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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俊朗的外表、美丽的容颜，无疑会使
天生丽质外形姣好的青年人在工作、择偶、事业发展上占据着
更多的主动。可惜的是，以“外貌协会”成员固有的世俗眼光来
观赏繁华闹市熙攘商圈川流不息的男男女女们，俊男靓女毕竟
是其中的小部分构成。大多数人，如我辈般长相平庸，挤进人
群转瞬不见。

可是，我不甘心长相平平，我期待拥有俊朗的脸庞，我希望
未来的人生能够因为我容貌的华丽蜕变而迎来质的飞跃。

那，我就把我交给您了，交给那些给我做手术的整形美容
医生们。你们肩上的责任重大啊。

对于这个行业，我虽然不太了解。但是，作为潜在的消费
者，我有两个希望，想讲给您听。

首先，我希望您在给我做手术的时候是所有合法的医疗
证照齐全、专注行业多年、信心满满的。我不想成为您手术刀
下的第一例求美者。尽管，我知道每个整形美容医生都会有
第一次做手术的经历。但是，我不希望，我躺在手术台上用充
满期待充满憧憬的目光看到的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我希
望看到的是一个眼光犀利、经验丰富、信心满满的整形美容行
业的资深医生。

另外，我希望您给我做手术的时候，采用的各种医疗设施、
手术方法、整形材料都是经过多年医学实践证明是安全可靠
的。尽管，我知道任何医疗设施、手术方式、整形材料都有循序
渐进、不断完善提高的过程。但是，躺在手术台上的我，还是希
望所有这些都是成熟可靠经过实践检验的。爱美的我，不希望
成为新技术、新材料最早投入临床检验的那拨人。

或者化茧成蝶、或者缓慢了时光，容颜的美丽，需要一大批
热爱整形美容行业的专业医师来帮助我们实现内心早已急切
的渴望和期盼。

美丽事业，责任重大。

初夏时节，源自香港的精
品翡翠品牌龙泽润宝于近日
在郑州市国贸中心大商新玛
特百货外广场举办了一场清
新典雅的水系列心灵后花园
主题——“苏醒”发布会。

发布会围绕“苏醒”主题
展开，以渴望回归自然的初心
作为出发点，以万物苏醒的力
量为概念，将大自然中各种缤
纷的花朵、舞动的虫草以及充
满活力的动物们，幻化为我们
雪白颈前、纤细指尖上的热情
生命力。在轻快的乐曲中模
特为大家展演出“日暮晨曦”、

“日光漫舞”、“微雨日暮”以及
“静谧午夜”四大主题商品，让
这些大自然赋予的能量流动
闪耀，唤醒都市冰封沉睡的内
心。活动中主办方经理告诉
记者，今年还将特别引入台湾

“湛卢手冲咖啡”除了让河南
消费者体验到典藏级翡翠艺
术品外，更要将龙泽润宝精致
的生活态度扩展至生活的细
节情感中，为郑州带来一种全
新消费生活风尚。

（赵钰）

2015 秋冬中国女裤流行
趋势发布，4 月 29 日在郑州
国际会展中心轩辕厅隆重举
行，再次吹响了中国女裤创
新的号角。此次活动在中国
服装协会裤装专业委员会的
鼎力支持下，由河南省服装
行业协会主办，中国著名品
牌女裤领秀·梦舒雅首席领
衔，娅丽达、逸阳、依仙圣姿、
浩洋百惠同台展示，国内著
名面料企业俪森纺织、宇华
纺织大力支持。

从今年开始，由中国服

装 协 会 裤 业 专 委 会 支 持 的
“中国女裤流行趋势发布”，
将每年举办春夏、秋冬两届，
从服务全国女裤行业、面向
全国女裤市场、引领女裤流
行趋势的高度，联合全国范
围内知名女裤品牌的数十位
精英女裤设计师，共同创新
研发女裤新产品、新时尚和
新风格，从而开启以“女裤”
为专业类别的流行趋势权威
发布的先河，打造中国女裤
的创新高地，树立中国女裤
时尚潮流的风向标。

记者从河南省珠宝玉石
首饰行业协会获悉，为提高河
南省玉石雕刻人员素质和技
能，选拔、培养青年玉雕优秀
人才，我省将举办“国玉杯”河
南省第四届玉石雕刻技能大
赛。比赛时间定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30 日，在镇平县工
艺美术中等职业学校举办。

据悉，本次大赛由河南
省财贸轻纺烟草工会、河南
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
镇平县人民政府主办，河南

省国石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冠名，镇平县工艺美术中等
职业学校、南阳市珠宝玉石
首饰行业协会、江苏省苏州
市 河 南 商 会 珠 宝 玉 石 委 员
会、广东省四会市翡翠学社、
新密市聚宝楼玉器厂等单位
协 办 。 评 委 由 业 内 从 事 科
研、教学、评估鉴定的专家、
学者及玉雕大师组成。具体
参赛内容由初赛理论考试、
复赛白描、决赛雕刻加工三
部分组成。 (张锐）

4 月 13 日至 5 月 8 日，
经典时计的缔造者、瑞士顶
级腕表品牌 Blancpain 宝珀
亮相郑州万象城，极致呈现
至臻腕表品鉴会。时值品
牌创立 280 周年华诞，怀抱
荣誉与感恩，宝珀在此期间
展出多枚经典时计，尊迎爱
表者莅临品鉴。

“经典时计的缔造者”
Blancpain 宝珀始创于 1735
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
制表品牌。自贾汗·雅克·
宝 珀 先 生 (Jehan-Jacques

Blancpain)创 立 品 牌 起 ，这
一源自瑞士侏罗山脉的顶
级腕表品牌，始终坚信传
统的基石力量与创新的前
进动力，将“创新即传统”
发展为品牌的至高理念，
推动着制表大师们勇攀时
计艺术的高峰。从 2006 年
至 2015 年 初 ，Blancpain 宝
珀发布了 35 枚传奇机芯。
凭借持续的自我革新，不
断挑战和突破制表行业定
准，宝珀不断拓宽边界，缔
造经典。

珠宝品牌“金满地”上交所挂牌上市

5 月 7 日，河南省金满地
实业有限公司在上海股权托
管交易中心正式挂牌上市，
股票简称“金满地”、股票代
码 205219。河南金满地实业
有限公司植根华豫中原，以
实业投资为基础，合作共赢
为理念，公司在黄金、银饰品
批发零售和珠宝品牌招商加
盟为主的珠宝项目、机械设
备制造加工项目两大业务板
块颇具规模。

金满地实业注册并持有
“金满地”珠宝，“银满地”银饰
等多个优势品牌，2014 年度
公 司 斥 巨 资 自 购 并 兴 建 了
1700 平方米集展示、批零、品
牌加盟为一体的珠宝综合展
厅，为公司珠宝项目的再次腾
飞奠定了坚实基础；机械设备
制造加工方面，“釜鑫”品牌系
列钎杆产品也已在国内外市
场打开了知名度，公司合作品
牌和企业遍布全国。(汪仁珺)

美丽事业 责任重大
□ 瓦尔特

我省将举办“国玉杯”第四届玉石雕刻技能大赛

2015秋冬中国女裤流行趋势发布在郑举行

龙泽润宝 2015新品“苏醒”发布

Blancpain宝珀至臻腕表品鉴会亮相郑州

中原珠宝城三楼重装开
业，百余家批发商聚集，致力
打造中原地区最大的黄金珠
宝饰品一站式采购基地，品类
齐全，从高端翡翠玉石、琥珀、
蜜蜡，南红、绿松石，到稀有水
晶石榴石、紫牙乌、青金石、各
类彩宝、各类高中低档佛珠手
串，小叶紫檀、金刚菩提、星月
菩提等，珍珠、珊瑚、砗磲、玛

瑙应有尽有，琥珀工厂直销，
琥珀原石供应，价格破底。

中原珠宝城三楼经营以
批发为主，价格自然比零售要
低很多，对于零买的顾客来说
非常实惠，此外，由于市场内
集中经营着许多厂家，同样的
品类就有好几家同时经营，相
互竞争，更形成一个对消费者

有利的价格。 (汪仁珺)

中原珠宝城三楼重装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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