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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继成都仁恒置地广场的双层店铺开

出3年半后，Prada又在成都时尚新地

标———IFS（成都国际金融中心）开设了

第二家双层店铺。

Prada成都国际金融中心店于1月14

日开业，占地1200平方米。由著名建筑师

罗伯特·巴奇奥基（Roberto� Baciocchi）

操刀设计的Prada店铺外立面高18米，沿

大厦两侧延伸42米， 极具视觉冲击力。采

用黑色大理石基底为框架的宽大灯箱、宽

阔的入口和橱窗展柜。

整个店铺内包含了男女装以及皮具

等Prada各线产品， 其中最新上柜且最扯

人眼球的当属Prada全新推出的一款

Double� Bag。“Double” 是表示此包袋具

有双层置物口袋，手袋采用真皮外层和小

山羊皮内里打造，无论是同系配色或撞色

对比，包袋里外完美贴合，使得此款手袋

既轻便又与众不同。手袋内部分隔层为一

个翻盖口袋，这样的设计让人更便捷地安

排包内置物空间，满足多面、实用的需求。

手袋两侧手工打造的包扣、全新的金属铭

牌和装饰带扣使该款手袋更臻完美。

罗杰·维维亚先生于

1963年设计了Comma鞋

跟， 而这个极富历史意义

的创作却更像是一个逗

号：活力四射、美丽迷人、

大胆前卫却又成熟稳重。

新款Comma高跟鞋增加

了鞋跟的高度， 更具时尚

前卫气息。 鞋跟高度有两

种：7公分和10公分。 逗号

跟高跟鞋 (10 公 分 ): �

RMB� 6800， 逗号跟高跟

鞋 (7公分):� RMB� 6300。

成都IFS专卖店有售。

据说，这款限量手包刚

刚在成都IFS专卖店陈列两

天，其巧克力色款就被一酷

爱ROGER� VIVIER的女

士买走。这款手包的特色在

于水钻装饰的经典方型扣

饰点缀于棕色鳄鱼纹皮革

之上，设计典雅大方，于细

节之处体现女性的优雅之美，流露出一种永恒的柔美却又不失大气的

女性气质。水钻装饰在灯光下熠熠生光，光线流转间更为手包增添一

抹灵动。该款手包仅在成都IFS店铺限量发售，售价 RMB� 79000。

ROGER�VIVIERComma(Virgule)

逗号跟高跟鞋

ROGER� VIVIER

春夏限量版鳄鱼纹手包

Jaeger-LeCoultre

积家成都制表工艺展开幕

非凡成就见证奇迹

1833

年，积家品牌创始人安东尼·勒考特（

Antoine

LeCoultre

）于瑞士汝山谷（

Vallée de Joux

）创立积家大

工坊， 自此开始在历史长河中向世人娓娓讲述光阴的

故事。

1844

年， 安东尼·勒考特发明出历史上第一部能

够准确测量出微米的工具———百万分之一米测量器。

这项发明一直沿用到

20

世纪初， 它能确保制作的钟表

精确可靠， 对提升腕表精准度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贡

献。积家表厂在

1860

到

1900

年之间，一共推出

350

多款

不同机芯，其中更有半数是复杂功能机芯，在机芯制作

领域中的丰富创意，可以说是独步表坛。

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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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的辉煌钟表历史中，积家已经在

自家工坊设计并制作出

1,249

枚款式各异的机芯，获

得

413

项独家专利。

顶尖技艺汇聚一堂

积家汇品牌悠久历史精粹于此次展览中： 经典

的

Reverso

翻转系列、技术创新的

Duomètre

双翼系列、

Master

大师系列、 极速动感魅力的

AMVOX

系列、优

雅典范的

Rendez-Vous

约会系列、

High Jewellery

高级

珠宝腕表系列、汇集顶级制表工艺的

HybrisMechani鄄

ca

大型复杂功能系列、 举世闻名的

Atmos

空气钟，每

枚作品都完美诠释着积家卓越的制表工艺和无限创

新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 极富女性魅力的

Rendez-Vous

Tourbillon

约会系列陀飞轮腕表， 融合悠久制表传统

与精湛技艺的

Master Grande Tradition Tourbillon

àQuantième Perpétuel

超卓传统万年历陀飞轮大师系

列腕表， 完美展现雕刻、 微绘珐琅以及镶嵌工艺的

Master Grand Tourbillon Enamel

大型陀飞轮珐琅大

师系列腕表和忠于

Reverso

原型表款风格的

Grande

ReversoUltra ThinDuoface

大型超薄双面翻转腕表悉

数来到成都， 令广大腕表爱好者可以近距离一睹传

奇名表的风采。

时尚，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刷新的

速度和带给人意料之外的惊喜。 未来，设

计师们有哪些新的创意？ 会有哪些颜色、

图案、轮廓会大大流行？品牌又会玩出什

么新花招，推出哪些标新立异的活动？这，

总让我们难以预测，充满了期待。

本周， 成都的时尚达人们把目光聚

焦在两件大事上，一是2月14日开幕的伦

敦周，5天里各品牌轮番进行T台竞技，着

实刺激，让人兴奋；而另一件事是发生在

成都本地，奢侈品牌扎堆在IFS（成都国

际金融中心）做活动、推出限量产品，让

成都的大牌族应接不暇。

《路易威登城市导览》诞生十五周年之际，以全新面

貌推出十五个世界名城游览指南。新的城市、新的栏目、全

新开本，《路易威登城市导览》改头换面变新颜。

自1998年起，路易威登以《路易威登城市导览》系

列分享旅途经验与城市心情。 丛书每年都备受业内专

家的期待和好评，收摄城市之精髓，经悉心挑选罗列出

一份包罗万象的顶尖地址。今年起，丛书踏上全新的起

点，在五洲四海的十五个城市驻足：开普敦、香港、伦

敦、洛杉矶、墨西哥城、迈阿密、莫斯科、纽约、巴黎、北

京、圣保罗、首尔、悉尼、东京与威尼斯。让读者旅行至

不同的城市，手握不同的指南时，依然能够轻车熟路地

找到相同的指引。

《路易威登城市导览》针对每个城市独立成册，读者

将再一次品味《路易威登城市导览》这杯融合了前卫、传

统与经典的口感细腻的鸡尾酒。 而这一巧妙的结合正是

这套丛书大获成功的关键之所在。 本指南敏锐而精准地

捕捉、品评令城市风起云涌的变化，以超越时空的视野审

视时尚、设计、生活、当代艺术、美食与文化，将每座城市

最鲜明的个性呈现于此。来自世界各地才华横溢的作家、

记者组成了这杯鸡尾酒的“调酒师”团队，他们根据主观

体验，竭力回避那些寻常的地标或店铺，力图另辟蹊径，

为读者提供独具慧眼的视角： 从设计酒店到令人垂涎的

巧克力店，从街边排挡到高档美食餐厅，亦涵盖电子乐舞

池及风格小众的博物馆。《路易威登城市导览》以质量为

首要选择标准，而不是遵循价格或潮流。丛书作为时尚的

风向标，意见新奇并时刻更新，适合爱好细致深入探访的

游客，也适合匆匆而过的商务旅行，甚至本城居民。

《2014年路易威登城市导览》面世了！

世界顶级腕表品牌

Jaeger-LeCoultre

积家

2

月

18

日于成都国际金融中心举行 “岁月精粹见

证奇迹———积家制表工艺展”，让钟表爱好者徜

徉于积家制表历史的长河， 近距离欣赏顶级制

表工艺。据悉，此次工艺展为期

1

个月。

积家在成都国际金融中心开设了成都首家

专卖店。专卖店面积

160

平方米左右，店面布局

和装饰风格采用全新理念： 店面外墙别出心裁

地使用了弧形雪花石膏石， 尽显高贵典雅的大

家风范， 为消费者打造精致完美而不失新鲜的

赏表空间。内饰也极具特色，内墙上方有像雪山

一样的浮雕， 这是根据积家制表工坊所在地汝

山谷的原型打造的。店内同时设有贵宾鉴赏区，

旨在为顾客提供世界一流的服务， 墙上悬挂的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品照片，展示着积家

180

余

年的荣耀历史和不竭的制表热情。

Burberry于2月17日在伦敦发布了2014年秋

冬Prorsum系列女装， 全新系列主题为———

Bloomsbury女孩。 这一系列的创意灵感来自

Bloomsbury文化圈和英国查尔斯顿地区的装饰

艺术，让人联想起创建这一团体的作家、画家及

文化人在乡间的住所，及闲暇聚会的场景。

Burberry女装大秀吸引众多明星嘉宾到场

助阵，包括华人女星刘嘉玲、Angelababy、桂纶

镁；美国影星Bradley� Cooper，著名英国音乐人

Harry� Styles（英国人气组合One� Director成员

之一）。

在本次特别设计搭建的秀场内， 来自英国的

著名女歌手Paloma� Faith、 音乐人Ed� Harcourt及

Rhodes为肯辛顿花园内超过1500名观秀嘉宾献上

一场震撼人心的现场表演。

与此同时， 在新落成的Burberry亚洲最大

旗舰店上海嘉里中心店内也进行了本次女装

秀的现场直播 ，Burberry原创音乐成员Rae�

Morris还前往上海为前来观看现场直播秀的嘉

宾们进行表演。

于秀场上发布的主要成衣款式，包括可添

加个人姓名的订制秀场斗篷、配饰及2014秋冬

款秀场甲油，皆可在秀结束后至3月3日的两周

时间内于Burberry.com购买或订制。

秀场独家手绘产品可以根据需求手工定

制及添加个性化姓名饰牌， 并于九周内交货。

据悉，伦敦时装周上发布的Burberry� Prorsum全

系列的产品秋冬季将在成都IFS专卖店发售。

Burberry� Prorsum

2014年秋冬女装系列伦敦发布

品牌

快讯

成都商报记者 陈好 司璐

成都

猎艳

刘 嘉 玲 出

席

Burberry�

Prorsum�

2014

秋 冬

伦 敦 时 装

秀

Prada成都又开新店 全新IT�Bag上柜

积家成都制表工艺展

积家

Duomètre Sphérotourbillon Blue

深蓝双翼立体双轴陀飞轮腕表

Prada� Double� Bag

特2

时

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