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郑然 实习编辑 彭怡 美编 刘静 杨培央 校对 陈婕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亚洲首个！
成都获“慢食之都”称号
第十四届成都美食旅游节暨第七届国际慢食全球大会昨日开幕

香奈儿中国形象大使周迅，香
水与美容品形象大使胡歌与刘雯
优雅出席，青春偶像欧阳娜娜作为
表演嘉宾惊喜亮相。十五年来，香
奈儿首款香水新作——嘉柏丽尔
香水，全新的名字，新的瓶身，新的
香氛，打造情感与灵感并重的全新
境界。

此次发布会的设计布局展现了
嘉柏丽尔·香奈儿的个性特质：选择
目标，开辟道路，成为自己想成为的
人，坚持自我。进入展厅，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墙壁两侧缓缓转动的多面
镜幕，映射出受邀嘉宾的纷繁身影。
穿过前厅，是布满香奈儿女士经典
名言的迷宫空间。呈现幻象效果的
大型移动垂塑，令人仿若置身于光
芒四射的香水中。一旁的香氛空间，
让嘉宾得以亲身鉴赏缔造香调结构
的主要原料（依兰、橙花、茉莉以及
格拉斯晚香玉）。在绚烂光影的烘托
下，高贵典雅的香水瓶身呈现在人
们的眼前。随后步入香水无限镜屋，
光芒四射的香氛，梦幻的镜像，无限

延伸的视觉，多重感官的惊艳，感受
香奈儿嘉柏丽尔的一切。展览最后，
嘉宾齐聚派对现场，欣赏精彩纷呈
的表演。

发布会后，香奈儿于北京三里
屯太古里南区举办了香奈儿嘉柏丽
尔香水展，邀请更多消费者亲身沉
浸体验一场真正的嗅觉革命，遇见
闪耀着灼灼女性魅力的全新嘉柏丽
尔香水，追随嘉柏丽尔的脚步，追求
自由，成就自我。

（张博）

近日，2017“妆典生命·焕彩课
堂”成都站正式启动。作为爱茉莉太
平洋携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同
开展的公益活动，“焕彩课堂”再次走
进美丽的西南地区，希望通过分享

“生命强韧之美”来帮助当地癌症康
复女性重拾信心、展现精彩人生。活
动当天，来自成都地区癌症康复协会

的60多位康复患友受邀参与了活动，
她们在现场的自信表现和美丽形象
令人深受感动。

作为“妆典生命”公益项目中历
史最为悠久的一个公益活动，“焕彩
课堂”已经在中国走过了七个年头，
而此次走进川渝地区也立即感受到
了别样的韵味。此次的“焕彩课堂”成

都站活动，由爱茉莉太平洋彩妆师和
美容顾问组成的志愿者团队教授患
友们从护肤到彩妆的各种贴心技巧，
从略感陌生到尝试动手，再到最终焕
然一新，不少患友通过短短的一堂教
学课程见证了自己美丽的蜕变，更重
获了对美丽的信心。完成全新造型的
患友们，也在现场展现出了成都女性

热情洋溢的火辣一面——从时装走
秀到舞蹈演绎，一次次自信登台都让
在场所有人印象深刻。

据悉，2017“焕彩课堂”继成都
站以后，将很快在北京、上海等地延
续这一公益旅程。更多女性患友将
有机会参与其中，见证自身美丽的
蜕变。 （张博）

隶属于拥有128年历史的De
Beers戴比尔斯集团，秉承“美丽、稀
有、来源可靠”的全球领先钻石品牌
Forevermark R 永恒印记 TM将罗兰的
不忘初心、坚贞纯净幻化为美钻钻
饰，与授权珠宝商蒂爵珠宝清丽呈
现全新Royal Blossom花懿之Violet
罗兰系列，代维纳斯传递爱与美的
真谛。

该系列由2枚戒指、1条吊坠、1
个手镯及1对耳钉组成。均是由罗兰
微拢的四瓣花造型打造，柔美中略
带棱角，象征着罗兰柔美而又坚贞
的个性；线条舒展明丽，微拢的花瓣

亦将罗兰波澜不惊内敛从容的气质
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中的两枚戒指设计相同，皆
采用了经典的爪镶设计，戒头形状
如同正在绽放的罗兰，花瓣微微张
开，呈镂空效果，让戒指整体形态
更加轻盈的同时让更多光线投入，
最大程度地释放钻石的华彩；戒头
的线条柔美精致，犹如花骨朵外的
绿叶巧妙地将中间的主钻托住，曲
线柔和亦不失坚韧；直臂的设计简
单直接，将似罗兰般冷静、优美的
气质显露无遗；非密镶款戒指设计
简洁、细节精致。密镶款美钻戒指

分别在戒头及戒臂部分都镶嵌了钻
石，更添华彩，不仅适合在日常生
活中佩戴，在正式的场合也是不二
的选择。

Royal Blossom花懿之Violet罗
兰吊坠、耳钉及手镯皆运用了同样
的设计，于四爪镶嵌的主钻下，四个
花瓣微微合拢形成经典的罗兰造
型。镂空效果，是整体形态更加通透
轻盈，并且可以让更多光线投入，更
显主石闪耀。主钻下面的金属片皆
以钻石光芒纹理点缀，恰似你无时
无刻所展现的自信与魅力的映射，
令人着迷。 （张博）

爱茉莉太平洋“妆典生命·焕彩课堂”成都站启动

追求自由 成就自我
香奈儿香水新作嘉柏丽尔香水上市

被爱捧在掌心
蒂爵珠宝ForevermarkR永恒印记TM

Royal Blossom花懿之Violet罗兰钻饰系列上市

日前，香奈儿
于北京民生现代美
术馆举办全新嘉柏
丽尔香水发布会。

刘雯 周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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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成都市启动公共服务
设施“三年攻坚”行动，对未来三年全
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在成都市启动公共服务设施

“三年攻坚”行动后，金牛区在茶店子
小学新区建设工程现场举行了公共
服务设施“三年攻坚”行动启动仪式，
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在“三年
攻坚”行动中，金牛区将分类推进公
共配套设施项目建设，力争用3年时
间，实施共建配套设施项目 300 处。
其中，金牛区计划新建、迁建和改
（扩）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11个。

金牛区现有已规划成规模医疗
用地3 块，分别位于华侨城片区、金

周路片区、量力钢材城片区，总占地
面积达130亩，区位优、规模大、价值
好，资源优势明显。金牛区相关人士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十三五”期间，
金牛区将进一步构建公立医院保基
本、民营医院重特色，非营利性医疗
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
的多元化办医格局，计划新建、迁建
和改（扩）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11
个。其中，新建三级公立医院7个、三
甲民营医院1个，规划引入社会资本
举办的高知名度、高水平医院3 个，
提档升级打造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17个。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白内障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极常
见的致盲和视力致残的原因，据相
关数据报告统计:全国约有500万人
患有此病，每年新增40万人。此外，
白内障造成的视物模糊、变形、有遮
挡物、视力下降……还是老年健康
的一大杀手。

告别白内障 重返健康视界 白
内障近年来已经呈现低龄化趋势，

一旦出现视力下降就应立即就诊，
如确诊是白内障，又因其影响到生
活用眼就应考虑做手术，而不一定
要等到它成熟。白内障成熟后再行
手术，术后视力恢复情况较差,且如
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晶状体的
完全混浊，进而失明，而且长期拖延
治疗，还会诱发青光眼等其他眼部
病变，进而增加白内障的治疗难度。

简单的药物治疗白内障，难以
达到治疗效果，而白内障手术是现
代眼科显微手术中发展极快、技术
极成熟的手术，一般情况下，术后第
二天即可出院。目前，焕晶飞秒激光
白内障手术已经落户蓉城,全程计
算机系统控制，精确至微米级，无刀
操作，助患者告别白内障。

国庆小长假 做白内障手术享
金秋优惠 10月3日和7日肖主任将
出诊并手术，9 月 30 日-10 月 8 日，

凭检查结果单领精美小礼品一份，
做白内障手术享四川省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补贴1000元/例，做飞秒焕晶
手术可再享1500元/例优惠，国庆白
内 障 专 场 活 动 免 费 报 名 热 线 ：
028-69982575。

实施“三年攻坚”行动
完善城区

公共服务设施

砥砺奋进的

秋季是治疗白内障的黄金时节 最高可惠1500元

金牛区启动公共服务设施“三年攻坚”行动

提档升级
打造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机构17个

昨日，第十四届成都
美食旅游节暨第七届国
际慢食全球大会开幕式，
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
来自全球92个国家和地
区的500多位国际慢食
协会嘉宾，以及来自全国
20多个省市的300多位
代表参加了此次开幕式。
这是国际慢食协会首次
在亚洲举办全球大会。在
现场，国际慢食协会创始
人兼主席卡洛·佩特里尼
授予成都亚洲首个“慢食
之都”称号，成都又获得
了一张新的城市名片。

揭牌仪式昨晚举行

成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
予的亚洲首个美食之都，也是连续
多年当选的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
市。国际慢食协会经过慎重考查，授
予成都亚洲首个“慢食之都”称号，
并于昨晚在成都市宽窄巷子举办了

“慢食之都”揭牌仪式。
谈到为何授予成都亚洲首个

“慢食之都”称号，国际慢食协会大
中华区分会主席乔凌认为，“成都
不仅是天府之国、美食之都，成都
更是引领新潮流、新风气的城市。”
今年 2 月，国际慢食协会通过几个
城市的甄选，确定成都作为亚洲首
个全球大会的主办城市，“因为我
们深切地感受到了政府在借力美
食，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推动田
园乡村建设等领域的坚定决心。”

在国际慢食协会创始人兼主席

卡洛·佩特里尼看来，经过几个月
的筹备工作，成都所具有的精神
气质与国际慢食协会所倡导的

“优质、洁净、公平”理念高度一
致。成都为推动“慢食运动”在中
国传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接下来，合作将继续通过慢村共
建计划、慢食科技大学、慢食青少
年教育基地、全球厨师长联盟、美
味方舟食材甄选等项目，不断深
入。

“慢村共建计划”
大邑成全球首个试点区域

据了解，国际慢食协会将慢食的理
念带到成都，将促进成都相关产业的生
态和谐和人文发展。通过国际慢食全球
大会的举办，成都将成为国际慢食理念
推广的极好案例，让世界更加认可慢食
理念，更加认可一个富有悠久历史和深
厚文化积淀的世界美食之都。成都也将
以第七届国际慢食全球大会在蓉举办为
契机，向世界推广成都在绿色农业、优质
食材、饮食文化等领域的成果。

未来几天，慢食大会与成都美食
旅游节深度融合，来自全球的近 500
名慢食大会代表，将以“天府成都、慢
食之都”为主题，通过论坛、展览以及
丰富多样的体验活动，与中国美食上
下游企业、地方政府、高等院校展开
充分交流。

在国际慢食全球大会期间，国际慢
食协会正式向全球发布了“慢村共建计
划”，并选取成都大邑县作为该计划全球
首个试点区域。该计划以“乡愁的力量”
作为主题，旨在为所有民众、特别是农
户，构建尊重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乡村
发展模式，并希望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农
业的重要性。同时，大会期间，还启动了
慢村共建计划纪录片项目，并签署发布
了《慢村共建计划宣言》。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成都 今日 多云 20℃-24℃ 北风1-3级
明日 多云 20℃-28℃ 北风1-2级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
列5”第17265期排列3

直选中奖号码：309；排列5中奖
号码：30912。●电脑体育彩票
“七星彩”第17114期开奖号码：
8588119。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四 川 联 销“3D”第
2017265 期开奖结果：

372。●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七乐彩”第2017114期开奖
结果：基本号码：19、29、04、20、
02、27、14，特别号码：10。

兑彩票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国庆假期期间 四川无大范围强降雨过程

据四川省气象台预计，国庆假
期期间，四川无大范围强降雨过
程，大部为阴天或多云天气，多分
散降雨，且以夜雨为主，气温接近

常年，但盆地东北部和攀西地区、
川西高原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局
部暴雨。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大会现场（图片由大会组委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