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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会限量版男款腕表饰以深邃

黑色的表盘， 红白相间的刻度和

指针星罗棋布其上， 宛若深夜的

点点星光； 女款腕表则以珍珠贝

母修饰表盘， 将女性的柔美淋漓

表达。该款腕表外观大气优雅、浑

然一体， 而其细节部分更是充满

着设计师的巧思妙想， 真正激动

人心的是这款腕表的超凡内在，

使它堪称无冕之王。 天梭运用精

湛严谨的制表工艺， 将新研发的

科技运用于生产中， 推出了革命

性机械动力80机芯， 令腕表的动

力储存时间达到超凡的80小时。

天梭骏驰

200

系列

2014

亚运会纪念款对表

天梭骏驰200系列2014亚运会纪念

款拥有经典的外观和触感， 防水性能达

到20巴（相当于200米/660英尺）。该腕

表采用简化的表圈设计， 让表盘显得更

大，读时更清晰。同时，所有刻度均使用

环保夜光涂料，具有夜光功能，即使在黑

暗处都不影响佩戴者把握时间。 天梭骏

驰200系列2014亚运会纪念款男表的表

盘采用优雅沉静的黑色， 而女款则使用

柔美迷人的银色， 表后盖上均刻有2014

仁川亚运会的标志，独具纪念意义。整体

设计的点睛之笔是亮红色的计时秒针，

以及10点和2点位置处的两个计时盘，红

色元素的灵感则来自于亚奥理事会和第

17届仁川亚运会标志上的太阳图案，是

运动精神的最佳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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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越跨界越专业

跨界的玩儿法对于品牌宣传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只是近年来腕表

品牌在跨界的运作上似乎越来越专业，先是天梭赞助亚运会，邀请全国

千家媒体和经销商前往韩国观赛， 再有汉米尔顿第三届幕后英雄盛典，

数十位电影明星及电影幕后工作人员出席了这场荣耀盛会，还有宇舶赞

助的M�Woods美术馆开业，同时还揭幕了与艺术家徐震合作的两件大

型公共艺术装置作品。每一场活动都是大规模，并在业界掀起了不小的

波澜，如此的深入合作，不仅对于品牌各自跨界的行业是一种扶持与赞

助，同时对于提升品牌自身内涵及社会责任感起到重要的作用。

成都商报记者 陈好 司璐

作为2014年第十七届仁川亚运

会官方指定计时合作伙伴， 这次盛

事对于天梭而言更是意义非凡。为

同一时间进行的15~20项比赛提供计

时和数据记录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

作， 唯有具备顶尖的高科技设备和

专业娴熟的项目管理能力方能从容

应对复杂的计时工作。 为保证比赛

顺利进行，天梭早在比赛前9个月便

提前入场搭设数据运营中心， 完成

数据监测和调试工作。 据现场工作

人员透露，如果以一场为期4天的比

赛为例， 它的前期准备工作竟然要

用到整整18个月的时间，目的只有一

个：确保计时极致精准。本次亚运会

天梭共计投入240人专业计时团队，

运送总重量达至60吨的设备机器，为

来自亚洲各个国家地区的运动员提

供精确无误的计时、 计分和数据统

计， 而这些数据也将伴随着天梭强

大的网络系统传输至全球，供体育运

动爱好者、教练、运动员、赛事评论员

和媒体参考分析。

在游泳项目的计时工作中，天梭

不但拥有为比赛专门定制的计时器，

还装置配有回放功能的高速摄像仪

器，确保每一个运动瞬间均能被精准

拍摄和记录。前方的比赛数据会源源

不断传入后方监测仪器，任何比赛相

关的数据都能在瞬间一目了然。此

外，在数据处理过程中，还可对现场

画面进行随时切换，以便在第一时间

找出比赛中的细微差距。

9月23日， 中国选手孙杨以3分43

秒23夺得此次亚运会首金，叶诗文以4

分32秒97打破亚运会纪录， 小将宁泽

涛更以47秒70成为亚洲第一“飞鱼”

……天梭以精确无误的时计与数据传

输， 见证了中国亚运健儿飞扬水花的

飒爽英姿和刷新纪录的激情时刻。

天梭与运动的百年情缘

诞生于

1853

年的天梭， 与运

动的不解之缘可追溯至

1883

年。

天梭以 “创新，源于传统”的品牌

理念，成为众多运动赛事的官方指

定计时和数据处理合作伙伴，比如

世界摩托车锦标赛

MotoGPTM

、

FIM

世界超级摩托车赛、国际篮联

FIBA

、 澳大利亚橄榄球联合会

AFL

、

RBS

六国橄榄球锦标赛以

及自行车、击剑和冰球世界锦标赛

的官方指定计时和合作伙伴。

天梭也为世界顶级综合性运

动会提供计时， 其中包括

2013

年

世界大学生夏季及冬季运动会 、

2007

年泛美运动会、

1998

年、

2002

年和

2006

年以及

2014

年亚运会。

9月24日，第三届汉米尔顿幕后英雄盛典于上海商城剧院举

办了盛大的颁奖典礼。本次盛典由汉米尔顿腕表与《ELLEMEN

睿士》再次携手共同举办，颁奖典礼也得到了众多华语影人的

鼎力支持，包括廖凡、吴秀波、张涵予、王景春、童蕾、闫妮、郑佩

佩等在内的数十位影视明星、各位资深幕后工作人员，及本届评

委会主席著名导演许鞍华，评委著名演员王学圻、编剧麦家、摄

影师余力为、美术指导霍庭霄也如数出席，共同见证了这一专属

于幕后工作人员的荣耀盛会！

汉米尔顿幕后英雄盛典由倡导精心敢为理念的汉米尔顿腕

表在美国好莱坞创办，在好莱坞已成功举办了七届，并得到了大

批国际影人的支持。 国际知名腕表品牌汉米尔顿腕表自2006年

以来， 就始终坚持于支持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 为中国电影献

力。2012年， 怀着对于中国电影事业共同的崇高梦想与敬意，汉

米尔顿腕表与《ELLEMEN睿士》将汉米尔顿幕后英雄盛典这

一极具深远意义的电影界盛事带到了中国。 在历经了前两届的

辉煌成就之后，本届更立志致敬一直向上的中国电影，并更加关

注女性电影人。

活动当晚， 数十位在大荧幕上绽放着耀眼光彩的影视明星

也亲临颁奖典礼的现场， 为默默付出的幕后英雄们颁发出了象

征着崇高荣耀的奖项。将追光灯敬献给幕后英雄，让他们成为了

当晚真正的主角。

本次获奖作品涵盖了众多华语影坛的优秀电影作品， 从情

节紧凑的《白日焰火》，到剪辑巧妙的《无人区》，再到音效震撼

的《催眠大师》，以及唯美曼妙的《逆光飞翔》，每一部优秀的电

影作品，都代表了广大幕后工作者不可替代的辛劳与智慧。正是

他们的才华与努力， 才使得中国电影有了更多不可磨灭的优秀

作品，在国际影坛也始终发光发亮。

当晚最大奖项“汉米尔顿幕后英雄特别贡献大奖”颁给了

著名导演，也是本届幕后英雄盛典评委会主席的许鞍华女士。许

鞍华导演在华语影坛拥有 《半生缘》《女人四十》《玉观音》

《桃姐》以及《黄金时代》等优秀的电影作品，并且善于挖掘和

执导女性主题，作为女性电影人的代表，许鞍华导演从汉米尔顿

腕表全球总裁Sylvain� Dolla�先生手中接过了这一荣誉。

瑞士天梭表

完美担当

仁川亚运会官方计时

第十七届仁川亚运会开幕式于

2014

年

9

月

19

日傍晚六时在韩

国仁川开幕。拥有逾

160

年悠久制表历史的瑞士著名钟表品牌天梭，

荣任本届亚运会的官方指定计时合作伙伴。 作为本届亚运会的官方

计时合作伙伴，瑞士著名制表品牌天梭为全部

36

个比赛项目提供计

时与数据处理工作， 共计

222

个天梭计时装置全面覆盖亚运会的各

个场馆，精准记录每一个运动瞬间，激情见证每一次巅峰时刻。

链接

为了铭记这场意义非凡的体育盛宴，天梭推出一系列为2014年第十

七届仁川亚运会特别设计的纪念款腕表，以精准时计助力精彩。

特别表款 铭刻仁川亚运会光耀时刻

亚运开幕式上， 来自全世界的

众多名人名流汇聚于此———仁川亚

运会组委会主席（IAGOC）金荣秀，

世界著名歌手及音乐制作人PSY先

生以及亚洲人气偶像李英爱小姐和

韩国著名影星金秀贤先生的亮相，

让整个亚运会星光熠熠。 进入比赛

日，天梭全球总裁弗朗索瓦·添宝先

生携手新生代当红明星赵丽颖小姐

与著名演员秦昊先生， 共同现身体

操项目男子团体决赛现场。 在添宝

先生、赵丽颖和秦昊的带领下，近百

位中国媒体与嘉宾挥舞旗帜为亚运

健儿呐喊助威。

随后，添宝先生邀请赵丽颖参观

了天梭为亚运会特别设计的计时陈

列展区，详细讲解了天梭与亚运的不

解之缘。现场特别打造的自行车项目

模拟互动体验区和T-touch触屏腕

表体验区，更让嘉宾感受到天梭与运

动的紧密结合，体会天梭血液中流淌

的永无止境的创新精神。

9月22日， 作为官方计时合作伙

伴的瑞士著名制表品牌天梭在韩国

仁川喜来登酒店举办晚宴，庆祝第十

七届仁川亚运会的盛大开幕。晚宴现

场，星光璀璨，众多韩国知名艺人受

邀出席，包括知名模特Min� Jun-Gi、

Kim� Do-Jin、 多次为国际著名奢侈

品牌走秀的韩国超级名模李惠珍和

极 具 个 人 魅 力 的 主 播 Jang�

Sung-gyu，以及亚运会的火炬手、韩

国超人气偶像李成敏在内的韩国众

多知名艺人受邀出席了晚宴。

明星助阵 亚运会星光熠熠

精准计时 尖端计测设备为比赛保驾护航

瑞士顶级制表品牌HUBLOT宇舶表从诞生之初，品牌的DNA中即被“融合的艺术”赋予

了强大的驱动力。也许艺术之于他人是一种流于形式或随声附和，但宇舶表之于艺术则是流淌

在血液中最执著的信仰和挚爱！

“宇舶爱艺术”2014年度重磅级大秀于10月10日在北京798艺术区拉开帷幕。首先，宇舶表

与中国著名当代艺术家徐震先生联合创作的大型公共艺术装置作品《永生-�时间沙漏》在798

包豪斯广场中央震撼落成。自此，宇舶表正式迈进象征中国先锋艺术高地的中心舞台，更开创

了全球范围内顶级奢侈品与公共艺术跨界合作的先河。

紧随其后的是，由宇舶表倾力赞助的M�WOODS美术馆开馆大展《微暗的火———打开收藏

的国界》开幕典礼于当晚在798艺术区北街盛装登场。宇舶表与来自中国艺术界和文化界的百

位名流挚友共聚这场艺术界的豪门盛筵，包括了M�WOODS创始人暨收藏家林瀚、参展艺术家

徐震、收藏家乔志兵、周大为、刘雯超、赵凌甲、陆寻和赵友厚。宇舶表大中华区总经理路易·比弗

先生（Loic� Biver）分别向徐震先生和林瀚先生赠予了宇舶表2014年巴西世界杯裁判计时牌。

HUBLOT宇舶表

“宇舶爱艺术”2014年度重磅级大秀

闫妮接受汉米尔顿腕表全球总裁

Sylvain Dolla

先生的赠表

汉米尔顿幕后英雄特别贡献大奖———许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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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秀波先生出席汉米尔顿幕后英雄盛典红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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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会纪念款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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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捕捉参赛选手是否抢跳的天

梭专业计测设备

天梭专业计测设备：蓝色设备精准

记录游泳比赛选手是否抢跳，黄色看板

通过记录触壁情况计算最终结果

天梭全球总裁弗朗索瓦·添宝先生、天梭中国区副总裁王颖女士与赵丽颖、秦昊亲临亚运赛场

汉米尔顿

第三届幕后英雄盛典

礼赞幕后英雄

宇舶表

与中国著名当

代艺术家徐震

联合创作的大

型公共艺术装

置作品《永生

-

时间沙漏 》在

798

震撼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