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20日晚，2017中原国际时装周闭幕式
颁奖盛典暨 Brian Khoo时装发布会于郑州国
际会展中心顺利举行。历时5天，呈现20余位设
计师及品牌、20余场时装专场发布会后，2017中
原国际时装周圆满落下帷幕。

自2018年起，中原国际时装周将在每年的4
月份与 10月份举办两季。时尚饕餮盛宴，值得
期待。

BRIAN KHOO是马来西亚设计师于2016
年年初推出的同名品牌，该品牌是由优雅的女性
气质和女性形象的自然魅力创造和启发的。
BRIAN KHOO是以精湛的工艺为依托，精心打
造精品，致力于创造完美无瑕的作品，并在本地
区内设计和制作的作品。

2017中原国际时装周以“时尚，改变城市”
为主题，已成为传播时尚生活方式、发掘和支持
新锐设计师、实现品牌和原创设计商业落地、业
界交流合作的国际性时尚平台。对扩大城市知
名度和影响力，提升郑州城市软实力，引领中原
时尚产业发展，助力郑州迈进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国际商都，将有重要推动作用。

2017中原国际时装周完美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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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锐

孔雀东来，灵动中州。7月 1日，位于
我省新密市的梦祥文化产业园区内彩旗飘
飘，嘉宾云集。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女
士正式续约梦祥银品牌代言人，并为梦祥
的“民族珠宝品牌日”隆重揭幕。

再次签约 实现双赢

杨丽萍，第十届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
席、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等级
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是家喻户晓的著名
舞蹈家。

2013年，以民族舞蹈《孔雀舞》成名的
杨丽萍，遇到了同样以民族文化为特色的
梦祥银。在与梦祥董事长李杰石多次交流
之后，共同致力于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感，
促使双方迅速地达成了合作意向，由梦祥
银邀请杨丽萍成为品牌代言人。

杨丽萍通过多方调查，详细了解了梦祥
的企业文化，对梦祥20多年坚持为客户“终
身免费调换”的诚信承诺，表示认同和赞赏。

2013年 5月，杨丽萍签署了同意代言
梦祥银的正式文件。自此以后，梦祥银与
杨丽萍结伴双飞，成为银饰和美的代名
词。这件事，一度成为营销和业界佳话。

2017年，在友好合作了四年之后，双
方签署的第一次合作协议即将到期，梦祥
公司董事长李杰石先生，再次邀请杨丽萍
女士出任梦祥品牌的形象大使。

李杰石在致辞中说，杨丽萍女士一身
正气，把舞蹈当作生命，对艺术的执著追求
让人感动，在为梦祥银代言期间，深得广大
消费者的关注和赞赏，促进了梦祥品牌知
名度和美誉度的提高，杨丽萍是民族舞蹈
的传播使者，我们梦祥银是中国白银文化
的传播使者。文化兴，则民族兴。通过董
事会的认真讨论，经过对广大消费者调查，
认为杨丽萍女士的气质和表现，最适合代

表梦祥银的形象。所以，邀请杨丽萍女士
继续出任梦祥品牌形象大使。

媒体助力 品牌提升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肖建中发
言说，今天，是一个重要日子，是党的96岁
生日，是香港回归 20年纪念日，也是梦祥
银的大喜日子。

作为我省著名的珠宝品牌梦祥银，多年
以来，在李杰石董事长的带领下，砥砺前行，
不断奋进，收获了诸多的品牌荣誉和市场份
额，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肯定、认可与喜爱。

杨丽萍女士，是享誉世界的舞蹈艺术
家，在她身上，有一个让人永难忘记的身份
标签，那就是浓郁中国风的民族舞蹈。杨
丽萍女士，以其独特的做人做事的魅力，征
服了所有热爱她的观众，也包括我，杨丽萍
女士是我们的女神，我今天最关注是两个
有魅力的女人，一个是今天上午在香港就
任第五任行政长官的林郑月娥女士，一个
是到新密市和梦祥银续约的杨丽萍女士。

梦祥银与杨丽萍女士的续约，充分体
现了品牌的强强融合，艺术的气质契合，我
相信，通过杨丽萍女士的倾力代言，梦祥银
品牌一定会在中国、在亚洲、在全世界，赢
得更大更广泛的影响力。

在今天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我谨
代表河南日报社，代表媒体界的朋友，祝愿
杨丽萍女士永葆艺术青春，给广大热爱她
的观众，带来更多、更美好的舞蹈作品。同
时，我也祝愿我们的梦祥银，在李杰石董事
长的带领下，企业蒸蒸日上，品牌的影响力
不断增强，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不
同肤色的人民佩戴梦祥银，喜爱梦祥银。

政府支持 做强企业

梦祥品牌始于新密，立足河南、辐射全
国。梦祥的每一步成长，也离不开政府领
导、行业协会的大力支持。签约会上，新密
市副市长齐智慧，代表新密市市政府热烈
欢迎杨丽萍的到来，对杨丽萍女士与梦祥
品牌的友好合作表示衷心的祝贺。他说，

梦祥银饰独特的经营模式，高超的民族工
艺，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对新密市经济
的转型升级树立了榜样。同时，也希望新
密市的工商企业，按照“四区两城”和“融入
郑州，对接空港，创新驱动，持续转型”要
求，发扬工匠精神，强化品牌意识，加强质
量管理，增强竞争优势，为实现率先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率先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的宏伟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热烈的掌声中，杨丽萍女士款款登
台，她轻盈曼妙、飘逸灵动，在所有嘉宾的
见证下，双方签署了正式合作协议。梦祥
公司聘请杨丽萍女士，出任梦祥品牌的形
象大使。

签约仪式结束后，杨丽萍还走进梦祥
银的生产车间，认真地体验了一件精美的
银器，从胚体到成品的整个流程。她对梦
祥银产品系列中的银胎掐丝珐琅产品非常
喜爱，认为这种民族风浓郁的银饰品，最能
代表我国博大精深的银文化的传承和发
扬，也和自己不懈追求的民族舞蹈艺术一
脉相承，并且最终能够走向世界的舞台。

“孔雀公主”杨丽萍

再次成为梦祥形象大使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侯
骑，都护在燕然。”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千古名
句中所记录的，那无边无际的冷峻大漠，那
杳无尽头的滚滚黄河，那延绵千载的丝绸
之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在“一带一路”国家宏观战略的积极带动下，
于当今，早已不再是冷清寂寥的不毛所在，
而是生机勃勃活力无限的沃土一片。

丝路20强齐聚武汉 总决赛星光璀璨

周大福“丝路任我行”全球招募最任性
员工活动，自2015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
办过两季。是企业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宏
观蓝图，最积极最具体的落地实施。

三年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建设,为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
场提供机遇，使“走出去”的理念，不断得到
了创新和发展。与此同时，周大福“丝路任
我行”活动，亦坚持将丝路的文化底蕴，以
现代的方式，多角度给予解读与还原，越来
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已然成为一
张著名的品牌名片。

周大福第三季“丝路任我行”活动与优

酷合作，于 5月在内地及港澳台同步开启
招募。“月收入两万加奖金、任意规划行走
线路、旅行费用全包”这些诱人的条件，吸
引了超过 3万多名“想任性”、想去领略丝
路风光的参赛者报名加入。

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线上海选，票数前
20名参赛者进入决赛角逐，获邀参加武汉
总决赛。

6月25日，丝路前20强选手与评委嘉
宾齐聚武汉 20强选手见面会。选手现场
展示了“百人挑战”任务成果，并分享自身
的有趣游历经验，气氛轻松愉悦。20强选
手现场获赠周大福 MONOLOGUE 放肆
系列产品。

6月 26日，丝路总决赛于新世界酒店
拉开帷幕。在决赛面试的现场，第三季丝
路评委团的评委，周大福华中区域总经理
范向东、中国地质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
四海、北京凤凰假期产品采购部经理刘弘
恺、《昕薇》杂志出版人朱光蕊、《河南日报》
时尚工作室主任张锐、《武汉晨报》时尚总
监张剑、周大福珠宝中国营运管理中心品
牌部推广渠道管理科副总监李湛虎、T
MARK中国区管理中心项目经理陈楚然，
与在场的工作人员一道，认真地履行了自
己的评委职责。

20强选手面对评委，进行自我介绍、
阐述行程计划书。评委们则从旅游经验、
专业技能及综合素质等多个维度，对选手
进行了全面的综合性的考核。最终，决出
了四名特聘“任性员工”。

豪华游轮伴江影 见证丝路四强诞生

6月 26日当晚，“丝路任我行”第三季
四强揭晓典礼在“东湖号”长江游轮上拉开
序幕。

月移清江，灯火倒映，在现场美绢翩飞

的浪漫气氛中，选手王涛获得“最佳人气选
手奖”，选手刘静获得“最具魅力选手奖”，
评委陈楚然、李湛虎上台分别为选手颁奖。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评委朱
光蕊、张锐上台揭晓“丝路任我行”第三季
四强名单，杨搏、姚舜、潘靖仪、邵蕾四位选
手成为丝路特聘“任性员工”，现场气氛达
到高潮。评委范向东上台颁发聘书，评委
王四海、张剑现场赠予任性员工周大福T
MARK北斗七星款项链，全场来宾共同见
证丝路四强诞生。

随后新晋“任性员工”与周大福华中区
域总经理范向东一同开启第三季“丝路任
我行”出发仪式，宣告“唯真之旅”正式启程。

“唯真之旅”秉承“探寻更大的世界”的
理念，与周大福T MARK印记美钻“唯真
可鉴”的动人内涵不谋而合——T MARK
美钻探寻钻石起源，使消费者能领略钻石
从矿源到指尖匠心独运的每一步；而为期
两至三个月的“唯真之旅”将挖掘丝绸之路
的全新内涵，四位“任性员工”将会把游历
期间的所见所闻，以文字、图片、视频等方
式，通过各种渠道和平台与公众分享。

(赵钰）

精彩丝路 永不止步
周大福第三季“丝路任我行”四强选手诞生记

7月 1日，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女士，专程来到位于我省

新密市的梦祥银生产基地，和我省著名银饰品牌梦祥银续

签了代言合同。

在活动现场，杨丽萍表现得非常耐心。她走进生产车

间认真参观，仔细地看完了一件件精美的银器，从银胚到

成品整个完整的生产流程。企业员工也纷纷和杨丽萍合

影留念，大家都很开心。

我和几个在现场的媒体人，聊起来此次杨丽萍的续约

代言，大家都有一个感受，那就是品牌和代言人之间，真的

是非常的契合。

曾经创作出家喻户晓的民族舞蹈《雀之灵》《云南印

象》《孔雀公主》的杨丽萍，这些年艺术青春永驻，创作才华

没有丝毫的衰减。而梦祥银，自从 2013 年开始签约杨丽

萍作为代言人以来，企业规模和品牌地位，也得到了快速

的增长和显著的提高。所以，此次双方续约，也是一件水

到渠成的事情。是个双赢。

说起代言人的选择，某国际著名的腕表品牌，当年的

经历，也是颇为周折。他家首先选择的，是大名鼎鼎的高

尔夫球明星老虎伍兹。谁知道没有多久，伍兹婚姻内出轨

门事件爆发，个人形象严重受挫。腕表品牌赶快更换代言

人，并选择了国内某著名影星，担纲起了其在大中华区的

品牌代言。

可惜的是，该影星虽然银幕形象和日常生活均较为正

面，但是因为其外在形象过于内敛和沉默，和这家世界知

名腕表品牌的运动风格不太搭调。所有关注此次代言的

身边朋友，都评论此次代言人的选择，不是太成功。这挺

让人感觉遗憾的。

明星，艺术生涯的影响力要足够大，生活中又不能有

一丝一毫的负面新闻爆发，个人形象还要和所代言的品

牌，实现较默契的匹配和契合。所以，品牌选择好适合自

己的代言人，真的是企业实现快步发展，迅速提升影响力

的重要路径之一。

选好代言人，真的是一门大学问。

选好代言 实现双赢
□瓦尔特

7月 1日，郑州希尔顿
酒店携手蜜私特创意婚礼
及包括中青国际、伊丽莎白
婚纱定制、隆庆祥男装在内
的高端婚尚品牌共同打造
的“希尔顿城堡蜜私特魔法
舞会”舞台剧婚礼秀于酒店
大宴会厅完美落幕。

本次婚礼秀以“魔法爱
情”为主线，以浪漫经典的
迪士尼童话故事为灵感来
源并进行新版演绎，美轮美
奂的童话婚礼搭配国内首
创歌舞剧，带来耳目一新的

视听享受。当天，有超过
300 位准新人及受邀媒体
莅临现场，通过一场梦幻的
舞台剧婚礼秀感受2017婚
尚发展新趋势。

舞台剧婚礼秀在酒店
1000平方米大宴会厅拉开
帷幕，舞台设计充分利用大
宴会厅的挑高优势。四位
歌剧明星倾力加盟，献上天
籁之音；经过层层筛选的专
业舞蹈演员，用最动人的舞
步向现场准新人诠释爱情
的魔力。 （赵钰）

希尔顿携手蜜私特首创魔法舞会婚秀

汇聚爱的能量，撑起爱
的天空。7月 1日，时值第
96个建党节来临之际，由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河南省福兴儿童公益
基金会、大河网等爱心单位
共同发起的关爱留守儿童
活动再次暖心起航，筹建的

“周大生团圆之屋”正式落
户濮阳范县辛庄镇高杨董
小学。

未来将为学校 100 余
名的留守儿童解决实际困
难和心理等问题，让他们拥
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在轻
松、愉快、安全、和谐的环境
中健康成长。

活动现场，濮阳范县周
大生珠宝负责人窦晓飞表
示一定要把“团圆之屋”的
活动坚持下去，为留守儿童
身心健康发展不断努力。
范县当地的爱心企业和爱
心人士也给孩子们带来了
牛奶、体育用品和图书，孩
子们都拿着这些礼物爱不
释手。

“团圆之屋”不仅让孩
子们实现了与父母“团圆”
的梦想，爱心企业志愿者们
还与孩子们一起读书、做游
戏，用心陪伴悉心指导，孩
子们十分开心。

(李朵朵）

周大生“团圆之屋”活动暖心起航

7 月 1 日，郑州 City-
On 熙地港（郑州）购物
中心迎来来自荷兰的国
宝——米菲。

米菲诞生于 1955 年，
是荷兰国宝级插画家迪克·
布鲁纳创作的经典动画人
物。“X”嘴是她的标志性特
征，简洁线条勾勒出的形象
跃然纸上，很快风靡全球。
米菲怕羞、爱幻想，更重要
的是，她身上有很多荷兰人
民的特质：爱读书、爱运动、

爱旅行、爱美食、爱接受新
鲜事物、遇到苦难从不退
缩。作为全球公认的荷兰
文化使者，米菲此次来到熙
地港，将开启一段与郑州小
朋友的互动体验之旅。

此次展览从 7 月 1 日
开展起，一直延续到 8 月
31日。展览结合静态陈列
展示、互动游戏、卡通动画
播放和快闪店等多种方式，
为消费者一一细述关于米
菲的神奇故事。 （赵钰）

“米菲的神奇世界”主题展登陆熙地港

尚 语 谈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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