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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讀書的孩子會發光，
別錯過培養孩子的“黃金閱讀期”！
懇請成全2500位老師的心願──

人人基金 友情协助，协理筹款

赞助方式：请登录人人基金
电子善款网站：https://bit.ly/3P5V6yj 或 扫描 QR码

2500位老师自愿成为“希望阅读推手”， 奖励小学生成为“爱读书的人”，

因为爱读书的小孩不会学坏！星洲日报〈希望阅读计划〉拟每月寄送３本优良读

物给小学老师，供老师奖励班上成绩有进步的学生，同时激发小学生阅读兴趣，

恳切邀请您也为老师、孩子献一份力，赞助购买课外书费用。

经典男主角
今年是《教父》首
部曲推出50周年，
马龙·白兰度饰
演黑手党老大Vito
Corleone一角，
并凭此角色获得
1973年奥斯卡金
像奖最佳男主角。

1970年代的
Rolex Datejust
腕表。►

Pie Pan腕表
阿尔·柏仙奴在《教父》
中饰演Michael Corleone，
曾在《教父 I I》中佩戴一
枚 3 5毫米的黄金Ome g a
Constellation系列Pie Pan腕
表。

Piaget Polo腕表

Rolex Day-Date腕表
毕彼特在《盗海豪情：十二瞒徒》中
戴上Rolex Day-Date腕表。

Ro l e x的金色
Day-Date腕表►

Hamilton Linwood Viewmatic腕表
佐治古尼在《盗海豪情》中佩戴黑色皮带
Hamilton Linwood Viewmatic腕表。

黑 色 皮 带
Hamilton Linwood
Viewmatic腕表►

角色造型勾起集體回憶 電影中亮相的經典錶款

近日大热上映的《壮志凌云：独行侠》（Top Gun: Maverick），勾起许多人
的回忆。除了Top Gun，不少经典电影中的角色造型和佩戴的腕表，也是经典例
如今年面世50周年的《教父》首部电影中，两名主角马龙·白兰度和阿
尔·柏仙奴的造型。

相比起全新表款，近来愈来愈多人喜
欢找旧表，因为旧表款能够流传一

段时间，代表其设计经得起时间考验。一起来
回顾多部帮派电影中，部分极具男人味的经典
角色佩戴的经典表款，相信正是不少男士的心
头好。

教父：最佳男主角的Rolex Datejust
电影《教父》（The Godfather）中，马

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饰演黑手党老大
Vito Corleone一角，赢得1973年奥斯卡最佳男
主角，因而获赠一枚配有黑色皮革表带的精钢
Rolex Datejust腕表。此钢制表圈款式是在1960
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制造。他后来将腕表赠予
《教父》的服装设计师Patricia Norris。虽然白
兰度的腕表于2019年拍卖会以近5万美元的破
纪录价格售出，但同属1970年代的Datejust经
典款及搭配皮带的1983年的Datejust仍然可在
二手平台找到。

教父II：星座系列经典Pie Pan表盘
电 影 中 另 一 主 角 阿 尔 · 柏 仙 奴 （ A l

Pacino）饰演Michael Corleone，是其父亲建立
的黑手党帝国继承人。他曾在《教父II》中佩
戴一枚35毫米的黄金Omega Constellation系列
Pie Pan腕表，饼盘形表盘上有标志的“星座”
银星。品牌的星座系列是其经典系列，在戏中
佩戴此表，象征他继承的权力。

这两名好莱坞演员另有不少跟腕表相关的
故事。马龙·白兰度拥有腕表数量虽不多，却
因为他饰演的角色而闻名，例如他拍摄《现代
启示录》时佩戴一只表圈被移除的1675 Rolex
GMT Master腕表，在2019年拍卖时以195万
美元成交；阿尔·柏仙奴则热爱经典表款，早
前曾被发现佩戴黑色表盘的Rolex Submariner
Oyster Perpetual腕表。

盗 海 豪 情 ： 贴 合 人 物 性 格 的 腕 表
亦正亦邪的角色，有时比起性格正气凛

然的人物更具魅力。例如在盗海豪情系列电
影中，乔治·克隆尼（George Clooney）饰
演Danny Ocean，作为一名专业大盗，他在
盗海豪情（Ocean's Eleven）佩戴黑色皮带
的Hamilton Linwood Viewmatic腕表。Danny
Ocean每次抢劫行动均惊心动魄，这款可靠经
典的腕表符合人物特征，展示他在每场精心盗
窃中对关键细节的讲究。至于毕·彼特（Brad
Pitt）饰演的Rusty Ryan，则在续集《盗海豪
情：十二瞒徒》（Ocean's Twelve）中戴上
Rolex的金色Day-Date腕表。Rusty Ryan是
Danny的得力助手，他腕上的金色腕表正好反
映角色散发的自信。

说到犯罪电影，也不得不提马汀·史高
西斯（Martin Scorsese）执导的史诗犯罪电影
《赌城风云》（Casino）。戏中罗拔·迪尼
路（Robert De Niro）饰演赌博专家Sam "Ace"
Rothstein，佩戴一枚18k白金25毫米的Piaget
Polo腕表。这枚带“青金岩”蓝色表盘的复古

腕表在市场上相当罕见，但系列亦因而成
为不少男士留意的奢华运动表款。而最近
在《怪兽与邓不利多的秘密》中饰演大反
派Grindelwald一角的Mads Mikkelsen，在由
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沉默的杀机》中，饰
演杀人医生汉尼拔·莱克特，演技诡异而不失
美感。他佩戴的Zenith El Primero腕表完美
衬托了其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及优雅而精
致的打扮。

二 手 市 场 更 易 找 到 经 典 款
当然，以上提及的表款不是全部都可以

找到新货，但在二手市场上，或能更易找到部
分经典款、复古款、限量版或需要轮候多时的
腕表。二手市场跟一手市场始终有别，需找可
靠有信誉的买方。除了大型拍卖行，一些有信
誉，如隶属于大型钟表集团的二手购易平台也
相对值得信赖；除了依靠网上买卖，部分平台
更设有门巿陈列室，购买起来也就更觉安心。

文：張曉冬（原載《明報》）

Piaget Polo腕表
罗拔·迪尼路在《赌
城风云》中佩戴18k
白金25毫米Piaget
Polo腕表。

Omega Constellation系列Pie Pan腕表►

经典表款
阿尔·柏仙奴早前曾
被发现佩戴黑色表盘
的Rolex Submariner
Oyster Perpetual腕表。

Rolex Datejust
跟马龙·白兰度获赠腕
表款式相近，1983年
制的Rolex Datejust配
搭皮带腕表。

配合马来西亚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成立50周年，多美集团
和该基金会，联手推出以4种濒危的野生动物，马来亚虎、海龟、婆
罗洲象和人猿为设计的限量版金币套装。每售出一纪念金币套装，售
价的2%将捐献作为支持马来西亚世界自然基金会自然保育工作的资

金。
这 一 套 “ 马 来

西亚世界自然基金会
金禧限量版纪念币”
套装，将在全马限量
发行300套，每套含
有4 枚个别重达25克
的999.9纯金硬币，
每套的黄金总重量共
100克。并采用市面
上回收并经过审核
验证的“再循环”黄
金，在商品宣传册纸
质和承装金币的木盒
子上，也采用得到环
保认证的材质。

马来西亚是世界
上公认的12个超级多

样化物种的国家之一，这50年来，马来西亚世界自然基金会不断开展
各种环境保育行动，特别
是在栖息地保护方面，减
少对大自然的破坏，降低
野生动物在生活环境中所
面对的威胁。希望也可以
透过限量版金币套装的推
介，提高公众爱护自然生
态动物的意识。

多美集團聯手
馬來西亞世界自然基金會
推出限量版金幣套裝

Dr. Andrew Weil For Origins
Mega-Mushroom Relief & Resilience Soothing
Treatment Lotion
靈芝光潤機能水

Origins旗下的明星产品“灵芝水”经升级以全新灵芝光
润机能水亮相，附含浓萃灵芝精萃与微分子蕈菇激活精粹，
具保湿、修护效果，同时有助舒缓泛红肌肤，启动肌肤的防
御力，重拾紧致平滑健康肤质。

報道：本刊 李依芳 圖：品牌公司提供、部分圖取自官網

來搞懂你不曾重視的爽膚水

护肤，其实不分男女，然而在护肤这么多个不同的步骤里，你最重视的，到底是哪一个？
过去常提及护肤3步骤：清洁、爽肤及滋润，现在的护肤步骤自然远不只这3个，除了清洁肌肤之外，落在第二个步骤

出场的爽肤水，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只不过人们往往重视精华液及润肤霜的程度，远比爽肤水来得大，来搞懂你不
曾重视的爽肤水。

爽肤水，在护肤的步骤里很重
要。它在你为肌肤做好清洁

之后上场，之后才是精华液及脸霜，
它所具备的功效，远比你想像的来得
多。

■二次清洁
洗脸后你以为已做好清洁的工

作，其实并不然，沾上了爽肤水的棉
片里，轻轻抹在脸上后，是另一个彻
底清洁的步骤。

■去角质
爽肤水还具去除老废角质的功

效，部分品牌的爽肤水会加强去角质
的功效，如有肌肤敏感问题，要慎
用。

■调整肌肤状况
在未使用精华液之前，提前为肌

肤做好保湿的工序，有助于平衡肌肤
的酸碱值，及调理肌肤的油水平衡，
做好准备迎接下一个护肤步骤，提升
肌肤的吸收力，让后续的保养品发挥
理想的护肤效果。

■可舒缓肌肤
如果外出暴晒，也可以将沾了爽

肤水的棉片轻敷在双颊，降温的同时
也可以舒缓肌肤、改善泛红。要避免
使用酒精或果酸类的爽肤水作湿敷，
以免引发过敏。

■动作要轻柔
使用化妆棉片在脸上抹上爽肤水

时，动作一定要轻柔，防止过度拉扯
肌肤，尽量以由内往外的方向推抹。

■精挑化妆棉片
尽可能使用材质柔和的化妆棉

片，以免在摩擦时过度刺激脸部肌
肤。

Clinique
Moisture Surge Hydro-Infused Lotion
多酵活水精華露

多酵活水精华露含芦荟益生发酵精华，让肌肤提升锁水能力之余
发挥深层保湿功效，同时助镇静肌肤舒缓泛红敏感肌，并减少粉刺，使
肌肤更细致光滑。

Shiseido
150週年限量版

Shiseido在品牌庆祝150周年之际，
为品牌旗下的3个明星产品红妍超导循
环肌活露、红妍超导循环肌活安瓶及
红色梦露，推出150周年纪念版的包
装设计。

其中红色梦露是1897年时所研发
的化妆水，含玻尿酸成分及蕴含复合
植萃芳香，快速吸收高效活化肌肤，
让肌肤细软柔嫩，散发光泽，称得上
是爽肤水中的“鼻祖”，就连纪念版
的包装也与初期亮相的设计相似。

Innisfree
Black Tea Youth Enhancing Treatment Essence
紅茶極效修護晶露

红茶极效修护晶露采用全新红茶胜肽赋活科技，蕴含95%济州红茶
萃取及多种胜肽成分，有助修护受损疲惫的肌肤，激活表皮细胞代谢周
期，从肌底恢复健康活力，让肌肤重拾紧致、弹嫩及透亮。

Le Lumiere
Royal系列寶石新鑽飾

Le Lumiere在迎来品牌成立19周年之际，盛重的推
介旗下经典的Royal系列宝石钻饰。

Royal系列，是Le Lumiere旗下首个以彩色宝石镶嵌设
计的钻饰系列，所有钻饰也都精选了品牌以完美切割技术闻名的“八
心八箭”钻石。新系列以红宝石、绿宝石及蓝宝石，再结合“八心八
箭”钻石镶嵌完成，一如这个系列的名字，这三色宝石也是备受尊贵
皇室所喜爱，并经常可在皇室佩戴的珠宝中常见的宝石类型。

彩色宝石与“八心八箭”钻石相搭配的钻石首饰，展现了贵族经
典，流露高贵优雅的气质。款式设计简约，不受潮流影响更不易被淘
汰，能经得起岁月的考验，也可成为世代传承的瑰宝。

美麗
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