓品牌对马术运动
的非凡热忱。

一个多世纪来，浪琴表
凭借悠久制表传统及精准计
时工艺，全情投入马术运动，
为各项世界马术盛事担任官
方计时，并不断以技术革新
推动赛事发展。2015年问世
的“浪琴表定位计时系统”，
通过在比赛过程中追踪并提
供赛马位置、赛事排名、赛马
间距离以及赛马速度的即时
数据，可为赛马运动提供更
精准的、可再现的实时数据，
体现了浪琴表对赛事计时的
精益求精。

今年河南再添3座万达广场

河南万达联袂演绎：蝶变，将美丽进行到底

□记者 康翔宇 文图

进入2017年，万达集团
在河南的发展布局走上快车
道，共有3座万达广场将在年
底之前开业。2月23日，万达
商管集团郑州区域公司“聚群
雄，赢未来”招商大会在郑州
万达文华酒店举行，来自全国
各地的600余名商家代表参
加了此次招商大会，大会现场
签约品牌450个，为2017年
即将开业的焦作万达广场、新

乡牧野区万达广场、平顶山万
达广场招商拉开了帷幕，为郑
州区域2017年筹备期广场满
铺开业夯实了基础。

会上，万达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副总裁孙亚洲介绍，
截至目前，全国共计有 187
座万达广场开业，2017年计
划开业50家万达广场，继续
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自
2009年以来，洛阳万达、中原
万达、二七万达、安阳万达、
三门峡万达、惠济万达在河

南相继开业。2017年6月30
日，焦作万达广场将开业，平
顶山万达广场将在11月24
日开业，新乡万达广场将在
12月23日开业，至此，拥有9
座万达广场的河南将成为万
达集团真正意义上的重点发
展之地。2018年，万达集团
将在河南沃土上继续深耕细
作，商丘，鹤壁，许昌，开封四
个广场将相继开业。

在当天的招商大会上，
Veromoda等商家代表进行
了发言，表达了对跟随万达
全国开店的感受。达衣岩、
百丽、彼酷哩等品牌获得了

“最佳战略合作奖”。随着万
达在全国扩张商业版图，对
万达始终信心十足并一直追
随万达的商家也以惊人的速
度形成连锁。

经过多年深耕，万达拥
有强大的品牌资源库。能够
实现品牌商和购物中心最有
效的匹配和对接，为品牌商
们解决“找商场难”的问题，
为购物中心解决“找合适品
牌”的难题。而万达开业后
成熟的运营模式更是品牌合
作的信心保障。

□记者 宗延 文图

春暖花开，霓裳飞扬。3
月 8日女神节当天，一场以

“将美丽进行到底”为主题的
“蝶变”2017春季新品发布会
在郑州二七万达广场举行。
知名品牌服装 CK Jeans、
Tommy、DAZZLE、JNBY、
Ochirly、FIVE PLUS、mii-
dii、VERO MODA、ON-
LY、Lagogo 及知名内衣品
牌曼妮芬、芬狄诗、imi's等，
上演最新鲜的流行指南，最
时尚的穿搭方案……女神们
与美丽时尚相约，与郑州二
七万达广场相约，一起领略
春季的潮流与时尚。

“一座万达广场，一个城
市中心”，扎根郑州5年多来，

众多国内外一线品牌拥入郑
州二七万达广场，使其成为
郑州体量大、业态全、颇具时
尚品位的城市综合体。据
悉，此次春季新品发布会是
河南六座万达广场联动的统
一营销活动之一。万达商管
郑州区域总经理王金兵表
示，一个好的购物中心至少
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通过
不断创新的营销活动、服务、
品牌调性的升级等，保持持
续的增长，让商户有钱赚，赚
更多钱。二是提升消费品
质，提高购物中心的品位，营
造轻松愉悦的购物氛围，从
文化、艺术、精神需求等层
面，给消费者营造更多的空
间附加值。

在经济下滑的大环境

中，各万达广场通过一系列
的整合营销活动、以及各类
体现消费者购物体验和提升
品牌调性等方面的大力措施
及努力下，各万达广场均实
现业绩的高度增长，可谓逆
势上扬，成绩斐然。在新的
一年里，郑州区域的各个万
达广场力争在消费升级、服
务升级、品牌调性等方面更
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