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时尚
2016年6月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张锐 编辑 赵钰
联系方式

访 谈
interview

@河南日报时尚版

●● ●● ●●

□本报记者 张锐

5月 22日，由梦金园自主设计制造
的重达 82.20 公斤的梦金园万纯足金
999.9戒指，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
荣获“世界最大金戒指”称号。

“世界最大金戒指”梦金园造

作为世界上著名的富裕国家，阿联
酋的迪拜曾经创造出了许多的世界之
最。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重
63.8 公斤的世界最大黄金戒指，但是日
前从山东省传来的一条消息，可能会让
迪拜的朋友略感失望了。5月 22日，经
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一枚由中国
制造的黄金戒指，凭借 82.20公斤、直径
近79.28厘米的惊人体积，创造了新的世
界纪录。这就意味着，迪拜已经“弄丢”
了世界最大的黄金戒指。

这款巨型戒指打破了之前由迪拜保
持了长达十余年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并
一举成为新的“世界最大金戒指”。该金
戒指总重量达 82.20公斤，直径约 80厘
米，戒体四周镶嵌有76颗昌乐精品蓝宝
石，由梦金园39位工匠历经99天锤炼而
成，制作成本近3000万人民币。戒指采
用梦金园首创的无焊料焊接专利技术
（发明专利号：ZL200810139385.4），含
金量高达999.9‰。设计风格去冗取简、
复古趋新，寓意喜庆、吉祥的回形纹、中

国结、大红灯笼等戒指核心设计元素，既
具有中国文化内涵和古典气质，又符合
现代全球时尚潮流，是对时尚与尊贵的
完美诠释。

据了解，为圆满完成这枚巨型金戒
指的铸造，梦金园共准备了99.99公斤的
高纯度黄金原料。其中，80余公斤原料
铸成了本次挑战成功的巨型金戒指，其
余精纯余料则用于同款珍藏版戒指打
造。新的“世界最大金戒指”同款珍藏版
产品共分为梦金园万纯、K金两大系列，
每件产品都完美延承“世界最大金戒指”
的精粹，多材质融合的风格再次玩转珠
宝界，将消费者独有的尊享体验和梦金
园产品一贯沿承 999.9‰高纯度的理念
再次推向高潮。配料工艺的同一性以及
吉尼斯官方身份证书、国检机构检测证
书的“双证保障”，让珍藏版戒指更具王
者光环。同款金戒指将面向全球限量发
售 9999套，并从 2016年 5月 22日起开
始接受全球预订。

梦金园:始终将质量放在首位

实际上，中国不仅连续九年蝉联全
球最大的黄金出产国，同时也是世界最
大黄金消费国和加工国。而在黄金冶
炼、黄金制造等领域，中国同样达到了世
界领先水平。因此，此番成功挑战吉尼
斯世界纪录，将对中国黄金制造业产生
巨大的激励作用。

尽管迪拜失去了“世界最大的金戒
指”纪录，但它曾经的辉煌，依然可以给
我们以启示。迪拜人利用世界纪录的号
召力，成功赢得了全球土豪的青睐，为迪
拜黄金市场创造了数以亿计的消费额。
不仅如此，重63.8公斤的“世界第二大黄
金戒指”，至今仍作为迪拜的镇市之宝，
在全球主要的珠宝展会发挥着巨大的

“吸金力”。
此次挑战以“世界见证，梦圆中国”

为主题，与巨型金戒指设计风格相得益
彰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随处可见，尤其
是金木水火土五行元素的巧妙融合，将
梦金园的匠心精髓融入现场每个细节。
与此同时，梦金园还为现场的每位嘉宾
精心准备了同款银戒指等神秘礼品，无
与伦比的体验更让现场嘉宾赞叹不已。

“梦金园从成立以来，始终将首饰质
量、纯度控制放在首位，坚持利用核心技
术，用事实说话，这次世界最大金戒指的
打造与挑战成功，就是对我们产品和技
术的有力印证。”梦金园集团董事长王忠
善在挑战仪式上认真地说。

无焊料焊接技术演绎出黄金界的神
话，全球最大金戒指的诞生又将中国创
造推向世界巅峰。梦金园，作为我国珠
宝行业的知名珠宝品牌，以振兴民族产
业为己任，以匠心精神铸就民族艺术臻
品的实际行动，为黄金珠宝行业做出新
的标杆典范，并以引领者的姿态继续统
御珠宝消费新风尚。

梦金园:始终坚持将质量放在首位
——写在梦金园82.20公斤金戒指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之际 近日，第十二届中国（深

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盛大举行，百泰首饰今年再度
受邀参展，并携旗下众多精彩
作品闪耀亮相，一举夺得三项
大奖。

百泰“吉祥金”系列采用双
面3D浮雕（SFD）工艺，借助当
今世界领先的精密雕刻成像，
再通过精密金属磨具将金属饰
品一次压模成型，经过最后的
压光、拉丝等技术辅助工艺，在
每款黄金饰品的表面和内壁，
实现微小清晰、立体生动的“双

面浮雕”不同图文效果。
百泰首饰独创的“双面3D

浮雕（SFD）工艺”填补了首饰
内壁空白，不仅为黄金珠宝行
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并且
成为百泰所独有的品牌“胎
记”。 （张锐）

身高170厘米的付米亚，是个河南姑
娘。曾经在北京舞蹈学院的编导专业学
习培训过的她，2009年成立米亚舞蹈艺
术学校，2012年创办河南省米亚舞蹈培
训中心，2013年付米亚获得埃及全球国
际肚皮舞节专业组的第二名，2016年，米
亚舞蹈牵头承办了中国郑州“与世界共
舞”国际肚皮舞节。

河南省米亚舞蹈培训中心是省文化
厅并经省民政厅登记批准成立的合法艺
术培训机构。是全国知名专业成人舞蹈
教学机构，致力于河南肚皮舞、河南爵士
舞、河南瑜珈培训、河南民族舞以及国内
外舞蹈文化交流、国际舞蹈文化推广及培
训、大型舞蹈商业演出、功能性健康舞蹈
产业的传播。

付米亚为人直爽、充满创造力，工作
做得如鱼得水。不管是管理还是策划，不
管是做讲师还是做舞蹈教练。始终保持

着专注专一的工作精神和昂扬斗志。她
所秉承的理念是，重要的不是结果，重要
的是过程。聚焦解决一切困难的过程，要
有挑战一切困难的勇气。

付米亚介绍，米亚舞蹈培训中心现在
郑州市区有六家分校，几乎占据了郑州市
区的东南西北。会员人数也是上千人，每
一节课每个教室都是爆满。看着她们来
跳舞，她也是觉得蛮开心的。

她说，当初从事舞蹈这行也是始料未
及的，十年前的她一点也不会跳舞。

2001 年 4 月，付米亚进入健身行
业，从零起步，开始学习健身操，很快，她
就开始担纲健身操教练。“我对自己上的
第一堂课印象特别深刻，我用了‘冬天里
的一把火’做背景音乐整个气氛特别好，
很high很动感，上完那堂课自己信心倍
增。”付米亚回忆说。

2007年，付米亚开始接触和学习肚
皮舞。那时候全郑州还没多少人会这个
异域风情的舞蹈，学成之后的她，每天晚
上都要穿梭于多个舞馆代课教舞。

后来，她开办了自己的肚皮舞馆。

付米亚回忆，最早上肚皮舞的时候，
所有的会员都穿得严严实实地来上课，到
后来，她们会穿一些颜色鲜亮的紧身衣
服，腰上绑着腰链呼啦呼啦响。她们觉得
这样的自己很漂亮，这就是一个转变，思
想的转变，想要自己变得更好。

再后来，付米亚发现跳舞的人群也喜
欢时尚动感的舞蹈，于是，就加入了爵士、
拉丁等动感十足的舞蹈课程，喜爱舞蹈的
人群越来越广，学员越来越多。很多学员
都把舞蹈中心当成自己家一样，把跳舞当
做生活一部分。

付米亚希望通过一些舞蹈大赛，能影
响更多的人，重视自己的身体。学舞不仅
仅是技能的掌握，更多的是年轻心态的丰
盈和回归。

因为，人生不设限，梦想无界限，一切
皆有可能。

（赵钰）

就是爱舞蹈，脚步永不停
——访河南省米亚舞蹈培训中心创始人付米亚

5月30日下午，农牧巨头雏
鹰农牧集团在郑州发布旗下欧
式轻奢主义新品——雏牧香·东
元高端发酵火腿。主打健康、时
尚、轻奢的产品，和别开生面的
中欧美食文化交流会，让中原大
地充满了浓浓的异域风情。

据了解，雏鹰打造雏牧香·
东元高端发酵火腿的初心，即
旨在进一步丰富和延伸雏牧香
的产品结构，为国内日益壮大

的中产阶级群体创造卓越的美
食体验和轻奢的肉食选择。产
品立项之初，便从食材、生产技
术、工艺团队进行强势的国际
化资源整合，依托藏香猪、雏鹰
生态黑猪等珍稀食材，全套引
进意大利德拉瓦伊自动化发酵
火腿生产线，并构建以国家著
名专家领衔的海内外工艺技术
团队，经过一至三年酵龄匠心
精制。 （张锐）

深圳百泰集团
荣获“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

随着气温的节节攀升，夏
天正悄然来临。中原珠宝城为
答谢广大消费者的支持和厚
爱，继续推进商场的文化建设，
增强区域黄金珠宝商圈的影响
力，让大家在炎夏之际，领略珠
宝光华、装扮夏季靓容的同时，
也能科普珠宝知识、认知珠宝
文化。

5月29日，由河南有线电视
时尚生活频道主办、中原珠宝城
承办的《星耀中原》真人秀综艺
海选大赛成功举办，各路草根英
雄、明日之星、外国友人齐聚中
原珠宝城海选现场，在烈日沐浴
下悉数登台为广大市民带来一
场畅快淋漓的文艺演出。

6月9日—11日，端午节小
长假，中原珠宝城的黄金惊爆
价、免费调换活动仍将继续。
同时，颇具端午习俗的五彩绳
编手链特价专供，其他诸如文
玩手串、珍珠、琥珀、翡翠等夏
季热销的珠宝首饰也将以工厂
价直销，带给广大消费者实实
在在的实惠，为大家扮靓一个
多彩的夏天。 （赵钰）

珠宝盛宴 星耀中原

铭心集团即将发起“百座
铭心图书馆计划”，寻访了河南
省各地区的百座小学，交通欠
发达、相对封闭的村落里，仍然
缺少图书资源，孩子们除了政
府补贴的教材外，很少能够接
触到课外读物。在不太远的远
方，还有无数闪烁的眼睛，渴望
着书，和更广阔的知识世界。

如果您家中有适合少年儿
童阅读的闲置旧书，便有了温暖
和帮助一个人的理由和契机。
可以是励志、文学艺术类图书，
可以是让人忍俊不禁的漫画、引
人遐思的故事书，或者也可以是
适合成人阅读的好书。书可以

是旧的，但为了方便孩子们阅
读，请不要是破残的。

组委会诚意寻找合作公益
组织，并将建立“百座铭心图书
馆计划”专项档案，记录您的义
举及图书馆管理进程，计划即
将启动，也希望更多的爱心人
士关注我们、加入我们，将这场
温暖的爱心接力持续下去。

阅读点亮人生，爱由书籍
相连。

捐赠地点：郑州市紫荆山
路东大街交会处，金多银多珠
宝广场。郑州市紫荆山路东大
街南 50 米，铭心珠宝旗舰展
厅。 （谢若）

爱由书籍相连
“百座铭心图书馆计划”即将启航

6 月 7日是乾昌珠宝诞生
的日子。这一天乾昌珠宝注册
商标通过中国国家工商行政总
局商标局的审核，并正式生
效。乾昌珠宝有限公司同时也
在这天正式成立。

每一年的 6月 7日乾昌公
司都会举行相关的回馈与公
益活动，当然更重要的给顾客
意想不到的福利！只要成为
乾昌珠宝的顾客，每年的 6月
7 日就是你们的超级狂欢日！
届时黄金、K 金、钻石等饰品
均可免费换新，无需任何附加
费用！

“寻找心动女神、爱心送
考，粉丝婚礼、彩虹跑、相亲大
会”等活动也已拉开了序幕，当
然乾昌店内还有“黄金当做现
金花”“黄金免费以旧换新”
等。与此同时，天猫商城乾昌
珠宝旗舰店、京东商城乾昌珠
宝旗舰店乾昌日活动也在火热
进行中。 (阿宣）

6月7日乾昌日，就要来临了

雏牧香发布新品发酵火腿

2016年 6月，
卡地亚再度携手
张震，推出全新微
电影《手》。唯美
的画面中，张震娓
娓道来他的故事与蜕变——从容不迫
的举止，坚毅自信的眼神，气定神闲的
魅力，佩戴Drive de Cartier系列腕表
的双手——这一次的张震，展现出比以
往都纯粹而强大的力量。“推动我向前
的，永远是内心的那个自己。”张震意味
深长地与自己对话，手腕上的 Drive
de Cartier腕表，彰显着这位Drive男
士敏锐、独立、优雅的风格。

全新Drive de Cartier系列腕表，
是卡地亚敬献给热爱生活的男士的阳
刚力作——颠覆性的创新设计，于细节
处演绎对生活艺术的感悟，自信优雅，
尊崇本心，始终追求更美好的自我和未
来。在演艺圈沉淀多年的张震，历练出
看似自由不羁、却沉稳内敛的气质；无
论是起是伏，他只追随内心的驱动，去
成就艺术上的炉火纯青，如今与Drive
de Cartier结缘，可谓水到渠成。

以手抵心 随心所“驭”
张震演绎全新Drive de Cartier系列腕表

BVLGARI宝格丽遇见爱

5月 30日，张歆艺和袁弘在德国
霍亨索伦古堡大婚，胡歌、刘诗诗等众
多圈内好友到场见证。当幸福花瓣撒
向古老城堡，当纯洁白纱遇见璀璨钻
石，当宝格丽遇见爱之礼赞，空气里都
充满了浪漫爱情的味道。

从相识到公布恋情，再到走入婚
姻殿堂，性格爽朗的张歆艺与袁弘在
公众的见证之下爱得甜蜜、高调。如
今，二人在众人的祝福中承诺携手一
生，共度未来人生中每一段美好。

在交换戒指的重要仪式上，伴郎
胡歌为新郎、新娘送上结婚对戒，新人
选择了宝格丽经典的 BVLGARI 系
列对戒，玫瑰金和点睛之笔的钻石与
宝格丽双LOGO相互映衬，低调优雅
间不失璀璨亮点。宝格丽婚戒赞颂炽
热的爱，与这对新人之间甜蜜的爱情
故事相得益彰。

在美钻的映衬下，张歆艺脸上洋
溢幸福光彩，来宾为新人送上真诚的
祝福，共同庆祝这一浪漫时刻。

精 品 店
Boutique

广 角
panora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