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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Tiffany & Co。蒂芙
尼携Tiffany Atlas X系列限时精品店
登陆成都远洋太古里，以罗马数字图
案为灵感打造非凡创意空间，在与众
不同的视觉体验中，呈现隽朗摩登的
全新设计。

据悉，Atlas X系列灵感源自纽约
第五大道旗舰店上方巨型时钟上的
罗马数字，以前卫元素重释经典之
作。时尚立面轮廓设计，以精妙比例
放大运用，一展大胆醒目而又和谐流
畅的造型美感。标志性罗马数字，或
以耀目金属匠心雕琢，或以璀璨钻石
铺镶点缀，意在传递把握人生分秒，
珍惜重要事物的积极态度。

此次限时精品店将持续至 6 月
21日。此后，Tiffany Atlas X系列限时
精品店亦将登陆其他城市。

“尽管处于完全不同的领域，但宝
珀和许知远所创立的单向空间有着相
似之处。”斯沃琪集团中国管理委员会
成员，宝珀中国区副总裁廖信嘉在21日
于成都举行的“宝珀会客厅”对话沙龙
上表示，二者在机械制表、以读书为代
表的智性生活方面，有着自己的坚持。

6月21-22日，“宝珀会客厅”分别
以“对话的精神”、“与历史共振”为主
题，邀请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许知
远，作家、服装设计师、主持人宁远，与
青年作家杨潇，分别就《十三邀》和《重
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
大》进行了两场新书对谈，现场谈论历
史、自我与现实，在这里交汇。

据介绍，“宝珀会客厅”是瑞士高
级制表品牌宝珀打造的文化沙龙活动
平台，涵盖文学、戏剧、财经等丰富圈
层的社交圈。此次的成都站活动也是
该活动的国内首秀。

历史、自我与现实，在每一次对话
中不断交汇——也一如宝珀的品牌
DNA“创新即传统”，总是在这样发生。

精神的对话精神的对话
“宝珀会客厅”国内首站登陆成都

创新与传统的艺术对话
空下，

夏天的生机与活力似乎总是能给人取之不尽的灵感。
无论你是想看看星空下的珠宝、欣赏一场时下正流行的快
闪，还是一探时间与文学的奥秘，6月都能给你答案。

准备好迎接这份6月的记忆了吗？

“瑰丽的星空令人着迷，置身星河之中，仿佛沉醉于炫
目的银河之中；刹那间，牵引着遐想，唤起沉思。”

——Camille Flammarion《大众天文学》

6月16日，Van Cleef & Arpels梵克雅宝全新主题高
级珠宝Sous les étoiles星空下系列在宁夏中卫的沙漠上
惊艳亮相。

宇宙苍穹，浩渺至美。多年来，星辰和星空一直都是世家
重要的灵感来源。

浩瀚星河与璀璨星云凝结珍贵宝石，星座见证高级珠
宝的精湛工艺，天幕低垂，繁星璀璨，浩渺诗篇由此展开华
丽一阙。逾 150 件高级珠宝珍品刷新历史悠久的灵感泉
源，以梦幻而璀璨的设计再现熠熠生辉的瑰丽太虚之境。

天文学家、作家和艺术家数百年来对宇宙栩栩如生的
描绘，启迪了Van Cleef & Arpels梵克雅宝的设计师、宝石
学家和工匠对星空无穷的幻想，演绎变幻的丰富作品，体
现世家的经典传承与不竭创意。

Van Cleef & Arpels梵克雅宝全球总裁及首席执行官
NicolasBos表示：“全新高级珠宝系列延续始自凡尔纳的奇
幻历险，探索其作品的文学及科学之美。这一时空之旅引领
我们与古罗马帝国希腊语哲学家琉善（Lucianof Samosata）
一同遨游远古太空；翻阅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
于 17 世纪初创作的科幻短篇集 The Dream，or LunarA-
stronomy，了解神秘的宇宙；再步入卡米伊·弗拉马利翁
（Camille Flammarion）于1880年出版的《大众天文学》（As-
tronomie Populaire），在精美的插图之中领略浩瀚至美。”

夺目之线与缤纷之彩展开了一段广阔无垠的星辰之
旅，宝石的魅力隐秘于星际之间，与大西北沙漠星空交相
辉映，诵咏着亦妙莫测的瑰丽至美。

星空下的瑰丽星空下的瑰丽
梵克雅宝推出

全新高级珠宝系列

前卫重释经典前卫重释经典
Tiffany Atlas X系列限时精品店登陆成都

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侯培洋 罗文艺

2016年6月23日，英国就是
否脱离欧盟举行全民公投，52%
的投票者支持“脱欧”。过去 5 年
间，英欧经历漫长谈判，终于在
2020 年 1 月完成“离婚”手续，又
经历了近一年的争吵，在2020年
年底达成以贸易为核心的未来
关系协议，完成真正意义上的

“脱欧”。
尽管英国如愿摆脱欧盟“束

缚”，但从近半年来的情况看，“脱
欧”后遗症日益明显。

货物与人员流通受阻
英欧贸易面临不少新问题

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英国
退出欧洲单一市场与欧盟关税
同盟。尽管根据英欧协议，双方
商品贸易继续享受零关税、零
配额待遇，避免了贸易成本的
大幅上升，但从短期来看，英欧
贸易仍面临不少新问题，例如
新增的边检成本、文件准备以
及通关延误等。

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英欧货物贸易总额
较 2018 年同期下降 23.1%。英国
食品和饮料联合会的报告指出，
今年第一季度英国对欧盟食品和
饮料出口额较 2020 年同期下降
47%，对爱尔兰、德国、西班牙、意
大利等国出口下降一半以上，其
中乳制品受冲击最大，牛奶和奶
油销售额下跌九成。

相比货物贸易，英国支柱产
业之一金融服务业面临的困难
更大，因为相关公司在欧盟成员
国的准入程度已无法与“脱欧”
前相提并论。英国雷丁大学国际
商务专家拉杰尼什·纳鲁拉认
为，英国下一步必须重点围绕金
融服务业面临的问题与欧盟展
开谈判。

“脱欧”还影响了英欧之间人
员的自由往来。据英国媒体报道，
2019 年年底以来，约有 130 万外
国工人因“脱欧”和新冠疫情离开
英国。招聘网站Indeed的数据显
示，今年 5 月份欧盟居民对英国
企业招聘信息的搜索量比 2019
年平均水平下降 36%，餐饮、护

理、仓储等低薪行业尤其明显。
由于外国工人短缺，4 月份

重新开放的英国餐饮店和一些零
售企业纷纷遭遇招工难，一些雇
主不得不提高工资以吸引英国工
人。有英国商界领袖表示，缺乏外
国工人将阻碍英国经济从疫情中
复苏，企业被迫提高工资很可能
导致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

国内国外矛盾凸显
多地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

在英国北爱尔兰地区，“脱
欧”后遗症的影响更为真切。北爱
地区是英国“脱欧”后与欧盟贸易
争议的焦点。按照英国“脱欧”协
议，北爱地区留在欧洲单一市场
与欧盟关税同盟内，以防止爱尔
兰岛内出现陆上“硬边界”。但这
一安排导致北爱地区与英国大不
列颠岛之间设立关卡，由此加剧
了北爱地区亲英派与独立派之间
的矛盾。今年4月以来，北爱地区
局势紧张，多地发生大规模抗议
活动。

“脱欧”也加剧了苏格兰的
“脱英”倾向。早在英国“脱欧”
前，苏格兰就有独立呼声，并于
2014 年 9 月举行了首次独立公
投，但未获通过。由于苏格兰与
欧盟经济关系紧密，多数苏格兰
人在英国 2016 年“脱欧”公投中
支持“留欧”。在英国选择“脱欧”
后，苏格兰独立情绪进一步加
强。主张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今
年 5 月连续第四次赢得苏格兰
议会多数席位，党魁妮古拉·斯
特金继续担任苏格兰政府首席
大臣。她称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带
领苏格兰渡过新冠疫情危机，而
危机过后她将寻求举行第二次
苏格兰独立公投。

此外，“脱欧”引发英国与欧
盟国家之间的一些老问题卷土重
来。5月初，英法两国在英属泽西
岛海域的渔业争议一度升级，双
方甚至分别派遣了军舰。此次争
议的起因是泽西岛地方政府限制
进入该海域的法国渔船数量，而
法方认为此举违反“脱欧”协议。

（新华社）

安全形势不断恶化
喀布尔机场控制权引人关注

在不断恶化的安全形势下，喀布尔国际机
场未来的命运备受关注。

目前，该机场由北约控制，北约希望在撤军结
束后将其移交给土耳其，由土耳其驻军保证机场安
全运营。但塔利班已公开表示，反对外国以任何理
由继续在阿驻军，并威胁将攻击外国驻军。

美国和北约盟国普遍担心，如果失去机场控制
权，其安全将得不到保证，商业航班运营将受影响，
从而关乎这些国家是否需要关闭使馆。这也是美国
驻阿富汗使馆5月发布安全提醒，强烈建议美国公
民尽快离开阿富汗的原因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从阿富汗撤离只能通过空路，
陆路撤离是行不通的——沿途不光经过塔利班控
制区，有些地区还活跃着“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
等恐怖组织。

战乱中生活艰难
阿富汗民众历经伤痛

作为目前唯一常驻阿富汗的中国记者，记者自
1月份到任以来见到了很多此前无法想象的场景：
持枪军警和安保人员随处可见，重要建筑外的防爆
墙高大而厚重，直升机不分昼夜、每隔几分钟就会
在屋顶上轰隆作响地盘旋……这些场景无不让人
真切感受到自己身处战区。

无论是外出采访，还是去一趟银行、超市，都危
险重重。出行的去程和回程会选择不同路线，同时
避开袭击高发时段的早晚高峰。记者下车去采访，
司机绝不能离开汽车，以防恐怖分子往车上贴磁性
炸弹——毕竟车辆挂的是外国车牌，这种车辆是恐
怖分子袭击目标之一。

最让记者感到揪心的，还是那些在战乱中经历
伤痛的普通阿富汗民众：放学路上被炸得面目全非
的中学生，妈妈被炸后在路边惊慌失措、号啕大哭
的小女孩，跟妈妈坐公交车遭遇炸弹袭击、再也回
不了家的孩子，在街头乞讨、在砖厂搬砖、帮人擦鞋
的儿童，在疫情中得不到救治而逝去的生命……

今年儿童节的时候，记者曾采访过一些阿富汗
儿童，当被问及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时，他们不约而同
地说：“不要战争，要上学”。然而，这么朴素的愿望，
对很多阿富汗孩子来说，却是那么遥不可及。

（新华社）

美军撤离后，塔利班四处攻城略地，战乱中危险重重……

外交部提醒赶紧离境！
这个邻国怎么了？

老问题卷土重来、新矛盾影响不断

英国公投五年后
“脱欧”后遗症日益明显

战事越来越激烈
塔利班加大进攻力度

与政府军交战多年的塔利班，趁着外国
军队撤离加大进攻力度，四处攻城略地。

据阿富汗媒体报道，仅19日至20日，塔
利班即攻占了阿8个省份的17个地区，其占
领的地区总数已达到60个左右。塔利班还计
划攻击大城市，在昆都士省和法里亚布省，塔
利班已逼近两省首府，正在和政府军激战。

阿富汗政府为了应对塔利班攻势，撤换
了国防部和内政部负责人，并加大打击力
度，但收效有限。

袭击事件频发
5月份有4375人因恐袭死亡

据统计，阿富汗境内活跃着 20 多个恐
怖组织和极端组织。美国和北约开始撤军
后，这些组织趁安全形势恶化大肆活动，各
种袭击事件明显增多。

5月初，首都喀布尔发生一起大规模袭
击事件，造成超过200人死伤。全国范围内，
小规模袭击事件每天都会发生多起。据阿富
汗官方数据，5月份，阿富汗国内与恐怖主义
活动相关的死亡人数为4375人，是4月份的
2.6倍。

6 月 17 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
“美国撤军以后，‘基地’组织可能会在两年
内在阿富汗迅速壮大，卷土重来。”

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阿富汗
大使馆近日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和
机构利用国际商业航班等尽早离
境，这则重要提醒与阿富汗目前的
安全形势有关——

美国和北约军队自5月1日开
始撤离阿富汗，给阿富汗带来巨大
的安全真空，导致阿富汗的安全形
势日趋恶化。

美军士兵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省一处军事基
地降下美国国旗

阿富汗政府军解救的被关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