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自古就有“茶解百毒”之说，我
国最早的饮茶文化也已有千年历史，最
早甚至能够追溯到神农时期。

茶道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
它汇集了儒释道三家之长，其中儒家的

“中庸之道”、佛家的“禅茶一味”、道家的
“天人合一”精神等都在茶道中有着不同
程度的呈现。可以说茶道一词最早起源
于中国，并随着中国茶的对外传播，传之
四海。当它与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相融
合之后，又结出了不同的奇珍异果。这
里面既有着高深的精神文化与处世哲
学，也蕴含丰富的养生之法。

爱茶的人都知道，在煮茶过程中所

使用的器具也决定着茶品的
优劣。根据制作材料和产地
不同，茶具大致可分为陶土茶
具、瓷器茶具、漆器茶具、玻璃
茶具、金属茶具等几大类。而
日常生活中，人们较为熟知的
则是以紫砂壶、银质茶壶为
主。近年来，银质茶器的使用
更是逐渐增多，究其原因，正是在于它对
于人身的健康有着更多的裨益。

据《史记·孝武本记》中所载：“长期
使用银餐具，或饮或食，都有增强精力，
延年益寿的作用。”现代科学也曾进一步
证明，银器具有最佳的杀菌功能，用在茶

道中烧水能改善水质，使水变软细，提升
茶汤，补充微量元素，茶味也会变得更加
香醇。在饮茶或茶道中，银壶器具的运
用主要还是帮助获取最为优质的水源，
达到平心境、暖肠胃、舒精气等养身功
效。

□ 瓦尔特

大牌莫要大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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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有个做生意的朋友曾经激动地打电话告诉我，
爱马仕在郑州设专柜了，他要去逛。待我搞清楚这是腕表
的专柜，顿时没有了兴致。因为爱马仕的箱包和爱马仕的
腕表在奢侈品行业里那可是完全不同的品牌地位。

大牌商品有着自己的消费群体。尽管一些薪金不高
的年轻人有着不切合实际的盲目追求大牌的冲动消费行
为，但这不是大牌本身的错。我们一直呼吁提倡理性理智
的消费观，况且，许多大牌的成长史往往本身就是漫长励
志的传奇过程。

之所以对爱马仕印象深刻，是因为在境外逛大牌店铺
的切身感受印象深刻。从菲拉格慕、古驰、路易·威登到爱
马仕，常见的经典款式也从七八千元、一两万元到接近十
万元，最昂贵就是爱马仕，其箱包令人咂舌的价格似乎也
彰显了品牌在行业内的尊崇地位。

大牌是做精而专还是大而全，这是考验大牌长期品牌
战略规划的大事情。腕表皇帝百达翡丽，多年潜心努力只
做顶级腕表，我们没有听说过他家还生产腕表以外的商
品。阿玛尼的时装很漂亮，他家的腕表品牌地位却非常
低，不知道1975年时尚设计大师乔治·阿玛尼 创立品牌的
时候，会不会想到多年后以阿玛尼品牌命名的石英腕表会
沦落到和CK、斯沃琪同一档次的地步，假如我是乔治·阿
玛尼的话，这个钱真是不挣也罢。

大牌多元化，其全系列产品之中往往会出现明显的短
板商品。TAG豪雅是专业制表品牌，旗下卡莱拉、林肯系
列名扬四海。不知何故突然又生产起了奢华手机。但是
环顾我身边消费得起豪华手机的人士，似乎用的都是更加
大牌更加专业的Vertu。现实生活中没有见到一例使用豪
雅手机的，不知道展柜里那么多价格不菲的TAG手机都
卖给了谁？

还有 LV。在亚洲认知度过高，导致拥有的消费群体
素质参差不齐还真不是它的错，满大街的仿品因为是假货
更是不在我们的讨论范畴。问题是,LV也做表，而且主流
价格区间2万多元一枚的表款卖得还挺好，我就很好奇这
个购买人群，估计真是路易·威登的发烧友，喜欢LV，就喜
欢他的全部。

当然，也有产品延伸系列化后比较成功的品牌。卡地
亚，做珠宝起家的，现在的专业腕表、奢华箱包卖得也不
错，这是因为卡地亚浸润到品牌血液里的天才般的设计能
力一直是其最核心的竞争力，这无疑给卡地亚品牌打造高
端腕表等产品增添了无尽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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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我国著名珠宝企业之周大生篇

前言：

在位于深圳黄金珠宝产业集聚
基地的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总
部，公司董事长周宗文先生告诉我
们，河南市场一直是周大生全系列
产品最重要的销售市场之一，其销
售份额近年来在周大生总体销售额
度的占比一直呈现出稳定快速的增
长。“感谢河南消费者对周大生品牌
的信赖和喜爱，我们一定会把消费
者的信赖作为保障产品质量、积极
创新产品的动力源泉。”周宗文先生
真诚地说。

重视质量铸造品牌

据了解，周大生目前在国内已拥
有 2300 家连锁店，网络营销覆盖全
国32个省市的300多个大中城市，成
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珠宝首饰品牌
之一。2014 年 6 月 25 日，周大生被

“世界品牌实验室”以 141.98 亿元的
品牌价值评为2014年度“中国500最
具价值品牌”，排行第147名。

优异品质是周大生产品最显著
的特质。周大生总公司总裁办夏洪
川先生指着展柜里一排火彩十足的

钻石饰品介绍，普通钻石的切面一
般是 57-58 个，而周大生 2013 年引
入的“LOVE100”切工钻石，每颗钻
石都有 100 个切面，相对于普通的
57 面钻石，火彩亮度提升 30%，世
界上只有不到 1%的钻石才能成为

“LOVE100”钻石，每颗“LOVE100”
钻石都有腰棱唯一编码，具有非常
独特的收藏价值。因此，百面切工
系列产品具备很高的性价比。

在周大生珠宝公司总部的质检
科，记者看到周大生的工作人员按
照严格的抽检比例对黄金、铂金、白
银、钻石饰品进行严格抽检。门口
墙壁的黑板上清晰地记录着素金分
称组、镶嵌录入组、产品检验组、送
检组等小组当天的产品质量检测报
告。质检科负责人告诉记者，周大
生与国检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国检中心在周大生公司总部设立有
服务站，从而使产品质量控制体系
更加完善，真正做到层层把关。

在陈列有 10 余万件珠宝，面积
达 8700 平方米的周大生展厅中，物
流配送中心似乎显得很不起眼，夏

洪川对记者说：“这里是周大生物流
配送中心。不足500平方米的地方，
每天的出货量不低于6万件首饰，约
300公斤黄铂金，庞大的物流系统辐
射全国各地，并在全国开设了 21 家
二级物流服务中心。”从现货到物
流 ，从 网 订 到 生 产 、物 料 控 制
（PMC），周大生紧跟信息化时代的
发展趋势，全面推进融合云平台、大
数据、移动商务等要素的企业信息
化建设。

创意制胜走向世界

目前，千品一面的同质化现象，
让众多珠宝品牌陷入创意困局。一
些珠宝品牌在款式上缺乏特色，只能
硬性寄托于情感诉求，体现不出珠宝
本身的外在美感和创意力量。作为
中国大陆珠宝行业的中坚力量，周大
生珠宝不断创新设计，以顾客需求为
导向，甄选优质钻石和其他优质材
料，以卓越的设计思维打造时尚品位
和经典风格，采用国内一流的精湛工
艺生产制作，为消费者奉献美的愉悦
和情感传达的精美珠宝首饰，赢得了
消费者的广泛喜爱。

自 2008 年开始，周大生连续每
年发布珠宝流行趋势，引领珠宝时
尚潮流。董事长周宗文告诉记者，
周大生是通过自主研发、委托设

计、合作开发、开放平台公平竞赛
等形式来获取新品的。例如下个
月即将启动的第二届周大生“中国
流行风”商业珠宝设计大赛。这样
不仅能够让设计师贴近消费者，与
其更好地沟通、了解消费者心理需
求，还能吸引人才，大力扶持中国
本土年轻设计师，凝聚珠宝行业的
正能量。

周大生历来重视河南区域市
场，目前已经在河南开设200多家连
锁店，为了更好地服务中原消费者，
据悉周大生公司即将进行新的管理

动作，从店面培训、终端店面规范运
作、产品供应和质量管理等各个层
面进行全面调整提升，为终端销售
提供重要保障，为消费者带来更好
更有价值的服务。

展望未来，周大生掌舵人周宗文
有着美好愿景：“我们会持续不断地
提高产品设计及文化因素，重视品牌
文化建设，以打造国际品牌的高度要
求自己，我们有信心未来会做的更
好，为周大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
珠宝品牌而不懈努力。”

（汪仁珺）

韩涛，希贵时尚教育学
院首席色彩顾问，北京西蔓
色彩机构交流代表，河南省
时尚促进会副会长，郑州电
视台首席形象造型设计师。

1997 年进入时尚行业
的她，在机缘巧合下，开办
了希贵时尚教育学院。历
经十七载砥砺，目前，希贵
时尚教育已经成为我省时
尚行业的标杆。承担过多
家大型企事业单位、广电传
媒及航空公司的形象造型
设计和形态礼仪指导培训，
并且举办过200多场大型时
尚礼仪公开课，受到我省爱
美人士的欢迎。韩涛说：

“用色彩打造美丽，用形象
表达美丽，用修养浸润美
丽，用思想承载美丽，让美
丽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是我
的不懈追求。”韩涛以自身
优雅知性的个人气质，很好
的契合了希贵教育传播美
丽、引导流行的初衷。

多年时尚行业的工作
经历，使得善于总结的韩涛
提炼出了色彩设计核心理
论，根据四季色彩理论与亚
洲人物体色相结合，创建了
亚洲人物花型色彩风格教
学法，并付诸于一线的教学

课程中。据她介绍，每个人
的肤色、唇色、发色甚至瞳
孔颜色的不同，与其骨子里
流露的性格迥异，造就了在
色彩搭配整体造型里个体
的独特性。没有不美丽的
女人只有不合适的搭配，没
有不适合的搭配只有不肯
扮靓的心。

作为色彩分析专业的
老师，韩涛举例说，色彩是
对人不同性格印象的第一
直观感知，比如每座城市都
有自己独特的时尚特色，它
所传递出的激昂信号与生
活 在 那 里 的 人 物 相 得 益
彰。比如西班牙色彩浓艳
的弗拉明戈舞裙，展现了其
民族独有的热情奔放；香氛
弥漫的巴黎，身处时装之都
的法国女人，正以优雅的姿
态向全世界展示着法兰西
民族骨子里的浪漫情怀；而
在伦敦，英国小伙儿那工整
笔挺的英伦风衣和帅气雨
靴诉说的是大不列颠人民
的细致讲究。而这些民族
的特色已经成为历久弥新
的经典，在时尚的 T 台上永
不落幕。

韩涛和她创办的希贵
教育，多年来一直坚持的
就是倡导大家追求品位上
的美丽和谐平衡，使之与
自 身 性 格 形 成 完 美 的 契
合。“希望大家都做最美丽
的自己。”倾力打造中原特
色城市美丽色彩的韩涛由
衷地说。

（刘欣佩）

完善质量体系 加强产品创新

周大生：向国际品牌大步迈进

LVMH 集团旗下企业 BV⁃
LGARI 宝 格 丽 成 立 于 1884
年，从一家珠宝店，现已逐渐发
展为象征意大利卓越品质的华
丽珠宝品牌。通过在全球顶级
购物区开设零售网络，并打造
从珠宝、高档手表、各类皮具、
银器和香水到酒店的一整条多
元化产品服务线，BVLGARI 宝
格丽蜚声国际奢侈品市场，并
取得卓越成功。

2014年，BVLGARI宝格丽

推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全新腕
表系列，使产品广度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水平。这些新品以自
己的方式彰显着植根罗马、活
跃于奢华和尊贵领域的极为精
湛的技艺和旺盛的创造力。

诚如 BVLGARI 宝格丽首
席 执 行 官 Jean-Christophe
Babin 先生所言：“我们是珠宝
商，这令宝格丽成为一个独一
无二的品牌，呈现出设计大胆、
令人叹为观止的精品。我认

为，2014 年巴塞尔钟表展代表
着宝格丽腕表部门的又一里程
碑。虽然宝格丽身居瑞士奢华
腕表品牌前15名之列，但我们
以及我们的商业伙伴们都还没
有完全挖掘出自身应有的价
值。这种状况即将改变，宝格
丽腕表回来了。”

近日，由河南省游泳协
会和维体集团共同举办的

“河南省第一届青少年、第
二届成人游泳达级赛”暨河
南省首届“游泳健身安全
行”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
维体·白金运动休闲酒店普
罗旺世举行。

此次活动面向社会各

界人士。活动将分为 6 月
21 日举行的分站赛，7 月 12
日的踢馆选拔赛，7 月 19 日
的踢馆挑战赛。而通过3次
选拔赛的选手将在 8 月 10
日正式进行决赛。所有参
与人员将会依据国家金、银
海豚评定标准进行荣誉证
书的颁发。 （张锐）

6 月 27 日,金美福珠宝
在许昌新玛特大商总店举
行了为期一周的“时尚新品
珠宝秀与夏日钜惠”活动。

据了解，本次珠宝秀分
尊贵黄金、优雅钻石、臻美
彩金三大系列。活动现场，
金美福珠宝展出了黄金、钻
石、彩宝饰品等上千款产

品，每款产品都各具特色，
大气、优雅、时尚，展品中有
克拉大钻，也有 50 分钻戒，
十全十美的各种满分钻石
饰品，价格更享钜惠。同样
各具特色的黄金饰品有 3D
时尚硬金、黄金十二生肖系
列、优雅贵气的黄金套链，
消费者购买踊跃。（汪仁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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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生总部8700平方米的展厅内商贾云集、人头攒动

我省首届“游泳健身安全行”公益活动启动

“金美福珠宝年中感恩回馈钜惠”活动举行

近日，由丹麦著名时装
品牌 ONLY 打造的“ONLY
so hot VIP之夜”在郑州国贸
360 广场 ONLY 店举行。与
ONLY 的 VIP 进行了新一季
潮流造型分享，并为她们逐
一量身打造个人专属形象。

本次活动吸引了数百人报
名，最终50名幸运者获得进
场资格，全程参与了活动。
活动现场还送出大奖，奖品
是一部充满着施华洛世奇时
尚元素的卡西欧自拍神器
EX-TR350。 （赵钰）

ONLY so hot VIP之夜登陆郑州

郑州中原珠宝城在这个
激情七月邀您走上珠宝“绿
茵场”，一起来到中原珠宝城
享受“价格盛宴”。世界杯期
间千足金价及饰品价格全城
最低，每件珠宝均采用批发
价格，给消费者带来最大实
惠。对于女性来说，足球可
能并非是她们的最爱，但是
配饰风格与足球有关，可以

成为这个火热季节更好的激
情方式。复古迷人的祖母
绿、稚嫩鲜亮的石榴石、晶莹
剔透的琥珀，给我们展现出
足球场上的绿茵感。现在，
无论您是否是球迷，不妨都
来中原珠宝城感受一下珠宝
所带来的“绿茵场”氛围，同
时畅享正品珠宝低价狂欢的

“大餐”。 （汪仁珺）

中原珠宝城邀您走进珠宝“绿茵场”

梦祥盛世银壶——岁月悠长 银壶为伴

6 月 20 日至 29 日，卡地亚携
典藏古董手袋及全新 Jeanne Tous⁃
saint 和 Louis Cartier 系列高级皮
具现身北京国贸商城，开启一场
穿越时光的传承之旅。凝聚卡地

亚独特美学的古董臻品及全新佳
作，娓娓讲述百年来卡地亚与手
袋的不解之缘，致敬两位传奇风
格的引领者——贞·杜桑（Jeanne
Toussaint）和路易·卡地亚（Louis

Cartier），以经典造型诠
释出卡地亚对极致美学
的孜孜追求。

独立、创新、复古、
优雅，路易·卡地亚与
贞·杜桑所彰显的时代
精神，跨越潮流变迁，在
今天的卡地亚高级皮具
Jeanne Toussaint 和 Louis
Cartier系列上，依然熠熠
生辉。

卡地亚全新高级皮具系列亮相京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