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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SNAPS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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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TON TRENDS
棉服当道
有型有款

如果你还跟随在冬季一定要羽绒的节奏，那
么离 OUT 也不远了。2015 的秋冬 SHOW 场
上早已把厚重的羽绒抛开，棉服已成为本季
最大流行趋势之一，不仅有型有款，更是告
别了臃肿的潮流时代！

PANTS FASHION
裤装来袭
最易凹造型

如果你问我什么单品在 2015 秋冬 SHOW 场
出镜率最高，那我一定毫不犹豫告诉你——
裤装！无论是超长喇叭裤还是高腰 7 分裤亦
或是简洁廓型瘦腿裤，无一例外地占领了
各大 T 台，凹造型也分分钟被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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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SNAPS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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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 & FUN
灵动皮草
趣味升级

皮草历经多年，再次承包了2015 秋冬 T 台，
有了皮草的加入，单一色彩被毛绒绒画面刷
屏，无论是视觉还是触感，Fashion 指数爆棚，
各大品牌也因为有皮草的点缀，Show 场变竞
技场。果然这个冬天要你好看！

URBAN NOMADIC
游牧都市
酷感时髦

继 Burberry 2014 年秋冬斗篷系列之后，游
牧都市时髦升级，无论是开拓者 Burberry
增强版的波西米亚风还是 Lanvin 的图腾都
市，彻彻底底掀起了一股游牧都市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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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yMax
Baymax 出街 干净利落
春风吹，战鼓擂，白色风暴强势来临！Baymax 系已悄然占领 2015 秋冬新风尚，如果认为穿身儿大白会让你在
视觉上显得臃肿，如果依然觉得黑、深灰、藏蓝是寒冷冬季的主色，快来刷新新意识，跟上潮流新节奏。选
择 BayMax 出街，穿对了不仅不臃肿，视觉显瘦不说，时尚范儿十足，你也可以做女神做达人！

GEOMETRIC PRINT
几何剪裁 花纹拼接
简约几何，拼的就是个性，而花纹的大胆运用更增添其神秘色彩，独特
的剪裁及廓型风格迥异，精致细节美到无可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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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hion Blockbuster时装大片

白色毛针织大衣 ONLY ¥299
白色衬衣 I'm David ¥498
牛仔七分高腰阔腿裤 Etam ¥399
浅灰色尖头高跟鞋
CAMELIO TOSCALINI 新品未定价
白色挎包 Roem 新品未定价
金属腰带 编辑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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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变时髦

M o d e r n

Fa s h i o n

谁说冬天的主色调是黑白灰？冬天依然可以引爆可以炫耀！
多种风格不同演绎，时髦升级，造型百变。
无论是职场风还是运动型，或是约会装，女神范儿，要的就是更 Fashion 更洋气！
分分钟凹出时髦感也不是不可以，这个冬季绝对要你好看！
编辑 & 造型 /CiCi 摄影 / 高进 模特 / 徐瑶瑶
化妆 / 付天娇、吴亚玲 发型 / Leo 服装提供 / 北京新世界百货

《 》Fashion Blockbuster时装大片

复古女人花
流苏的大热让这个冬天不再单
调，而散摆裙也不只是色彩的
专利。抛开繁琐搭配，枣红色
沉静优雅，流苏的点缀范儿多
出一丝俏皮感。印花裙装明艳
复古，勾勒出女性柔美曲线，
造型感十足。
枣红色流苏针织衫 Etam 新品未定价
复古印花散摆裙 VERO MODA ¥499
紫色尖头流苏高跟鞋
CAMELIO TOSCALINI 新品未定价
金属扣圆形皮包 GILLIVO 新品未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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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裙也 SO SHOW
很多姑娘在保守的冬季会选择长裙长裤出街，可能是觉得保暖性更好，其实短裙也 SO SHOW ！
如果怕冷，不如来一双长靴，不仅可以遮小腿，还能起到保暖效果，
干净的发型加一对儿大耳环，干练的同时又不失小女人的妩媚与优雅！
绿色连身皮裙套装 VERO MODA ¥799
卡其色鹿皮长筒靴 CAMELIO TOSCALINI 新品未定价
珍珠金属大耳环 编辑私物
五角星金属长项链 编辑私物

《 》Fashion Blockbuster时装大片

俏皮格纹
姑娘们要拒绝暗沉的冬天！黑白灰
看腻了，格纹大衣富有艺术气息，
是今冬大热单品。简单利落的线条，
精致、奢华、人性化的设计，充分
彰显了潇洒不羁的气场。
深灰格纹外套 broadcast: 播 ¥1980
白色风衣外套 Etam ¥849
灰色直筒西装长裤 VERO MODA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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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in 运动型
牛仔背带裙与毛衫相结合，休闲感十足。棒球外套的出现，运动造型感升级！
铆钉双肩包与棒球帽的完美结合，让整套 LOOK 眼前一亮，
脚踝处的长袜不仅修饰腿型，视觉上分分钟拉长腿，心机搭搭出时尚达人范儿！
黑色印花棒球外套 Mind Bridge ¥998
白色针织衫 broadcast: 播 ¥980
牛仔背带裙 Etam ¥449
黑色铆钉双肩包 GILLIVO 新品未定价
灰色棒球帽 编辑私物

《 》Trendy secret风尚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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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打造复古妆

今年秋冬似乎来的格外早一些，而春夏的清新已渐行渐远，轻松打造秋冬复古妆容其实
也没那么难，只要选对了彩妆品，再跟着专业化妆师为你详细讲解化妆步骤，相信你也
可以轻松化出属于自己的完美秋冬复古妆！

烟熏妆打造步骤

橘色派打造步骤

1

使 用 橘 红色 腮 红，
再在上下眼睑部分
加上珠光闪粉。

MAYBELLINE
美宝莲纽约
橘色眼影膏
大开电眼眼影盘
¥4680

1

使用酒红色眼
影色系，再在
上下 眼 睑 部 分加
上珠光闪粉。

MAX FACTOR X
蜜丝佛陀腮红 新品

2

打造这一妆容的关键点在于将
橘色眼线花在黑色眼线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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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酒红色眼
妆下 面化 上
黑 色 眼 线， 提
升眼神明亮度。

LANCOME
兰蔻
迷恋丝缎唇膏

HR
赫莲娜
神秘艳后睫毛膏

ESTEE LAUDER
雅诗兰黛
炫黑造型双头眼线液笔

shu uemura
植村秀
Yazbukey 系列
限量版
无色限哑光唇膏

4

彩色 唇 膏不 可
少，如果想要魅
惑感，红色是首选。

3

将睫毛夹翘后
让眼部 稍微 往
下垂一点，将睫毛
化得根根分明，增
加眼神明亮感觉。

SKINFOOD
小麦精华浓黑防水眼线笔
MAYBELLINE
美宝莲
橘色眼影膏

3

用橘色唇膏打底，再配上同色
唇彩用于提亮。

《 》Brand story品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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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花园中的植物猎奇

落，还有一颗树上挂满了吊牌，书写着它

整个护理过程非常享受，技师的手指从

的历史。
生于 1985 年，至今已经升级到

来没有离开过我的身体，舒缓又绵长。
来

探索的源泉，这一次，我们有幸造访了一

第 7 版，享誉全球 106 项国际权威大赏，

巴黎，
这里真的值得造访。

座很少对外开放的私家花园，花园里种

成为抗老修护经典之作，忽然，有人端上

植了将近 350 种植物，植物发现之旅从

蛋糕，在闪烁的花火中，在场媒体嘉宾共

这里开始。

同为黄金双瓶所获得成就喝彩庆生。

植物的力量一直是娇韵诗研究人员

见证神奇的
植物力量
常年做试用小白鼠的编辑在化妆台上摆着
保养品无数，但有一瓶挚爱常年存在——
娇韵诗的黄金双瓶。作为真爱粉，在它诞
生 30 周年的年份被邀请到法国去替它庆生，
也是绝对幸运和兴奋的。在这片浪漫之土，
与娇韵诗的大家庭共度了一段关于植物与
爱，美丽萌芽的美好旅程，见证了神奇的植
物力量。
编辑 / 李懿靓 文 /Lora 图片提供 / 娇韵诗

与娇韵诗掌门人的晚餐
然而此行最令人难忘的就是受娇韵
诗家族两位掌门人之邀，进入他们的私

花园很大也很神秘，我们几个编辑

在白色天堂里体验一场 SPA

人府邸，听他们一一细数品牌哲学，近距

早就听说娇韵诗在巴黎的 SPA 特

离感受他们享受生活但又健康低调的生

物都知道如何适应大自然更好的生长，

别值得一试，不仅仅因为手法，也是因

活方式。
两位娇韵诗先生都非常热爱生

我们的皮肤也是这样，这就是娇韵诗想

为环境太梦幻。
这次终于有机会亲自体

活，运动和美食，亲身示范教大家做地道

到从植物中获取能量令肌肤更美的根

验一把。
巴黎超五星皇家蒙索酒店内的

的法式料理，别出心裁的几道创意菜，用

本。
在这里，我第一次听说，娇韵诗研发

Spa My Blend by Clarins，
在设计大师菲

植物做的从壳到黄都能享用的鸡蛋，会

实验室每年都会开发 60 多种新原料，对

利普（Philippe Starck）的设计之下，水疗

融化的巧克力球，需要自己 DIY 完成的

250 多种植物进行分析，
比如说黄金双瓶

中心宛如一座飘渺非凡的白色天堂，有

甜品等都令大家耳目一新。Dr. Olivier

当中就有 20 种植物精萃，模拟皮脂膜水

时候恍惚觉得自己行走在云间。
水疗中

特别亲笔签名他所著《Doctor, I want to

油双分子，将水油双效精华合二为一，让

心的中央是独具设计感的 28 米长泳池，

be the fairest of them all!》一书，送给我

肌肤得到多方位“细胞级”修护。

自然光线洒向其中，沐浴在暖暖的阳光

们。Christian 先生回馈自然之心，精心

之下。
我们此次体验的是 1 个半小时由面

准备的 4 万株风信子种成太太模样的结

自然有一部分区域专属于“黄金双瓶”
，

部到身体，行云流水般的全套护肤疗程，

婚纪念礼物，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被大

硕大的模拟瓶身分散在园子里的各个角

其中也包括了黄金双瓶细胞修护疗程。

家口口相颂。

不停用手机记录这些叫不上名字的植物，
大自然其实是最古老的实验室，各种植

既然是给“黄金双瓶”庆生，
花园里

《 》Cover Story封面故事

broadcast: 播 浅蓝色长袖上衣 ¥769
broadcast: 播 灰色条纹休闲裤 ¥980
CAMELIO TOSCALINI 浅灰色尖头高跟鞋
House of Willow Vintage 复古戒指

Pure

Lady

19

刘萌萌

VERO MODA 白色高领毛衣 ¥549
Mind Bridge 黑色皮裤 ¥598
Mind Bridge 绿色印花针织衫外套 ¥1180
紫色流苏尖头踝靴 CAMELIO TOSCALINI 新品未定价
暗红色圆形斜跨包 GILLIVO 新品未定价
Vintage 大骨长项链 House of Willow 未定价

清纯佳人
随心随性

《爱情公寓》里的诺澜、
《历史永远铭记》中的苏菲……刘萌萌塑造的青春角色给观众心中
留下了靓丽的鲜明印象。在本次封面拍摄中，刘萌萌的每一个动作都将她青春随性的气
质展现地淋漓尽致，举手投足间带着新一代清纯女神的闪亮光芒 , 温柔优雅。而通过采
访我们发现，外表恬美的她，内心对于爱情勇于追求，对于时尚也有自己的标杆态度。不
拘小节的她大方可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清纯佳人”刘萌萌的随性世界吧！
编辑 & 造型 / 薛瑶、CiCi 摄影 / 高进 化妆 / 小超 服装提供 / 北京新世界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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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O MODA 深蓝色皮质夹克外套 ¥699
ONLY 牛仔背带裙套装 ¥649
Vintage 大骨长项链 House of Willow 新品未定价
宝石蓝尖头踝靴 CAMELIO TOSCALINI 新品未定价

关于事业
Q1 你主演《历史永远铭记》正在央一黄金
档热播，简单介绍一下剧中的角色吧。在这部
戏里面上演了一场跨国恋，和男主角演对手戏的
感觉如何？
A《历史永远铭记》确切的说是一部红色爱情史诗，它
讲述的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医生马海德和她的妻子
苏菲的故事。我在这部剧中扮演的就是苏菲。她是一个非常善良，
敢爱敢恨的女子。在那个年代选择和一位外国医生在一起是需要很大的勇
气，但是她非常欣赏和敬佩这位为中国革命无私奉献的外国医生，所以义无反顾地跟

21

他在一起。第一次和外国人演戏，在拍戏的过程中，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非常敬业，
每天高强度的拍摄时间，他还要记住大段大段的中国话，非常不容易。
Q2 最近在忙些什么工作？听说有一部戏《煮妇神探》新杀青，在里面演的是一个女侠客，
演动作戏对你来说是新的挑战吗？当时为什么会接下这部戏？
A 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挑战，其实从开始接触影视，我就很想尝试侠女的角色，因为我
本身学了十年的舞蹈，吊威亚或是打戏一般可以不需要替身，这次应该是如愿以偿，演
得非常过瘾。
Q3 《爱情公寓》里面的诺澜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是你最喜欢的角色吗？出演过这
么多影视剧，你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个？
A 我觉得不应该说是最喜欢，应该是最感谢，因为是诺澜这个角色让大家认识我，至
于说最喜欢的角色，我觉得每接一部戏，我们都要真真正正投入去了解和诠释，所以
每一次诠释新的角色，我都让自己感觉重新活了一次，其实演员这个职业最大的魅力也
是可以让我们尝试各种人生。
Q4 在作品中经常演爱情戏，可以分享一下生活中对感情的观点吗？更像是你演过的哪个
角色？
A 其实在感情观上，我和现在正在央视一套播出的《历史永远铭记》中的苏菲的感情
观还蛮一致的，就是要勇敢追求，既然爱了，要勇敢的告诉对方，就像苏菲一样，她和
马海德医生轰轰烈烈的爱情，让很多人羡慕，也在那个年代让很多人不解，但是苏菲却
义无反顾，因为她爱他。
Q5 你认为成为一名优秀的女演员，需要具备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A 除了敬业我觉得还是敬业吧。要对我们诠释的角色负责。要用我们的专业和我们对
人物的感知去诠释，用心诠释。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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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图 黑色金属扣流苏上衣 新品未定价
ONLY 迷彩包臀裙 ¥299

关于时尚
Q1 平时出席活动你会自己搭配吗？自己
比较喜欢的风格是什么？有没有特别喜欢
的品牌？
23

A 出席活动也会自己搭配的，大家看我出
席活动时候经常选择的风格是简洁，比
较女人，但其实我生活中更喜欢选择帅
气一些的服装搭配。
Q2 你觉得时尚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
什么，你会怎么理解时尚？
A 对于女人来说，时尚就是第二张脸，代
表着你的态度及让众人认知你的符号，
尤其在当下颜值风行的年代，时尚对于女
人来说尤为重要。我认为时尚是一种自我
的风格，不管潮流如何变化，唯有风格才
是你不变的 STYLE。
Q3 有什么保持身材或者保养的小秘诀吗，
给大家分享一下？
A 一定要多做运动，跑步也可以，游泳也
可以，而且多做运动还能让你保持心情
愉快。
Q4 平时是购物达人吗？请给读者推荐几个
你认为必备的时尚单品吧
Roem 浅色荷叶边衬衫 ¥398
MO&CO 黑色皮短裤 编辑私物
卡其色麂皮尖头长筒靴 CAMELIO TOSCALINI 新品未定价
复古大项链、黑色腰带 House of Willow 新品未定价

A 因为拍戏比较忙，所以一般我都是集
中购物，在我的衣帽间，帽子是必备的，
不同款式的帽子，而且非常好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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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世界百货及上海巴黎春天分店
「不打烊」送上劲爆优惠
2015 年 11 月，北京新世界百货及多间上海巴黎春
天分店均举办经典的「不打烊」活动，以劲爆折扣回馈
顾客。北京新世界百货率先在 11 月 13 日举办第 17 度
「60 小时不打烊」，推出新冬装五折封顶及 3000 元的
「拼单特权卡」
，并延续「开门抢」
、
「店庆满额赠」
、
「限
时大升级」等经典促销活动，
更与美团、
百度糯米团购网
站推出团购优惠。
明星大张伟更被邀请到场唱歌助阵，
令现场气氛更火热。多间上海巴黎春天分店则于 11 月
27 日至 29 日及 12 月 4 日至 6 日分两个阶段 进行「7
度不打烊」区域联动市场推广活动，以「7 度不打烊，处
处不同以往」的口号提供为期七天的促销优惠，更与容
易逛、名品导购进行合作，提供各类高达千万元补贴金

25

新世界百貨宣布与网络服饰零售品牌
茵曼（INMAN）进行跨界融合
新世界百货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宣佈与网路服饰零

作为此次新 O2O 跨界合作模式中的突破，新世界百

售品牌茵曼（I N M A N）进行跨界融合，并突破原有 O2O

货全线分店与茵曼将做到款 式线上线下同步更 新，价格

合作模式，除了于上海巴黎春天分店内开设专柜外，更实现

也即时同步。实体店中所有服装吊牌上带有二维码，扫码

线上线下的款式及价格即时同步。茵曼凭藉以「棉麻艺术

即可直接连接到线上选择颜色及尺寸，价格也是线上线

家」为定位的原创设计享誉互联网，是中国成长最快、最具

下同步实惠。

代表性的网路服饰零售品牌之一，
目前拥有 600 多万粉丝。

额。
此外，活动更推出了全新的「七度不打烊」APP，以
累积签到奖励积分的形式为消费者送代金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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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优秀义工及明星义工评选」
结果出炉

为进一步宣扬「参与、互助、奉献、

新世界百货发表
第二份独立可持续发展报告
新世界百货于 2015 年 12 月欣然发表第二份独立的

目标 ；制订一系列减废及节能指引、成功较基准年减少每

进取」的义工精神及感谢优秀义工及亲

可持续发展报告 —《新世界百货可持续发展报告 2015》
，

平方米平均用电量约 15% ；进行首次全国分店及办公室

友的参与及支持，
新世界百货在 2015 年

内 容 涵 盖 其于 2015 财年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碳审计、总碳排放量为 268,075 公吨 ；深化「@D re a m

10 月至 12 月期间开展了以「善与众人

月 30 日 ) 在社会公益、环境保护、员工福利及发展及营运

爱梦想可持续 发展计 划」音乐及运动板块活动 ；首次冠

行·义有新世界」为题的「2014-2015

惯例等四个主要可持续发展范畴的表现及成果。

名 赞助「新 世界百货 苗圃挑 战 12 小时慈善 越 野马 拉 松

年度优秀义工及明星义工评选」活动。

为了让报告内容更能回应持份者所需，新世界百货于

结果，渖阳新世界百货—中华路店孙研、

回顾年内再次委託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举行「新世界百货

兰州新世界百货杨 璐及长沙 新世界时

持份者参与计划」
。
根据调查结果，报告新增对供应商在公

尚广场的潘倩倩荣获「年度明星义工」；

益活动、环境保护及遵守社会法规等资料的披露。另外，

改善，因此，特别在报告中新增了「我们的可持续发展进度

北京新世界彩旋百货的田惠子荣获「年

报告更详述 新 世界百货在 2015 财年可持 续 发 展 工作的

及目标」章节，阐述新世界百货在本财年的重要工作及明

度明星义工推荐人」；成都新世界百货

表现及成果，包括制订了各项具体及可量化的可持续发展

年的目标及计划，
以显示实践可持续发展的决心。

2014」；以 及 增 加 签 署《供 应 商守则》的 供 应 商数 量 达
313% 至 33 家等。
新世界百货深明可持续发展工作需要持之而恒、持续

的范 永梅 家庭 荣 获「年度明星 义 工 家
庭」
荣誉。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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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百货举办
「感恩陪伴五年，大爱相随永远」慈善跑
为持续帮助缺乏资源的儿童，新世界百货北方区分店与

以竞跑的形式号召社会人士对留守儿童的关注。
此次活动共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于 2015 年 10 月 25 日共同举

吸引 300 多名市民参加，
参赛选手报名费将作为善款捐助给

办「感恩陪伴五年，大爱相随永远」舞彩浅山五公里挑战赛，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用于资助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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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百货
屡获嘉许 表现领先

「乒乓很忙」全线义工活动
与缺乏资源儿童共度温暖圣诞
为促进缺乏资源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富有意

新 世 界 百 货 于 2015

奖」
、
「2015 年 度 最 佳 绿

年 12 月及 2016 年 1 月期

色 贡 献 奖」及「公 益节 5

义的圣诞节，
新世界百货义工队于 2015 年圣诞节期间开展「乒乓很忙」

间荣 获 多 个可持 续 发 展、

年特别致敬奖」三项荣誉 ；

全线义工活动，与儿童一起参与趣味乒乓球竞赛、製作创意手工，向他

企业管治的奖项，足证新

并于上海教育新闻网主办

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和温暖。

世界百货于各领域均有出

的「中国好 作业」中荣获

各分店的义工队与儿童大玩乒乓球接力赛、运送乒乓球、水上吹乒

色的表现。就 企 业的整 体

「优秀组织奖」荣誉。香港

乓球及创意乒乓球手工製作等游戏，
并向他们派发圣诞礼物，
现场氛围

表现，新世界百货连续两

办事处义工队以全年 243

年荣获「
《财资》最佳公司

小时的义工服务获义务工

治理奖」金奖，嘉许其在财

作发展局颁发「香港义工

务表现、企业管治、社会责

团 ( 团体会员 ) 嘉许状」。

任及投资者关系各方面的

新世界百货积极促进

成绩。

环境保护。
香港办事处连续

在企业公民领域，新

三年荣获世界绿色组织主

世界百货荣获「第六届香

办的「绿色办公室奖励计

港杰出企业公民奖」颁发

划」授予「绿色办公室」标

企业组别及义工队组别两

志及联合国千喜发展目标

项「企业公民嘉许标志」；

的「环球爱心企业标志」
，
并

于 2015 中国 公 益节 荣 获

在「香港绿色认证机构」中
機構認証

「2015 中国公益奖—集体

获得颁「减碳证书」。

温馨，
所有参与者都玩得十分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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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浓的圣诞气息

LOL 暖洋洋的圣诞商品
1
2

宇元圣诞玩偶系列
宇元圣诞玩偶系列是多年出口欧美市场品牌，国内市场几乎没有。
现代的设计、精美的品质都是

LOL 与众不同的产品。
圣诞暖心商品，
独特的造型设计，
活灵活现的表情，
萌娃圣诞首选。

德国 MEIER 绵羊凳
坚持手工打造，用最上乘材质，把德国传统手艺传承下去。
从传统的德国木马到现代的绵羊凳，

MEIER 充分把精炼的手工和不同高级的材料（如德国青冈木，整羊皮，皮革，毡）
，制造出完美的手
工品，
为小孩制造一件长青 - 坚固的传统玩具，
也为家居创造一件复古的艺术品。
场地提供 ：北京新世界百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