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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汉服婚礼秀、浪漫气球雨、原创音乐节、恋物故事展⋯⋯

各大商场等你们来秀恩爱

商场花样大促 上演爱的盛惠

XXXTRENTA 多品牌集合店由亚洲街头品牌 Trenta 衍
生发展而来，XXX 代表着罗马数字的 30，象征这年轻人三十
而立，但依旧可以穿着集合店所带来的街头服饰。集合店的开
设是希望带给中国的潮流爱好者最全前沿的时尚单品及潮流
资讯。

XXXTRENTA 集合店内的品牌，主要以国内原创街头品
牌及韩国街头时装品牌为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亚洲街头品
牌Trenta 以及国内原创品牌SIT ON TROUBLE?。

Trenta 2019春夏系列

成立于首尔的街头时装品牌 Trenta 2019 春夏系列的设
计灵感来源于对青年群体现状的探讨，现在的年轻人通过网络
和手机不断吸取新鲜事物，但正是这种高速的信息时代让年轻
人忽略了身边重要的人和事。所以设计师想表达对于青年群
体的反思，故本季设计主题设定为“Without games”。希望
能够反省青年群体的这一现状，引发共鸣。

SITON TROUBLE 2019春夏系列

国内原创品牌 SIT ON TROUBLE?以 URBAN、DAI-
LY、STREET 三大元素为设计主线，打造日式风格的高品质
产品线。品牌认为当今的时装不仅仅局限于款式和图案，更多
的是制造内容，希望品牌能和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产生共鸣。

SIT ON TROUBLE? 2019 春夏系列的设计灵感摄取自
美剧《人类清除计划》。整个系列围绕“人类清除计划”所衍生
展开的元素进行创作，未来科技感的设计是本季产品的主题。
以工装制服为基础的款式进行拓展，强调系列产品的统一性。

BORNCHAMPS?

来自首尔的街头品牌 BORN CHAMPS? 带来春夏最新
单品及造型录。18 春夏系列继续继承着品牌一贯的美式街头
造型设计，剪裁方面继续宽阔松身，用色上除了品牌标志性的
蓝色外，并再添加少量荧光色调元素。

DIM.E CRES.

DIM. E CRES. 由韩国设计师金洪范所创立，一直以来都
是首尔时装周中的明星品牌。独特的搞怪趣味设计，使得
DIM. E CRES.被年轻人所热爱。以运动元素为主打，卫衣、T
恤、裤子都围绕着正流行的 K-POP 风潮展开演绎。擅长混搭
布料与常遭立体感轮廓的 DIM. E CRES.，融入了自由的独特
创意以及卓越的版型剪裁，更切合亚洲人的形体和着装风格。

潮流品牌集合店即将在武进吾悦开幕

本报讯 2019 年励齐战略
发布会暨嘉年华启动仪式江苏
站于近日在常隆重举行。此次
活动由北京 STKT 与上海璞葵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全国 60 多家艺术培训机构受
邀参加，更请到了创造“101”人
气选手王奕然，为到场嘉宾分
享自己的练习生经历。

在发布会上，上海璞葵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励齐项目
江苏省级代理胡小娣表示，新时
期儿童的成长需要更多地融入

“国际化”元素，越来越多的家长
开始重视培养孩子的高情商、正
能量、才艺技能等方面；自从

2018年开始了解并接触了励齐
文化后，更加热衷于对孩子们的
全方面培养，为热爱艺术、学习
艺术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全方位
的才艺展示舞台。

北 京 STKT 创 始 人 兼
CEO、亚洲儿童青少年演艺协
会秘书长尹香兰介绍，励齐文
化作为中国儿童时尚艺术教育
第一品牌，全方位解决平台机
构的招生方案、视觉营销文案，
将国际儿童时尚文化元素在中
国进行普及和推广。

发布会现场爱云集影视策
划有限公司及栋骏街舞与励齐
文化签约合作意向书，后期还

将有更多的机构共同携手助力
励齐嘉年华江苏赛区常州站的
选拔，让更多的孩子在梦想的
舞台上绽放自己的光彩。

（胡小娣 图文报道）

励齐嘉年华江苏站升级启动

520表白日 潮流品牌集合店
即将在武进吾悦开幕

XXXTRENTA 多品牌集合店由亚洲街头品牌 Trenta 衍生发
展而来，XXX 代表着罗马数字的 30，象征年轻人三十而立，但依
旧可以穿着集合店所带来的街头服饰。集合店的开设是希望带
给中国的潮流爱好者最全前沿的时尚单品及潮流资讯。

XXXTRENTA 集合店内的品牌，主要以国内原创街头品牌及
韩国街头时装品牌为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亚洲街头品牌
Trenta 以及国内原创品牌SIT ON TROUBLE。

Trenta 2019春夏系列

成立于首尔的街头时装品牌 Trenta 2019 春夏系列的设计
灵感来源于对青年群体现状的探讨。现在的年轻人通过网络和
手机不断吸取新鲜事物，但正是这种高速的信息时代让年轻人
忽略了身边重要的人和事，所以设计师想表达对于青年群体的
反思，故本季设计主题设定为“Without games”，希望能够反
省青年群体的这一现状，引发共鸣。

SITON TROUBLE 2019春夏系列

国内原创品牌SIT ON TROUBLE以 URBAN、DAILY、
STREET 三大元素为设计主线，打造高品质产品线。品牌认为
当今的时装不仅仅局限于款式和图案，更多的是制造内容，希望
品牌能和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产生共鸣。

SIT ON TROUBLE 2019 春夏系列的设计灵感摄取自
美剧《人类清除计划》。整个系列围绕“人类清除计划”所衍生
展开的元素进行创作，未来科技感的设计是本季产品的主题。
以工装制服为基础的款式进行拓展，强调系列产品的统一性。

BORNCHAMPS

DIM. E CRES. 由韩国设计师金洪范所创立，一直以来都
是首尔时装周中的明星品牌。独特的搞怪趣味设计，使得
DIM. E CRES. 被年轻人所热爱。以运动元素为主打，卫衣、T
恤、裤子都围绕着正流行的K-POP风潮展开演绎。擅长混搭布
料与常遭立体感轮廓的 DIM. E CRES.，融入了自由的独特创
意以及卓越的版型剪裁，更切合亚洲人的形体和着装风格。

来自首尔的街头品牌 BORN CHAMPS带来春夏最新单
品及造型录。18春夏系列继续继承着品牌一贯的美式街头造型
设计，剪裁方面继续宽阔松身，用色上除了品牌标志性的蓝色
外，添加少量荧光色调元素。

DIM.E CRES.

5 月 20 日原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由于谐音“我爱你”，被商家
和情侣们赋予了全新的浪漫寓意———“表白日”。各大商场自然不
会放过这个浪漫的节日，借机推出各种主题促销活动。

记者通过百货大楼、购物中心、吾悦广场、月星环球港等商场了解
到，不少商家都推出了针对情侣的特惠活动，拉动表白日当天的人气，
尤其是珠宝、香水、化妆品等商品，都陆续换上了“表白”主题，打起价
格战。

“5 月 20 日，既是表白日，又
是女朋友的生日，我必须提前预
定好鲜花，准备好礼物啊！”昨天，
正在百货大楼某饰品柜台挑选礼
物的小杨对记者说道，为女朋友
送上的“双重礼物”虽不是很贵
重，但希望为生活增添一份仪式
感。

趁着“表白日”的噱头，情侣
们绞尽脑汁送惊喜、送礼物，商家
们更是名正言顺地做起了文章，
可谓是百花齐放。

“今年提前订花的还是挺多
的，价格高一些的高品质花束尤
其受欢迎。”据市中心某花店老板
介绍，今年他们店主推 33 朵、99
朵玫瑰的花束，分别寓意着三生
三世和长长久久，卖得非常好。

“一周前就已经接受 520 当
天的鲜花预定，按照目前的预定
情况来看，当天预计能销售出
200 束鲜花。”价格方面，虽没有
情人节上涨得离谱，在这样的中
高端花店，国产玫瑰价格也已上
涨至每朵 15-20 元，而进口玫瑰
一朵的价格则在 50 元以上，最贵
的甚至超过100元。

据各商场统计发现，虽然比
不上情人节的销售热潮，但黄金
饰品、镶嵌珠宝等礼物依然是此
类节日商场消费的主力产品。周
大福、周生生、谢瑞麟等珠宝品牌
也纷纷推出情侣对戒、心形吊坠
等应景的款式，更有“一见钟情”

“一路有你”“心心相印”等具有寓
意的定制产品。

浪漫表白日 带动新一轮消费热

百货大楼在“520 表白日”走
起了温情路线，以“每天爱你多一
点”为主题，开启全民表白节，
10000 支可爱多冰淇淋送给全城
最 可 爱 的 你 ，更 有 表 白 礼 卡 赠
送。全馆品牌当日会员享 5.2 倍
积分，化妆品满 300 元减 45 元，
珠宝、女装、女鞋等低至 5 折，此
外还有各类满额送券活动。

对于常州吾悦广场来说，520
表白日是“我爱你五月”系列活动
中不可或缺的重头戏。5 月 19 日
下午将举办首届汉服嘉年华，千
人汉服婚礼秀，届时千名汉服同
袍齐聚明城墙旁、篦箕巷边，上演

“文亨桥过三关”“毗陵驿三请三
让”，高冠博带、互请婚书、挑解喜

帕、解缨结发，执手盟誓，可共同
见证一场唯美的明制婚礼，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现代形式的

“浪漫气球雨”活动，向全市招募
了想要求婚、表白的浪漫男士，在
5 月 19 日晚，上万只马卡龙色气
球、浪漫的音乐、唯美的花束⋯⋯
将集齐所有浪漫、感动和惊喜，为
成功报名的市民举办一场难忘的
告白。与此同时，还有形式多样
的大幅优惠促销将投向顾客，5月
19日晚7点至5月20日0点，5元
看《双生》、5 元抢绿地超市券、整
点抽 AJ、大牌美味 48 折、爆品免
费尝、原创音乐节、恋物故事展等
丰富的活动将逐一呈现。

周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