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自然宝石盛宴

闪耀巴塞尔

成都商报记者 司璐

珠宝的观赏性与腕表有着截然不同

的风格，腕表是精密的机械运作，而珠宝

则是华丽的色彩与精彩设计的结合。就视

觉观感来说，珠宝带给人们的第一眼吸引

力更强烈。今年各大珠宝品牌都拿出了看

家的法宝，大型的宝石、混搭的色彩、出色

的设计与绝佳的创意让本届巴塞尔的珠

宝有颇多看点。其中最大一个看点就是宝

石的混搭，另外在设计上各大品牌都取材

于自然界的事物，要制作出灵动的效果就

更加考验品牌的技术功底。

Mikimito�太阳与云

设计师巧妙地将精美绝伦的饰扣点缀于长项

链上，三重色调的变奏让珍珠项链饶富味道。

项链以“太阳与云”为设计理念，可两面陪衬

的饰扣增添更多可能性。 围绕着珍珠的黄色钻石

象征着温暖的太阳、 和煦的阳光； 配以浑圆的珍

珠，犹如向上升的云层般营造出丰富层次感。这款

项链有两种不同的佩戴方式，单串或者双串造型，

造就出不同美感。

DAMIANI�天鹅

DAMIANI玳美雅大师级Swan系列的设计灵

感来自高傲而优雅的天鹅。 精致的线条让人联想

起新艺术时期的作品风格， 更能凸显宝石的明暗

对比。 抛金袖口手镯使用两片黑钻满镶羽翼结合

而成，点缀上石榴石流苏，随手腕翩翩起舞，动感

十足， 同时还有一副嵌有黑钻的华丽翼形耳环和

一枚戒指。

Breguet� Volants� de� la� Reine

� � � �这个系列除了腕表极具奢华外，与其配套的

高级珠宝也十分养眼。 这套珠宝包括一枚戒指，

一条项链和一对耳环。每件珠宝均镶嵌一颗或多

颗蓝宝石作为其主题。戒指中心是一颗枕形切割

蓝宝石，四周则包镶明亮式切割钻石。项链镶嵌

六颗枕形切割和梨形切割蓝宝石，巧夺匠心地缀

饰在明亮式和长条形钻石组成的缎带之上。

DAMIANI� Mediterranean

� � � � 这款高级珠宝是宝石混搭的典范之作。

DAMIANI玳美雅大师级Mediterranean系列白

金手镯上镶嵌凸形红珊瑚，四周高低错落环绕

白色钻石、黄色、蓝色、粉红色、淡紫色蓝宝石，

纯手工镶嵌，这让手镯更加闪亮。这款手镯质

感柔软， 灵感来自地中海地区的色彩和光线，

是真正的珠宝珍品。

DAMIANI� Refined

� � � � DAMIANI玳美雅大师级Refined系列精

致杰作，完美和谐，精心创作，弥足珍贵。此

系列的设计让人联想起手工刺绣， 精密雅

致，不同形状和图案的有序交替。整个系列

包括一枚戒指、耳环、手镯和项链，皆由采用

明亮式切割的白钻和椭圆形蓝色宝石制作

而成。

设计灵感来自大自然的高级

珠宝作品， 很自然地会给人一种

亲切的观感。 从具象的蝴蝶、天

鹅、树叶等生物，到抽象的云朵、

露水、微风，有着制作高级珠宝实

力的品牌总能从自然界的细微之

处入手， 通过不同宝石之间的化

学作用，呈现出精巧的艺术作品。

大自然的馈赠

Graff�蝴蝶

在珠宝界中，格拉夫象征稀有和卓越，最重要

的是其钻石的纯高品质及精湛绝伦的工艺。 作为

一家非凡的世界顶级钻石公司， 从完美切割的钻

石到华丽而复杂的手工制品， 格拉夫的每一件珠

宝均独一无二。 这一款蝴蝶形胸针采用大小不一

的圆钻和梨形切割钻石组成， 每一颗白钻品质都

极高，整款珠宝采用的钻石共重119.99克拉。

成都商报记者盘点2014巴塞尔高级珠宝

宝石的魔力

由同种宝石或同色系宝石制作出的高级

珠宝早已不能满足收藏家们的喜好， 宝石的

混搭往往能通过色彩的不同、 材质的迥异而

擦出不一样的璀璨火花。 现在即使是小如一

枚戒指或耳钉都要用到至少两种宝石做出精

致的效果。 大型的高级珠宝更是以丰富的色

彩和各种稀有宝石的混搭来呈现一种华丽的

视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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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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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表给人

的感觉是工业

感、 机械感十

足，甚至是有些

冷酷的，十足的

男性化配件。融

入了珠宝之后，

腕表就发生了

奇妙的变化，变

得柔美、富有色

彩，且完全地成

为了女人的玩

物。高级珠宝腕

表就是将女性

化的宝石与男

性化的机械相

结合，衍生出既

精密又美艳的

时计作品。

Cristal� de� Lune月光水晶

链表，白K金基座，镶嵌水晶石

圆 顶 、 方 钻 和 圆 钻 。

BOUCHERON在水晶石圆顶

中打造出如梦似幻的3D立体景

观，巧夺天工地巧手雕琢出一只

从月球飞舞而来的华丽孔雀，在

钻石满布的星空下，展翅飞向闪

耀之星。可拆卸式的钻石流苏亦

可当作坠链佩戴。

Chopard

Green�Carpet

Green� Carpet系列腕表不

同寻常的造型， 以圆润的侧缘

搭配加长表耳， 在马眼形钻石

的衬托下更增华美之韵。 表扣

镶嵌马眼形和明亮式切割钻

石， 表盘和表圈则闪耀着明亮

式切割钻石。 黑色缎质表带更

为这款无与伦比的表款增添深

邃感和视觉冲击力。

Bouncheron

Cristal� de� Lune

作为顶级的珍珠珠宝品牌，Mikimoto在中国

的发展可算是顺风顺水了。佐佐木在接受成都商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这两年的奢侈品销售颓势并

未影响到品牌，2013年MIKIMOTO销售纪录再

创新高， 全年增长为11%， 其中中国消费者占有

30%～40%， 相当于中国人买走了Mikimoto一半

的珠宝，是最大的客户。对于Mikimoto在成都市

场的发展， 佐佐木说：“成都人超前的消费理念，

成都奢侈品市场的日趋完善， 让我们更坚定了

‘西进’的策略。”佐佐木也认为，成都作为西南

时尚的重镇已经成为了全国最主要的时尚奢侈

品消费中心，仅限于北京、上海，居全国第三。

在珍珠珠宝的设计上，佐佐木告诉记者，近

年随着创意设计理念的层出不穷， 我们也大胆

地突破设计尺度， 将珍珠与各种彩色宝石、钻

石、彩金互相搭配，使得珍珠在不失去华美的同

时更加显露出如少女那俏皮可爱的纯真性格。

一堂惊艳的珠宝历史课

今年巴塞尔， 珠宝比腕表惊艳太多，

在听了一天几十款腕表的介绍后，人难免

会陷入昏沉。 此时只要走入一家珠宝品

牌，就会被那些宝贝们闪耀得立刻清醒过

来。大件的珠宝作品往往能让人从第一眼

的惊艳后，静下来细细品味其中的细节。

DAMIANI

是我巴塞尔预约的第一个

品牌，第一场总是精神百倍，品牌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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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系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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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产品让人对意大利顶级珠宝

的演变一目了然，像是上了一堂珠宝历史

课一般。

Mikimoto

的场馆十分梦幻，公关

在介绍珠宝时会不时地告诉记者此款已

经卖掉了。好像每年这个日本珍珠珠宝品

牌的顶级珠宝都会在展会期间销售一空。

Graff

是个气势很强劲的品牌，每款珠宝

都以华美的大石头与巧妙的设计作卖点，

公关很自豪地告诉记者：“我们每一件作

品上的宝石，其他品牌可能会单拿一颗来

做一件产品，但我们就会将这十几二十颗

大宝石做成一件产品。” 敢问如果没有自

己的矿，哪个品牌又敢如此舍得用料呢。

“中国人是最大客户”

Mikimoto

中国区副总经理 佐佐木·喜博

对 话 高 层

记 者 手 记

DAMIANI进入中国时间并不长，却在短时

间内获得了很高的知晓度。DAMIANI全球总裁

Guido� Damiani在巴塞尔接受记者专访时就表

示：“虽然我们才进入中国内地不久，却已经拥

有了12家店铺，其中成都就有两家。强势的扩张

使得DAMIANI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很好的知名

度，在2013年也取得了很好的销售成绩。”作为

全球唯一一家家族掌控的国际珠宝品牌，Guido

先生很自豪地告诉记者家族企业的好处就在于

能一直保持产品的高质量和品牌DNA的传承。

Guido认为DAMIANI的客人应该是拥有热

爱经典的心，又保持摩登外在的有修养的女士，

她们热爱精致华丽的产品， 并且追崇高质量的

手工技艺。

“将持续开拓中国市场”

DAMIANI

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Guido Damiani

Mikimoto�露水

设计师透过项链，颂赞万物之源“水”的无穷

力量， 以及对回归自然的期盼。 象征着水滴的钻

石，以不同形态呈献人前：晶莹的露水、可爱的小

气泡，以及优雅的水滴，立体的镶嵌效果，将钻石

与白南洋珍珠完美配合， 描绘出一串串闪烁璀璨

的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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