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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不想哀叹俄乌冲突或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全球所引发的长期经济影响，我希望我的介绍
能言简意赅、直切主题。现在，让我们把重点

放在自上期出版以来所展现出的积极态势，其中就包括我们
的库存商品计划——宝仕奥莎“RE/nventory焕新计划”的
实施，以及我们在一些主要市场所取得的销量回暖；就此，
您将在本期期刊中了解更多信息。 

同时，我对我们在本季隆重推出的全新色彩Mesmera     
（魅紫）感到格外骄傲。魅紫色是我们与捷克科学院环境
工程系的专家共同研发的成果，它含有一种稀有化学元素，
是专家们在科学院的电磁回收项目中偶然提取到的，它能
使晶体在自然光线和合成光线下变换颜色。真的，这绝对
是一项了不起的创新典范，这种独创与智慧成就的火花每
天都在宝仕奥莎碰撞闪耀。

 这确实触及宝仕奥莎未来所关注的核心：有规划地创
新。我们的战略不一定是要开发最宏大、最独特的品类，而
是要维护一个多样性、精挑细选的工艺水晶配件组合，既经
济又环保。这其中就包括与科学和环境机构合作开展更多的
项目，例如前文提到的项目，它为我们的客户创造了有趣、
环保的产品，其设计将代代相传、流芳百世。

最后，我要向我们所有的商业合作伙伴——无论新老，
无论大小——由衷表示感谢。过去两年间发生了许多变化，
特别是在工艺水晶配件市场，而这些变化的发生从来就不
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感谢你们选择宝仕奥莎作为首
要供应商，感谢你们在我们探索未知领域时所给予的耐心
与理解，能与你们开展业务合作，我深感荣幸。

谨启

Jan Štiller 
销售及市场总监
宝仕奥莎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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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猜对了，借助工
艺水晶的魔力， 
Baz Luhrmann的经
典电影与巴黎美好
时代的波希米亚精
神在舞台上相得益
彰、大放异彩。Catherine

Zuber
托尼奖获奖
服装设计师 目前，音乐剧《红磨坊》正在澳大利亚墨尔本、

伦敦西区、百老汇和整个北美地区上演。
这部音乐剧的经典无需赘述，因为它早已深入人

心，并于2021年摘得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奖的桂冠。
一如既往，Baz Luhrmann的舞台版音乐悲喜剧囊括
了一场轰动演出所必备的所有经典元素，其中就包
括服装。

从具传奇色彩的仙女翅膀到精致剪裁的马甲背
心，每一个精雕细琢的美学细节均源自著名服装设计
师Catherine Zuber超乎寻常的想象力。Zuber女士是
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杰出女性，曾15次获得托尼奖提
名，并最终摘得8项大奖，包括因在《红磨坊》中的
卓越表现而荣获的提名，她是《窈窕淑女》、《战争
绘画》和《国王与我》等数十部百老汇经典作品的服
装设计师。宝仕奥莎有幸在2月举办的纽约时装周上
采访了Zuber女士，深入了解了她的设计过程以及令
《红磨坊》服饰在托尼奖上大放异彩的原因。 

图片来源：音乐剧《红磨坊》

波希米亚工艺
水晶在百老汇
完美上演

专 访

波希米亚工艺
水晶在百老汇
完美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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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舞台服装（注定只能远观的服装）是如何影响您
的创作过程的？您如何确保细节——特别是工艺水晶
的细节——能被观众所感知？ 
您可能会认为答案取决于您在剧场中所处的位置，但
我的任务是，让每一位观众都能拥有一次令人满意的
视觉盛宴，无论他们坐在哪里。鉴于《红磨坊》的沉
浸式布景设计，演员就位于他们的正上方，这意味着
观众能够清楚看到演员身上的服装，因此服装必须能
够吸引剧场里的所有宾客，无论是坐在第一排的宾客
还是坐在最高层看台最后一排的观众。一切只为打
造平衡。对于那些坐在近处的观众而言，细节清晰可
见，因此一切都必须细致入微，精准无误。然而，要
想精准把握全局设计，设计师就必须足够大胆，确保
从远处看到的细节能和从近处逐一观赏时一样具有冲
击力。 与电影中专注上半身的特写镜头不同，观众在
剧院中能看到演员的全貌。因此，从假发、发饰，到
鞋履上的工艺水晶布局都必须符合比例，以便打造协
调一致的总体效果，这一点至关重要。

有多少人参与了《红磨坊》音乐剧的服饰设计？
很多工作室都参与了该音乐剧的设计工作，事实上，
它们还将继续为之出谋划策。我们有一个男装工作
室、一个女帽工作室、多名裁缝和鞋匠，每个工作室
大概有多达10名工作人员。任何时候，且无论我们在
哪儿演出，伦敦、澳大利亚，还是纽约……都有大约10
多家供应商为我们设计和制作服装，因此，我想应该
有将近100人为《红磨坊》这部经典音乐剧的服装贡献
了一己之力。

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在制作过程中使用最多工艺
水晶的作品或服装吗？您用了多长时间来创作？
我在两套服装上运用了格外多的工艺水晶元素。第
一套是“Diamonds Reveal”服装，也就是Satine
隆重登场时所穿的那件华服。这套服装的制作过程
耗时约15至20个小时，其周身所有的工艺水晶均由
熟练工匠以细致入微的手法手工镶制而成。就工艺
水晶应该如何根据尺寸和颜色镶制，我们制定了严
格的模式，如果工匠没有做到精确无误，很快就能
被我们发现。 第二套是我们在印度完成的“Green 
Fairy”服装。我们有一位常驻纽约的女性管理者，
负责管理一支高度专业化的团队，她们精通手工绣
制，用一双巧手搞定一切。这可能是最复杂且耗时
最长的一件作品，为了完成这件作品，用时超过20
多个小时。

您最喜欢哪件或哪套服装，为什么？
那绝对是Sat ine的开场服装——“Diamonds 
Reveal”。当时，她身着黑色天鹅绒紧身衣，在舞
台上手扶秋千从天而降，低调且不失优雅、华丽但
不媚俗。当一枚饰针从结构的底部被谨慎拉出时，
外面一层服饰优雅飘落，工艺水晶 “倾泻而出”
，一览无余，露出了里面另一件全工艺水晶打造的
精美紧身胸衣。在同一场景中，女演员们身着燕尾
服，头戴大礼帽闪亮登场——向在《蓝天使》中有
着精彩表演的Marlene Dietrich致敬——随后，她们
身上的外套仿佛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露出里
面星光熠熠、热情奔放的精美华服。

工艺水晶为服装带来了什么？
这些服装制作精美，散发魔力，但直到宝仕奥莎工
艺水晶的出现，它们才大放异彩，真正得以升华。

我的任务是：让每
一位观众都能拥有
一次令人满意的视
觉盛宴，无论他们
坐在哪里。”

图片来源：音乐剧《红磨坊》

直到宝仕奥莎
工艺水晶的出现，
这些服装才大放
异彩，真正得以
升华。”

设计稿： Catherine Z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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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仕奥莎全新的环保玻璃色系Mesmera（魅紫）绝非平凡之物，      
采用回收电磁废料制成，是两位优秀化学大师长达数十年友谊的结
晶，完美诠释了当机缘巧合遇见科技创新时所能缔造出的无限魅力 。

宝仕奥莎首席色彩专家Květa Sázavová
与捷克科学院环境工程部门研究员
Václav Gruber是老朋友，两人的友谊

长达35年之久。因此，当Václav在某个下午联
系Květa并告知她，他的团队发现了一些十分有
趣的东西时，她并不感到惊讶。“有一天他打
电话告诉我，他们的一个研究小组从一些废旧
电磁汽车部件中提取到了钕，我立即就来了兴
趣，因为我一直都希望能将这种金属用于产品
研发，但一直没有机会，要知道这些金属元素
非常昂贵，且很少用于开放式的实验。“Květa
解释说。

钕被认为是化学元素中光谱最复杂的元素
之一，它是一种稀土金属，因其同色异谱特性
而广为化学家和玻璃制造商所熟知。通俗而
言，钕可使玻璃在不同的光源下呈现不同色
彩。“魅紫色的开发过程与我们以往惯用的方
法截然相反。”负责监督魅紫色所有熔炼试验
的Martina Kolbergerová说，“我们获得了
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使用这种来之不易的元
素；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掌握了有关该元素的
相关理论知识，我们没有利用这种元素创造出
某种截然不同的颜色，而是顺应了钕元素的特
性，专注于寻找能令其本色大放异彩的最佳色
彩配方。”

在长达三个月的悉心研究及与捷克科学院
研究小组定期交流期间，一个未曾预料到的问
题出现了。Martina补充说：“鉴于颜色在不同
波长中呈现出不同色彩是我们刻意为之的，我
们很快就意识到，我们亟需某种具体的控制条
件来衡量每一批工艺水晶的一致性。”最后，
宝仕奥莎的质控专家确定，对半成品和成品进
行细致入微的管控可解决这一难题，并最终呈
现最一致的效果。

想象一下!在一个受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开
展的小型电磁回收项目中，研究人员意外提取
了一种极为抢手的玻璃添加剂。随后，该添加
剂被送到世界著名玻璃制造商的某位化学家手
中，并最终成为一种用于商业生产的同色异谱
着色剂，独家生产出改变行业游戏规则的工艺
水晶新颜色。

Mesmera

“我们已经掌握了有关该元
素的相关理论知识，我们没
有利用这种元素创造出某种
截然不同的颜色，而是顺应
了钕元素的特性。”

魔法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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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科学院的前身是1784年成立的皇家波
希米亚科学学会，包括一个化学工艺基础研究
所。该研究所就是Květa的朋友及其化学工程师
同事Václav Gruber工作的地方，位居全球类镧
元素研究的最前沿。类镧元素家族由15种化学
元素组成，钕就是其中的一员。

类镧元素及其化合物具有磁性，被广泛用
于工业；与其他元素相比，其消耗量相对较少    
（价格也相对较高），因为地球上可供合法提
取的地方很少。然而，Václav部门的研究人员通
过一个十年前建立的实验性回收计划，从电机
和废弃电动汽车发动机中成功提取到了类镧金
属元素。

Václav Gruber解释说，“当我们启动该项
目时，电动汽车发动机——现广泛用于有轨电
车、公共汽车和货车——相比而言还属于新生
事物，所以人们对废物产生量及相关回收项目
是否具实质意义心存疑虑。现在我们知道，虽
然这些电动部件部分因其所含的强大钕磁铁而
拥有更长的使用寿命，但他们最终都会成为废
铁，因此回收不仅环保，也必将成为一项强制
性的行政举措。”

Vác lav在类镧元素研究领域工作了30多
年；期间，他参与开发了捷克科学院的一项专
利回收技术，该技术在最近被用于回收电视屏
幕和新一代电灯泡这两种含有类镧元素的材
料。然而，团队绝大部分金属提取工作都是在
一个容量有限的实验室内开展的，因此科学院
目前正积极寻找制造伙伴来扩大这一项目的规

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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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知识小课堂：                                        
类镧元素（Lanthanoids）简介

模。Václav补充说：“我们的工艺流程真正实
现了零浪费。举例而言，当我们溶解磁铁时，
类镧元素与铁等其他元素分离，随后还可被重
新用于净化水。钕可被回收，而非仅仅用于制
造像魅紫色这样特殊的产品；在此，我想再次
强调——我们真正实现了零废物 ！”

魔法实验室

   想象一下!在一个受政府资
助的研究机构开展的小型电
磁回收项目中，研究人员意
外提取了一种极为抢手的玻
璃添加剂……并最终成为一
种用于商业生产的同色异谱
着色剂，独家生产出改变行
业游戏规则的工艺水晶新颜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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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9      外套及连衣裙来自 Zuzana Kubíčkov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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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3      羽绒背心来自 Jan Černý；裤装来自 Jarda Praha



内裤来自 Zuzana Kubíčkov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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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房间、机场候机室、火车站……让旅程继续，让遐想飞扬。

一切虽短暂，但令人着迷，以行进的姿态存在。

 旅行，彷如在某个奇妙的中间地带栖居游走——短暂地忘却我

们离开和归程时的身份和责任，一切转瞬即逝，又充满无限可能。

  在酒店房间独处的我与在家独处时的我并非一人。

 这里不为人知，这里隐秘， 

   在这里我们可以成为任何我们想要成为的人。

胸罩及内裤来自 Zuzana Kubíčková ； 仿皮草大衣来自 Jan Smejkal

 请勿
   打扰。



 28             29      连衣裙来自Z uzana Kubíčková； 仿皮草大衣来自 Jan Smejkal； 鞋子来自 Jan Černý，由宝仕奥莎工艺水晶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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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33      
hotelanybody.preciosacomponents.com

工艺水晶紧身胸衣来自 Jan Černý；配饰及包包来自宝仕奥莎

@宝仕奥莎配件Preciosa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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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正在阅读本文，我们确信现如今您
已知：宝仕奥莎工艺水晶已成为衡量
全球行业品质的标杆。为维护这一卓

越标准，我们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内部品质监
控流程来管控产品，旨在检测瑕疵或异常产
品。可以说，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瑕疵，亦或
有色差，也难逃品控流程的法眼。尽管生产过
程中的不良率很低，但单纯地丢弃瑕疵品既不
易又非长久之计。

为解决这一问题，在过去的十年里，宝仕
奥莎开发了一套完善的分拣和回收系统，旨在
有效地回收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所收集的淘汰品

环保责任/可持续发展战略摘录“ 再生材料占原料总量的5%至20%

玻璃的分拣和回收

透明色：高达20%

基于硒化镉的颜色：高达15%

基于金色的颜色：高达15%

非透明色：高达5%

和微小的玻璃碎片。宝仕奥莎从这些碎玻璃中
识别出超3,000种不同颜色，经过精挑细选，
这些碎玻璃在熔化之前，作为原材料添加至新
批次中回炉再造。

因此，每生产一批新玻璃*，再生材料就占
原料总量的5%至20%。这就意味着每一颗宝
仕奥莎工艺水晶中至少有一部分由再生材料制
成。再生玻璃在透明色系中的占比最高，而在
深色和非透明色系中的占比最低。

环
保
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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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Michal Francke而言，最初在宝仕
奥莎的这份临时实习生工作，很快
就发展为一个值得他为之奋斗终生
的职业。于是他带着一家人登上飞

往迪拜的航班。在管理中东和印度的销售工作数年
后，宝仕奥莎又为他买了另一张单程机票，而这一
次，他的目的地是中国香港。在那里，他加入了中
国和东南亚地区的销售团队。如今，他又回到了捷
克共和国，成为多支团队的领导， 并与这些优秀的
团队成员携手并进，为美国 、韩国和日本的客户提
供优质服务。在他将近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忙碌
的身影几乎遍布全世界。就在今年夏天，我们与这
位可亲可敬的同事坐下来，深入探讨了近期发生的
大事件对市场动态的影响，并了解了他本人及宝仕
奥莎的长期和短期发展战略。

让我们从美国开始吧。无论就规模还是销量而言，
美国都是迄今为止您负责的最大的市场，特别是美
饰玛高端产品线。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新冠肺炎
疫情是如何影响美国珠宝配饰业消费者行为的？现
在的市场恢复情况如何？还有，您认为都发生了哪
些长远变化？
在疫情肆虐高峰期时，美国的销售额下滑了约50%
，但仍相对稳定。事实上，这比我们预期的要好，
特别是与其他地区相比，例如日本，要知道日本的
销售额几乎跌至零。

毫无疑问，尽管我们格外关注的两个细分市场，即
美国的舞蹈和运动服装产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
响，但是人们重拾了对DIY行业的兴趣，这真正帮助
了市场度过难关。一直以来，传统的DIY细分市场都
是宝仕奥莎可靠的收入来源。疫情爆发后，人们只
能待在室内，手上有大把空余时间做自己喜爱的事
情，这使得该行业迎来了爆炸式增长。年轻的手工
爱好者不断加入，这个曾经略为老态的细分市场又
重新焕发了青春。随着艺术和手工艺审美变得更加
主流，我们甚至看到了DIY与时装和珠宝等其他领域
的重叠。截至2022年8月，我们在美国的营业额大
约是疫情前的三倍，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市场恢复
得非常好。

到目前为止，任何阅读本文的读者可能都听说了
过去一年半工艺水晶配件批发市场所发生的最新变
化。宝仕奥莎近期取得的成就在多大程度上可归
功于此，这对宝仕奥莎的市场长期战略又有何影响   
（如果有的话）？
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已决定退出配件市场，这迫使
很多企业开始寻找高品质的工艺水晶替代品。

公正地说，作为欧洲仅有的另外一家大型工艺水晶
制造商，宝仕奥莎的确从中获得了大量新业务。当
其决定公布后，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抉择。似乎就在
一夜之间，咨询的电话蜂拥而至，甚至还包括一些
潜在的大客户——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估我们
的长期战略，即：只通过分销商销售商品；一直以
来，我们在北美地区严格贯彻该战略。如果我说， 
“直接吸纳其中一些新客户毫无诱惑力”，那一定
是在撒谎，但最终，我们还是决定尊重我们的长期
合作伙伴关系，让我们的分销商吸纳这些客户并发
展壮大他们的业务——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正确无
误。与竞争对手相比，宝仕奥莎是一家规模小得多
的企业，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通过构建一个中等规模
的稳定分销网络来高效满足客户的需求，而非过度
扩张并在客户服务上大打折扣。然而，这并不意味
着我们不会接纳新的分销伙伴，我们只是在恪守自
己的长期战略，优先考虑那些从始至终都与我们并
肩作战的长期合作伙伴，而非偏向那些意外失去高
质量产品的新合作伙伴。

美洲和远东地区销售总监
Michal Francke专访

资深销售总监Michal Francke与我们探讨了美国DIY产业的复兴、恪守宝仕奥莎的长期分销战略为什么是正确的，
以及在迪拜和中国香港的工作生活经历是如何帮助他更好地理解所售产品的。

"一直以来，传统的DIY细分市场
都 是 宝 仕 奥 莎 可 靠 的 收 入 来 源 。
疫 情 爆 发 后 ， 人 们 只 能 待 在 室
内 ， 手 上 有 大 把 空 余 时 间 做 自 己
喜 爱 的 事 情 ， 这 使 得 该 行 业 迎 来
了 爆 炸 式 增 长 。 年 轻 的 手 工 爱 好
者 不 断 加 入 ， 这 个 曾 经 略 为 老 态
的 细 分 市 场 又 重 新 焕 发 了 青 春 。
随 着 艺 术 和 手 工 艺 审 美 变 得 更 加
主流，我们甚至看到了DIY与时装
和珠宝等其他领域的重叠。"

"我们在美国的营业额大约是疫情
前的三倍，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市
场恢复得非常好。"

宝仕奥莎的
多面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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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刚才提到，疫情期间，宝仕奥莎在日本的销售额
几乎降至零。您能详细谈谈该地区的情况吗？
一直以来，日本这个市场都格外重视品牌。只要想
想该市场的其中一个核心业务，即美甲业，您就不
难看出那里的终端客户对品牌的重视程度：这是一
个高度以B2C（企业对消费者的商务模式）为导向
的细分市场。

我们的竞争对手（作为一个同时也生产成品的传统
B2C品牌）在日本享有显著优势，该企业直到最近
还占据约90%的市场份额。但在过去一年间，由于
疫情不断蔓延，以及该公司决定撤离批发市场 ，一
切都在悄然变化着，美甲和DIY则成了最先被“抛
弃”的众矢之的，尽管这两大细分市场在日本的地
位举足轻重。毫无疑问，宝仕奥莎迎来了接管该细
分市场客户的宝贵机遇。然而，日本也是一个看重
稳定性的保守市场，因此转换相对缓慢，但它已经
开始且正在发生。正如在美国，我们的销售额已经
达到了2019年的三倍。日本市场展现出的潜力比我
们预期的要大得多，目前已位列我们全球最具活力
的市场之一 。

哪些市场拥有最多的共性？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异是
什么？是否存在一个完全特立独行的市场？
我认为，日本和美国市场高度相似。两者均十分注
重品质，消费者愿意为此买单。正如您所看到的那
样，很多行业之间也存在相似之处，比如DIY、美
甲、舞蹈和运动服；美日两个市场都主要销售针对
服装行业的平底石。再看韩国和南美，那里以时装
珠宝为主导产业。这些市场的特点是具备制造能力
且更在意价格。而现在，最令我兴奋的市场要数墨
西哥，最近我们在那里又新发展了几家分销商。可
以说，我们在该市场的业务蒸蒸日上，而我相信这
只是冰山一角。

您在宝仕奥莎的迪拜和香港分公司任职，并于2017 
年回到捷克接管美国市场业务。您作为外派人员的
职业经历（和个人经历）对您现在担任的职务有什
么帮助？
在国外生活和工作也是一种宝贵经验，即使这个国
家与你正在发展业务的国家截然不同。我建议所有
有幸拥有这种宝贵机遇的人都务必不要错失良机。
每天马不停蹄、处理和适应不同的文化和环境，肯
定会带来压力，但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它们
有其内在价值。即使您只是初步理解了不同文化是
如何影响职场内外的人们的行为的，这也能帮助您
理解许多生活情景 。我相信自己是一个优秀的销售
员，因为我在国外生活过、工作过。这种经历也再
次向我证实，真的没有什么地方能和家乡媲美。对
我而言，家就是北波希米亚，一个蕴藏着深厚工艺
水晶制造传统的美丽地方。对此，我倍感自豪，我
相信这也是令宝仕奥莎工艺水晶如此与众不同的原
因之一。从这里的工作人员身上，您也能感受到这
种由内而生的自豪感。美丽的捷克自然风光、丰厚
的文化遗产与精湛的工艺……您也能从我们的产品中
感受到这一切。当我身处异国他乡时，这些常令我
魂牵梦绕。

您认为相对于其他制造中心的竞争对手，这就是宝
仕奥莎的主要优势吗？除了无可辩驳的质量，宝仕
奥莎还为其商业合作伙伴和最终消费者带来了什
么，来证明其较高的价格合情合理？
到目前为止，宝仕奥莎最大的优势是，我们的产品
100%在欧洲制造。作为一个家族企业，我们其中一
些工人是第四代和第五代工艺水晶制造的传承人，
这是其他制造商所望尘莫及的。现在的终端消费者
要求一切透明、公开，他们想知道，自己所购商品
的采购和生产流程是否符合道义标准，所支付的价
格是否合法、合理，而这就是宝仕奥莎长期以来恪
守的准则。

"...持续投资可持续生产
实践，并向市场推出更多
的环保产品将是我们未来
十年关注的重点。"

您能谈谈宝仕奥莎未来的战略吗？公司在未来十年
左右将重点关注什么？ 
我已经详细阐述了宝仕奥莎目前所拥有的宝贵机
遇，但同等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具备在不影响品质
的情况下扩大生产规模、以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
宝仕奥莎决不允许在品质上打折扣。此外，我们尤
其不希望看到，因我们无法快速交付商品而迫使合
作伙伴退而求其次，采用质量较差、甚至是劣质的
替代品。显然，这是我们当前关注的重中之重。创
新和扩大核心产品种类仍将占据我们全球战略的核
心。我们必须不断为合作伙伴提供有趣有益的新产
品，以便他们能更好地迎合客户需求。这不禁令我
想到了品牌建设这个议题，现在，它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重要。无论是批发商还是制造商，大多数行
业参与者早就听说了宝仕奥莎这个品牌。然而，我

们需要接触更广泛的客户群，与他们沟通交流，特
别是在美国。举例而言，现在，美国的消费者可在
全国任何一家大型工艺品商店买到宝仕奥莎工艺水
晶，然而在疫情爆发前，这简直难以想象，但如
今，它已然成为现实。只要消费者了解了工艺水晶
的制造过程和产地，看到了波希米亚璀璨悠久的工
艺水晶文化遗产，就会立即爱上它。对此，我只是
在阐述事实。最后，我坚信，持续投资可持续生产
实践，并向市场推出更多的环保产品将是我们未来
十年关注的重点。毕竟，我们正是利用了大自然馈
赠给我们的宝贵资源，才创作出了如此动人心魄的
产品，所以我们别无他选，只能保护和传承它。

"现在的终端消费者要求一
切透明、公开，他们想知
道，自己所购商品的采购
和生产流程是否符合道义
标准，所支付的价格是否
合法、合理，而这就是宝
仕奥莎长期以来恪守的准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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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芒
重现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宝仕奥莎
没有把工艺水晶送去生态报废
处理，而是呼吁世界各地的时

尚设计专业的学生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时
尚品牌，去发现这些被定义为“瑕疵品”
的工艺水晶之美。今年6月，宝仕奥莎“
焕新计划”在佛罗伦萨举办的VIP客户分
享会上正式亮相，彰显了宝仕奥莎对生
产以及不断发展的时尚和奢侈品行业负
责任的态度。

宝仕奥莎配件部门的销售及市场总
监Jan Štiller表示：“我相信，落实可持
续发展以及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将很快成
为业务开展的前提条件。”“焕新计划
不仅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而且为新兴
的、可持续发展的慢时尚品牌以及学生
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使得他们能够
用‘焕新计划’的工艺水晶来装饰物品，
而不必担心‘浪费’其他的宝贵资源。”

 

无论是存在色差的
产品，亦或是临近

质保期的产品， 我
们相信经过大家的
巧手改造仍能焕发
出无限光芒。通过

宝仕奥莎“ 焕新计
划”和我们的共同
努力，将拯救出更
多回收、停产和滞

销的工艺水晶。

图片来源： Milan Moš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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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Matyáš Adam

作 为 这 个 新 项 目 的 成 员
和 宝 仕 奥 莎 的 长 期 合 作
伙伴，Zuzana最近回到
了她的母校——Uherské 
Hradiště应用艺术高中，为
学生们举办了一场关于工
艺水晶装饰和应用的研讨
会；活动中使用的都是来
自宝仕奥莎“焕新计划”
的工艺水晶。

宝仕奥莎“焕新计划”的合作首
秀——由宝仕奥莎、《ELLE》杂志和
捷克时尚设计师Zuzana Kubíčková共
同呈现。Zuzana利用从2021年美妆盛
典“ELLEphoria”活动现场的拍照背景
墙上回收的爪链，重新装饰了她的一款经
典时装。“于我而言，使用回收材料既是
一种挑战，同时也充满乐趣。”Zuzana
说道。“尽管这些都是循环再利用的工艺
水晶，但我知道他们最初都是合乎道德规
范生产的产品，这就显得这件衣服格外特
别，任何人都会因穿上它而感到自豪。赋
予服装新生才是时尚的未来发展方向。“



宝仕奥莎工艺水晶再次在The Blonds T台秀
上大放光彩，The Blonds不仅将宝仕奥莎精
致的新款尖锥形美饰玛应用在多套服装造型
中，同时也用来妆点模特们的妆容；整个系
列中还散布着大量耀眼的、经典的红色宝仕
奥莎金字塔形美饰玛和圆形平底石美饰玛。

The Blonds 
2022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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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Cowan——宝仕奥莎的长期合作伙
伴——在曼哈顿下城区的纽约世贸中心一号
楼第102层观景台上，展示了他最新款的工艺
水晶服装系列。巧妙点缀着宝仕奥莎超大号
爪链的几款蕾丝和皮革服装, 成为本季大受欢
迎的造型。

Christian Cowan 
2022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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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仕奥莎作为全球领先的工艺水晶产品制造商，建立在几个世纪的
玻璃制造传统和创新的基础上。从世界上最小切面的平底石，到高
端的定制灯饰装置，宝仕奥莎从自己独特的历史遗产中寻找灵感，
并带来精心制作的波希米亚工艺水晶。宝仕奥莎集团在欧洲、北美
洲和亚洲设有办事处，每天融化约40吨玻璃。

宝仕奥莎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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