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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抢眼新品 唤醒你的肌肤

Gucci手表和首饰最近公布了其与美国唱片学院的

合作关系， 并正在发布格莱美特别版手表与首饰系列，

该系列由Gucci创意总监Frida� Giannini设计， 将时尚和

音乐别具一格地融合在一起。同时，Gucci还在春节前于

成都王府井百货二店举行了一场小型的格莱美展，此次

展览展出了Gucci手表首饰与格莱美的合作之路， 并呈

现了许多极具收藏价值的格莱美艺术品。

这次展出中还包括了Gucci的第一款跳字手表

I-GUCCI，它提供了极致的功能表现。只需轻点一下，气

派的表面可由原来两地时间的大码跳字显示，快速切换

至仅呈现当地时间的液晶体指针显示。表后盖贴标上的

GRAMMY� Awards� special� edition

（格莱美奖特别纪念

版）

标识再度重申了这场跨界合作的非凡意义。这款值

得收藏的I-GUCCI手表还提供表圈镶钻款式，更为其增

添了无限魅力。

格莱美特别版还包含了演绎经典Gucci� dog� tag项

链的纯银首饰，共有黑色或白色珐琅及镶钻或无钻四种

款式供选择。dog� tag吊牌的18K黄金球上刻有创始以来

即为格莱美象征的留声机标识。 精雕细刻的Gucci标识

使整体设计更趋完美。

（司璐）

上周三，Miu� Miu� 2013年秋冬时装秀在巴黎拉

开华美序幕，除了轻灵大气的新作发布外，此次Miu�

Miu首次邀请中国明星作为第一排看秀嘉宾也成为

秀场内外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 她就是国际名模以

及新生演员———杜鹃, 当天她选择了Miu� Miu粉色

褶皱连衣裙、水晶别针、棕色皮质手套，配以象牙白

色皮革宽松外套和白色手袋亮相， 出众的气质与俏

皮可爱的品牌风格相得益彰。

杜鹃可谓是一夜之间红透国际时尚圈，她签

约于国际顶级模特经济公司IMG，并与Kate� Moss

同一个经纪人， 是国际T台上最炙手可热的模特

之一。

其实早在2011

年，Miu� Miu在上海举办

2011秋冬系列大秀时，杜

鹃就作为特邀模特为Miu� Miu走秀， 并成为

当天秀场上的一大亮点， 至此与品牌结下深

厚缘分。据了解，本次时装秀Miu� Miu对杜鹃的出席

极为重视， 不仅在秀前专门邀请杜鹃到其VIP定制

屋试衣，并根据杜鹃的身材尺码准备了几十套服装、

鞋子和配饰以供选用外， 就连极少接待明星的Miu�

Miu设计师Miuccia� Prada女士也特别安排了与杜鹃

见面。据现场人员介绍说，两人相见甚欢，愉快地交

谈了许久。

成都商报记者 韦柯羽

一年之计在于春， 这句老话对于爱美的你也同样适用。

在冬日里因为寒冷而冷淡了的面膜赶快敷起来， 因为慵懒而

荒废了的角质赶快去起来， 蠢蠢欲动的爱美基因在连续几日

的艳阳下还没有苏醒？ 那就让成都商报记者奔波各地为读者

搜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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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精品生活再升级

高级定制服务月大牌云集

本周一，意大利顶级定制男装品牌Kiton携旗下金牌

裁缝CIRO� PALESTRA先生登陆成都仁恒置地广场，开

启了顶级男装“全球定制巡回”中国———成都之旅。作

为拥有50年历史的欧洲手工定制男装业领导者， 此次，

Kiton更是倾力将全球男装最高等级的定制文化带入中

国，为近年不断成长的中国男装消费领域注入手工艺术

的经典元素。

作为顶级男装，Kiton是世界上唯一国际化、 按照最

正宗的那不勒斯传统手工制造工艺制作西装的品牌，从

裁剪、缝制到熨烫，每个步骤都由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师

手工完成，配以最高端的天然面料，堪称男装手工艺“瑰

宝”。在活动现场，成都商报记者亲眼见证了Kiton享誉

盛名的“那不勒斯式肩袖”“那不勒斯式袖口”以及五

片缝制领子设计，它们都标志着意大利传统缝制手工与

现代服装设计理念的完美结合。Kiton的每一套西装、每

一件夹克、每一件衬衣、每一条独有折叠工艺的领带，都

能为穿着者带来顶级舒适感和尊贵感的体验。

由于坚持手工制作， 并使用珍贵面料，Kiton定制男

装在全球各地都是奇货可居， 记者还在现场见到了由

CIRO� PALESTRA先生带来的， 今年Kiton研发的顶级

限量版小羊驼面料大衣，每年全球限量60件，他还在店

内亲身演绎那不勒斯传统缝制工艺，也向中国贵宾展示

了意大利式的优雅品位和完美服务。

作为Kiton的金牌裁缝，CIRO� PALESTRA先生今

年已50有余，出生裁缝世家，父亲及祖父都是当地知名

的裁剪大师。CIRO� PALESTRA先生曾经给世界上众多

的知名人士量身定制过西装， 如好莱坞影星汤姆·克鲁

斯、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等。CIRO� PALESTRA先

生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世界各地周游，为Kiton的顾客提

供量身定制服务，偶尔回到那不勒斯的Kiton总部，还要

负责产品的质量检验。

从今年开始， CIRO� PALESTRA先生将他的“全球

定制巡回”扩展到中国的6个城市。每年只有两次机会，

CIRO� PALESTRA先生能够亲临Kiton专卖店VIP专区，

为 预 约 上 门 的 VIP 客 户 量 身 定 制 。 尽 管 ，CIRO�

PALESTRA先生在中国的短暂逗留期间，最多只能为10

位贵宾提供面对面的咨询、量体服务，但这也意味着，推

崇意大利顶级服装手工艺的中国男士，终于有机会在家

门口享受到全球最高级别的定制服务。 这次CIRO�

PALESTRA先生专程来到成都，他的精湛技艺将意大利

那不勒斯的顶级缝制工艺呈现在当地的顾客面前。

自3月1日开始到31日，杰尼亚2013春夏

“SU� MISURA”量身定制推广活动在成都

仁恒置地广场举行。在活动期间所定制的每

件西服上装或套装，都将特别赠送与之搭配

的指定面料范围的量身定制衬衫一件。无论

客户在家，在办公室，还是在店铺，杰尼亚团

队都将竭诚服务。3月21日至24日，还将特别

推出秋冬皮草定制，届时杰尼亚中国量身定

制顾问

和意大

利 专 家 将

亲临现场为成

都的高端客户

竭诚服务。

杰尼亚曾经

在2011年于成都仁恒

置地 Peter� Marino概

念店举办过“500只手的

杰作”展览，这就是杰尼亚

闻名世界的量身定制的卓

越工艺———制作一套完整的

西服需要500只拥有精湛技艺的巧手才能

完成全过程。 此次在仁恒置地广场的定制

推广活动，到店的客人将体验到选择面料、

量体裁衣这些贴心的定制服务。 现场除了

有近700种面料可供选择外，还提供除传统

西装定制外的皮具定制项目。 在3月内，客

人到店都能享受杰尼亚来自意大利贴心的

一站式定制服务。

顶级男装“全球定制巡回”活动

Miu Miu

首邀中国女明星巴黎观秀

杰尼亚

Kiton

在2013年3月22日和23日，LOEWE将在

仁恒置地的辉胜阁总统套房展开定制活动，

主要针对皮衣及稀有皮包类商品进行定制。

届时被邀请到的VIP客人将可以体验到来自

西班牙皇家的顶级皮革定制服务， 并欣赏到

模特带来精彩的定制秀。

在19世纪70年代，Loewe在西班牙马德里

开设制皮工作坊，由于当时西班牙人对奢侈品

的疯狂追求，Loewe迅速红遍全国， 并在1905

年被委任为西班牙皇室特许供应商。 今年

Loewe更是携旗下各类珍稀皮料，以及包括A-

mazona等各种经典款手袋来到成都，为蓉城的

尊贵客人们提供一流的皮衣与手袋定制服务。

2013

春夏量身定制推广活动

高级手袋与皮衣定制活动

上海

Dior迪奥雪晶灵新品

让透白美肌无瑕绽放

肌肤胜雪是很多亚洲女性的梦想，Dior迪奥为此推出了

雪晶灵系列新品迪奥雪晶灵透白亮采祛斑修复精华露并在

上海同时发布该系列的全新形象。 发布会上，Dior迪奥美妍

科 学 中 心 科 技 传 讯 总 监 ———EDOUARD� MAU-

VAIS-JARVIS先生与健康和美容科学研究室首席科学家、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皮肤科客座教授———Doctor� E�亚平博士

一起为我们揭秘一个影响肌肤透白的全新生物指标———丝

聚蛋白。新款Dior迪奥雪晶灵配方中汇集了一系列高科技的

卓效成分： 首次将透白亮采复合物与冰岛冰川水融入花园

培育的纯净锦葵———其细腻花瓣独具卓越抗斑精华， 有效

激活能够生成丝聚蛋白的基因组合。 这些最前沿的科技完

美体现在Dior雪晶灵2013最具代表性的美肤臻品———迪奥

雪晶灵透白亮采祛斑修复精华露中。

春妆新选：全新

Dior

迪奥雪晶灵透白亮采祛斑修复精华

露

RMB1300/50ml

对于香水， 很多瓶子控女生光是看瓶子， 就愿意把

Marc� Jacobs� DOT抱回家。 近日亮相的MARC� JACOBS�

Dot莫杰点点女士香氛完美演绎了CHIC这个充满法式风

情与美式随性的单词，而在活动现场，波尔卡圆点的灵动，

俏皮的蝴蝶蹁跹起舞， 可爱而迷人，MARC� JACOBS� Dot

莫杰点点女士香氛耀目登场， 在场的嘉宾无不为这款香氛

极具创意的瓶身和馥郁的花果香气感到兴奋和激动。

� � � �

春妆新选：莫杰点点女士香氛

RMB730/50ml

美白是所有品牌在这个季节力推的重点，追求皮

肤质感提升，肤质健康的白，成为更多人的选择，全球

领先天然高效植物护肤先锋Origins悦木之源，带领全

国各主流时尚媒体前往天高云淡阳光灿烂的云南大

理， 寻找品牌全新升级澄白焕采系列的灵感MUSE。

悦木之源中国区高级市场经理孙晔华女士介绍，全新

升级的悦木之源韦博士澄白焕采系列蕴含升级的刺

梨精萃复合物，能显著淡化现有色斑，同时甘草根及

白芍药萃取帮助清理“肌肤之火”，治愈肌肤内部炎

症，令肌肤由内而外焕发光亮神采。

春妆新选：

Origins

悦木之源韦博士澄白淡斑精

华素

RMB800/50ml

根据成都各家卖场春季化妆品节的数据， 彩妆，

尤其以底妆产品在成都市场的销售份额日益崛起。成

都女人爱美， 也越来越会美。 裸妆皇后BOBBI�

BROWN推出全新无感持妆粉底露SPF15， 就是这个

春季底妆单品的不二之选。

于南京举行的BOBBI� BROWN春季新品预览

会， 就将无感持妆粉底露SPF15和清润舒盈洁肤油两

款重量级妆品分享给了全国主流时尚媒体，两款单品

的惊艳效果令在场媒体纷纷赞叹不已。BOBBI品牌中

国区总经理薛薇女士在欢迎致辞中提到：“我们相信

这两款产品将会创造新的美妆理念，也会让更多的中

国女性领略Bobbi� Brown大师的魅力！”

春妆新选 ：

BOBBI BROWN

无感持妆粉底露

SPF15 RMB520/ 30ml

BOBBI BROWN

清润舒盈洁肤 油

RMB 400/

200ml

成都

理肤泉BB风潮引爆全防护时代

近日， 理肤泉为成都的时尚媒体与美容达人分享了

最前沿的防晒科技， 举欧莱雅集团之科技能量，PA+++

已经不足以让你安心的话， 来试试理肤泉PPD18的全防

护吧。

主打敏感肌也可安心使用的理肤泉每日隔离透润

遮瑕乳液是专为耐受性差皮肤所推出的润色BB霜，高

达PPD18的UVA防晒指数堪称业界日常城市防晒最高

值（PA+++大约等同于PPD8），而产品使用的舒适性

并未因此作出丝毫牺牲，一如既往的清爽无负担。

春妆新选 ： 理肤泉每日隔离透润遮瑕乳液

2

号

SPF30+ PPD18

（

PA+++

）

RMB270/30ml

成都商报记者 黄凯 李颖晖

LOEWE

北京

瓶子控的新魔咒，

Marc� Jacobs� DOT香氛CHIC登场

大理

Origins悦木之源澄白焕采

提出健康美白新主张

南京

BOBBI� BROWN全新粉底

又现裸妆皇后风采

Gucci

发布格莱美特别版手表和首饰系列

杰尼亚有近

700

种面料供客户选择

Kiton

经典的七折领带

Kiton

拥有全球顶级面料

Kiton

手工工匠正在熨烫西装

杜鹃作为

Miu Miu

首位邀请的中国女明星，与众多国际影星一起观秀

Loewe

珍稀皮革定制手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