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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著名制表品牌欧
米 茄（OMEGA）于 上 海
举行全新“欧米茄星球”展
览揭幕仪式，著名英国演
员、欧米茄名人大使埃迪·
雷德梅尼受邀出席典礼，与
到场嘉宾共同庆祝全新展
览的盛大揭幕。

“欧米茄星球”展览于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
以品牌的先锋精神为核心，
从独特的视角展示了欧米
茄引以为傲的悠久历史，对

创新制表工艺的不竭热情，
以及品牌重要的合作伙伴
等。

自 1848 年创立以来，
欧米茄始终引领专业制表
行业的发展。通过本次展
览，参观者可以探索包括赛
事计时、太空探索、永恒魅
力、精准品质、海洋探险、詹
姆斯·邦德（007）和历史
传承等七大主题。每一主
题展区都将集中呈献欧米
茄著名的时计臻品，以及这

些作品背后的精彩故事。
从第一枚登上月球的著

名超霸系列专业计时表，到
欧米茄担任奥运会正式计时
的奥运纪念表款等，丰富的
欧米茄时计臻品让品牌精髓
充分地展示在观众眼前，亦
呈现了品牌如何在时光长河
中，精准记录时间。

全新“欧米茄星球”展
览于4月27日至5月12日
向公众开放，并将于未来几
年内陆续在全球各地巡展。

4月29日，法国娇兰携手
中国知名媒体人杨澜，在位于
巴黎香榭丽舍大道68号的娇
兰之家倾情呈现的“LAN”香
水 。 法 国 娇 兰 全 球
CEO Laurent Boillot 先生，
法国娇兰中国区总经理周海茵
女士、杨澜女士以及诸多媒体，
共同出席了这一时刻。

2016年，法国娇兰与杨澜
共同携手，开启娇兰女·士精
神，以“先天下而想，先天下而
行”的精神，发掘并推广女性在
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担当与责
任，成为行业先驱引领者。而
与此同时杨澜也是LAN品牌
的创始人。LAN秉承“爱与荣

耀”的品牌理念，这正与“女·
士精神”两相互持，携以传承，
与杨澜一直致力于女人幸福
与创造力的愿景一拍即合。
而也正是源于此，在历时一年
之后，法国娇兰第五代调香师
蒂埃里·瓦塞从杨澜女士的个
人魅力汲取灵感，融合了东方
新时代女性对香味的理解与
追求，呈现出独一无二的
LAN香水，这也是两者文化
精神的衍生品，由东方女性的
审美浇筑而成。

LAN香水以巴卡拉水晶
瓶1L作为限量版推出，同时
有法国娇兰幸运四叶草瓶
100ML的体验装任意选购。

4月25日，TOM FORD
汤姆福特美妆天猫旗舰店盛
大启幕。为助力此次入驻天
猫商城，TOM FORD美妆特

别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了独家
限量及首发产品。

4月23日，TOM FORD
美妆携手天猫超级品牌日，
于上海外滩源1号共同庆祝
品牌在中国的首个电商平台
上线。演员刘嘉玲，刘昊然，
张钧甯，戚薇，杨祐宁，国际
超模何穗，视觉艺术家和摄
影师陈漫，国际著名钢琴家
李云迪等各界精英受邀出席
活动。活动现场贯穿“可感
知，可分享，可购买”的设计
理念，嘉宾通过神秘通道的
引导，享受沉浸式空间带来
的独特感官之旅，参与前卫
摩登的高科技多媒体互动拍
摄，通过方便快捷的二维码

扫描，体验即刻线上购物
的乐趣。

为助力此次天猫旗
舰店的开幕，品牌特别推
出了限量版产品、礼盒以
及为中国市场定制包装
的唇膏，并将在线上店铺
优先发售。

TOM FORD此次于
线上店铺首发的产品有
30支装的Boys & Girls
唇膏限量礼盒，沁透无痕
气垫粉底液，暗麝心魄香
水限量系列，以及为中国
市场定制包装的限量粉
管 烈 焰 幻 魅 16 号 色
SCARLET ROUGE 唇
膏。

5月3日至5日，2019上
海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在上
海中华艺术宫南侧上演。作
为国际马联五星级场地障碍
赛，赛事吸引国内外一流骑手
及百匹良驹同场竞逐，共同呈
现高水平的马术赛事。

5月4日，浪琴表中国区副
总裁李力先生携手形象大使郭
富城莅临现场。作为赛事冠名
合作伙伴、官方计时与指定腕
表，浪琴表倾情呈献康卡斯系列
V.H.P.腕表，以五大功能及与生
俱来的探索精神，礼赞浪琴表与
马术运动150年的深厚渊源。

作为国际马术联合会旗下

五星级别的马术障碍赛，赛事设
置1.6米的最高障碍高度，汇聚
全球一流骑手及百匹良驹，在地
标性建筑中华艺术宫前上演“上
海之跃”。其中，中国骑手袁茂
栋、张兴嘉、张佑、张滨将同诸多
国际骑手同场竞技，竞逐马术障
碍赛的至高荣誉。最终，来自以
色列的女骑手丹尼尔·戈德斯坦
凭借出色发挥成功问鼎冠军，爱
尔兰骑手达拉格·肯尼和荷兰骑
手朱尔·韦尔林则分列二、三
名。浪琴表中国区副总裁李力
先生携手浪琴表优雅形象大使
郭富城，为获奖骑手颁奖，并授
予其浪琴表精美时计。

4月28日，著名珠宝与腕
表品牌Tiffany & Co. 蒂芙
尼于郑州丹尼斯大卫城举行
全新“蒂芙尼·爱”之旅限时体
验展——郑州站开幕仪式。
蒂芙尼全新Tiffany True系
列订婚钻戒记录真爱的分秒
光影。

蒂芙尼公司中国区副总

裁及董事总经理欧阳昭华
女士、郑州丹尼斯百货事业
部总经理薄涛先生、郑州丹
尼斯大卫城店总经理曹岗
先生与著名演员杨祐宁先
生、青年演员乔欣小姐及青
年歌手朱星杰先生携手出
席“蒂芙尼·爱”之旅限时
体验展。

爱情一直是蒂芙尼所
津津乐道的话题，它在每个
人的人生中扮演着不可或
缺的角色。从爱之初体验，
到爱之久感悟，再到爱之恒
长远，真爱在不同阶段，演绎
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轨迹。
蒂 芙 尼 以 全 新 Tiffa-
ny True系列订婚钻戒，循
着每一段故事的轨迹，再度
踏上“蒂芙尼·爱”之旅。

“蒂芙尼·爱”之旅是
一段无关性别，无关地域，
无关种族的真爱旅途。伴
随 蒂 芙 尼 全 新 Tiffa-
ny True系列订婚钻戒，一
同开启这段讲述真爱的旅
程。“Tiffany Boutique”凝
聚蒂芙尼独具匠心的至臻
工艺与纽约式的摩登风
范 ，呈现歌颂真爱的钻戒
——Tiffany True 系列订
婚钻戒。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余慧

从左至右：青年演员乔欣、著名演员杨祐宁及青年歌手朱星杰

TOM FORD美妆入驻天猫商城
开启中国首家线上官方旗舰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余慧

法国娇兰携手杨澜
推出定制香水“LAN”

2019上海
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启幕
康卡斯系列V.H.P.陪伴郭富城探索马术魅力

埃迪·雷德梅尼现身上海
揭幕“欧米茄星球”全球巡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余慧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余慧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余慧

“蒂芙尼·爱”之旅限时体验展亮相郑州

法国娇兰CEO Laurent Boillot先生与中国知名媒体人杨澜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