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稍微研究一下腕表演变史就可以发现，腕表自诞生之初便随着皇室定制、奢华的材质、稀有
的数量等高大上的元素，注定了腕表绝不仅仅是一个计时工具那么简单。从选款到搭配都是很有
讲究的，诸多“潜规则”别人不说但都在看着哦！

对于手表的偏好，总的说来男人偏向于冷峻而庄重，体形大且厚重，当然也不排除纤细轻
薄型。女表则倾向于玲珑而细致，美丽华贵，是计时工具也是一件完美的饰品，而近年来，许
多名贵品牌的女表跟男表差不多也够个儿，帅气十足，或者说是跟同一款的男表一般大小，只
在颜色、表带等方面有细微的差别。近年来，随着技术，工艺和设计的不断精进，腕表更是成
为象征身份，点亮整体造型的一大法宝，而无关男女。

□小慧

A.将场合按白天和夜晚区分开来。白
天戴钢表，晚上则换上皮质表带的腕表，
若能做到这一点，真的算是有品位的极少
数人。当然，这个礼仪可不是生搬硬套过来
的，白天西装钢表打造的是干练气质，夜晚
柔软的皮质表带则能带来放松的氛围。

B. 黑配黑，棕配棕，基本规则要记
牢。就是说，当你穿了件棕色T恤出门，
你穿上你的棕色或者黑色皮鞋，此时必须
要佩戴上一款棕色皮革表带的手表。如果
你别出心裁的选了一款亮橙色，恭喜你，你
一定会成为焦点——红黑榜的黑色榜首。

C.俗话说相由心生，表也一样，是运动
是奢华是搞怪是复古都在你的一念之间，
选择与自己风格一致的腕表是基本啊！

D. 一切服饰都可以搭配简洁腕表。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手表表盘是黑色或者
白色，表链是皮革或者金属制，那么它可
以搭配一切服饰。

1 .老牌帅哥小贝的风采绝对势不可
挡，黑色西服套装搭配棕色调腕表，经典
搭配，帅得一塌糊度。

2 .活泼的绿色毛衣搭配牛仔裤搭配稍
有棱角的表款让你看上去更具男性魅力，
黑色的表盘透露出神秘而青春的感觉且更
有气场。

3 .砖红色毛衣搭配修身牛仔，黑色领
带，成就职场新形象，唯有大三针腕表可
以与之匹配，职业范立显！

4 .蓝色忧郁又令人神往，一抹清澈的
淡蓝不但让你明媚动人，更让服饰搭配显
得优雅灵动。文艺气质小清新搭配同样突
出设计，表盘干净的腕表再适合不过了。

5 .修身蓝色小风衣搭配复古毛衣，休
闲范儿自然要搭配一款计时，测速，日期
显示等功能齐全的动感腕表，背上双肩背
包就可以出门了。

腕表对于男人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要远远大于女
人，是身份地位品位的象征。根据场合以及当天的整体造
型，商务还是休闲？运动还是时尚？男人们上点心吧！

A.腕表最好选择极简款大一点的中性腕表，别太Lady 或卡娃
伊，否则气场一下变弱。

B.混搭手链或手镯，都走极简粗犷路线，几何、铆钉、锁链款都
是常备选择。

C.腕表与手链的材质最好统一，都选金属质地，可以稍带有皮质
面料。

D.当衣服色彩比较单一时，首饰可以金银混搭，也不会太乱。

1 .极简款强势金色系腕表与手镯，与街头感十足的牛仔搭配最
chic。

2 .当你穿一袭彩色晚装时， 再搭配黑白金银等基础色系的腕表
未免太乏味，可以选择与礼服同色或相近色系的腕表，晚装表要奢
华，镶钻、珐琅图案必不可少。

3 .彩色腕表可以瞬间点亮黑白色系的时装，选用低调更有质感的
皮质表带，色彩上走柔和路线，更显雅致。

4 .大多数防水腕表都选择亮色+橡胶的表带，在海边格外抢眼。
不少喜欢高饱和色系的街头达人，也用亮色腕表搭配各种首饰、亮
色时装，将色彩玩转到底。

5 .多个极简金色手镯与金色腕表混搭在一起，配礼服也能去派
对。

女人花心也贪心更加贪恋美色，所以怎能要求女人的手腕上只有一只
腕表呢？但只要掌握好腕表与其他饰品的混搭之道，你就可以要美丽有美
丽，要帅气有帅气，要温柔有温柔，总之要啥有啥，各种风格轻松切换。

任何成为经典品牌的腕表都有其所坚持的品牌文化，而他们的广
告语就是对这些文化最好的诠释。

噪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

“You never actually own a Patek Philippe.You merely look
after it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没有人能够真正拥有它，只不
过是在为下一代保管而已

百达翡丽创立于1839年，是“手表中的蓝血贵族”。百达翡丽的
广告离不开家庭成员的演绎，父与子，母与女，都是借助腕表和时间
表述着传承是一种情感诉求，而表的永久性和稳定性才是能达到这种
传承的首要条件，进而也宣传了自家品牌的百年工艺。真正的贵族，
要的就是一块好表，而不关乎价格。

噪积家Jaeger Le Coultre

“You need a watch”——— 你需要一枚真正的腕表
Reverso翻转腕表是积家独一无二的惊世之作。它装饰艺术的黄金

比例不但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黯然失色，反而历久弥新，成为传奇经
典。这个常青表款从30年代起就成为积家广告的主角，那句广告语“你
需要一枚真正的腕表”(You need a watch) 几经变换但沿用至今。

噪劳力士ROLEX

“A ROLEX WILL NEVER CHANGE THE WORLD. WE
LEAVE THAT TO THE PEOPLE WHO WEAR THEM“——— 劳
力士从来没有改变世界，而是把它留给戴它的人。

劳力士广告语也不单单只停留在夸耀劳力士多么绚丽的外表，也
在为它内部精湛的组合、零件做一个宣传，这更让看广告的人多了一
层对劳力士的信赖。

噪宝玑Breguet

“Breguet，the innovator”——— 宝玑，时计发明先驱
宝玑的创始人亚伯拉罕·路易斯·布雷盖，发明了包括令手表免于轻易受损的手表防震装置、陀飞轮标准

时计、三问表的盘旋式打簧系统、自鸣钟、摆轮双层游丝、快速擒纵结构。看到宝玑的“蓝钢宝玑针”(也
被称为布雷盖时针)，就可了解“时计发明先驱”，是怎样的意义非凡。

噪爱彼Audemars Piguet

“To break the rules， you must first master them”——— 驾驭常规，铸就创新
是广告语也是品牌精神。每一款爱彼作品都将品牌百年的精湛技艺浓缩于其中，正是工匠大师们的不懈

投入，方才呈现出品牌超凡卓越的心血结晶。

噪飞亚达

一旦拥有，别无选择
当人们的生活品质达到一定高度后，手表就不再是看时间这么单一的用途了，飞亚达用高贵的品质，把

自己与身份联系起来，使人们戴上飞亚达手表后，更多的感受是不凡的气质和唯我独享的尊崇感受。

华丽舞会飞扬 腕上舞动时光
瑞士英纳格『CH 131系列』

情系百年、见证无数动人时刻的英纳格腕表今年成立100周年。承接着去年成就，
2014年品牌以【瑞士英纳格百年情缘】为主题。英纳格设计师以瑰丽大型舞会为主
题、精心诞制出「CH131系列」，为英纳格百周年庆典展开序幕。

英纳格设计师倾注华丽气派，加上优雅元素、设计出「CH131系列」，
让每位女性发挥其独特魅力。外圈镶嵌着36颗璀灿闪亮皓石，就像

起舞时如裙摆般翻飞，让女性以最优美姿态、于盛大舞会
中翩翩起舞。表盘以清简直线配上时刻位置闪石，随

着舞姿手腕缓缓摆动而闪出动人亮彩，展现风姿
绰约的慑人魅力。纤巧灵动表带，以玫瑰金

及精钢相间，仿如珠宝首饰般，雅致细
腻。英纳格「CH131系列」每项

细节处处流露出奢华贵气，
让配戴者魅力尽显、成为众
人焦点令人倾心。

瑞士梅花表隆重呈献全新Miss Lovely炫美系列女装腕表，特意为传统制表
工艺换上一身时尚新装，不愧为现代自信女性的腕上良伴。

瑞士梅花表破格打造Miss Lovely炫美系列，完美反映了年轻时代女性乐活
积极和欣赏品质的生活态度。此杰出时计外型上的惊艳新尝试，深刻印证了
瑞士梅花表企业家族三代承传——— 对卓越制表的无限热情与不懈追求。

▲炫美系列23976 S-DB-502

其珍珠贝母表盘上多项别致的细节，均用上
鲜明对比的金色和深蓝，梨形时间刻度烘托着动
感夺目的8字，与镂空椭圆形的时针互相呼应。酒
桶型表壳的左右两旁排列着熠熠生辉的施华洛世
奇水晶，表冠盛载一颗翠绿晶石，两节式链带作
抛光处理，处处流露时尚瑰丽的特质，同时透现
瑞士梅花表历久常新的神韵。

炫美系列：23977 S-509

炫美系列女装腕表细腻动人的深紫色表盘
上，上半圆以璀璨水晶作为刻度，而下半圆则洒
遍剔透玲珑的露珠，加上别出心裁的镂空椭圆形
时针，尽显浪漫清新。轻灵简洁的精钢表圈、翠
绿晶石点缀的表冠、透视机芯律动的蓝宝石玻璃
底盖，无不为自信的你增添生活姿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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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米茄(OMEGA)以突破性技术、
创新材质以及非凡美学彰显梦想的力
量。“至臻同轴”(Master Co-Axial)机
芯，是欧米茄2014巴塞尔钟表珠宝展的
主角。海马300腕表的荣耀回归不仅延续
了欧米茄传统的精髓，同时也彰显着欧米
茄腕表核心的先锋创新技术与一贯傲人的性
能表现；碟飞典雅系列蝶舞腕表展现了欧米
茄对迷人设计元素的不懈追求。

优雅演绎 自然灵感
欧米茄碟飞典雅系列蝶舞腕表

全新欧米茄碟飞典雅系列蝶
舞腕表将源于自然之美的灵感化
为精致优雅的蝴蝶设计，成为典
雅系列又一备受瞩目的魅力新
品。表盘上雅致的蝴蝶图案从中
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象征着
真爱永恒与幸福长寿。欧米茄碟

飞典雅系列蝶舞腕表24 . 7毫米
款优雅的香槟色或银色表盘
上 ， 优 美 蝴 蝶 图 案 以
ramo layage雕饰工艺精心打
造，32 . 7毫米款采用白色珍珠

贝母表盘，抛光蝴蝶翩跹起
舞，因转印轮廓线条与
哑光背景的对比而愈
加醒目。此华美腕表
搭配典雅式抛光表
链，抑或带有珍珠
贝母光泽的白色缎
纹皮表带。

重生珍品 复古精美
欧米茄碟飞系列名典腕表

欧米茄碟飞系列名典腕表诞生于1949年，其
纤薄而典雅的金质表壳别具一格，内部搭载的30

毫米机芯极富传奇色彩。半个多世纪后经典重
生、臻品再现，搭载全新欧米茄8511“至臻同轴
机芯”的碟飞系列名典腕表优雅问世。欧米茄碟
飞系列名典腕表的40毫米抛光表壳纤薄而典雅，
有18K SednaTM金、黄金或白金等材质可供选择。
腕表配备平凸形耐磨损蓝宝石表镜，乳白银色弧
面表盘采用复古典雅的“巴黎饰钉”设计。

经典回归 耀世之作
欧米茄海马300腕表

1957年，欧米茄推出了一款专为
潜水者和水下作业人员特别设计的先
锋性腕表——海马300腕表。半个多
世纪后，海马300腕表耀世回归，并
在技术和设计上进行了全新升级，势
必成为新一代冒险者在陆地与海洋探
险中的理想贴身装备。海马300腕表
的黑色陶瓷表盘上饰有以金和钯材质
打造的转印元素，采用高温处理的专
利工艺让白金的色泽更为夺目；时间
刻度以珐琅垫层打造出拱形轮廓，彰
显不俗质感。精钢表款采用经喷砂处

理的黑色表盘，配备带有
Liquidmetal潜水刻度的抛光黑
色陶瓷表圈。

沉稳低调 匠心独运
欧米茄海马系列Aqua Terra 150米“至臻同轴”腕表

38 . 5毫米和41 . 5毫米表款的表壳有18K红金配精钢、18K黄金配精钢与低
调内敛的精钢款三种选择。黑色、银色、蓝色、灰色或香槟色亮漆表盘饰有
Aqua Terra 系列标志性的“柚木概念”垂直纹理。小时刻度为镀铑或18K金
材质，同材质的拱形中央时针、分针和秒针的侧面均为光亮打磨，与磨砂处
理的顶端形成鲜明对比，于细节处彰显非凡匠心。透过蓝宝石背透，欧米茄
8500“至臻同轴机芯”的运转美态清晰可见。另有34毫米腕表可供选择。

飞马跨跃岁月

享誉尊崇荣光

瑞士英纳格『CH 352系列』

马年在中华文化中地位极
高，具有一系列象征和寓意。英
纳格于2014年首个推出的「CH
352系列」腕表，让您的挚爱展现
出如飞马般尊贵。

英纳格最新的「CH 352系列
」，运用新材质、新结构的特性，把
骏马精神形态，于腕表设计上发
挥淋漓尽致。「CH 352系列」以豪迈金色齿
轮外圈及表冠为主设计，突显表圈立体跃动
感。表盘融合典雅布局翻新设计，时刻位置
以锐利金箭为代表，展现刚强个性。三个重
要时刻上饰以水晶皓石、配合内圈暗纹，于灯光下隐约闪出光芒，流露出低调的巧
思，让腕表拥有了崭新风貌。主盘内巧妙置入了双历显示，增加腕表功能性。金珠链
条型内轴配搭双轨精钢的表带、熨贴舒适；与齿轮外圈互相呼应，超显腕表独特4D立
体感，闪耀着超现代的魅力。英纳格「CH 352系列」设计柔合现代主义与经典于一身，另
有个性黑色及清雅白色表盘选择，让配戴男士处处流露骏逸气派，享誉尊贵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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