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30日， 瑞士制表先锋TAG�

Heuer泰格豪雅在成都香格里拉稻城、

剑阁厅举办新品预览会，将其先锋精

神带到魅力蓉城，并诚邀众多媒体以

及贵宾共同感受TAG� Heuer泰格豪

雅引以为傲的动感与激情，共同鉴赏

全新TAG� Heuer泰格豪雅最新男女

腕表。

TAG� Heuer�泰格豪雅全新的品牌

口号———“无惧挑战 ，成就自我”给所

有TAG� Heuer泰格豪雅爱好者一个强

有力的信息：要想有所作为，精神力量

和身体能力同样重要。这个事实在TAG�

Heuer泰格豪雅制造的大胆前卫的腕表

和计时码表上得以展现。 经过154年沉

淀历练的TAG� Heuer泰格豪雅设计师、

工程师和工匠们掌握了这种先锋精神，

并在每款TAG� Heuer泰格豪雅自产的

表盘、 表壳及机芯中将其发扬光大。

TAG� Heuer泰格豪雅举世无双的成就

在历经了150余年的发展后， 仍在用全

新的表款书写其不朽的传奇。

这次预览泰格豪雅带来了Carrera

卡莱拉Calibre� 5精钢及玫瑰金自动腕

表，Carrera�卡莱拉Calibre� 5�自动上弦

系列传承经典， 巧妙地重新演绎卡莱

拉系列的成功元素，令人眼前一亮。在

包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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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优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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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使抛光处理过的表

链更显闪亮美观。

而另一款是泰格豪雅Aquaracer竞潜

300米石英自动腕表，采用了精钢和间金

等材质，精钢表款奢华动感，间金表款则

优雅动人。它们拥有单向旋转表圈、旋入

式表冠， 以及即使在黑暗的水底深处也

能清楚辨别刻度的夜光指针和时标，还

有由工字型配件连接的更符合人体工程

学设计的表链、更具精致几何感的表圈、

交替抛光和磨砂的表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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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以不同形式

赞美好时光

有不少腕表品牌都与高尔夫运动结缘，无

非都是赞助比赛、赞助球员。而爱彼表却有些不

同，他们更愿意邀请爱彼表的高尔夫大使与VIP

一起切磋技艺，共享高尔夫的快乐。

11月3日，瑞士高级钟表品牌爱彼Audemar-

sPiguet在上海览海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举行2014

高尔夫大师尊享会。 爱彼亚洲总裁Oliviero��

Bottinelli先生和爱彼中国区总经理李莉女士亲

临现场，倾情呈现高级制表艺术与高尔夫运动的

至臻精准与奢华优雅：不仅大师级嘉宾———爱彼

高尔夫大使团成员李·威斯特伍德（Lee� � West-

wood）和基根·布拉德利（Keegan� � Bradley）受

邀前来，与爱彼尊贵来宾零距离互动，交流球艺；

9枚典藏自瑞士布拉苏丝 （Le� � Brassus）———爱

彼博物馆的皇家橡树离岸型腕表以及该系列

2014年11枚全新创作，亦在现场展出。

出席此次活动的世界级高尔夫大师李·威

斯特伍德和基根·布拉德利，无疑也是近年来高

坛内颇具代表性的两位耀眼明星。在活动现场，

Oliviero� Bottinelli先生表示：“爱彼品牌代代秉

承的‘驾驭常规，铸就创新’，亦是高尔夫运动

讲求的精准控制、 技术钻研和勇于突破的精

神。” 自1989年英国传奇名将尼克·费度（Nick�

Faldo）爵士成为爱彼高尔夫大使团首位成员以

来，在随后的25年间，数十位高尔夫大师共鸣于

爱彼精神， 先后加入精英荟萃的爱彼高尔夫大

使团。

10月30日，瑞士高级腕表品牌雅典表“独具

匠新”中国巡回展隆重亮相沈阳，展示雅典表极

致的制表工艺与创新的腕表风格。 雅典表全球

销售总监Bruno� Dard先生、大中华区总经理颜廷

鹏先生与中国区总经理董明亮先生共同出席此

次盛会， 著名钢琴艺术家孔祥东先生更在现场

精彩演奏。

自1846年成立以来，雅典表将科学、创新与

想象力融入到腕表的制作中去， 不断研制出令

世人惊叹的伟大作品。 从天文三部曲的首枚星

盘腕表———伽利略星盘腕表的成功创制， 到研

发出第一只采用硅为擒纵轮材质的Freak奇想腕

表， 再到拥有欧克林DNA血统的革命性天文腕

表———月之狂想，雅典表屡屡突发奇想，大胆创

新， 这也是它能够成为获得奖项最多腕表品牌

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推出全新的六款自制研发

机芯，标志着雅典表在机芯自主研究道路上更进

一步。雅典表以不断进取和创新的方式向世人展

示着腕表的机械灵魂，为庞大的创意王国增添新

的魅力。这些独具匠心，具有历史里程碑性的腕

表杰作都在本次展览中一一呈现。

雅典表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除了外形设

计的创新外，机芯材质的大胆尝试与突破更是被腕

表界所称道。2007年奇想DIAMonSIL———首创以

钻石和硅晶体制成专利雅典双向擒纵装置，结合十

项创新科技于单一概念腕表中，运用纳米技术将人

造多晶钻石种植在天然硅晶体结合而成的擒纵装

置，突破以往的单一擒纵装置。其2013陌生人音乐

腕表，搭载全新自制机芯UN-690，将硅技术应用

于擒纵装置和锚型擒纵，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10月下旬， 飞亚

达将最美的时光定格

于长白山， 倾情举办

了第二届 “时光勋

章” 摄影师颁奖盛

典。本次“时光勋章”

的主题即为光阴定

格，如爱永恒。全国近

百家媒体， 多位摄影

界和艺术界权威人士

到场， 共同聆听时光

与爱的颂歌。

本次 “时光勋

章” 摄影师颁奖盛

典， 亦获得多位摄影

界和艺术界权威人士

的倾情助力，包括WPO（世界摄影组织）创建者

Scott� Gray，著名导演关锦鹏，著名摄影评论家、

摄影师顾铮，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摄影》

杂志艺术总监闻丹青，著名策展人那日松，媒体

运营人、佳友在线联席总裁、《影像时代》出版

人罗元熙等。盛典中，人气女歌手郁可唯和中国

好声音第二季季军萱萱，亦到场为“时光勋章”

吟唱时光颂歌，表达时间态度。

通过嘉宾推荐和前期甄选，第二届“时光勋

章”三大奖项揭晓，备受国际摄影界瞩目的摄影

艺术家荣荣&映里，荣获飞亚达2014年度“时光

勋章·最佳平面摄影师奖”；2014最受热议的亲

情电影《亲爱的》摄影指导、著名电影摄影师周

书豪,荣获飞亚达2014年度“时光勋章·最佳电影

摄影师奖”；致力于关注摄影艺术的著名音乐人

张亚东，荣获飞亚达2014年度“时光勋章·最佳

星光摄影师奖”。

在当天的颁奖典礼上，“时光勋章” 最佳星

光摄影师获得者张亚东讲述了他携手飞亚达前

往云贵地区，为贫困地区学生定格最纯粹无邪笑

容的故事。“摄影可以把时光凝固， 可以把美好

的时间记录下来。小孩最单纯，也最刚毅，因为他

们无所畏惧， 所以跟他们在一起会很开心。”张

亚东感言道。

爱彼与高尔夫巨星共襄尊享会

创新

主题展

瑞士雅典表中国巡回展独具匠心

以影

颂时间

飞亚达摄影师颁奖盛典完美收官

先锋

显魅力

TAG� Heuer泰格豪雅

在蓉预览新品

■

成都商报记者

陈好 司璐 魏姝

每个品牌每年总

会有一两场全力精心

策划的大型活动，这些

品牌有悠久的历史，有

全球性的视野，有顶尖

的团队，也有着自己的

文化DNA， 他们挖空

心思地在创意、 细节、

精致度上创新完美，以

求博得媒体的好评和

VIP的追捧，从而令品

牌在大众心中留下深

刻的印象。

近期，成都商报的

时尚记者参加了各大

腕表品牌的活动，有幸

从不同的角度，看清了

一个道理： 丰富了精

神，创造了价值。

与高球

携手

TAG Heuer

泰格豪雅成都国际金融中心专卖店

飞亚达摄影师系列

瑞士雅典表

陌生人音乐腕表

瑞士雅典表展区

瑞士雅典表

Freak

七日

链陀飞轮腕表

深圳中心城地面惊现“大坑”？
原是广发分享日在全国21城购物中心推大规模3D空间体验

现今，以真实、搞怪、幽默场
景为主题的3D空间越来越被年
轻人所喜爱。但在日常生活中，
专门体验3D空间的主题馆并不
是触手可及，有的往往还需购买
门票才能入场体验。新一期的广
发分享日将3D体验活动搬到全
国各地的购物中心，让消费者可
以免费参与其中。

其实，广发分享日并不是第
一次举办这样的活动。早在今年
6月份，第一期广发分享日就在
业内率先引入3D体验活动。在
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地铁
站内，用户不仅可以免费与3D
空间合影体验，还可以通过分享
照片获得大奖，获得了业界和消
费者的一致好评。

今年新一期广发分享日商
场3D奇趣空间全面升级，增加
了更多真实、搞笑的场景，如
悬崖、跳板、温馨咖啡屋等。而
且活动将一直持续到年底，城
市覆盖了北京、上海、广州、杭
州、长沙、天津等，且每个城市
都设置了多处体验区，如在北
京的西直门凯德、国瑞城、上
海的正大广场、广州的万菱
汇、正佳广场、长沙的乐和城、

悦方IDMALL等众多人气商场
都可参与体验。

在深圳中心城所在的3D奇
趣空间体验区，笔者看到商场
的地面已经“镂空”，下面是另
一片繁华的购物区和来往的人
群，有一种“一不留心就会掉下
去”的感觉。不少消费者纷纷拍
照留影，有消费者还和朋友一
起摆出快要跌倒的姿势，把前
来围观的人群都逗乐了。有消

费者称，“刚拍了照片发去朋友
圈，有很多朋友点赞，我已经告
诉他们来这里体验了。”

活动推出没几天，笔者在
新浪微博搜了一下，发现关于
“广发日3D空间”的微博多达
几百条，笔者本人也把与3D空
间的合照发上微博，分享好玩
照片的同时，也号召身边的朋
友也来体验一把3D空间带来的
刺激与快乐。

近日，笔者来到深圳中
心城购物中心消费，发现商
场一区域地面出现“大
坑”，细看才发现是新一期
的广发分享日在商场内推
出的“3D奇趣空间”。据悉，
除了深圳中心城，广发分享
日还在全国21个城市的众
多热门商场推出了不同主
题的3D空间体验活动。

广发分享日
3D

空间体验区，商场地面宛如被“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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