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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不是! 哭泣"

大牌发音遭遇! 四不像"

! 跟看名单不认识字一样# 叫不上来
名字#总想跳过去$"读不出这个品牌的名
字会有什么感受#时尚论坛里大多数人都
持上述观点$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陆续进入
郑州在商场开出专柜$ 但面对一长串的
外语单词#很多消费者读不出来也记不
住这些名字#常常是稀里糊涂地! 念"过
去$

就连大名鼎鼎的
1'00)

#也难倒了不
少人$! 老听有人念成% 哭泣&' 中文发音( $

我还很纳闷#这个牌子为什么听起来这么
悲惨$ "张女士说$

张女士是
234456578

忠实拥趸# 自从
这个品牌进入郑州以后她就开始关注#但
是#她始终读不准这个品牌的读音$想想也
是#名字那么长#有些确实比较难拼$

而很多品牌不仅仅是英文名称#还需
要日文或者法文的发音$由于法语与英语
的发音不同#中国人基本上很难将法国名
牌念正确#或者根本不知道怎么念$ 这么
一来#念错的更是不少$

很多人念错就是把中文和英文夹杂在
一起#结果出来! 四不像"$其中最知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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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被念成! 路易丝)威登"# 香奈儿变成
! 夏奈儿"#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品牌名字就像人的名字一样#好读好
记才有传播的价值$ 但眼前即便是一些
大家都很熟悉的品牌#中文读音也很乱#

如
1'00)

#常常也是被大家古奇*古姿*古
驰一顿乱炖$

+ 欲望都市,里#被
:544;3

爱得死去活
来的大名鼎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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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叫周仰
杰还是纪美舒#在国内翻译不一$ 早就被
大家熟知的

&'?&"??,

的中文名也没个
统一的#巴宝莉和博柏丽的读音都有$

郑州的消费者接触比较多的
@$?0A

&,% @$?0% <$0B&(

叫起来就复杂了 #作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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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副牌# 这个品牌目前在郑州以香
水' 尤其是雏菊系列(为大家熟知$ 中文
应该翻译成! 马克-雅各布斯的马克"#相
信没几个人读得出$

而还有一些大牌中的牛人#名字更是
复杂#不了解的#想读个! 四不像"都难$

如日本的山本耀司# 因
,C

的设计让国内
消费者熟知 $ 其英文拼写是

,8>D;,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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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下来就已经让人眼晕了$

而给
!G@

操刀进行设计的川久保玲
的英文名!

?3;H5I5JKL8

"更让人! 冒汗"#

但它们的中文名字在潮人中已经传开#即
使我们念不出那些拗口的单词#也不必交
流的时候费劲去比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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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百货人民店营一处处长焦
玉华说# 大牌进入中国一段时间以后
都有一个中文名字# 建议大家还是读
中文名字$ 毕竟了解还需要一个过程$

他举例#就拿
!3473M

来说#我们习
惯读! 赫墨斯"#但其实可能是错的#因
为这是一个法文单词# 真正的读音据
说应该是.

3% >34% 7;N

/ #法语里
>

一般不
发音#因此其中文名字! 爱马仕"还是
非常正确的#如果读不准法语#就直接
叫爱马仕吧0

能顺利读出名称#对品牌或消费
者也方便有利#用潮人谷女士的话说#

不能见了几百次了#还叫不上名字#一
着急只能说! 那谁谁谁"$

之前#上海南京路上有一些商场要
求每个品牌在橱窗角落设一块中文名
字的标牌#这样对一部分不能准确拼读
英文名字的消费者来说#能叫正确的中
文名也未尝不可$

谷女士建议# 咱郑州的商场可以
模仿下# 在品牌店内放上这个品牌准
确的中文名字#这样#消费者也不用读
不准乱起名#也有利于品牌的传播#同
时彰显商场人文化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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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筑爱巢#天成珠宝$ "这句简单
又经典的广告语#几乎所有的郑州人都
耳熟能详$天成珠宝的前身是久负盛誉
的四大老字号! 老天成 *老天保 *老保
成*老凤祥"之一老天成金店#到今天已
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品牌发展历程$

天成珠宝是一家专业经营黄金*铂
金*钻石*翡翠玉器 *镶嵌饰品 *文物 *

古董的大型零售*批发珠宝企业$ 一直
秉承! 铸造首饰文化 #璨烂美好人生 "

的企业文化和! 顾客至上 #品质第一 "

的经营方针#始终把品质放在首位#严
把质量关#在注重饰品款式的同时#严
格控制进货渠道# 所有饰品均经检测
后统一挂签$

经营上#天成设有多家自营连锁专
卖店和各地加盟店#数千平方米的自营
店遍布省会郑州的主要繁华商业区$天
成珠宝在行业内凭借其领先的产品走
势理念*丰富的采购资源*成熟专业的
管理和市场策划推广能力而牢牢扎根
于郑州$ 今天#天成珠宝又以极富现代
感*时尚感的形象 #为顾客提供! 亲情
化*人性化"的专业珠宝服务#赢得了消
费者及合作商广泛的认同$

天成珠宝秉承现代珠宝文化精髓
的价值宗旨#撷采来自世界最前沿的时
尚理念#在产品款式上倡导时尚与经典
的完美结合#在市场运作上积极参与市
场规范*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从而赢得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使公司的影响
力与日俱增$

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河南天成珠
宝有限公司多次获得! 河南省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所推荐单位"*! 河南省消费者
协会推荐单位"*! 河南省金银珠宝监督
检验站质保单位"* 郑州市技术监督局

! 产品质量佳*售后服务佳"先进单位等
荣誉称号#并作为全国珠宝首饰行业自
律联盟成员单位#荣登中国黄金协会常
务理事单位$

秉承! 款式新颖*工艺精湛*质量上
乘*价格合理*服务优质*信誉至上"的
经营理念#尽全力将天成珠宝打造成消
费者心中的款式名牌*服务名牌#加盟
商眼里的赢利品牌#并与业界同仁携手
并肩#传播首饰文化#为饰品行业做出
更大贡献#真真正正地让! 共筑爱巢-天
成珠宝"成为不变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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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成珠宝1

珠宝文化传播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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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进入郑州#很多消费者读不准也记不住这些名字#品牌名字应该像人名一样#好读
好记才有传播价值#有人建议百货商场把这些大牌的中文名称标注在醒目位置#便于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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