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C 万国表携手全球品牌大使倾情献读经典名著
《小王子》温暖人心
2020 年 4 月 21 日，沙夫豪森——瑞士制表名家沙夫豪森 IWC 万国表于近期发起“TIME WELL SHARED” (共克时艰)
项目，携手全球品牌大使倾情献读安东尼·圣艾修佰里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所著《小王子》 (The Little Prince)
中的经典语段。印度女演员索娜姆·卡普尔 (Sonam Kapoor)将率先发声，献读者还包括英籍黎巴嫩电视主持人莱雅·阿比拉
切得 (Raya Abirached)、突尼斯女演员汉德·萨布里 (Hend Sabri)、意大利男演员皮尔弗朗西斯科·法维诺 (Pierfrancesco
Favino) 和中国男演员张若昀。IWC 万国表旨在携手各界知名人士一道努力，为当前身处特殊时期的人们提振士气、鼓舞信
心。听众们的捐款将被用于支持救助儿童会 (Save the Children) 开展的慈善项目。

少有作品能如同《小王子》这般被翻译成如此多的语种版本，
且拥有众多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忠实读者。作者安东
尼·圣艾修佰里在这部文学著作中讲述了一位小王子游历不同
星球的奇幻旅程，同时传递出丰富的精神内涵：孤独、流离、
友谊与爱。当前世界各地正共同应对艰难时期，这个故事能够
让人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人生中最美好的事物往往也是最易
触手可及的，对他人的付出和关爱才是真正的财富。IWC 万
国表众品牌大使们共襄盛举，朗读此书，正是希望向人们传递
这种精神。除此之外，一同呈献于世的还有安东尼·圣艾修佰
里所画原版插图，其中部分作品将是首次与读者见面。
IWC 万国表首席营销官范思佳 (Franziska Gsell) 表示：
“安东
尼·圣艾修佰里所著的《小王子》讲述了一个恒久流传的故事，
这本书尤具魅力之处在于，它不仅探求了人性的真谛，且传达
的核心思想在今时今日也能如此相通。我们希望借助此次读
书项目触及世界各地的人们，为所有孩童和家庭带来鼓舞。”

IWC 万国表一直与安东尼·圣艾修佰里的后人们保持着长久
的友谊。2009 年，公司成为安东尼·圣艾修佰里青少年基金会
(Antoine de Saint Exupéry Youth Foundation) 的合作伙伴，该基
金会致力于传承这位著名法国飞行员及作家宝贵的人文精神。
安东尼·圣艾修佰里的甥孙，现任安东尼·圣艾修佰里青少年基
金会主席的奥利维耶·达迦叶 (Olivier d’Agay) 表示：
“IWC 万
国表选择了《小王子》一书作为朗读项目，我感到十分荣幸。
这个动人的故事关乎友谊，关乎爱与人性，一直都在积极地为
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的人之间建造文化与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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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演员索娜姆·卡普尔将率先发起此次朗读活动，之后将由
英籍黎巴嫩电视主持人莱雅·阿比拉切得、突尼斯女演员汉德·
萨布里、意大利男演员皮尔弗朗西斯科·法维诺等各界知名人
士朗读本书后续章节。此外，包括中国演员张若昀在内的其他
IWC 万国表众多品牌大使也将以母语朗读《小王子》中的经
典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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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并鼓舞正在历经艰难时期的人们，IWC 万国表于近
期发起“TIME WELL SHARED”倡议活动将在接下来的几
个星期陆续登陆各大数字媒体平台，形式包括在线讲座、演
讲及在线研讨会等等。该项目获得了 IWC 万国表众多品牌
大使及合作伙伴的热情支持和积极贡献，包括汤姆·布雷迪
(Tom Brady)、梅赛德斯AMG马石油车队 (Mercedes-AMG
Petronas Motorsport)、梅赛德斯-AMG (Mercedes-AMG)、
托特纳姆热刺足球俱乐部 (Tottenham Hotspur)、劳伦斯体
育公益基金会 (Laureus Sport for Good)、意大利奢华帆船游
艇品牌Solaris Yachts以及Orlebar Brown等等。
此项目所有活动都会提供捐赠链接，观众和听众可以自愿选
择奉献爱心，IWC 万国表已经率先捐赠了第一笔款项，也将
把筹集到的善款用于资助“救助儿童会”，支持其各类慈善
项目的发展，包括为遭受病毒侵袭的儿童和家庭提供保护措
施、加大对各个国家卫生系统的支持力度、提升父母和监护
人对儿童精神健康的关注度等等。
“TIME WELL SHARED”项目还包括一个与志愿服务相关
的重要部分。人们可以通过Good Tutors Finder (寻找好老
师) 的官方网站为学童及其父母提供辅导。IWC 万国表鼓励
员工在志愿的前提下利用空闲时间为学生提供基础课程的
在线辅导。
如需了解关于“TIME WELL SHARED”项目的最新信息或获
取独家内容，请访问网站https://www.iwc.com/en/articles/
journal/iwc-news-events.html 和 www.savethechildren.
ch/timewellshared

安 东 尼 · 圣 艾 修 佰 里青 少 年 基 金 会

安东尼·圣艾修佰里青少年基金会 (Antoine de Saint Exupéry
Youth Foundation，网址：www.fasej.org) 隶属于法国基金
会 (Fondation de France)，由著名法国作家兼飞行员安东尼·
圣艾修佰里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的家人及他在文学、
科学和航空航天领域的仰慕者们共同创建。该基金会致力于
在法国本土以及全球各地继承和发扬圣艾修佰里所倡导和推
崇的和平友爱、团结互助以及不断挑战、提升自我等普世人
文主义价值观和高尚精神，同时也致力于传承他在环境保护
以及孩童和青少年发展方面的开创性方法，以此致敬和缅怀
这位传奇巨匠，将他的崇高事业永续传扬。基金会始终未忘
圣艾修佰里曾经给予我们的鼓舞和希冀：建立一个互尊互爱、
拥抱不同文化、团结友爱、忠诚守信以及人人都坚守责任感
的健康社会。为此，基金会始终坚持在教育和文化领域打造各
种慈善项目，践行扫除文盲的使命，以实际行动提升青少年的
日常生活水准，助力他们习得实用技能、塑造更加卓越美好
的未来。

救 助儿童会

救助儿童会 (Save the Children) 秉持一个坚定的信念：每
一个孩子都值得拥有美好的未来。我们致力于在全世界保障
儿童的健康成长、为他们提供受教育机会、保护他们免遭侵
害。我们竭尽所能，一切为了孩子——我们日复一日地努力，
也挽救孩童于危难时刻，借此改变他们的命运，塑造我们共
同的未来。

关于 IWC 万国表员工志愿在线课业辅导项目 (主要面向学童
提供)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 www.goodtutorsﬁnder.ch/
iwc-time-well-sh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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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夫豪森 I WC 万国表

1868 年，美国制表师兼创业家佛罗伦汀·阿里奥斯托·琼斯
(Florentine Ariosto Jones) 从波士顿前往瑞士，在沙夫豪森
(Schaffhausen) 创立了International Watch Company
(IWC 万国表)。他当年的梦想是将先进的美国制造工艺与瑞
士手工制表技艺相结合，打造出时代经典的怀表杰作，由此
也奠定了 IWC 万国表独一无二的设计方法，在瑞士实现了
机械表的集中化生产。
经过 150 年的发展，瑞士制表名家沙夫豪森 IWC 万国表已
在复杂功能性时计领域声誉卓越，尤其是计时码表和日历腕
表，新颖独创、坚固耐用且易于日常使用。作为率先使用钛
金属和陶瓷材质制表的行业先驱，如今的 IWC 万国表特别
擅长以各种先进材质打造设计精良、技术精湛的表壳，例如
钛铝化合物和 Ceratanium ® 瓷化钛金属。秉持“形式服从
功能”这一理念，IWC 万国表以历久弥新的作品传递出佩戴
者生命中的梦想和抱负。
在材质的选择上，IWC 万国表始终秉持负责任的态度，以实
际行动尽量降低对环境的影响，打造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
时计，世代传承、生机焕发。更引以为傲的是：品牌致力于培
养自己的未来制表师和工程师，且为所有员工提供优越的工
作环境。此外 IWC 万国表还与各种全球化组织合作，共同
帮助儿童和年轻人的健康发展。

下载

关于沙夫豪森 IWC 万国表“TIME WELL SHARED”
倡议的更多信息可访问网站 press.iwc.com及
www.savethechildren.ch/timewellshared

更 多信 息

沙夫豪森 IWC 万国表
公共关系部
电子邮箱
press-iwc@iwc.com
网址
press.i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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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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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
Pinterest

iwc.com
facebook.com/IWCWatches
youtube.com/iwcwatches
twitter.com/iwc
linkedin.com/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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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terest.com/iwcwa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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