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是她的软肋与铠甲，她为你嘘寒问暖，也为你
执着勇敢。

尊前慈母在，浪子不觉寒。你离家越来越远，你
不会知道在你不计后果虚掷的时光里，她两鬓斑白，
青春不再，仍为你负重前行。

“母亲”二字是女人最高的荣誉。十月怀胎，不
容易。如蚌藏珍珠，磨砺辛苦。五月是关爱她的良
辰。在她的节日，用珍宝的华贵，礼赞娘亲的付出。

金鑫珠宝母亲节献礼金鑫珠宝母亲节献礼：：用一份礼物用一份礼物，，代替五个字代替五个字
的祝福的祝福。。跟妈妈说一句跟妈妈说一句：：妈妈，，您才是我的掌上明珠您才是我的掌上明珠。。
来正弘旗舰店来正弘旗舰店、、友谊店友谊店、、大商金博大店悄然许下心大商金博大店悄然许下心
愿愿，，守护母亲幸福安康守护母亲幸福安康。。 （（晓斌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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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锐

1929年，品牌诞生于广州市洪德南路
的周大福，历经了88年的品牌铸造和健康
发展之路，现如今，已成为消费者心目中最
值得信赖的珠宝品牌之一。2011年 12月
15日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周大福，也
是全球市值最大的上市珠宝公司。在1000
多家遍布于中国内地各省区的周大福珠宝
金行中，消费者均可以买到周大福刚刚推出
的，众多款式新颖制作精美的珠宝产品。

公益活动做表率 艺术魅力更精彩

“我们想看见牧民的笑脸，我们想奔跑
在愈加葱绿的戈壁，我们想仰望那久违的
没有风沙的蓝天，我们更想奏鸣阿拉善生
命之歌，还地球碧水蓝天。”

今年 4月初，周大福在全国范围招募
16名周大福会员，于5月中旬，前往内蒙古
阿拉善，深入大漠家园，前往阿拉善基地参
观梭梭林，种植花棒以及搭建防沙障，体验
大漠生活。

这个公益活动，自然又在广大消费者
中引起了积极的响应，在彰显了周大福对
于环境的关注，以及对周大福会员所专属
的积极邀约的同时，也有力地拉升了品牌
的公益形象。

4月 5日，第三届中法品牌高峰论坛，
于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隆重开幕。
周大福作为中国品牌代表受邀参与了本次
活动，来自法国的设计人才与周大福在论
坛相聚一堂。

中法品牌高峰论坛，是中法之间唯一
的品牌商务合作与文化创新的交流平台，
成立于中法建交 50周年，自成立以来，得
到了两国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从 2014
年的巴黎到2016年的北京人民大会堂，中

法品牌高峰论坛将法国创新、设计和品牌
价值与中国的企业发展和产品创新结合，
为中国品牌走出去、走上去提供高级别的
国际化平台。

“你好2017”周大福巴黎之夜，同时也
在塞纳河右岸的香格里拉大酒店隆重举
行。周大福庄严优雅，闪耀而灵动的极致
设计和巧夺天工的珠宝制作工艺，吸引了
法国设计师们的关注，成为了当晚无与伦
比的焦点，炫耀夺目。

4月 20日上午，周大福名贵博物馆在
周大福集团大厦开幕。周大福名贵珠宝贯
彻“艺术藏珍”的理念，建立了首个名贵博
物馆。这座名贵博物馆是艺术、文化与珠
宝的结合。在馆内，不仅能欣赏精妙绝伦
的艺术臻品，更能体验到私密的珠宝鉴赏
空间和专属私人订制服务, 感受与众不同
的尊贵体验。

珠宝文化的传承是周大福的使命，更
离不开技艺精湛的匠人们的支持。在开幕

活动现场，周大福还邀请了两位大师工作
坊的工匠——名贵珠宝设计顾问何国前先
生和珠宝原料大师李欣浩先生出席。阐述
了以传承珠宝文化的深厚底蕴，用精湛绝
伦的设计美学，万里挑一的原料制作，顶级
工匠大师的巧夺天工，将浩瀚的时间凝成
一瞬，又将经典的瞬间铭刻为永恒的珠宝
制作理念。

铸造品牌不停步 文化创新结硕果

88年，周大福一路走来，砥砺前行脚步
稳健。而且这中间，周大福因为品牌总部
地域所在的缘故，很幸运没有经历过品牌
的停滞期和消失期。在几代企业领袖的认
真掌舵和坚毅进取的努力下，周大福获得
了长足的进步，收获了品牌建设所结下的
累累硕果。

步伐稳健快捷的周大福，终于成为了
珠宝行业内毋庸置疑的领先品牌。

我曾经采访过周大福中国区总部，其
珠宝设计研发团队的审美思维超前意识创
新思路和朝气蓬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通过了解，我们能感知到一个历久弥
新的著名珠宝品牌骨子里所流淌的，是一
种昂扬向上与时俱进的青春活力。

在产品创新不断，紧密契合市场，满足
消费者需求的同时，周大福在文化创新上，
也走出了一条令人赞叹的芬芳之路。

2015年 4月 15日，周大福“丝路任我
行”招募最任性员工活动，正式开启。优厚
的待遇、迷人的线路、自由的选择，吸引了全
国多个城市3万多名应征者的报名参与。

经过层层选拔和筛选，来自广东、香
港、安徽和北京的 4 位选手汪雪莲、余卓
文、陈钧钧、陈京华，光荣入选周大福特约
员工。开启了自己难忘的丝路之旅，用自
己独特的视野，重新解读这条古老的文化
经济之路。

2016年 1月 16日，周大福珠宝集团有
限公司，在深圳前海周大福全球商品购物
中心CTFHOKO，举办了第一季“丝路任我
行”主题巡演，以及第二季“海上丝路”活动
开启的媒体发布会。

之后，从 5万参赛者中脱颖而出的周
大福“丝路任我行”第二季特聘“任性员
工”——六本本、王骁、熊家宁、贝壳兄弟，
完成了重走海丝的征程。

今年3月 18日，在第二季活动完美收
官的活动现场，到场观众一起分享了以现
代角度、全方位展示解读海丝雄奇景观与
文化底蕴的任性员工的作品。

周大福响应国家建设“一带一路”经
济带的宏伟构想，成功打造的两季“丝路
任我行”大型文化公益活动，已然成为一张
企业品牌的名片。其第三季“丝路任我行”
招募活动，也即将于5月中旬，拉开绚丽的
帷幕。

周大福:文化创新结硕果

——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国安

赵国安，1953年生于河南省新密市。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河
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副会长，河南
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副理事长，郑州市政
协委员。

他曾先后师从北京玉器厂的老艺人王
容海、张世增、董文钟等玉雕大师，在多年
的学艺生涯里，凭借扎实的雕刻技艺和深
厚的文化修养，巧妙地将南北派系玉器制
作风格融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设计风格，
尤其擅长利用各种玉料的俏色设计制作。
在全国的玉石雕刻行业里，赵国安是一位
广受尊重的玉雕前辈和业内大师。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密玉雕市场
开始走入低谷，众多玉雕厂相继停产、倒
闭，大部分玉雕从业者纷纷改行。

在那个困难的阶段，赵国安没有放弃

自己毕生追求的玉雕事业，而是另辟蹊径，
带领徒弟到深圳、东莞等地采取“技术入
股”的方式与南方玉雕企业联合办厂，谋求
新的发展。他把“北工”的厚重、质朴融入
到“南工”的玲珑、细腻之中，让南方玉雕厂
出来的产品焕发出独特的中原新风，大受
业界欢迎。

历经 30多年的玉雕设计制作和不断
的学习进取，赵国安凭借自身厚实的文化
底蕴，已将南北派系玉器制作风格巧妙融
合，并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设计风格。

他丰富灵活的表现手法使作品文化气
息浓厚，大气而又不失含蓄，尤其擅长利用
各种玉料的天然形状和不同色泽，因材施
艺，以巧思、细腻、精致的独特风格淋漓尽
致地展现玉石之温、纯、柔、雅的品质，使每

件作品尽善尽美，得到业界的高度赞誉。
他的作品先后获得国家级特别金奖 1件，
金奖18件。

赵国安于2001年获“河南省工艺美术
大师”称号，2008 年获“中国玉石雕刻大
师”称号，2012年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称号，2016年被评选为“中原大工匠”。

心系家乡，心系密玉产业，这是赵国安
赋予自己的又一个重任。作为郑州市政协
委员，他多次向当地政府建言献策，建议把
以“密玉”为代表的玉石行业，作为新密的
主打产业。

赵国安认为，30多年前，国家就曾在新
密设立玉石雕刻厂，培养出了大批雕刻大
师，现在这些人才遍布全国各地。如果能
借鉴其他城市玉雕产业发展的经验，把大
家都吸引回来，一起齐心协力，肯定能更好

地助力新密玉石产业的发展。
一直致力于振兴新密玉雕产业的赵国

安，早已把自己的艺术生命，深深地融进了
密玉产业不断发展奔流不息的岁月长河中
了。 （赵钰）

情系玉雕事业一辈子

近日，第四届河南物流文化
节在郑州东方大运物流园盛大举
行。来自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中
国国际商务河南商会等部门领
导，以及河南物流企业代表、行业
媒体等 3000 多人共同出席并参
加了这一物流人的“专属节日”。

本次物流文化节以“新趋势、
新格局新发展”为主题，推动物流
资源的有效整合，促进物流企业
及其供应链上下游共同参与，共

同探讨在“一带一路”战略、物流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郑州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大背景下，河
南物流企业如何创新发展等问
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
运输研究所所长汪鸣指出，国内
物流行业长期受困于“小、散、乱、
差”的自发式发展格局，而制约
化、规模化、信息化、平台化，是物
流行业发展新趋势。物流业必须

以全新的平台化进行布局，依靠
物流园区打造商流、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于一体的新型物流企
业发展平台。而打造这样的平台
靠的不是经济资源和要素的物理
堆积，靠的是建立创新模式，靠的
是延伸产业链条，靠的是企业和
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

据悉，每年一次的河南物流
文化节，由河南省国际物流商会
主办，目前已举办四届。（李保平）

5月9日，河南省消费者协
会第四届理事会二次会议在郑
州黄河迎宾馆举行，省消协第
四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常务
理事、理事等 120多人参加了
会议。

会议上，王保存会长总结
了省消协第四届理事会 2016
年的工作：过去一年，省消协第
四届理事会在省委、省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社会
各界以及各地消协组织的大力
支持下，认真落实理事会第一
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依法履职、稳
中求进，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持
续强化工作力度，为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健康发
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
作用，消协组织的影响力、公信
力、凝聚力和维权能力不断提
升。各理事单位更加重视消费
维权工作，积极支持省消协发
挥作用，促进了我省消费者权
益保护事业不断发展。

消协组织关注民生，通过
不断创新宣传引导方式，开展
商品比较试验，积极回应消费
热点，为消费者提供实用可靠
的参考信息，不断扩大消费维
权社会影响力。维权组织更加

健全、维权基础更加完善、维权
机制更加有力、维权手段更加
专业、维权队伍更加强大。

2017 年全省各级消协组
织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依法履行新《消法》赋予职责，
以提升维权能力、增强消费在
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为主线，
坚持创新发展，坚持协调推进，
坚持绿色理念，坚持推动共享，
通过强化事前、事中和事后保
护，更好地反映消费者心声、协
助政府监管，为营造良好消费
环境、激发和释放消费潜力作
出新的贡献。

省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
马林青在讲话中指出：消协组
织要认清形势，切实增强做好
消费维权工作的责任感，加大
工作力度，在更好地为消费者
服务、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
社会共治、加强自身建设上下
功夫，积极营造好安全放心的
消费环境。各级工商部门要全
面关心支持消协工作，全力支
持消协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支
持消协组织加强信息化建设，
支持消协组织开展好“消费维
权年主题”活动，全面关爱消协
干部，当好各级消协组织的坚
强后盾。 （赵钰）

2016年的“商业寒冬”，早已
在 2017年年初便缓缓落下帷幕。
这一年本地将有十几家购物中心
开业的消息也让郑州商业圈，几家
欢喜几家愁，但归根结底，过去的
一年，大家都在做一件事——面对
艰难的商业大环境，寻求改变。

新田360广场无疑是这支“思
变”大军中最为坚定的一员。

无论是7岁的郑州国贸店，还
是新田 360广场品牌的整体战略
调整，抑或是其在河南地区、在中
国的项目布局，对于进入第七个年
头的新田360广场来说，这是一种
蜕变和成长。在花样的年华里可

劲折腾，调整方向勇往直前。而对
于中原时尚商业领域来说亦是一
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4月28日，郑州国贸360广场
正式更名为新田360广场“郑州国
贸店”。全新亮相的国贸店，也迎
来了其7周岁生日。

“时尚”之于购物中心，是使命
也是机会。当一家购物中心能成
为某一客群的精神栖息地时，它的
价值便超越了市场对它的估值范
畴，迸发出新的价值空间。创立7
年，新田360广场在郑州已经是一
家成熟型的购物中心，能不断启动
新的引擎，一次次驱动更时尚的步
伐。

河南新田置业副总裁、河南郑
州国贸商业有限公司总裁司小伟
表示：“购物中心已进入精细化、差
异化运营的新时代，大家必须面对
并解决同质化问题，才能有更大的
发展。” （赵钰）

真力时郑州丹尼斯精品店开幕

5月 6日，ZENITH真力时品牌郑州丹尼斯精品店开
幕，将传承百年的瑞士高级制表精髓与优雅摩登的复古绅
士风范展现给更多消费者。此次真力时选择郑州这一中
部地区重要的核心城市开设新店，是为了能让更多消费者
近距离感受瑞士高端制表工艺的创新与专业传承。而郑
州丹尼斯百货作为辐射郑州乃至广大中原地区的高端精
品百货，无疑是展现真力时品牌的不二之选。

现场的顶级机车哈雷戴维森所具有的刚毅气质与真
力时飞行员系列TON UP御行腕表在复古与精致间诞生
惟妙火花，伴随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来宾置身于骑士们的
自由灵魂中。 （张锐）

母亲节恰逢周末，借此契机，中原珠宝城推出以
“爱在母亲节”为主题的系列促销活动，在“特惠让
利”回馈新老顾客的同时，以感恩母亲的孝文化，来
继续传递商场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传承传统文化的社
会理念。5月 13日、14日，活动期间黄金饰品免费
调换（每克收取 0.03g损耗），足金 999惊爆价！同
时，重磅推出母亲节专属珠宝饰品：足银梳子、珍珠
项链、翡翠手镯、琥珀挂件，为您的母亲节感恩之心，
增加助力。 （铁军）

“熊孩子”从来就不是
一个赞扬的代名词。现在
想起这三个字，脑海中出现
的都是母亲拿着小木条凶
我的样子。但奇怪的是我
会带着微笑去回忆，因为这
一刻仿佛母亲还是我记忆
中年轻的样子。妈妈的世
界很小，只装满了我们；我
们的世界很大，常常忽略了
她。小时候，因为有她，我们拥有了幸福的童年，直到
现在，她仍是最关心我们的人。

乾昌珠宝母亲节活动——“奔跑吧，熊孩子”已全
城开启。亲临乾昌珠宝任意7家门店免费集齐7枚乾
昌心动印章，即可为母亲领取价值298元的珍珠项链
一条。情归母爱，清风徐来。来吧，跑起来吧！这一
次用你流过的汗，跑过的路，致敬母爱。 （阿宣）

4月—6月，铭心珠宝倾情推出以下优惠活动：黄
金类，每周二黄金 0元旧换新（限 10g以内，工费另
计，不限品牌）。

银饰类，花1件钱，买6件珠宝；S925银饰品全场
3.8折起；银 9999满 6克，送 1克银 999；自主配齐耳
钉、手链、项链三件套，可享折上9折。

钻石、彩宝类，买钻戒，送男戒，购买50分以上钻
石铂金女戒，即送18K金男戒；18K金碧玺戒指1707
元起，水晶手链低至25元起，珍珠低至78元起，小彩
宝消费满299元可免费获赠红线缘手编红绳一条。

翡翠类，冰种翡翠吊坠 1200元起，翡翠折后满
2000元返300元现金券。

快来郑州市紫荆山路东大街南50米铭心珠宝旗
舰展厅挑好货吧。 （李楠）

省消费者协会
召开第四届理事会二次会议

郑州新田360广场更名 回归慢时尚生活中心

金鑫珠宝举办第六届珍珠母亲节

为她，再做一次“熊孩子”

冲出重围，全民来捡宝

中原珠宝城“爱在母亲节”

第四届河南物流文化节成功举办

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
傲，都来自母亲。“妈妈”这个
词，叫一叫，总是触动心弦。

我们爱妈妈，到了能够
安慰妈妈的年龄时，已经太
懂事了，但是“妈妈，我爱你”
短短的 5个字，却还是开不
了口让她知道。

今年的母亲节，跟着我
们一起，把对妈妈的那一份
爱，用简短的“三行情书”表
达出来，就能得到金美福珠
宝为您和妈妈特别提供的精
美礼品一份，还有机会抽取
足金手镯一枚。 （佳森）

金美福珠宝征集 写给母亲的“三行情书”

尚 品 资 讯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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