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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亚达第三届
时光勋章品牌盛典启幕

天梭表 NBA 综合计时
系统探索之旅举办

□记者 晋远

□记者 晋远
9 月 27 日,飞亚达第三届时光勋章品牌盛典
在北京启幕。挚友周渝民、音乐才女戴佩妮.以及
众多时尚博主和媒体共同见证品牌盛典。飞亚达
集团董事长黄勇峰先生、飞亚达集团副总经理兼
品牌总经理潘波先生出席并上台致词，共同拉开
盛典序幕。
盛典现场设有时光勋章主题腕表展。数十款
飞亚达典藏级限量腕表，以及各大全新旗舰系列
悉数亮相。展区中最受关注的，便是摄影师系列
2017 时光勋章限量款腕表。腕表灵感源于相机，
复刻了镜头造型，采用明黄色点缀黑色主体，塑造
出时髦的科技感。腕表还有三种佩戴造型，搭配
不同的圈口配件可以模拟各种镜头形态，把玩度
非常高。腕表底部印有“时光勋章“Logo，限量
100 枚。除了纪念款腕表之外，还有许多各具亮
点的时尚表款。Young+系列腕表潮趣十足，可
自由变化的表带造型将时尚博主目光都聚焦于
此。
活动当天，周渝民以一席黑色西装，搭配印系
列腕表帅气亮相。由他演绎的《执为所爱，再见如
初》微电影也在盛典现场正式发布。戴佩妮作为
本次盛典的特邀嘉宾，献唱了三首代表作，以娓娓
动听的歌声，
赋予
“执为所爱”
更深情的表达。

10 月 7 日，瑞士著名制表品牌天梭表与
NBA（美国职业篮球联盟）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共同举办了天梭表全新 NBA
综合计时系统探索之旅。此次，也是这一专
为 NBA 设计且极具开创性的计时系统首次
在中国投入使用。活动当天，获得过 NBA
最佳防守球员、4 届 NBA 盖帽王等多项荣誉
的传奇球星马库斯·坎比（Marcus Camby）
先生应邀出席，畅谈了精准计时对于篮球运
动的必要性，分享了篮球生涯中的重要时
刻，并与斯沃琪集团中国区总裁陈素贞女
士、NBA 全球合作部副总裁 Li Li Leung
女士以及 NBA 全球合作部副总裁朱永诗先
生共同点亮了天梭表全新 NBA 综合计时系
统。
作为 NBA 官方指定计时器，天梭表全
新计时计分系统采用精湛的技术，通过整合
丰富的运动计时经验并融合创新的显示技
术和计时界面，使计时器持久显示的同时精
准高效。不仅为观赛者提供了视觉享受，也
成为新赛季的焦点所在。而天梭表更突破
传统计时角色，成为 NBA 这一顶级竞赛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豫见习酒（29）

未来的快时尚市场，谁来接棒？

为了突破窘境，一些快时尚品
决风格单一等设计问题。
牌开始尝试高端品牌、打造副线系
与此同时，比快时尚更快的
列。H&M 集团旗下的 COS 做工 “超快时尚”也在“入侵”中国的零
精良，更注重剪裁和版型，设计低
售市场。从概念到成衣上架，
调内敛，迎合了新中产阶级的审
ZARA 目前的周期是 5 周。所谓
美。虽然相较于 H&M 价位较高， “超快时尚”，是指能把周期缩短到
但销售增速却非常可观，已经成为
5 周以下的品牌。比如，英国品牌
H&M 集团新的增长动力。COS
ASOS 最快可以把周期缩短到 2
的成功正是契合了不断扩大的中
周，同为英国品牌的 Boohoo 一般
产阶级的需求，也证明了中产阶级
都 是 1-2 周 ，Missguided 最 厉
的市场空间还未被完全发掘。这
害，只需要 1 周。它们利用互联网
也是为什么西单大悦城占地 3 层
信息缩短了各个环节的决策时
的 H&M 被撤店，而三里屯太古里
间。而热衷于“海淘”的年轻消费
的 COS 却常年客流不断的原因。
者逐渐成为这些品牌的忠实粉丝。
不少品牌也另辟蹊径。快时
快时尚品牌组团进驻的盛况
尚涉足美妆行业一度成为比较热
或许不再上演。对于领先的购物
门 的 话 题 ，目 前 ZARAHome、 中心而言，品牌稀缺性越来越成为
Oysho、H&M、Topshop 均 已 先
重点。
“中国首家”或“城市首家”的
后推出了彩妆、香水、护肤方面的
新品牌尽管有风险，但一旦押宝精
产 品 。 2017 年 ，Forever21 也 将
准、造出声势，就能最先享受品牌
开设独立的美妆和生活方式门店
崛起的红利。
RileyRose。
据业内人士分析，
“新零售、运
随着科技时代的到来，越来越
动类、体验式是接下来调整的几个
多的快时尚选择与科技/技术跨界
大方向”。
“ 超市+餐饮”的新业态
合作：GAP 与微信首次跨界推出
很可能替代购物中心原有的超市
设 计 款 ；H&M 旗 下 时 尚 品 牌
主力店，而运动健身的热潮则给了
Lvyrevel 联 手 Google 研 发 了 一
体育零售卷土重来的机会。
款服装订制 APP，试图用科技来解

传统中医减肥 助丽人蝶变 17 年

传统与现代的天人合一
阅读提示：经历了 60 多年的历史风云，今天的习酒仍然像一个少年，在意气
风发地成长。正像习酒公司总工程师胡峰这样一代代的大师巨匠们，在不断地赋
予它新的生命力。从技术上说，美酒的品质生命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十分传统
的，另一部分则是极其现代的。传统方法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则是“天人合一”。

如我们知道一些酒喝起来香不正，有点
馊，我们叫盐菜味，这就对应着某些指标
缺陷，感官可以发现这些缺陷，但唯有技
术才能纠正它。”

标准体系彰显习酒的匠心匠德

在习酒公司，传统部分贯穿着中国人
的整体主义认识论，是一种和谐指向，凭
借口感对白酒的质量进行定性，这无疑是
好酒的根本所在。
而现代部分，则是技术主义的，是用
现代的知识和方法来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引入科学参数对酿造、勾调过程实行
定量化、标准化。
正如酒在人文意义上有“通神”的作
用一般，长期浸淫于“天人合一”的匠作过
程的人们，也会不断感受到一种独特的、
美丽的秩序。
“我们运用感官，可以判别酒的色香
味，从而鉴定其相对优劣，但是酒的理化
指标、食品安全指标，就必须依赖现代的
分析技术才能检测出来。”胡峰说，
“ 某种
程度上说，技术是对感官的一个补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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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丽养生瘦身中心郑丽院长——

习酒：

现代技术与传统方法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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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多年的孜孜求索，习酒人已经建立
了一个生产标准化体系，这个体系由 5 个
部分构成。
第一，选择优质的原料，必须是本地
的符合使用标准的糯小红粱，它的淀粉含
量高，
适合发酵。
第二，采用纯小麦，在端午后高温制
曲，而且用曲量大，用曲量和投粮量达到
一比一的比例。
第三，坚守传统工艺，酱香习酒有 30
道工序、165 个工艺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制
定了严格的标准、要求和工艺参数。
第四，按年份储酒，不卖新酒。
第五，精心勾调，以酒勾酒，自然天
成，
不添加外来的香料物质。
尽管这五个部分都是技术层面的原
则要求，但其中的每一点，都体现着一种
价值取向——诚意正心，敬天法祖，这一
生产态度所推开的，正是一扇通往匠人之
德和社会伦理的大门。

贵州习酒郑州运营中心
河南国宗酒业有限公司

电话:0371—65526661
地址:郑州市政四街7号附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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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丽养生瘦身自 2000 年创办至今，
已经稳健地走过了 17 个年头。一位老
顾客曾这样评价郑丽养生瘦身：
“郑丽养
生瘦身稳扎稳打十几年，自有她的过人
之处。”

回首漫漫发展路
感恩消费者
郑丽养生瘦身是郑州率先引进“中
医蛋白开穴强力排油瘦身”的专业减肥
机构，它主要利用中医疏通经络原理，真
正实现了纯天然减肥，疏通经络、调理气
血。数十小时后油便排出，在 15 天～30
天的时间里就会把人体多余的脂肪排出
体外。整个过程简单方便且不易反弹，
无需手术、吃药，一个疗程可减 10 斤以
上，
12 岁以上儿童及成人皆可使用。

蝶变丽人 郑丽创造
郑丽养生瘦身的顾客夏茹说：她在
这里两个疗程成功瘦身 46 斤，感谢郑丽
让她又找到了做人的自信，目前已经三
年多了，现在正常饮食没有一点反弹，中
医蛋白开穴减肥不需要让她顾虑反弹问
题。

联手《大河风尚》送大礼：398 元
即可试减 3-5 斤
征集严重体重超标者，限十个名额，
进店的所有顾客可以享受原价 3980 元
瘦身套餐，现价 598 元一次，店里所有项
目 3.8 折优惠。六十岁以上的顾客拿当
天报纸可享再免五百元优惠。福利多
多，
快来体验吧！
美丽热线：187360383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