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翅而飞
《绮丽飞羽》为何是
受羽毛灵感启发而成

庄严宏伟
早期客户对卢塞恩
酒店皇宫如何评价

令人 着 迷
巴黎传统弹簧手工
艺如何延续t

E D I T O R I A L DEEPLY INSPIRED

5.60克拉，被选为制成手镯
的主宝石。在显微镜下观察
可发现内在如羽毛般细腻的
内在结构。

亲爱的读者们：

《设计师通过
“羽毛”主题激
发灵感》

罕见的帕帕拉恰蓝宝石的内部世界呈现出迷人的图案，让人想起清晨阳光下莲花花瓣上晶莹剔透的露珠。
前往gubelin.com /aurora了解关于“出水之莲”戒指及其灵感来源的更多信息。
古柏林-源自1854的瑞士家族企业

斯里兰卡——宝石之岛的旅
行让我们印象深刻，罕见的
粉橙色帕帕拉恰蓝宝石就产
自于此，此次旅行激发我们
创作了一个全新的系列: “奥
萝拉”， 这个名称让人联想
到每一个沐浴在柔和晨光之
中的清晨，充满和谐与活
力。
我们已经在“奥萝拉”系列中
加入»绮丽飞羽»产品线——
更多印象深刻的首饰，体现
了帕帕拉恰蓝宝石独特而令
人着迷的内在特质。这枚罕
见的枕形切割的宝石重达

设计师在创意想象下将其制
成翅膀的形态。在古柏林金
匠与珠宝设计师共同合作下
将羽毛创意融入到独一无二
的首饰设计中。除了手镯
外，该产品线还包括水晶耳
坠、珠宝项链、戒指与手
链，镶嵌有蓝宝石与碎钻，
我们将在本册中展示相关产
品。
女艺术家米莉安·劳拉·莱
奥纳蒂就是一位受到帕帕拉
恰蓝宝石内在结构启发的设
计师。与古柏林珠宝合作，
她将在日内瓦艺术博览会上
推出一完整系列的单件展
品，取材于珍贵宝石的内在
美，激发观者的感受体验。
期待这一期的杂志能为您的
想象力插上翅膀。

拉斐尔·古柏林董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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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的转变
巴黎的古老手工艺术

照片：iStockphoto (1)

黎明为想象力插
上翅膀——不息
的灵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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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翔的想象
“绮丽飞羽”系列产品线拓宽了近期发布“奥萝拉”的产品世界，增添了
充满魅力的珠宝首饰，该系列深受珍贵帕帕拉恰蓝宝石内在世界与斯
里兰卡飞鸟国度的启发。

飞鸟长长舒展其多姿多
彩而又油亮的羽毛，乘着海
风飞向落日。当古柏林珠宝
的设计师透过特殊显微镜观
察帕帕拉恰蓝宝石的内在结
构时，脑海中自然生成了此
诗歌般美妙的景象。通过显
微镜观察宝石内部细微而又
独特的特征，揭示着宝石的
诞生与来历，而宝石又为珠
宝作品创造灵感。
8

在新产品线“绮丽飞羽”
系列中，重达 5.60 克拉罕见
帕帕拉恰蓝宝石的内在构造
完全体现了其诞生时代的典
型造型与结构：非常细微的
花纹与线条，如同羽毛脉络
般。因此宝石专家也将其称
之为“羽毛”。同时，羽毛也
是其原产地——斯里兰卡的
代表符号：斯里兰卡是位于
印度洋的传奇”宝石之岛”，

它不单是宝石学家的天堂，
更是鸟类学家心中的圣地。
数百种羽毛丰美的鸟类栖息
于此，其中约三十种鸟类是
独有栖息种类。
“绮丽飞羽”系列珠宝首
饰的设计——从手链到项
链、从戒指到耳环——都富
含鸟类元素。重新发现灵动
的、镶钻的羽翅，融合翅膀
的创意造型，利用各种切割

帕帕拉恰蓝宝石的显微图像呈现出令人
着迷的结构，让人自然联想到羽毛。

I N S P I R AT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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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庄严雄伟
的鸟类天堂激发
了“绮丽飞羽”系列
产品线。

图片: iStockphoto (1)

受帕帕拉恰蓝宝石内部羽毛
结构的启发，古柏林珠宝的
设计师开发设计了独具一格
的羽毛形珠宝首饰。

与形状的多彩蓝宝石突出主
题。去年产品线得到了扩
展，在经典“出水之莲”系列
新增了“奥萝拉”珠宝系列，
其名称让人联想到清晨的轻
柔阳光与温暖的落日，引用
独一无二的橙粉色帕帕拉恰
蓝宝石更为突出。
蓝宝石基本上能够呈现
所有彩虹颜色。其中，带有
温暖橙粉色或粉橙色的极为
罕见，因其独特而享誉专属
名称：帕帕拉恰蓝宝石。它
独具一格的颜色让人联想到
莲花——斯里兰卡最具代表
性的一种植物。名字中
的“padmaraga”在僧伽罗语
中意味着“莲花之色”。
羽毛自百年来一直承载
着人类想象力的翅膀。在众
多文明中是美、自由与灵性
的象征。从精细的羽绒脉
络、柔软的特性以及近乎完
美的功能、以及所呈现令人

着迷的颜色与形态来看，它
像一个迷：羽毛为什么会存
在？鸟类凭借羽毛飞翔，从
进化角度当数最后阶段的进
化。直达现在科学家才进一
步达成一致，羽毛原本还能

够满足其他两个目的：一方
面作为保温层，另一方面作
为吸引异性的表征。作为鸟
类的祖先，曾经远古时代的
恐龙也有多彩的羽毛，起到
迷惑作用。这种情况在当今

宝 石选 购：
最为严 苛 的质 量 标准
在古柏林设计师深入探究宝石内部结构之前，古柏林珠宝富有经验的
宝石采购师已经完成了他的全部工作——全球搜寻与选购最为罕见的
有色宝石。仅仅是采购相应数量与质量的帕帕拉恰蓝宝石就是一桩费
时耗力的工作，需要丰富的经验、充足的耐心与广泛的关系网络。古
柏林珠宝所推出的“奥萝拉”珠宝系列，受到最为罕见的蓝宝石品种启
发，也为采购师提出了重大的挑战：采购宝石色彩与类型不是一种、
两种，而是四种。有限的宝石资源是古柏林珠宝成为独一无二的珠宝
品牌的基本原因，它能够用宝石反映出整个世界。古柏林珠宝所选用
的帕帕拉恰蓝宝石来自于斯里兰卡与马达加斯加。超过 300 中粉橙色
与橙粉色蓝宝石因“奥萝拉”珠宝系列而被运往瑞士卢塞恩，其中只有
一半通过古柏林宝石鉴定实验室的严苛挑选标准被分类为“帕帕拉恰
蓝宝石”。而仅有百分之十的宝石最终满足古柏林珠宝的质量要求，
被用于制成“绮丽飞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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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匠心，只为超越
SeaQ Panorama Date 大日历腕表
原创时计，伴你“潜”行

“绮丽飞羽”手镯成品设计片段：主宝石帕帕拉恰
蓝宝石位于粉色蓝宝石镶嵌而成的“河流”长带
上，被两枚镶钻的翅膀环抱住。

羽毛自百年来一直承载着人类
想象力的翅膀。在众多文明中
是美、自由与灵性的象征。
鸟类世界依然存在——最先
想到的肯定是孔雀或公鸡。
有趣的是具有彩色羽毛特征
的都是雄性，通过羽毛来吸
引雌性瞩目。
百年来人类也善用羽毛
作为装饰物。在帽子上、鞋
子上、制服上、作为领子或
附件、又或是直接作为整套
衣物：羽毛能够吸引注意
力，代表珍贵或特殊的社会
12

地位：羽毛独特的吸引力在
二十世纪引起了时装设计师
的注意。无论是伊夫·圣罗
兰、卡尔·拉格斐、约翰·
加利亚诺、法国蒂埃里·穆
勒还是亚历山大·麦昆： 他
们都爱用羽毛装饰女性服装
或利用羽毛作为装饰物。自
然、神秘而捉摸不定、奢华
丰裕、富有活力、严谨、蓬
松与轻盈——羽毛能够轻而

易举的展现女性的多样与多
面。
产品线“绮丽飞羽”的创
意不逊于其他任何珠宝首
饰。它用完全特别与微妙的
方式呈现女性。借助具有柔
和色彩的罕见帕帕拉恰蓝宝
石。借助粉红色蓝宝石，宝
石排列而成的长带形状以及
天然塑造的形态。还有，借
助榄尖型/马眼型蓝宝石，
一枚宝石所得呈现的最为感
性的切割形状（详见第
26
页）。同时在这些榄尖型宝
石中能够发现鸟类与羽毛世
界的更多联想：拱形界面也
被称为“翅膀”。

U N I Q U E INSIDE JEWELLERY

独一 无 二的 杰 作
“绮丽飞羽”系列手镯与“绯红羽翼”项链均属独一无二的
孤本，别无他处可寻，而两款以其优雅的品质与复杂
的构造，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展示出古柏林珠宝
设计师与金匠的手工技艺。

手镯
绮丽 飞 羽
两只钻石镶嵌的翅膀，将帕帕拉恰蓝
宝石环环嵌入一条粉红色如河流般的长带
中。“绮丽飞羽”系列手镯同时给人一种灵性
流转、轻盈与印象深刻的感觉。中心镶嵌有
一枚重达 5.60 克拉的帕帕拉恰蓝宝石，也正
是受这枚宝石启发而产生了整个“绮丽飞羽”
系列产品。同时，该手镯上也镶嵌了总计 59
枚形状各异、切割手法多样的淡粉蓝宝石。

其中特别醒目迷人的是橄尖形切割的宝石，
古柏林珠宝设计师特别运用了该公司在1960
年代和70年代屡获殊荣的琢型。玫瑰金制成
的翅膀状首饰上镶嵌有各种璀璨生辉的明亮
形和方型阶梯琢型钻石，牢牢固定在令人年
轻回春的手镯托座上。玫瑰金翅膀与钻石相
映生辉，发出精美绝伦的璀璨光芒。

INSIDE JEWELLERY U N I Q U E

“作为家族企业第六代传承人，我对历代来
融合美、知识与手工艺术的方式和作法感
到骄傲。”
拉斐尔•古柏林

珠 宝 项链
绯 红羽翼
“绯红羽翼”系列珠宝项链已在 2020 年日
内瓦珠宝博览会上首次亮相。与“绮丽飞羽”
系列手镯同受帕帕拉恰蓝宝石显微内构图启
发，采用相同细腻羽毛的意象，“绯红羽翼”
借用的是典型、灵气与生动的羽毛具象元
素。主宝石为一枚产地斯里兰卡的 12.10 克拉
菱形帕帕拉恰蓝宝石。717 枚宝石——蓝宝
石与钻石，总重 33.23 克拉，汇聚顶级精细手
工工艺于一条珠宝项链，其中 120 枚蓝宝石

为罕见粉红浅色，色调与主宝石帕帕拉恰蓝
宝石精心搭配。此外，玫瑰金暖色色调更加
突出蓝宝石的深邃美。该系列珠宝项链在轻
盈与生动造型的基础上更加令人爱不释手。
复杂的宝石切割技艺、丰富的色彩与造型搭
配突出了项链的多面立体感，突出了设计活
力。同时，更彰显了古柏林珠宝悠久的传承
历史。在此，红宝石同样显著耀眼，全部珠
宝首饰均来自古柏林珠宝品牌。

AT E L I E R INSIDE JEWELLERY

手工艺术
复杂性与技能 之所以难以形
容，是因为其独特的创造力和
想象力所决定的，正如“绮丽飞
羽”系列手镯的创作设计一般。
在此展示相关重要内容。

18

熔金

顶级 复 杂 程 度

根据手镯的设计要求，手镯的主宝
石为帕帕拉恰蓝宝石，图片中显示的“河
流”手镯镶嵌有 59 枚切割技艺与造型各异
的蓝宝石。首先，必须选取尺寸与色彩合
适的彩色宝石，然后使其融洽协调的组合
在一起，从而荟萃成理想的、如“河流”流
淌般造型。一经确定好宝石的镶嵌与排
列，就开始逐一手工制作相应的宝石托
底。托底同样须要依次排列与组合，从而
得到打样的理想样品，继而考虑手镯佩戴
在手腕上的舒适度与造型。此时，将由金
匠发挥石膏涂抹技术：将宝石托底焊接在
一个如手臂般拱形的石膏模子上。

贵重程度如“绮丽飞羽”般的珠宝首饰
在制造过程中必须经过细致入微的策
划：“绮丽飞羽”珠宝首饰由 100 枚独立的
部件组成，须要依次拼接并相联。金匠与
珠宝工匠逐一完全一致的协同工作，过程
中往往需要交替完成各自的工作步骤。正
如图片中所显示的，首先完成镶钻、摇曳
的“羽毛分支”与“羽管”，然后通过黄铜装
饰 固定在底座上。难点在于：需要在部分
部件上镶嵌钻石，必须首先妥善的对钻石
进行切割打磨。随后是为粉色蓝宝石与主
宝石安装托底。手镯自然也少不了箍套。
箍套也必须提前预备，便于立即安装。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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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宝石托底工
匠，嵌入主宝石的工作依然不
轻松：过程中必须格外认真，聚
精会神的保持专注，用极高的
敬意来处理珍贵的宝石。
托 底的 保 护
当数不清的部件汇聚成手镯成品时，
敲响真理之钟的时刻也将来临：为了测试
先将彩色宝石嵌入托底中，再一次检查是
否达到如“河流”般的效果。查验宝石色彩
与形状是否如预期般搭配与和谐？是否与
主宝石协调与搭配？每颗宝石是否固定在
预定位置？托底是否牢固？以及：每个独
立切割宝石的高度是否与其他相适应，是
否能够营造出错落别致的和谐整体效果？
然后，检查每颗彩色宝石是否具备独特的
造型与特征。爪握托底可以将任一宝石牢
牢固定。托底工匠在这里常用到所谓的压
紧工具，可以将宝石的爪握按紧。然后裁
短、敲打，并对顶面精心倒成圆角。工序
最后才将椭圆形的帕帕拉恰蓝宝石嵌入在
爪握托底中。此时几乎完工的珠宝首饰将
迎来最后的软粘合剂内衬环节。即使是对
于经验丰富的托底工匠来说，这步工序依
然需要格外注意：过程中必须格外认真，
聚精会神的保持专注，用极高的敬意来处
理珍贵的宝石，其内部构造深深的启发了
此系列手镯的设计灵感。托底工匠需要充
足的感觉与经验才能将宝石嵌入正确的位
置并完成固定。此过程中必须格外小心谨
慎，避免破坏到完工件整体表面。
20

庄 严的红 宝 石
古柏林珠宝的珠宝首饰仅由专业大
师设计与打造。大师工匠才能不妥协的
投入充分的时间与工时，打造出至臻完
美的作品。此外，每件珠宝首饰都将在
最后经受严苛的质量检测。最终检查将
手镯放置在显微镜下。只有符合古柏林
珠宝原厂高要求标准的首饰才能最终镶
嵌上红宝石。“宝石之王”是“深度启发”哲
学的体现与珍贵产地无法替代的标志，
以其独有的美、深渊的学识与最高级别
手工工艺而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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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之 选

榄尖角形状的宝石
按照下列部分加以
区分：

马眼型是最精细、同时也是最为感性的宝石切形状之一。

拱形：拱形程度最
大的侧面且上部最
宽阔。
尖角：具有两个尖
角，每两个宝石曲
面相交。

拱形
侧面
尖角

龙骨线

侧面：侧面指的是拱
形曲面部分至尖角的
界面。
龙骨线：圆亭面在宝
石底面上相交的线。

多角形面

多角形面：顶冠（宝
石上部）与圆亭（底
部）的交叉点。

切割 & 形 状
马眼型
首位相信这个传说的，
是法国皇帝路易十六（17101774），他委托皇家珠宝
工匠将一枚钻石打磨成爱
妃珍娜安托瓦妮特‧普瓦
松（1721-1764）嘴巴的形
状——而她又常被成为隆巴
度夫人，在 1745 年至 1751 年
为路易十六的情妇。珠宝工
匠因此将宝石打磨成两头尖
的橄榄型，让皇帝联想到其
情妇的嘴角。为了尊敬她，
这种特殊的形状以她的名字
命名：榄尖型/马眼型。
除了这种感性的解释
外，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讲述
传奇故事：隆巴度夫人是
22

尖角帽的时尚拥趸，尖角帽
是一种前后尖角的帽子，
当时流行的是三角帽，形状
类似帆船。法国皇帝因此委
托珠宝工匠为她制作一枚该
形状的钻石。这就是该切
割形状第二种常见名字的来
源：Navette/侯爵夫人磨削
法——法语意为“船型帽”。
早在十八世纪就开始出
现此切割类型的宝石；还没
有第二种切割造型能如此代
表女性、美感与高贵。二十
世纪初受到英国国王爱德华
七世皇宫以及当时富豪的喜
爱，这是因为钻石切割造型
完美契合了他们从事帆船运

动的喜好。或者是因为其高
贵的象征或是感性的表象，
榄尖型切割钻石在六十与
七十年代成为求婚戒指与新
娘首饰的首选。由于佩戴后
显得手指细长——尤其是作
为单粒宝石饰物，而受到佩
戴者的喜爱。长菱形使得宝
石显得比实际重量更大。由
于长菱形通常固定在首饰顶
端，能够让更多光线透过，
能够轻易引火。
经过六十年代与七十年
代热潮期，榄尖型相对于圆
形或正方形切割日渐不再
流行。期间一段时间榄尖型
切割又重新受到欢迎。因

此古柏林珠宝将启用一条采
用榄尖型切割宝石的新产品
线——“绮丽飞羽”系列，重
新用精美的设计捕获人心。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
内，榄尖型的形状与切割首
发日趋完美。人们发现，虽
然十八世纪的宝石外观上具
有相同切割形状，但是至今
被人所知和喜爱的切割界面
出现得更晚。侯爵夫人磨削
法或榄尖型切割在切割工艺
上符合当今经典的 57 面切
割（详见上图）。无论是对
于研磨机还是托底，榄尖型
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需要
长年的切割经验与高超的技

能。常见细长的多角形面与
尖角是最难切割的，非常容
易造成宝石面损坏。
此外宝石不能过高或过
平，否则在中心处会产生不
反光的背阴面。专家将之成
为“领结效应”，因为其形状
看似蝴蝶结领结。适当的长
宽比例对于榄尖型切割同样
十分重要，理想状态下呈 2
：1 比例，其他 1.75：1（更
圆）至 2.25：1（更长）比例
也很常见。
对称性是榄尖型的整体
印象中十分关键的部分。
即使是细微的不规则形也
会破会整体感与和谐性。

因此，宝石的左右两侧龙骨
先必须相同，沿着水平线精
准延伸。切割面尤其必须具
备相同的形状与尺寸，且必
须位于侧面上相同的位置。
宝石的所有侧面必须具备相
同的曲率：平角、拱形或不
平坦的侧面都会毁掉高雅的
形态。此外，顶角不能倒圆
角。
古柏林宝石学院
关于宝石与宝石鉴定学的深入
知识请咨询古柏林宝石学院专
家，参加位于香港、上海、北京
与卢塞恩的相关课程。
www.gubelinacade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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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之精美堪称自然界之奇迹。羽毛轻盈、精细而美
丽。它给人灵动与流转的感觉。羽毛可以作为装饰品，
但又远不止于此。

羽毛 之华 美

摄 影 师史蒂 芬 • 格 拉 斯
发 型 设 计与 美 妆 姿 玑 • 库 普 夫 穆 勒
模 特 迈 尔 蒂 勒 •里韦 蒙 特

左图：古柏林珠宝，玫瑰金耳针，各配一枚帕帕拉恰蓝宝石（1.09 克拉与 1.08 克拉）；“绯红羽翼”斯里兰卡帕
帕拉恰蓝宝石（12.10 克拉）玫瑰金项链，粉色蓝宝石与钻石镶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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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古柏林珠宝,“绮丽飞羽”玫瑰金耳坠，主宝石为两枚产地马达加斯加的帕帕拉恰蓝宝石（1.09 克拉与 1.08 克
拉），镶嵌粉色蓝宝石与钻石；“绮丽飞羽”玫瑰金珠宝项链，配合一枚产地马达加斯加的帕帕拉恰蓝宝石（2.23
克拉），镶嵌粉色蓝宝石与钻石；“绮丽飞羽”玫瑰金手链，镶嵌淡粉色蓝宝石与钻石。

右图：古柏林珠宝，“绮丽飞羽”玫瑰金戒指，主宝石为一枚产地马达加斯加的帕帕拉恰蓝宝石（2.88 克拉），
镶嵌粉色蓝宝石与钻石；玫瑰金钻石戒指（0.72 克拉）；玫瑰金永恒钻戒。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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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柏林珠宝，玫瑰金与帕帕拉
恰蓝宝石材质耳针（1.09 克拉
与 1.08 克拉）；“绯红羽翼”斯
里兰卡帕帕拉恰蓝宝石（5.60
克拉）玫瑰金手镯，粉色蓝宝
石与钻石镶嵌。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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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古柏林珠宝，玫瑰金镶钻（总重 0.90 克拉）耳针；“绮丽飞羽”蓝宝石与镶钻白金戒指；“绮丽飞羽”粉红蓝
宝石与镶钻玫瑰金戒指；“绮丽飞羽”马达加斯加帕帕拉恰蓝宝石（1.62 克拉）玫瑰金戒指，镶嵌蓝宝石与钻石。

右图：古柏林珠宝，“绮丽飞羽”白金耳坠，镶嵌绿色蓝宝石与钻石；“绮丽飞羽”白金珠宝项链，镶嵌蓝绿蓝宝
石与钻石；“绮丽飞羽”白金戒指，镶嵌蓝绿蓝宝石与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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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与右图：古柏林珠宝，“出水之莲”斯里兰卡帕帕拉恰蓝宝石（14.25 克拉）玫瑰金戒指，镶嵌粉色蓝宝石与
钻石；玫瑰金耳针，镶嵌各一枚马达加斯加产地的帕帕拉恰蓝宝石（1.09 克拉与 1.08 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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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柏林珠宝，“绮丽飞羽”系列
浅粉蓝宝石与镶钻玫瑰金耳
坠；”绮丽飞羽”玫瑰金珠宝项
链，主宝石为一枚马达加斯加
产地的帕帕拉恰蓝宝石（2.23
克拉），镶嵌蓝宝石与钻石。

INSIDE JEWELLERY I N S T Y L E

左图：古柏林珠宝，“绮丽飞羽”白金耳坠，镶嵌蓝宝石与钻石；“绮丽飞羽”白金珠宝项链，镶嵌蓝蓝宝石与钻
石；“绮丽飞羽”白金戒指，镶嵌蓝绿蓝宝石与钻石；“绮丽飞羽”白金手链，镶嵌蓝宝石与钻石。

右图：古柏林珠宝，“绮丽飞羽”系列玫瑰金与帕帕拉恰蓝宝石耳坠（1.09 克拉和 1.00 克拉），搭配镶嵌粉色蓝宝
石与钻石；“绯红羽翼”斯里兰卡帕帕拉恰蓝宝石（2.80 克拉）玫瑰金珠宝项链，搭配镶嵌粉色蓝宝石与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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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 •克 里 姆 勒

艺术
勒·柯布西耶
这幅水彩画奠定了阿尔伯特•
克里姆勒艺术收藏的基础。
他很久前在一家小家具店发
现了这幅无名鸟画图，很久
之后才被勒·柯布西耶的朗
香教堂收藏。“我称他为西西
弗斯，因为我把他看成是平
淡生活的象征：人们前进，
人们后退，人们挣脱着向
前，人们挣脱着落败。”

是什么影响、塑造与启发了 Akris 时尚
公司的创意总监？

当阿尔伯特•克里姆勒第一
次踏入浙江金华建筑艺术公
园内时，由墨西哥女建筑设
计师塔提阿娜•比宝设计的
阶梯式展厅一举吸引了他
的目光。自此，阶梯造型反
复出现在 Akris 的收藏品柜
种——从拉链、扣环、侧面
剪影以及表象的 Ai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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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Fondazione Calderara (1), Iwan Baan (1), Akris (2)

画家
安东尼奥•卡尔代拉拉

图片：© F.L.C./ADAGP, Paris/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2018, courtesy of Akris (1); Akris (3)

建筑学
塔提阿娜•比宝

意大利画家安东尼奥•卡尔代拉拉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意大
利皮埃蒙特大区的奥尔塔湖探究出了一种展示光与色彩相结
合的抽象绘画技巧。下图中这幅 1960 年绘制的作品激发阿
尔伯特•克里姆勒创作出一系列 Akris 2020 早春/夏季服饰。

INSPIRATION

杂志
斯帕齐奥
意大利杂志《斯帕齐奥》出现于上世纪五
十年代，是一本介绍与展示艺术、文化、
历史与建筑混合作品的出版物。阿尔伯
特•克里姆勒收集了七期出版杂志，将其
作为创意的来源。

礼物
双面开衫
Akris 洋娃娃双面开襟羊毛衫是公司员工在他
担任公司创意总监 30 年庆祝会上赠予他的一
件礼物，由一名年近 70 岁的老裁缝手工缝制
而成。一直挂在他的办公桌旁，时刻能够让
他重温与他人合作的经历。

阿尔伯特•克里姆勒
Akris 创意总监
阿尔伯特•克里姆勒担任瑞士时装品牌 Akris 公司
的创意总监已经超过四十年。在他的领导下，这
家 1922 年成立的家族企业赢得了世界声誉。他对
突出女性自然美的时尚了如指掌。相应的，他的
设计作品以细腻高雅的风格著称。阿尔伯特•克里
姆勒对艺术充满激情，经常与才华出众的艺术家
及建筑设计师推出合作款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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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Library of Congress/Wikimedia

旅游业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卢塞恩城：
奢华的宫殿酒店印证了城市发展，向游客诉
说卢塞恩的历史。

宏伟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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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中部最早旅游业的
发展得益于出现神迹的消
息。神迹出现在瑞吉峰，一
座海拔 1800 米高的山峰，傲
然矗立在四林州湖、楚格
湖、卢塞恩湖与阿尔卑斯山
之间。1585 年在此建成第一
座小教堂。到了十八世纪每
年有大约 15000 名朝圣者来
此登山朝圣。1816 年首个酒
店开放，十九世纪瑞吉峰称
为瑞士最著名的登山选
择——瑞吉的名字来自意大
利瑞吉纳峰（又称女王峰）
。到了 1825 年山脚下住宿床
位增加至 200 床。游客在瑞
吉峰上可享受环顾瑞士阿尔
卑斯山脉的最佳景色，从四
林州湖至瑞士中部。
距离瑞吉峰最近的城市
卢塞恩彼时还是一个紧凑、
遍布城楼与城墙的中世纪城
市。它是周边州农民交换的
交易中心，也是物品交换的
枢纽与集散地，商品通过格
哈德隧道从意大利运至四林
州湖。卢塞恩城中配备众多
餐饮住宿场所，而所谓的住

瑞士宫廷滨湖路产生于 瑞士宫殿
酒店的建立， 该酒店是卢塞恩第
一家高档宾馆。

宿条件只是一间简单布置的
客房。客房主要为贸易商、
朝圣者、手工艺者或雇佣军
等旅客准备。他们或因生计
或者精神追求而来到此地。
疗养、求学或娱乐性旅
行在启蒙运动时期并不常
见，疗养温泉旅行还完全不
存在。直至十七与十八世
纪，仅有极少数人为了旅游
来到卢塞恩。大多数情况下
只有贵族才有闲适散漫的时
间。最初来卢塞恩旅行的大
多数为英格兰的年轻贵族。
他们通过格哈德隧道去往意
大利的古罗马城镇，当时贵
族圈中成此类旅行为“壮游”
，是年轻贵族求学寻道的一
种重要方式。这些年轻挑剔
的客人给卢塞恩的住宿业带
来了真正的挑战：他们有时
会租住私人住宅，要求更大
的居住空间，对住宿标准也
具有较高的标准。“金色雄鹰
酒店”长久以来都是整座城市
面对高端客户的唯一酒店。
两项发展趋势造就了之
后卢塞恩住宿业的发展：其
中一项是工业化从英国扩展
到欧洲与美国城市，在短时
间内造就了大批中产阶级。
工人、商人与银行家逐渐进
入旅游圈。另一方面阿尔卑
斯山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在
十七世纪以前阿尔卑斯山区
代表山地崎岖、偏僻落后与
充斥阴雨寒冷的落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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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塞恩的贵宾单如同欧
洲上层贵族的名单。

而后在浪漫主义盛兴之时恢
复了声誉：阿尔卑斯成了无
拘无束、庄严雄伟的自然美
景。
瑞士因此获益匪浅，全
境内充满湖光山色的美景。
相比日内瓦、洛桑与沃韦在
十九世纪初期迅速称为旅游
热点城市，卢塞恩的旅游之
路则显得有些慢。卢塞恩，
四林州湖畔旁的田园风光与
明媚阳光，可以环顾日瑞吉
峰的美景，距离皮拉多与阿
尔卑斯顶峰也不远，因此长
期在贵族圈保持着高雅独特
的声誉。
卢塞恩的贵宾名单如同
欧洲上层贵族的名单：1853
年 接 待 荷 兰 女 王 索 菲
娅、1854 年接待比利时国王
利奥波特一世、1857 年萨克
森国王约翰、1860 年俄国女
沙皇、1863 年葡萄牙费迪南
德大公以及 1865 年迎来三位
王室成员：法兰西皇帝拿破
仑三世、荷兰皇帝威廉三世
与巴伐利亚皇帝路德维希二
世。偏爱旅行的奥地利帝国
皇后伊丽莎白——后世以“茜
茜公主”著称，也多次到访此
处。当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于
1893 年到访卢塞恩四小时，
超过 25000 名居民欢呼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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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的到
访更是让此地锦上添花，她
于 1868 年 8 月 7 日至 9 月 9
日在“瓦莱疗养圣地”休夏
假。这在英国造成了极大的
轰动，自此卢塞恩成为英国
人度假旅游的向往之地。仅
英国旅游指南《卢塞恩、英
格堡、瑞吉与英国湖泊的旅
行指南》一版就售出了
60000 份。
短短几年蜂拥而至的游
客涌入这座富有中世纪风情
的小城，城市面临接待大批
高规格客户的压力。如今，
卢塞恩已发展成国际旅游中
转站，旅游业成为城市发展
的经济支柱与推动力量。对
于酒店业来说，位置具有决
定性的作用，在卢塞恩，位
置意味着一切：遍布美妙湖
景，壮丽群山环绕。酒店设
备与装潢上极居高档奢华风
格。同时，贸易上也针对挑
剔的客户在商品选择上有所
要求。据古柏林贵宾访客单
显示，来访重要游客包括华
特·迪斯尼、埃里希·玛利
亚·雷马克、阿图尔·鲁宾
斯坦与科尔·波特。1903 年
古柏林迁入曾经的“英格兰宫
殿酒店”，在天鹅广场最佳位
置开业。1954 年女影星奥黛

丽·赫本来访古柏林，图片
为她与梅尔费勒在布尔根施
托克举办婚礼宣读结婚誓言
（详见第 78 页）。
大多数史学家认为，卢
塞恩的现代酒店业起源于
1835 年：经过火灾修缮后天
鹅酒店重新开业，它是第一
家直接坐落在四林州湖畔、
可观赏瑞吉峰的酒店。1810
年平衡酒店就迎来众多享受
景色的游客；生意如此成功
以至于三年后必须扩建酒
店，增加接待能力。1835 年
美景酒店开业（现改名为泽
波格酒店）。
金色雄鹰酒店的老板有
者更加大胆的计划：酒店新
址没有选在四林州湖畔旁，
而是直接位于湖上，从湖畔
堤防延伸至木栈桥。曾经自
然形成的河堤需要修直与加
固，桥梁需要拆除。市议会
于 1836 年叫停了修缮计划，
河堤加固项目首次失败，进
程自此停滞。1843 年项目又
重新启动：萨弗·塞格塞

引入注目：从瑞吉峰——“
女王峰”眺望，可以将卢塞
恩城市风光与阿尔卑斯山及
四林州湖尽收眼底。
受欢迎的：十九世纪初每年
超过 15000 名旅客与瑞吉峰
朝圣者来访，城市只有 200
间床位接待能力。卢塞恩那
时候还不是旅游目的地，而
是一个中转落脚点。

图片：Markus Thoenen/iStockphoto (1), AKG Images (1), Hotel Château Güts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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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阶级的宫殿：古驰城堡
酒店模仿贵族气派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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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访问：古柏林店内悬挂
有奥黛丽·赫本于比尔根斯
托克举办婚礼的照片。

随着铁路的通车——
1859 年简称卢塞恩首个火车
站，让旅游更加方便与舒
适。整个欧洲地区市民阶级
崛起，让更多人能够承担旅
游的开支。卢塞恩迎来了它
百年的旅游热潮，每周都有
大量的德国、法国甚至是美
国的旅游团到来。每年都会
新建成两座酒店。而贵族阶
级在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
转向其他更加小众的旅游目
的地。那些年仅针对贵族阶
级群体的酒店：例如古驰城
堡、天堂酒店或是皇家酒店
等转而接待对偏好贵族气派
品味与配置的大众度假群
体。特别是古驰城堡酒店，
让许多来访者联想到巴伐利
亚的新天鹅堡。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卢塞
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旅游中
心。至世纪之交时期，城市
人口约为 40000 人的卢塞恩
每年迎来超过 200000 名旅
客，超过 100 家酒店与旅馆
记录有五十万人留宿。许多
具有辉煌历史的酒店如今依
然营业，他们印证了城市崛
起的历史。

小提示
本文基于卢塞恩建筑学家彼
得·奥马琴博士的博士论文编
写。他描述了卢塞恩因旅游业
崛起的历史：介绍了旅游业早
期兴起对建筑与宫殿酒店的光
辉历史，再到游客的来历。他
的书中包含至少 300 张酒店与
城市历史的照片，同时提供了
1914 年建成的卢塞恩重要酒店
的详尽目录信息。
彼得·奥马琴：卢塞恩——一
座因旅游兴起的城市。1782 年
至 1914 年酒店建筑史Hier+Jetzt 出版社, 2010 年出版。

图片：Hotel Schweizerhof (1), Hotel Montana (1)

泽，瑞吉峰上一间旅店的老
板申报在湖边建立一座酒
店。而后，他的瑞士宫酒店
于 1845 年开业，是卢塞恩第
一家豪华酒店，融合高雅与
稳固的品质，从此迅速成为
卢塞恩最好的酒店。而由堤
坝修建而成的瑞士宫十字路
口与长廊也成为欧洲贵族与
卢塞恩居民最爱光顾的休闲
场所。瑞士宫酒店采用了独
特的创意，让人回想起曾经
的辉煌历史：101 间客房中的
每一间都以曾经留宿的名人
命名。每间客房的物件、摆
设与装潢元素都让人想起曾
经到访的名人，包括威廉二
世皇帝、理查德·瓦格纳、
马克·吐温、列夫·托尔斯
泰与尼尔·阿姆斯特朗等。
自 1850 年起卢塞恩的
酒店如雨后春笋般从湖畔一
直延伸至早期城区的边缘地
带。从天鹅酒店与瑞士宫酒
店到瑞吉酒店、英格兰宫殿
酒店以及卢塞恩酒店，它们
各自紧紧相邻，从城中心逐
渐延伸向外，它们奏响了长
期酒店业发展的序幕曲。奢
华酒店位于城市最佳位
置——自由环顾湖光山色的
湖畔位置，其周边也逐渐迸
发出众多旅馆。酒店改变了
城市的风貌与湖堤的走势。
如果说最开始是典型艰苦的
环境，那么到了历史至上主
义时代与美好时代则变得过
分奢华的，现在已成为卢塞
恩最著名的宣传旅游名片。

传奇历史：瑞士宫殿酒店
的每间客房都以名人访客
命名。

紧密联系：招贴画展示了
1951 年古柏林珠宝产品与
1851 年卢塞恩的城市风光。

位置最为重要：从蒙大拿酒店
环顾城市风光、眺望四林州湖
以及浩斯伯格与皮拉多。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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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 错 过
03

01

主厨马赛•因埃辛在这家华丽
优美的餐厅内供应具有各国风
情的创意菜，新鲜蔬菜直接取
材于后园。菜肴与饮品极具瑞
士自然风情：例如选取与提供
来自梅根的湖鳟鱼、格鲁索山
的野味与提契诺州马吉亚山谷
的烩饭。餐厅供应的葡萄酒或
直接取自瑞士当地，或是在国
外采购瑞士葡萄农的酒种。
Haldenstrasse 30, 6006 Lucerne
www.villa-schweizerhof.ch

02
天鹅餐厅“郊外别墅咖啡厅”
法国最有影响力的餐厅 评 鉴 指
南 之一《 高 勒 & 米 罗）称 其 为卢
塞 恩 “完 美 午 餐 餐厅 ”。自清晨 七
点 开 始 ，从 餐 厅 中 就 飘 出 新 焙
咖 啡 与 出 炉 面 包 的 香 味 。餐 厅
全 天 营 业 。特 别 建 议 品 尝 餐 厅
自 制 经 典 菜 肴，例 如 具 有 传 奇
色 彩 的 烩 去 骨肉、别 墅 咖 啡 、精
品 鞑 靼 生牛肉或 是 夜 总会三明
46

02

治 ( 鸡肉夹 心 烤面包 ) 。餐厅 按
季 节 增 加 时 令 菜 肴 。另 有 精 品
葡 萄 酒 可供 选 择。
Schwanenplatz 4, 6004 Lucerne
www.cafedeville.ch

03
哈默施万德电梯
总跨度近 153 米，是欧洲最高
的户外电梯，将卢塞恩市郊外
的布尔根施托克山峰的岩石小
径与海拔 1114 米的哈默施万
德观光台直接连通。三面观景
玻璃客舱、最高载重 12 人，单
次行程持续约 50 秒，领略琉森
湖、卢塞恩市与阿尔卑斯山脉
全景风光，值得推荐。
Bürgenstock 17, 6363 Obbürgen
www.buergenstock.ch

Roland Imboden
Director Retail Stores Lucerne
罗兰德•因博登五年前加入古
柏林珠宝，负责经营天鹅广场
的精品店以及旅游市场营销工
作。他曾在旅游业与高端轿车
行业积累了大量工作经验。他
拥有卢塞恩高等院校 EMBA
证书与旅游专业硕士学位。

图片：Villa Schweizerhof (1), Studio Philipp Klemm/Restaurant Schwanen (1), Switzerland Tourism (1)

01
施魏泽霍夫别墅酒店

DIOR GRAND BAL PLUME
36MM AUTOMATIC
STEEL, GOLD, DIAMONDS, MOTHER-OF-PEARL AND FEATHERS
LIMITED EDITION OF 88 PIECES

ART

与矛盾共舞

INSPIRATION

女艺术家米莉安·劳拉·莱昂纳蒂曾经受到一枚罕见的帕德玛
刚玉—蓝宝石内部结构启发——因启发与古柏林合作创作一系列
十六部艺术作品在日内瓦艺术博览会上展出。

米莉安 劳拉 莱昂纳蒂
定居在瑞士苏黎世，她的艺
术作品擅长运用标志与符号
与其所归属的涵义。这些或
多或少与电影与文学、艺术
世界与日常生活相关——最
终与观众与其文化背景产生
联系与共鸣：经过长期艺术
创造，她的作品集中关注警
示与引证、启发与构思方
面。分解又汇聚，将常见内
容糅杂入新的语境中，创造
新的联系与解释层面并产生
新的：不可名状的内容经常
显露出一种嘲讽的、更多是
自嘲的弦外之音。这些可以
在她与古柏林联合创作并在
日内瓦艺术博览会上展出的
作品上看出。《Dial M for
Slippers》展示的是一系列16
双皮拖鞋，由她亲手创造、
缝制与装裱。
该作品主题并非随意而
定：图片展示了显微镜下罕
见的帕德玛刚玉—蓝宝石内
部结构，随机启发了古柏林
设计师与金匠创作了艺术品
《Blushing Wing》。莱奥纳

《Dial M for Slippers》与古柏林珠
宝杰出作品《Blushing Wing》将会
共同参加日内瓦艺术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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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德玛刚玉—蓝宝石内部精细结构
的照片将作为米莉安·劳拉·莱昂
纳蒂十六部作品的装饰。

蒂成功将所产生的图像元素
移植到拖鞋的剪裁片段中。“
对我来说，镶嵌图如同数字
代码一般”，当女艺术家提到
她的灵感时说道。“我希望将
代码尽可能多的分配到拖鞋
上，从而利用其他裁剪片
段，产生单件而不是系列产
品，无论理论上有多少件。”
这就是她所喜爱的与矛
盾共舞：并非创作如同古柏
50

每双拖鞋都展
示了一张照片
的片段。

林《Blushing Wing》般出众
的单件作品，而是创造一整
套系列，但也是由不折不扣
的单件作品组合而成的。并
非金银、钻石与宝石，取而
代之的是利用柔软顺滑的皮
革。她将皮草柔顺的光泽与
首饰闪耀的光芒相对比。她
用拖鞋代表私密的安宁与舒
适，取代珠宝所折射出的奢
华感与公开展示性。

此外：相较于蓝宝石将
其夹杂质隐藏于内部，只有
放在显微镜下才能观测到，
莱昂纳蒂则反行其道，用拖
鞋展现外在，让人印象深
刻。正如珠宝多装饰在头部
或手腕处，而拖鞋的作用是
装饰脚部。“从而实现目光的
延伸，这并不有损于艺术鉴
赏者”，米莉安·劳拉·莱昂
纳蒂称道。

该作品采用最
精细与细微的
创作方式。

她甚至很早就接触与开
始学习制鞋，曾在“瑞士伯尔
尼州的布里恩茨接受过短
期、但有认证资质的制鞋培
训”，制鞋是一项如金匠般传
统的手工职业。《Dial M for
Slippers》作品中的全套拖鞋
就是由她亲手缝制而成的，
采用最为精细与细微的手工
工艺，这与金匠工作并无本
质不同。

她的作品标签也反映出
多样波普文化的印记，有着
莱昂纳蒂式微妙的自嘲特
色。一方面让人回想起1954
年希区柯克经典作品《Dial
M for Murder》（《电话谋
杀案》），另一方面与安
迪·沃荷1955年创作的红色
皮带高跟鞋设计草稿《钻石
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除了勾画出15幅其他设计草

图外，当时沃荷在I.Miller鞋
业公司担任插画师，并在那
时起与希区柯克的电影作品
建立了直接联系。《Dial M
for Slippers》借鉴了沃荷的
作品，通过16双自制拖鞋而
成。其中片名中的 “M” 就取
自艺术家名的首字母——
”Miriam”（“米莉安”）。
米莉安·劳拉·莱昂纳
蒂的作品一贯富含影射性与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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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性元素，现收藏于玛丽
亚 玻恩海姆画廊（苏黎世）
。人们无法界定她的艺术流
派，可以说：莱昂纳蒂不被
任何流派所限制。正如取材
于卢浮宫内陈设的雕塑、拼
贴画、电影与油画，她的作
品通常与其他艺术家合作产
生。她所缝制的印花拖鞋已
经成为另外一种艺术与表现
形式。
52

更多备受关注的
艺术跨界合作将
于日内瓦艺术博
览会亮相。

她从2012年起定居与工
作在苏黎世，1985年生于德国
巴登符腾堡州的勒拉赫，与
瑞士边界相距不远。她在巴
黎学习摄影，随后来到苏黎
世就读于苏黎世艺术高等院
校。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顺利取得美术硕士学位。她
还曾在罗马生活和工作过，
那年夏天她受纽约瑞士学院
邀请前往纽约考察学习。

成功的合作：拉斐尔·古柏林与玛丽亚·玻
恩海姆女收藏家、米莉安·劳拉·莱昂纳、
日内瓦艺术博览会经理托马斯·胡格与珠宝
副总裁（右侧）将参加展会。

《Dial M for Slippers》
是莱昂纳蒂参展日内瓦艺术
博览会的第二部作品。早在
2015年她就参加了圣加仑艺
术院特别展览，并在展会上
与其他两名艺术家一同引起
了圈内的关注。她与古柏林
之间的合作为其作品拓宽了
广阔的展览空间。
此外，她的作品曾经与现
在在全球各地展览：包括个

图片：玛丽亚·玻恩海姆画廊

米莉安·劳拉·
莱昂纳蒂善于在
作品中运用符号
与象征意义。

人与群组展览，例如阿吉雷
画廊（墨西哥城）、贝拉美
艺术馆（洛杉矶）、弗里堡
艺术馆（弗里堡）、格拉鲁
斯艺术馆（瑞士格拉鲁斯）
、玛丽亚·玻恩海姆画廊（
苏黎世）、阿斯楚普现代艺
术博物馆（奥斯陆）、纽约
瑞士学院（纽约）、普利茅
斯·洛克艺术馆（苏黎世）
与Marbriers 4（日内瓦）。

下图：《Dial M
for Slippers》系
列作品十六部
中的两部。

日内瓦艺 术 博览会上的古 柏林
为期四天的精美绝伦的日内瓦艺术博览会自2011年起
首次举办，自此被一直认为是“艺术的沙龙”。展会上
将为知名收藏夹与艺术爱好者提供包括豪森&威尔
斯、佩斯、皮特·克里希曼与列维·戈洛维在内的精
选本地与国际化画家作品的论坛。展览作品限制在100
件，以此保证活跃、紧密的展览氛围。古柏林珠宝是
2020年日内瓦艺术博览会的官方合作伙伴，此次展会
将会展出一系列与米丽亚姆·劳拉·莱昂纳迪合作的
艺术作品。 古柏林珠宝与米丽亚姆·劳拉·莱昂纳迪
合作的艺术作品已在日内瓦艺术博览会商期间展出。
展会设计与出现展会均属于艺术合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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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的 转 变 过 程

图片：Anne Combaz (1), Frédérique Massabuau (1)；文本：Kyra Brenzinger

最富盛名的巴黎羽饰工匠“羽饰坊”总是能够通过高级时装走秀让客户
与国际媒体产生极大的热情。羽毛制作是一项古老的手工工艺，感谢
香奈儿品牌旗下的羽饰坊将传统手艺保留至今。

佩戴羽毛装饰品是优雅
的体现，其历史可追溯到最
早文明时代——巴西与印第
安民族经常佩戴羽毛饰品举
办宗教仪式。西方最早于十
三世纪首次出现对羽毛的需
求，制帽工匠开始使用孔雀
羽毛制作帽子。直到十五世
纪才最终分化成独立职业：
即所谓的羽饰工匠或“羽毛
商”。羽毛可以制作成各式各
样的头戴物，例如羽饰、帽
子、贝雷帽、冠毛......佩戴羽
饰的主要是男士，尤其是显
贵的男主人，为的是突显男
性的社会地位。利用鸵鸟羽
毛制作帽子显得有点夸张，
法兰西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
在凡尔赛宫的著名肖像画《
手持玫瑰图》（1783 年由伊
丽莎白·维杰·勒布伦绘
制）可以看出她对硕大鸵鸟
羽帽的喜爱。玛丽•安托瓦内
特皇后使三枚鸵鸟羽毛装饰
而成的帽子称成为贵妇之间

的争相追捧的时尚潮流，此
潮流一直持续至法国大革
命。 到了法国“美好时代”时
期 (1871-1914 年) 新一轮异域
风情羽毛的时尚再次出现，
仅巴黎就有整整 300 名羽饰
商。羽饰坊也是在 1880 年由
帕尔雷·科耶特（雷玛利的
丈夫）创立。制帽匠为女客
户研究羽毛制帽的手艺，当
然他们也为小型歌舞剧表演
制作鸵鸟羽毛披肩服饰，这
在巴黎大街非常流行。自
1930
年起羽毛时尚日渐衰
落，人们更乐意戴简单的帽
子。
公司创办人的外孙安德
雷·雷玛利在 1946 年接受了
家族企业，计划在公司内开
展其他业务。他向大型时装
公司展示了羽饰样品，在公
司经营业务内增加了织物花
的制造，作为公司第二个业
务支撑点，并保持至今。公
司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Christelle Kocher
羽饰坊创意总监

左图：构建梦想的原材料：
羽饰坊的羽饰品 。

M A S T E R S INSPIRATION

“我不希望重新复制怀旧题材，让人回想起羽毛艺
术，而是传达一个信息，羽毛是一种现代的、可持
续发展的材料。”

图片：Anne Combaz (4), Chanel (1)

Christelle Kocher
羽饰坊创意总监

56

左图：每种羽毛在羽饰坊
都对应特殊的技术与工
艺，需要采用不同手段进
行加工、切割与剪裁，并
缝制在成品上。
左下图：各种羽毛组合 。
右下图：2019 至 2020 年
艺术大师系列丝网印刷
Logo 的白色羽绒裙。

首次与加百利·香奈儿合
作，受其委托制造象征香奈
儿的代表的饰品花：山茶
花。
在八十年代时尚界经历
了铺张奢华的时代，羽饰品
又重新复兴起来。让人很容
易联想到法国蒂埃里·穆勒
代表性的作品与他盛装羽饰
的女郎们。到了九十年代约
翰·加利亚诺首次想到复兴“
法国美好时代” 佩戴夸张羽
帽的美丽妇人。 年轻的珍
妮·高提尔对其进行现代改
造，英国设计师亚历山大·
麦昆对此非常喜欢。
1996 年香奈儿收购了羽
饰坊，终于将这家合作八十
年的高级时装供应商纳入集
团中，以便将羽饰坊归为百
年“法国制造”计划的部分之
一。除了兼并羽饰坊外，香
奈儿逐步收购了顶级刺绣工
坊 LeSage、Montex、制鞋工
坊 Massaro 与制帽与装饰物
工坊、 Michel 工坊、专注制
造折裥织物的 Lognon 工
坊、高定工坊 Flou Paloma
（专长制造柔软布织物）、
金匠工坊 Goossens......
克里斯特尔·科彻在十
年前就开始担任羽饰坊的创
意总监， 她成功诠释了香奈
儿的内在涵义，并且富有远
见的将巴黎最后一代羽毛商
的专业技能保留下来。“当我
来到羽饰坊，工坊内员工不
超过 18 个人。目前工坊内共
有 80 名员工，并且还在接收
掌握技术与功能工艺的学
徒。同时，我们也与巴黎众
多院校以及伦敦圣马丁艺术
高等院校展开合作。”(例外:
......伦敦圣马丁艺术高等院校

也正是克里斯特尔·科彻毕
业的学校。）
目前羽毛使用受到更加
严格的管控，只有来源于具
有合法资质、受到严格管控
的家禽（非野禽）上的羽毛
才能使用。这样公鸡、鹅、
鸭、鸽子、雉鸡或鸵鸟的羽
毛就可以制成精美的装饰物
或华美服饰。每种羽毛都对
应特殊的技术与工艺，需要
采用不同手段进行加工、切
割与剪裁，并缝制在成品
上。“鸵鸟羽毛更轻更灵动，
鸭绒更富有光泽，材质较
硬，工匠裁剪更容易；鸽毛
相对比较简单处理，有着如
油漆般的光泽。”
当克里斯特尔·科彻来
到羽饰坊时，公司还没有任
何知名的主打产品。她凭借
着对当代艺术的热情带来了
全新的创新视角。“我不希望
重新复制怀旧题材，让人回
想起羽毛艺术，而是传达一
个信息，羽毛是一种现代
的、可持续发展的材料。通
过调查研究与创新，我们可
以使羽毛的使用更加现代
化，例如利用丝网印刷技
术，正如人们在香奈儿最近
一期高级服装发布会（2020
年春夏季）上看到的，将丝
网印刷的 Logo 印制在白色
羽毛短裙的整片区域。借助
激光切割我们可以创造真正
顶尖的产品，或者可以将图
片印在服装上。”
克里斯特尔·科彻向我
们介绍道，卡尔·拉格斐热
爱羽毛，甚至在家中布置羽
毛裱框作品，正如黑与白时
装发布会上模特所展示的鸭
绒与雉鸡羽毛服饰。该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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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饰坊除了羽毛
工坊外还以制花
工艺著称。

裱框作品尺寸为 15 x 20 厘
米，耗费 40 小时工时。她投
入了大量时间在正装或定制
服装装饰物方面，包括帽
子、手包、女鞋以及珠宝饰
品。品牌所有产品均为量身
定制，因此每个时装品牌都
具有独立的个性。“我下属有
五个独立的创意组，负责提
供不同制造工艺的打样。我
们将不同打样产品展示给不
同的品牌与时尚公司，这些
公司向我们定制采用特定技
术与独立色彩组合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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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饰坊同时也以制作装饰
花著称：山茶花、大丽菊、
芍药花、康乃馨、银莲花、
罂粟花、郁金香、蓝黄以及
玫瑰，经艺术家专业之手，
将羽毛与透明硬纱、平纹细
布、细纱布、皮革或天鹅绒
混合制成成品。“我们工坊尝
试采用多种手工工艺：针对
不同客户选用羽毛、花朵或
者针线活儿制成的样品、镶
边、精细宽松式女士衬衫以
及与羽毛工坊 Lognon 及香
奈儿合作开发褶皱工艺。”

在人们对香奈儿每年高定
时装展的焦急等待中，所有
羽毛制作工艺又重获新生，
继原创意总监卡尔·拉格费
尔德于去年二月离世后由维
珍妮·维亚德接手香奈儿的
创意设计工作。2019 年 12 月
在高定时装界的经典舞
台——巴黎大皇宫发布 Métiers d’Art 艺术大师高级工坊
系列。为了表达对香奈儿旗
下 33 间高级工坊卓越工作的
敬意，发布会上众多模特身
着华服汇聚T台之上。
明年秋季众多工坊将会聚
集在香奈儿新建的总部大
厦，位于巴黎北部的奥贝维
埃区，能够容纳 5000 名员工
及所有高级工坊。香奈儿为
此次总部建设项目聘请了法
国建筑设计师鲁迪·鲁乔
蒂，鲁迪长期以善用创新技
术享誉业界，另外新建总部
虽然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但是却能让人联想到织布的
柔美线条。项目被称为
19M，“M”代表“Main, Mode
et Métier”（手、时尚与手工
艺），“19”代表巴黎兰德城
市行政大区19区。“19M 同时
也是一座工坊，是呈现巴黎
传统手工艺的展示窗，一个
罗马广场、一个 1200 平米交
流与对话的生活区。我们的
任务是将人作为 19M 项目的
中心”，香奈儿时尚与香奈儿
集团总裁布鲁诺·帕夫洛夫
斯基介绍道。项目建成后，
不但巩固香奈儿的品牌地
位，更奠定巴黎在时尚界的
地位，来自全世界的曼妙女
性身穿时尚设计师与羽毛商
所设计的时尚服装汇聚在
此。

图片：Anne Combaz (3), Chan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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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奈儿高定服装
中融合了多间专业
工坊的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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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誉即货币》
伊迪格姆一年前起开始在苏黎世开店经
营——买卖与鉴定珠宝与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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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最近，伊迪格姆
作为交易商与珠宝商的名声
才在专业圈子内打响。利马
特河滨河路62号，苏黎世城
区的中心，古柏林子公司在
去年一月才开始面向大众营
业：伊迪格姆第一家门店开
张营业。珠宝爱好者在这条
繁华街区内有众多高档复古
珠宝门店可选择光顾，包括
卡地亚、宝格丽、梵克雅

宝、法贝奇及其他久负盛名
的知名品牌。“门店帮助我们
以及终端客户相互了解”，经
理杰瑞斯·沃尔瑟特说道。“
同时，我们还为核心业务
创造了直接的协调中心：首
饰、腕表与宝石的买卖。当
然，同时也提供单品的价格
评估。” 珠宝继承者希望了
解其价值，或者希望变卖老
的珠宝从而为购买新品腾出
空间，伊迪格姆是正确的选
择，门店收集特定时期或品
牌的首饰，或者特殊手艺制
成的珠宝，又或是寻找特殊
切割的罕见宝石。
伊迪格姆于1982年
创立，归属于古柏林旗
下，除了买卖业务外还
经营首饰与宝石的鉴定与
估值服务。公司名称取自
著名宝石学家爱德华·约
瑟夫·古柏林的首字母
(《Edi》)
与英语的“宝石”
(《gem》) 的结合。正如古
柏林精品店中所提供的宝石
鉴定服务一样，伊迪格姆店
内也提供相同的鉴定服务。“
为了保证客观性，我们始终
保持经济与法律的独立性”，
杰瑞斯·沃尔瑟特解释道，
他从25岁开始就在古柏林工
作，自2003年起加入伊迪格
姆。“与此同时，我们不但拥
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距离优
势，而且还能获取古柏林在
全行业内无以伦比的资源。
在出现疑问的情况下随时可
以向古柏林宝石鉴定实验室
寻求咨询与帮助，例如借用
古柏林珠宝拥有的镶嵌装置
或专家黄金锻造车间等，我
们在同一所建筑内办公。”

影响首饰的价值
如何介绍首饰购买或鉴
定的流程？其中又有哪些因
素须要考虑？如何“客观”的
评估首饰的价值？最终是否
能让观察者或所有者满意？“
原则上，我们仅对可实物接
触的物品进行评估”，经理杰
瑞斯·沃尔瑟特补充道。“仅
通过图片或文字描述是远远
不够的。”客户可预约时间，
携带待沽饰物直接到伊迪格
姆店内，也可通过邮寄或委
托专业人员送至任意一家古
柏林精品店。“收到饰物后，
我们会对饰物做保证/投保”
，经理杰瑞斯·沃尔瑟特说
道。“根据我们无数次委托服
务的经验，我们更偏向于希
望客户直接到店咨询。”
因为只有“真切”的考
察饰物，考量饰物制造所使
用的宝石材质、宝石的重
量、颜色与纯度，才能断定
切割工艺的质量以及首饰件
整体的加工处理方式。一件
手工锻造金首饰是否属于高
档次？或者是否存在明显的
加工失误？甚至是否属于原
厂——或者曾经是否修理过?
“我们可以通过对应标
准来确定材料价值与预估加
工成本，明确饰物的投保价
值与重置价值”，杰瑞斯·沃
尔瑟特说道。这里的价值指
的是按照当前价格水平从珠
宝商处新购置相同饰物的成
本。客户可按照需求从伊迪

在利马特河滨河路苏黎世
店采访伊迪格姆的杰瑞
斯·沃尔瑟特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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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宝石白金耳
夹，镶嵌两枚
原生未打磨红
宝石（总重
2.54 克拉）以
及三边环绕
102 枚碎钻
（总重 6.00 克
拉）；缅甸原
产未打磨红宝
石（2.73 克
拉）玫瑰钻铂
金戒指。

1960 年产双架
胸针，镶嵌
188 枚钻石
（总重 12.00 克
拉）。

为了评估饰物价值与估测
市场价值须要长年积累
的能力与经验以及对高档
饰物独到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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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姆专家处获得其他服务：
例如，在具备足够销售时间
以及有意者询价的前提条件
下提供交易价格建议，即材
料价值与附加值之和。清算
价值与之不同的是：清算价
值指的当所有者迫切希望立
刻售出饰物时饰物的纯粹材
料价值。而继承价值则指的
是虽然具备销售时间，但所
有者希望在短期内按照交易
价格正常售出的价格。“评
估价值始终只能是一个近似
值”，杰瑞斯·沃尔瑟特强调
道。“我们以所掌握信息为基
础、尽可能客观与独立的做
出价格判断，相关卷宗与信
息完全透明。”那么，当前
任所有者是有声望之人或饰
物具有特殊历史意义时，价
格评估又会是怎样的呢？此
类珠宝在拍卖中通常几乎无
法拍至其真实价值。“前任持
有者的证明材料必须是完备
的、无懈可击的。即使是这
种情况下也无法可靠评估其
价格”，杰瑞斯·沃尔瑟特说
道。
可靠评估饰物价值与
估算市场价格须要常年培养
而成的能力、经验以及对高
档饰物的独到“眼光”。正因
如此，所有伊迪格姆员工都
经过宝石鉴定师培训，或者
是持有英国宝石协会颁发的
FGA证书认证，或者是获
取美国宝石学院 (GIA) 的宝
石鉴定师毕业证 (G.G)、再
或是拥有欧洲宝石教育协会
(FEEG) 颁发的认证文凭。
首饰与宝石交易作为伊
迪格姆的主营业务，要求其
必须拥有专业的知识、交流

珠宝项链，镶嵌 13 枚哥伦比亚祖母绿宝石（总重 25
克拉）与 357 枚精美切割的钻石（总重 53.5 克拉）。

能力与网络资源：“我们的客
户来自全球，我们在全球挑
选首饰与宝石。来自客户与
合作伙伴的信任、诚信与严
谨是我们通行世界的货币。
对于我们至关重要的是：圈
内人知晓我们，了解我们搜
寻什么样的饰物与提供什么
样的服务。建立与维护关
系，占据我们工作的很大一
部分”，杰瑞斯·沃尔瑟特在
解释专家工作时指出道。这
就是我们每年派遣队伍参加
五至六次大型首饰与宝石展
会以及在瑞士宝石协会讨论
会上担任常务专题报告人的
原因，前者可以与全球贸易
商建立沟通，后者可分享与
传播行业知识。
目前，哪些饰物备受欢
迎、频繁受到询价？“美丽夺
目的大饰物始终备受欢迎”
，杰瑞斯·沃尔瑟特说道。“
首饰卖家始终追寻独一无二
的、从未有其他人佩戴过的
首饰。”除此之外，对单粒宝
石饰物等经典的需求从未间
断。“有色宝石也同样备受追

捧——较比钻石，市场相对
狭窄。”当然，品牌也很重
要。对大厂与知名珠宝品牌
饰品的需求——以及价格都
很高。那么，伊迪格姆专家
在选购饰品方面的优势有哪
些？“我们搜寻的标准并非尺
寸，而是品质”，杰瑞斯·
沃尔瑟特在谈论选购标准时
概括道。其中包括具有特殊
颜色的宝石、特殊设计与独
特的加工处理工艺。首饰必
须具有独到之处，且立于无
可挑剔的加工品质——伊迪
格姆与古柏林对此具有同样
的要求。“因此，我们非常挑
剔，仅从供应饰物中挑选部
分选购。同时我们还通过与
古柏林母集团的关系提供罕
见与紧俏的饰物，确保我们
与客户之间的紧密联系。”
个人品味最终占多大
作用？杰瑞斯·沃尔瑟特笑
道：“自然是客户喜好最为关
键，我的品味以及公司的都
不重要。但从经验来说：自
身认可的，销售起来也会更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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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古柏林举办与参与的难忘事件

奥萝拉系列登场
古柏林珠宝与新老客户以及时装模特辛迪•
埃利菲（图左）和珠宝首饰博主卡特琳娜•皮埃茨
（图右）共同庆祝珠宝首饰系列“奥萝拉”的新款发
布。庆祝活动已在 2019 年 10 月 24 日苏黎世晚间以
鸡尾酒会及会后晚宴的形式举办。苏黎世芭蕾舞团
独舞者韩海燕将以舞蹈艺术的形式展示经“出水之
莲”系列的戒指饰品。

古 柏 林卢塞 恩交 响 乐 舞 会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共有约 260 名交谊舞爱好者与商界、政界与文化界名流受邀参加第二
届古柏林卢塞恩交响乐舞会，活动旨在支持卢塞恩交响乐团音乐青年资助计划。舞会最终筹集
到 72000 瑞士法郎的赞助款。来自西班牙的 16 岁小提琴手玛丽亚•杜埃纳斯（图片右侧）的登场
点燃了当晚音乐活动的高潮。此外，参加舞会的还有妮娜•布里、辛迪•埃利菲（图下）、拉提塔•
瓜里诺与克里福德•丽内。此次慈善义卖活动的重头戏是一枚古柏林珠宝“绮丽飞羽”系列的帕
帕拉恰蓝宝石戒指，价值约为 20000 瑞士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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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德鲁特斯皇宫酒店展出
古柏林珠宝将于 2020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9 日期间在瑞士圣
莫里茨镇中心的拜德鲁特斯皇宫酒
店的“圣母玛丽亚厅”举办关于“奥
萝拉”系列产品与部分独特首饰件
的展览。参观者在展览期间可获得
参加宝石介绍小型研讨会的资格，
在历史悠久的展厅内畅饮鸡尾酒与
学术讨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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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存 信息

订 阅我们

未来几个月内您预计将有什么样的灵感启发？

展览
2020 年 5 月 10 日至 8 月 30 日
莫奈、塞尚、梵高....
埃米尔·贝勒收藏的大师之作
马西·卢加诺
2020 年 6 月 2 日至 9 月 10 日
日内瓦双年展：雕塑花园
日内瓦艺术博览会

古 柏 林 宝 石学 院

2020 年 9 月 3 日至 10 月 31 日
邱世华
卢塞恩麦勒画廊

艺 术展览

2020 年 9 月 17 日至 20 日
巴塞尔艺术展
巴塞尔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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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6月3号 - 4号
6月8号 - 9号
6月16号 - 17号
6月17号 - 18号
6月18号 - 24号
6月22号 - 26 号
7月3号 - 4号
7月6号 - 10号
7月6号 - 10号
7月20号 - 24号
7月30号 - 31号
9月16号 - 17号
9月21号 - 25号
10月5号 - 9号
10月21号 - 22号
10月26号 - 30号
11月2号 - 6号
11月11号 - 12
11月16号 - 20号

水平
初级课程
初级课程
初级课程
初级课程
中级课程
中级课程
初级课程
中级课程
高级课程
高级课程
初级课程
初级课程
中级课程
中级课程
初级课程
中级课程
高级课程
号初级课程
中级课程

语言
德语
普通话
英语
英语
英语
英语
普通话
普通话
英语
普通话
英语
英语
英语
英语
德语
德语
英语
英语
英语

地点
卢塞恩
北京
香港
卢塞恩
香港
卢塞恩
上海
上海
香港
香港
香港
卢塞恩
卢塞恩
卢塞恩
卢塞恩
卢塞恩
卢塞恩
卢塞恩
卢塞恩

www.gubelin-academy.com

图片：Galerie Urs Meile (1), Art Basel (1)

即将开始的宝石学院课程

@GUBELIN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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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迎光临
古柏林

苏黎世
自从1932年开业以来，这家身
处高端设计师品牌、 酒店和画廊之间
的精品店便在城市中心的班霍夫大街
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除了古柏林珠
宝，精品店中还拥有百达翡丽、卡地
亚、香奈儿、芝柏、格拉苏蒂原创、
万国沙夫豪森、积家、万宝龙、帕玛
强尼和真力时等腕表品牌。
Jeannine Matthys,
Boutique Director
Bahnhofstrasse 36, 8001 Zurich
Tel. +41 44 387 52 20
gubelin.zuerich@gubelin.com

卢塞恩—施威霍夫酒店码头

日内瓦

位于Hotel d’Angleterre酒店的旧
址，这里曾是古柏林最早的精品
店，1903年开业以满足已经兴起50年
的腕表业务。精品店在典雅和轻松的
环境中陈列着30多个著名的外表品
牌，包括迪奥和芝柏等等。

1944年开业的这家精品店位于
日内瓦最顶级的购物街隆和大街（Rue
du Rhône），两侧林立着19世纪的房
屋。除了最新进驻的芝柏表，还有古
柏林珠宝、名士、百年灵、宝格丽、
瑞宝、昆仑、格拉苏蒂原创、万国沙
夫豪森、万宝龙、帕玛强尼、罗杰杜
彼、豪雅和真力时等腕表品牌。
Eric Mayer
Boutique Manager
60, Rue du Rhône, 1204 Geneva
Tel. +41 22 365 53 80
gubelin.geneve@gubelin.com

Roland Imboden
Director Retail Stores Lucerne
Schweizerhofquai 1, 6004 Lucerne
Tel. +41 41 417 00 10
gubelin.luzern@gubel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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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塞恩—天鹅广场

巴塞尔

古柏林位于卢塞恩—天鹅广场
（Schwanenplatz）的精品店距离城中
的景点卡佩尔廊桥和水塔仅有几步之
遥。如今是古柏林珠宝的所在地，也
有百达翡丽等精选的尊贵表款。

古柏林巴塞尔精品店开业于1972
年，位于城中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其
中有古柏林珠宝，以及百达翡丽、积
家、万宝龙、帕玛强尼、伯爵、豪雅
和真力时等品牌。

Adrian Kunz
Boutique Manager
Schwanenplatz, 6004 Lucerne
Tel. +41 41 417 00 10
gubelin.luzern@gubelin.com

Martin Handschin
Boutique Director
Freie Strasse 27, 4001 Basel
Tel. +41 61 307 56 20
gubelin.basel@gubel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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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加诺
这家精品店位于卡洛·巴塔利
尼广场(Piazza Carlo Battaglini)一座20
世纪早期的尊贵宫殿 中。商品丰富，
包括古柏林珠宝、百达翡丽、百年
灵、宝格丽、积家、万宝龙、 帕玛强
尼、罗杰杜彼、豪雅、雅典表和真力
时等。

“我们非常 重 视 能力”

Roberto Rota
Boutique Manager
Via Nassa 27, 6900 Lugano
Tel. +41 91 850 54 80
gubelin.lugano@gubelin.com

圣莫 里茨
这家精品店最早于1931年在Surselva House酒店开业，如今位于巴德
吕特宫酒店（Badrutt’s Palace Hotel）
之内。在恩加丁的瑞士南部阿尔卑斯
地区为我们呈现了古柏林珠宝、百达
翡丽等品牌。

谭雅•海格琳是古柏林珠宝
人力资源的高级总监。她在采访
中谈及到古柏林珠宝对求职者的
吸引力。

Joerg U. Fehrmann
Boutique Manager
Palace Galerie, Via Serlas 29
7500 St. Moritz
Tel. +41 81 837 58 70
gubelin.st.moritz@gubelin.com

香港
自2013年以来，古柏林私人沙
龙便迎来了很多资深人士。位于同一
座建筑中的古柏林珠宝学院也迎来了5
周年庆典，通过课程的形式向专业人
士、收藏家和珠宝爱好者分享珠宝学
知识。
Reno Chan
Boutique Manager
Gübelin Private Salon
Room 3405-3406, Gloucester Tower
The Landmark, 15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Tel. +852 2264 6898
gubelin.hongkong@gubel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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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格琳女士，请问古柏林珠
宝所在地卢塞恩市对求职者具有
哪些吸引力？
谭雅•海格琳：对吸引专业
技能人才来说，卢塞恩肯定是一个
加分项。除了在瑞士，古柏林珠宝
还在中国香港与美国纽约设立分支
机构。更重要的是，古柏林珠宝是
一家传承六代的家族企业，在国际
上有着出色的声誉，代表着独特的
价值感。这也是众多求职者与合作
伙伴乐于加入我们、与我们建立合
作的主要原因。
您所提到的价值观/价值，
指的又是什么？
我们在工作过程中秉承“深

受启发”的公司理念。理念核心
将美感、知识与手工技艺完美融
合。我们是一群对宝石充满热情
的大家庭。产品创意与启发均来
源于自然。此外，我们非常重视
能力，即对从事领域基础与深入
性知识的认可。同时，我们也乐
意将这些宝贵知识与同仁及客户
分享。我们诚实可靠：对于产品
与其用料的真实性、以及对待客
户的态度与建议，我们保持一颗
诚实的心。只有如此才能建立信
任，这是珠宝行业必不可少的品
质与承诺。
请问，你们是如何在内部实
现知识分享与传播的呢？
首先，我们非常重视职业培
训，力争在各个领域成为先锋，
此外我们机遇与挑战保持乐观的
态度。古柏林珠宝与宝石鉴定实
验室始终坚持研发，我们已经与

卢塞恩高等院校及苏黎世联邦工
学院展开合作。为了促进信息沟
通与内部知识交流，我们有针对
性的展开午餐学习交流活动，同
时建立了电子学习解决方案平
台，提供专属古柏林宝石学院培
训教育课程。
古柏林珠宝提供哪些职位？
古柏林珠宝内设有无数专
业领域：从宝石研究员到珠宝设
计师、金匠、宝石镶嵌师与钟表
匠、再到市场营销专员、视觉销
售策划及其他服务岗位。在古
柏林珠宝工作是非常令人兴奋
的——公司支持与提供各岗位人
才的职业发展路径。
古柏林珠宝的国际化程度有
多高？
非常高。我们的员工来自全
球 33 个国家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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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下一期向您介绍古柏林珠宝的新产品线。受娇
艳花朵上垂垂欲滴的闪耀露珠启发，“奥萝拉”系列即
将面向世界闪亮登场。在公司“深度启发”的思想理念
指导下，我们将以花朵设计为基础，与知名高定女装

品牌合作重塑宝石内在价值。目前已与两家富有创意
精神与创新能力的瑞士家族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您将
在本年度新款秋冬季系列中领略到富有多样化的主题
精品。

gubelin.com
*same day personal delivery within Switzerland for selected products over 5000 CHF, if ordered before 10 a.m.

it ΄s all about seconds
SELF-WINDING MANUFACTURE MOVEMENT
HIGHLY RESISTANT CERAMIC WATCH. SWISS MADE. 5-YEAR WARRAN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