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品牌：Hugo� Boss

� � � � Hugo� Boss� 2014春夏就传递了这样一种勇士气场。本季

男装如一场超现实的时尚狩猎之旅， 以探索与冒险为主题，

设计师把非洲大陆鲜艳的色彩与休闲风情化为灵感来源，全

新诠释经典沙漠狩猎风格。

成都商报记者 魏姝

推荐品牌：TOM� FORD

� � � � TOM� FORD2014年春夏男装系列充满炫目、 明亮色

彩，并辅以中性的白色来实现平衡。他的经典款纤细修身单

襟设计的O'Connor西装外套，受上世纪70年代风格的启发，

翻领稍加宽，透过夏季轻薄面料呈现丰富鲜艳色调。深紫红

色、海洋蓝和淡紫色丝棉面料带来罗缎质感和闪耀光泽；而

紫罗兰色亚麻丝面料，不论是桃红色还是粉红色，都赋予一

种轻松悠闲之感。随性恣意的搭配创造不同的风格：配合白

色棉质羊绒高领毛衣和运动休闲裤，则优雅而闲适；搭配修

身衬衫和协调的西装裤，则打造出得体的夏日装扮。

异域风格的大块印花通过使用耀眼宝石般鲜艳色调，

配以黑白营造的质感， 让奔放不羁的用色更为大胆绚丽。

这种印花运用在夹克或裤子上， 再搭配一双刺绣丝绒便

鞋，尤为引人注目。2014春夏系列还推出了另一款耀眼炫目

的礼服造型，在晕光丝绸上运用巨大异域印花重新演绎了

丝瓜领西装外套。这款外套可搭配黑色晚装长裤、正装衬

衣和领结，以及色彩鲜明、采用多元几何图案并带有流苏

的丝绒晚便鞋。

据悉，目前TOM� FORD已入驻成都，并于年初在成都

IFS正式开店。

推荐品牌：Z� Zegna

� � � � Z� Zegna� 2014春夏系列主打社交场合穿着，

从撞色对比中获得灵感，再现青春时尚的前瞻风

格和式样混搭。该系列打破常规，在营造休闲基

调的同时注重精致的剪裁， 充分反映了Z� Zegna

绅士对于社交活动的重视。整个系列在前沿时尚

中尽展年轻活泼，动感而又富有活力的气息。

休闲风格的上装短外套，灵感来自宽松的睡

裤，腰间再束以工艺编织的腰封。上装融入边衩、

青果领或强烈对比色的翻领作为亮点元素，搭配

穿着于宽松上衣内的弹力棉衬衫和编织仿T恤，

形成强烈的图形层次感。丰富的线条清晰地勾勒

出绝佳身材，独具一格的牛仔上衣和夏日雨衣更

加彰显这种风格。短款夹克衫和长款户外短外套

加上实用的拉链设计，同样传递出一种解构主义

的态度。

从墨绿色、深紫色和海军蓝等暗色系，到雾

面柔和浅色———柠檬黄、丁香紫、黏土灰还有淡

粉色。

推荐品牌：Givenchy

� � � � 纪梵希2014春夏男装的设计就很有趣。Riccardo� Tisci将

他的设计变成一场从美洲大陆到非洲大陆的探险旅行。 洛杉

矶的滑板爱好者，上世纪70年代复古计算机的痴迷者，高保真

音响系统到非洲部落都为他带来设计灵感。 这些元素以分层

的结构形式诠释了新一季男装。 色彩艳丽的廓形与奔放的层

次感所强调出的对比使得本季男装在优雅中增添了一股运动

之风。

明亮轻快的复古计算机图形元素为本季的印花设计增添

了一种跳跃的图形视觉感。 他们与马赛和祖鲁人粗犷的图腾

元素相融合，同时又加入了运动衫的能量与活力。各种不同的

线条设计增添了服装的动感， 而标靶和赛车印花的图案又增

强了视觉冲击力。 多种印花的拼接与组合将每一副印花展现

的精妙绝伦。复杂而精致的衬衣前襟设计和运动感的T恤则为

本季的服装注入了几何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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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2014春夏男装

玩的就是气场

相貌？财富？重要否？当然重要。但现代社会男人还需要什么？两个字，气场！

所谓气场就是魅力。 男人的气场主要取决于天生的性格和后天修养的内

涵，这两者的结合会形成一种特殊的气质，被众人称之为气场。男人气场决定

着他的品位和层次，也不失他身上最为人性的一面，具有强大气场的男人应该

是多面的，是丰富的。他既有着自己的个性所为，也有着现实中的冷静思考，当

然还有着一副机智思维的能力。所以说，男人拼的不再是囊中的金钱，他们正

在玩的是气场！

再看看2014年男人们的春夏秀场，秀得也正是一种气场。大牌们都摒弃

单一黑白灰且呆板的男人专属设计，愈发用各材质面料及设计凸显男人品味，

看看哪款最适合你。

近年来男士开始回归上流

社会的正式穿着，在设计师强力

背书下，已出现回流效应。大致

总结了一下， 颜色跃升主角，俨

然一副好色才有资格当绅士的

派头。

敢于突破传统，并且擅

长打造混搭的穿着会给人

更亲切时尚感。 不知何时，

人们开始欣赏 “犀利男”的

穿衣风格，并将这种风格延

续成街头巷尾的讨论热点，

男人们越来越大胆，并且已

不再抱着调侃的态度来看

待这种穿衣现象。

很多时候男人对 “潮 ”总是操之

过急，不太懂得拿捏其分寸 。其实最

好的方法就是找到一个够潮的品牌，

从品牌设计中找到这个灵感，凸显自

己强大气场。

喜欢冒险的男人总是

特别令女人心动。 爱冒险

的男人生活很有激情 ，而

冒险中的男人更能展现自

己有勇有谋的大气场。

爱冒险

大气场

贵公子

玩色彩

绅士

会混搭

潮男

懂分寸

进入21�世纪以来，TAG� Heuer

卡莱拉手表依然不断推陈出新，新

款腕表的设计与创新贯穿了整个

20世纪90年代。虽说赛车运动一直

是CARRERA卡莱拉系列永恒的

灵感源泉， 但推动此系列腕表不断

发展的是高超的制表技术。

作为TAG� Heuer最经典的系列

表款，卡莱拉于2014年推出最新自

动腕表，搭载Calibre� 5机芯，配有

现下最流行的大三针设计， 清晰明

朗的表盘，日期和时间一目了然。此

腕表系列汇集中国消费者欢迎的众

多元素， 完美演绎中国人的内敛含

蓄与TAG� Heuer的尊贵雅致。

卡莱拉系列

从未停止的

创新脚步

TAG� Heuer卡莱拉（Carrera）腕表

系列于1963年在瑞士制表行业传奇人

物———杰克·豪雅先生的想像力驱动下

诞生。作为第一款专门为职业赛车手和

狂热赛车爱好者所设计的计时码表，其

创作灵感源自于赛车运动中最艰苦、最

考验耐力的赛事———“卡莱拉泛美墨西

哥公路赛”。

卡莱拉系列的经典元素包括简约

优雅的外观、坚固的表壳以及极易读数

的表盘。完美融合现代与经典，卡莱拉

系列借鉴了赛车运动中永恒的代表性

元素，融入了坚毅的运动风格，如复古

赛车仪表盘上的黑白色对比，以及世界

闻名的赛车手胡安·曼努埃尔·方吉奥

及其他同时代赛车手喜爱佩戴的带孔

皮制手套等。

卡莱拉系列多年来持续自我革新，

卡莱拉1887� 43MM计时码表、卡莱拉传

承系列都在不断重新演绎传世经典元

素，为过去、现在和未来打造一个又一

个辉煌。

2011年，融合了创新精神和制表传

统的卡莱拉传承 （CARRERA� Her-

itage）系列诞生，这款以1945年卡莱拉

为原型的腕表， 秉承豪雅的制表传统，

在拥有豪雅复古风情的同时，加入了诸

多现代元素，可谓是对经典设计的完美

诠释。

2013 年 ，TAG� Heuer 卡 莱 拉

188743MM� 计时码表重装上阵， 这枚

100%完全自主生产自动机械机芯再造

了爱德华·豪雅对制表业的伟大贡献：

1887摆动齿轮重获新生。

今年， 在其问世半个多世纪之后，

TAG� Heuer推出全新卡莱拉Calibre� 5

系列腕表，为卡莱拉系列又添了几款超

级新成员。

卡莱拉Calibre� 5

精钢及玫瑰金(18K� 5N)�自动腕表

卡莱拉Calibre� 5� 自动上弦系列传承经典，

巧妙地重新演绎卡莱拉系列成功元素， 令人眼

前一亮。在18K玫瑰金的表链、表圈和表冠的映

衬下，其优雅精致的造型、简约的设计以及流畅

的线条凸显出优雅与精美。H型表链早已成为卡

莱拉系列独特的标志， 玫瑰金与精细磨砂钢在

表链上的搭配运用， 使抛光处理过的表链更显

闪亮美观。

卡莱拉Calibre� 5

精钢及黄金自动腕表(39mm)

� � � � TAG� Heuer全新推出的卡莱拉系列经典腕表装配

有极致精准的Calibre� 5�自动上弦机芯，全面重新打造表

盘设计， 而初代卡莱拉系列的极易读数表盘设计一经问

世便立刻成为经典，引领了制表行业的潮流。蓝宝石水晶

玻璃背底盖、 抛光处理的精钢表壳及固定表圈亦是卡莱

拉系列的标志性设计元素，而该款卡莱拉Calibre� 5�自

动腕表则在固定表圈上使用了黄金材质 （18K� 3N）。

手工装配的TAG� Heuer徽标、 时标及日期窗口等精致

细节更是令人惊叹。

卡莱拉Calibre� 5

星期日历自动腕表(41mm)

� � � � 腕表直径41毫米的表盘凝聚了传世经典卡

莱拉系列的精髓，指针、时标、日期窗口以及TAG�

Heuer徽标使用了玫瑰金材质， 并由TAG� Heuer

的专业制表师进行手工装配。哑光处理的时标与

指针形成鲜明对比， 造就了极易读数的表盘，这

也恰恰是杰克·豪雅设计初代卡莱拉系列的标志

性元素。边缘经过抛光处理的日期窗口能同时显

示星期和日期。整体抛光处理的表壳可以搭配符

合人体工学的H型表链或传统的鳄鱼皮表带。

匠心缔造

至

经典

臻

尊贵雅致的TAG� Heuer卡莱拉5系列腕表

成都商报记者 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