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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好礼第二波
母亲节过去了，对妈妈的爱却永
不逝去。 即便错过了这个特殊的日
子 ，你 仍 然 可 以 用 美 好 的 礼 物 、真 诚
的 心 意 、温 柔 的 关 爱 ，为 妈 妈 送 上 一 份 祝
福。 近在咫尺的“520 ”纪念日，你有没有给
爱人准备一份匠心独具的礼物？ 这个 5
月，礼物是渠道，情意才是主题！

“欢 2”的火热开播，让
剧中人物命运和感情走向
都成为观众跟进讨论的焦
点。 作为一部不折不扣的
都市时尚剧，“欢 2” 细节
考究、贴近现实，就连种种
时尚细节也与剧情紧密关
联。 你注意到了吗？

感恩您对我的守护

《欢乐颂 2》中的时尚细节
■ 本报记者 张译丹

“五美”觅爱遇见顶级“帅锅”

赵医生曲筱绡公然“秀恩爱”

“曲妖精”的化妆台展览会

这一季， 安迪
遇到一个新人
设 ——
—最 配 她 的
“帅锅”， 而且这
个“帅锅”的出镜
率还挺高，尤其是
在安迪的厨房。 安
迪的厨房可是全剧最受欢迎的地方，这个
很有“烟火气”的空间里，留下了 5 个姑
娘们多少的欢声笑语和名言金句。
安迪虽然是不会做饭的生活白痴，可
是她却拥有五美中最漂亮的厨房，这看起
来似乎有些矛盾，却显示出生活有趣的一
面。 “帅锅”菲仕乐在《欢乐颂 2》里的重
要功能就是推动剧情发展。 上一季中安迪
就是个拼命三郎， 这一季则面临婚姻、育
儿等家庭问题， 生活白痴开始学习厨艺，
这个配角在助力安迪渐长厨艺的同时，也
温暖着她生活的一朝一夕。

在《欢
乐颂 2》中，
王凯饰演一
位优秀的医
生， 在生活
中风趣幽
默；灵气的
王子文则
饰演不按
理出牌的 曲 筱 绡 。 两 种 截 然 不 同 的 性
格，在《欢乐颂 2》将碰撞怎样的爱情火
花，他们又如何驾驭精彩纷呈的生活？
大气潇洒的 IWC 万国表大型飞行员腕
表和简洁干练的 IWC 万国表柏涛菲诺
自动腕表 37，见证了这一段甜蜜的爱情
攻势。
仔细看看他们的表盘、表带，分明是搭
配好的情侣腕表。 就这样公然秀恩爱，荧幕
前无数“单身狗”受到“一万点暴击”。

“曲妖精”在
《欢乐颂 2》中的
化妆台根本是女
孩们小时候的梦
想。满满的化妆台
和芭比娃娃，任谁
看了都会少女心
泛滥。化妆台上的
化妆品更是抓人眼球。 法国娇兰的小黑裙
唇膏不仅色号超美， 最关键的是包装也是
艺术品的级别。 经典的香奈儿可可小姐香
水不仅香味经典，包装大方，而且是一款绝
对不会出错的香水。 海蓝之谜的面霜曾经
出现在无数女明星的化妆台上， 不过曲筱
绡的这款是限量包装，又赢下一局。 雅诗兰
黛白金系列属于高端线， 每款产品除了包
装奢华，功效也是主打抗老滋润。
简直在“曲妖精”化妆台上开了化妆
品展览会。

明星

快报

江疏影
“花少 2”为何颜值逆天
《花儿与少年》
第三季正在热播，大
家在被“花少四美”
逆天颜值圈粉的同
时，也纷纷好奇为何
非洲归来后，江疏影
等女神依然拥有羡
煞旁人的好肌肤。难
道她们去了一个假
非洲？ 江疏影近日在微博上晒出了她的小
秘密，原来她有专属护肤秘籍——
—碧欧泉
“奇迹水”肌底精华露! 女神对这款肌肤
状况不稳定时候的救星极度依赖，在非洲
的时候连用了五瓶，怪不得回来后肌肤还
如此白皙、弹润、透亮。

裴淳华
低调华丽的知性美女
裴淳华拥有一个尊
重中国历史文化的家庭。
近日，她身着 BOTTEGA
VENETA 2017 秋冬女士
系列 Look32 黑色丝质
连衣裙及鳄鱼皮凉鞋出
席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电
影《HHHH》的首映礼。

家具展会 当传统文化遇见环保理念

新家装备家具产品， 有人中意传统 “风向标”。
据组委会介绍， 今年的展会将呈现
经典的实木家具， 有人希望能够让家人
安全，更有保障。 其实，实木家具也不失 “历代馆藏家具展”展示家具传承文化，
为让家居环境安全、健康、可靠的理想选 与中国家具协会共同举办 “智创家具
—中国实木家具智能制造大
择。 近日在天津大礼堂召开的中国国际 智享生活——
实木家具展览会新闻发布会暨环保政策 会”，举办北京国富纵横国际 AST 商学
解读会上， 组委会就表达了响应国家环 院实战大讲堂《打造千万级门店》以及
保政策的坚定态度。
叁赢国际吴建华主讲的《门店业绩增量
本月底， 由天津市家具行业协会 系统》等同期活动。
和中国国际实木家具展览会组委会主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的展会不
办的中国国际实木家具展览会将迎来 仅展示了家具文化的传承； 参展企业
第四届。 12 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600 也转变了固有的理念， 在参展展品的
余家展商将同场展示；同期召开的还有 设计生产和展会现场的搭建环节上也
木工机械、原辅材料展及首届实木定制 更加注重在环保、低碳理念上的转变。
家具博览会和首届红木家具品鉴会。 到 主办方坚决支持国家环保政策， 并积
时预计会有 12 万专业观众亲临现场， 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整改、宣传、
展 会 已 经 成 为 中 国 实 木 家 具 行 业 的 政策解读。

母爱寄托 着 永
恒的承诺，跨越时间
限制，守护着子女的
分分秒秒。 感恩母亲
每一份特殊的守护：
感谢母亲肯定子女的所有正确， 更感谢她否
定了子女的每一个错误； 感谢母亲阻止子女
的每一次贸然， 更感谢她鼓励子女的每一次
勇敢。 全球精心臻选的永恒印记永恒系列闪
耀钻饰，以“永恒”标志图案为主要轮廓，将
舐犊深情赋予精美的设计之中， 献礼每一位
伟大母亲。 优雅大气的吊坠项链，在最靠近心
脏的地方闪耀，令母子心脉永连。 闪耀动人光
芒的美钻耳饰，在发端灵动烨烁，抵抗岁月侵
蚀白头。 简洁经典的美钻戒指，在指间璀璨阻
挡年华流逝，感念母爱一生忱挚。

付出的爱从未改变
母亲，一个简单却无比温暖的词语，她可
能没有父亲般宽厚的肩膀为
我们遮风挡雨， 但却默默地
用无私的母爱呵护我们的一
生。 从襁褓中一直陪伴照顾
我们长大成人， 哪怕时光荏
苒头发斑白， 但付出的爱从
未曾改变。
帕玛强尼 Tonda 1950
Clarity 腕表的表盘以五种不同大小的圆形
钻石满镶装饰，每颗钻石的大小和位置都经
过一轮又一轮的草图设计与精密计算：最小
的钻石居中，稍大的紧随其后，而稍小的则
围绕时标分布， 呈现最完美和谐的视觉效
果。 钻石成为腕表设计的主角，为腕表的华
美风格再添一抹活力和惊艳。 正如每位母
亲，朴实无华的外表下有着对子女闪耀夺目
的无尽关爱。

“520”示爱艺术品

钻石是设计师的灵感源泉。 它一直启发
着当代创新设计，将专业技艺与丰沛情感相
融合。 Talisman 系列以天然原钻和抛光美
钻，展现自然宝藏的稀有珍贵，同时传达出
开创性的当代设计艺术。
为庆祝这个象征爱与幸运的特殊日子，
戴比尔斯钻石珠宝微信闪店独家推出玫瑰
金幸运手链，为你的心爱之人打造 520 完美
礼物。 你既可以直接购买手链，也可通过有
趣的互动游戏订制虚拟手链，与你的个性爱
语一同传递给爱人。

个性礼物风格隽永
宝齐莱雅丽嘉瑰丽腕表间金
款以女性的优美身段为灵感，端
庄大方的修腰长方形表壳造型，
熨贴的弧度及直线条纹配搭的恰
到好处，修长的轮廓，绽放别样的
腕间风情。 银色表盘中央则是略
深且阔的优雅条纹， 与双色精钢
表带上的简洁浅色直条连成一
线，增加独特的气质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