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与名家合作

携手名家创作，是增加产

品关注度的最佳途径之一。抢

占新年市场，怎能少得了呢？

推荐产品： 法国

Gien

万

紫千红系列陶瓷餐具

购买地：王府井总府店

价格：单品价

398-2980

元

新近于王府井总府店亮

相的法国

Gien

， 是著名的法

国陶瓷制造商。“万紫千红系

列” 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有名

的 卢 森 堡 皇 室 装 潢 设 计

师———

Lsabelle de Borch鄄

grave

，可以想像若将万紫千

红系列摆放在你的餐桌上，

它会让你的餐桌开满鲜花，

为你的室内装饰锦上添花。

成都商报记者

彭运

（以上商品价格以

实际售价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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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GO购

★

喜庆红元素

喜庆的红色元素是新年款

中运用得最多的，耀眼的红也能

在节日期间为家带来一抹亮色。

推荐产品： 利快

homestore

Alfi

系列红色古堡保温壶

购买地：王府井总府店和科

华店、群光广场、太平洋百货

价格：

2499

元

这款保温壶代表了利快保

温产品的共同特点： 设计出众，

功能卓越。不锈钢壶身，不易划

伤，抗腐蚀。

推荐产品：膳魔师

KBA

系列

红色焖烧锅

购买地： 王府井总府店、伊

藤洋华堂等卖场

价格：

1980

元

/3L

、

2450

元

/4.5L

这款焖烧锅简单易操作，只

需将原材料放入内锅，在很短时间

加热煮沸，再将内锅转移到真空外

锅中，利用其特别高效的真空保温

功能，从而使食物煮软、煮熟。

“树”里大有文章

自2010年以来，菲仕乐每年都在多个城市

的商业中心地带搭建起高大华美的新年树，而

这一次将突破“树”的概念。菲仕乐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或者，它还是一棵树，却是小时候

听过的神话故事里那种具有魔力的树。树上的

‘大门’首次打开，寓意着即将进入全新的一

年。”它的门是玻璃的，上面贴着菲仕乐汤锅

的玻璃锅盖，凸显了品牌的元素。通透是本季

的主题，结合应季的细部装饰和大面积的华贵

炫彩材质的使用，使得这一季菲仕乐新年树有

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走进那扇门，就仿佛进

入一个冰雪世界。象征着冰柱的结晶体此时变

身为吧台，墙面上的装饰，看似被放大了的雪

花， 其实那是菲仕乐锅底专利设计 “烹饪之

星”， 对于每一个热爱菲仕乐锅具的人来说，

这纹理实在太熟悉了。

新年树的主体为钢结构， 总高度达28米，

由一个个菲仕乐礼盒堆叠而成，在锅具大门背

后若隐若现，那是设计师特别演绎的“礼物”

概念。而纷至沓来的“雪花”，则是各种厨具配

件，随着灯光的变化而灿烂。以菲仕乐厨具与

炫彩材质及装饰物合力打造的这座“晶”典城

堡式新年树，璀璨闪耀，令人惊叹。菲仕乐新年

树如同童话故事中的古堡，推开大树“晶”致

迷人的玻璃门，进入的不仅是晶莹剔透的冰雪

世界，也是迈向了全新“晶”彩纷呈的2013年。

童话元素打造新年集市

你是否发现，很多城市里新年树以及树下

堆积的礼物，已经变成新年到来的一种特别符

号。商家在门口摆放一棵精心装饰的树，不但

是冬季里的美丽风景， 也象征着美好的祝愿。

有越来越多的人还将新年树搬进家门， 用彩

球、彩灯装点，享受与家人一起共度的温暖时

光。由于这是新近才有的潮流，还不能像欧洲

家庭那样，拥有“传家宝”型的装饰品，所以更

需要到集市上寻找一些特别的东西，将它们买

下来，慢慢积累成自己家的宝贝，每年拿出来

挂一挂，回忆一下过往的美好团圆。

在菲仕乐新年树下，也有一个集市，规模

不大却充满吸引力。单从它的布置来看，最大

的亮点当然是用锅具制成的驯鹿及盛满新年

礼物的雪橇车，只要一看到它们，脑子里的那

根弦就被触动， 似乎空中响起欢快的铃声。另

一个需要角色是胡桃夹子，原来很多欧洲人圣

诞节必看的《胡桃夹子》就源于德国的童话故

事。截止2013年2月2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

菲仕乐诚邀你到新年树底层“德锅制造·菲凡

圣诞咖啡厅”，品尝活动特饮，体验菲仕乐为

你打造的“晶”致生活品质。咖啡厅内特设吧

台、 沙发及品牌接待人员， 带给你尊崇享受。

成都商报记者 彭运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成都华联商厦自

然少不了各种促销活动。12月20日—12月

25日， 成都华联商厦冬季服饰满300元省

150元现金主打活动， 直接购物直接省，享

受购物好优惠。21日、24日还有延时购，会

员专场超市买四送一。

活动期间， 成都华联商厦的传统夜购

自然不会少，12月21日20点到次日凌晨2

点圣诞夜购提前享，最高优惠70% ，更多劲

爆折扣单品同时推出。另外，华联超市生

鲜商品也做到全面9折促销。24日还有一

场夜购活动，流行服饰同样最高优惠70% ，

让过节购物两不误。成都华联商厦一直很

重视会员回馈，12月21日超市8:30至次日

凌晨2点， 会员专场特惠华联超市买四送

一，油、米、蛋、奶等部分生活必需品参加

买四送一活动中，活动期间会员凭卡就能

享受此超级优惠。31日前，U 卡会员扣减

6000分、U +卡会员扣减5000积分超值兑换

价值98元的西班牙原装进口福恩牌特级

初榨橄榄油一瓶，扣减3000积分可兑换彩

玻碗，扣减4000积分可兑换多样屋珊瑚绒

拖鞋、柏尼威斯厨具、暇步士毛绒玩具，扣

减6000分可兑换飞科电吹风， 扣减13000

分可兑换西诺保温杯等好礼。21日至25

日，持会员卡现金购物满500元即可5元换

购市场价15.8元砂锅炖煲一份。

成都华联商厦微博也有大手笔，12

月20日—12月24日转发成都华联商厦微

博， 就有机会免费赢取iPhone5或new �i-

pad。

（梁峰）

城堡式新年树秀出 典

晶

到仁和春天光华店， 你肯定会被矗立在外广

场的巨型新年树所吸引。 这是菲仕乐联手仁和春

天在今年岁末推出的又一力作， 菲仕乐再次与艺

术携手，展示品牌独特的魅力。每逢岁末，成都卖

场都将掀起一轮新年装饰的比美风潮， 品牌也随

之大展拳脚， 而菲仕乐是少数如此匠心独运大手

笔制作新年树的锅具品牌。 从外观上即可看出不

一样的创意，它不仅打破了传统“树”的造型，更增

加了实用性，突破了仅有观赏性的功用。同时，还

带来了热闹温馨的新年集市。据悉，菲仕乐新年树

将持续至

2013

年农历新年后， 新年期间更将重新

装饰，华丽变身后陪伴成都人度过整个新年。

菲仕乐携手仁和春天百货光华店浪漫呈现

成都华联商厦

新年欢购优惠不断

家居新年款扎堆较量

奢

生

活

随着成都高

端家居市场的火

爆，品牌不仅增加

活动频率，更加快

了新品的推出。进

入

12

月，各大品牌

特别打造的“新年

款”和独特设计款

也展开较量。不仅

外观时尚喜庆，更

不失实用性，贴合

消费者的送礼需

求。或者在经典款

上加入新元素，延

续品牌的优势；或

者特推红色系列，

满足中国人的节

日情结；又或者与

名家合作，推出限

量版，增加收藏意

义……

★

经典款升级

高端锅具品牌经典明星产品最能展现品牌的工

艺和科技水平。因此，经典明星产品的升级系列，尤

其受到消费者追捧。

推荐产品：菲仕乐味达维专业高速快锅专业版

购买地：仁和春天人东店和光华店、王府井总

府店和科华店等卖场

价格：

4980

元

这款高速快锅秉承菲仕乐快锅的所有优点，是新

年期间品牌的主推产品。

6

大安全措施、 无滴漏功能、

把手防烫功能、锅内刻度标注、三文治锅底加热迅速，

保温时间久、可用于任何炉具，并将加热速度最大化

提升。除此之外，专业版高速快锅更加配智能便捷的

电子烹饪助手，除了能在烹饪过程中完美计时，更能

及时提醒您锅内的压力状况及硅胶圈的使用情况。

★

限量版设计

借节日契机推出限量版设

计，能掀起品牌粉丝的抢购潮。独

特设计，也是不错的收藏之选。

推荐产品：瑞士

SIGG2013

蛇年

限量版设计（地龙系列、熊猫系列）

购买地：仁和春天人东店、王

府井总府店等卖场

价格：地龙系列

288

元

/

个、熊

猫系列

238

元

/

个

除了以吉祥的红色及金色为

“地龙年”增添喜气及财运之外，更

以熊猫图案为小朋友设计一系列

带有浓厚新年气氛的儿童水壶，让

水壶也能成为过节时应景的居家、

旅行配件。

菲仕乐味达维专业高速快锅专业版

利 快

homestore

Alfi

系列红色古堡

保温壶

瑞士

SIGG

熊猫系列

法国

Gien

万紫千红系列陶瓷餐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