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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驾驶”再成焦点“健康睡眠”成社会共识

全球健康睡眠资源整合者慕思再启“睡眠文化之旅”
2012 年 8 月，全球健康睡眠资源整合者、国内寝具行业领军品牌慕

思启动了旨在传播健康睡眠文化，呼吁全社会重视健康睡眠的“全球健康
睡眠文化之旅·澳洲站”发布活动。 在历经昆明、天津、武汉三站的发布之
后， 8 月 26 日，携手古天乐来到了星城长沙；在当日的记者见面会上，慕
思总裁姚吉庆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 40%左右的车祸是由于睡眠不
足疲劳驾驶造成的。 同在 26 日，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县境内的包茂高速安
塞服务区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 造成 36 人死亡，4 人受伤，“疲劳驾
驶”、“红眼客车”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热点。

勇担社会责任，慕思再启全球
健康睡眠文化之旅

8 月 26 日， 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县
境内的包茂高速安塞服务区发生一起
特大交通事故， 造成 36 人死亡，4 人受
伤，疲劳驾驶、红眼客车再次成为社会
关注热点。 然而，因睡眠不足疲劳驾驶

引发车祸造成的社会问题仅仅是冰山
一角。 2012年 3月 20，在由慕思携手卫
生部举办的“全球健康睡眠高峰论坛”
上，卫生部副部长王国强指出：“健康睡
眠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我国各
类睡眠障碍者达到 38.2%， 其中仅有
25.6%的人选择去医院就诊。” 由于睡眠
问题引起的慢性病、抑郁症、猝死等日
渐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

作为全球健康睡眠资源整合者、国
内寝具行业的领军品牌，慕思密切关注
着国人的睡眠状况， 将传播睡眠文化、
改善国人的睡眠质量作为企业应尽的
社会责任。 自 2009年起，慕思就开启了
旨在传播健康睡眠文化，唤醒社会大众
真正开始重视睡眠的“慕思全球睡眠文
化之旅”，先后带领多位消费者、媒体以
及睡眠研究人士走进欧洲意大利、比利

时、瑞士、法国、德国等地区，拜访知名
寝具制造商、睡眠研究机构以及慕思全
球战略合作伙伴，将全球优质的睡眠资
源引进国内，造福国人的睡眠。 本次慕
思启动的“全球健康睡眠文化之旅·澳
洲站”已是第四届，先后经历了昆明、天
津、武汉的发布，并同步推出了以改善
睡眠大环境的全球首张睡眠音乐大碟
和睡眠音乐枕，获得社会各界的一致好
评。

慕思不遗余力推动寝具业进
入智能化时代

慕思一直以传播健康睡眠理念为
己任，积极携手卫生部、国家质检总局、
中国睡眠研究会、中
国家具协会等政府或
社团组织以及影视界
名人、 知名媒体等举
办各种推广健康睡眠
理念的活动， 先后举
办了“慕思全国健康
睡眠万里行”、“慕思
欧洲睡眠文化之旅”、

“3·21 世界同睡的一
天公益倡议活动 ”、

“全球健康睡眠高峰
论坛” 等健康睡眠倡
导活动。

除了在推广睡眠文化上不遗余力
外，慕思也积极探寻通过联合研制推出
更为优质科学的睡眠系统为消费者服
务。 今年 3月 20日，在协办国家卫生部
主办 " 世界睡眠日暨全球健康睡眠高
峰论坛 " 当天，慕思在北京钓鱼台国宾
馆发布了慕思第三代 T-5 智能睡眠系
统，这套综合运用了人体工程学、环境
优化学以及智能化技术，打造了智能化
自动调节的健康睡眠系统得到了众多
专家的一致好评。 本次慕思全球健康睡
眠文化之旅长沙站发布会上，慕思为古
天乐量身打造的慕思·0769�QB-68 智
能化健康睡眠系统，就是采用 T-5 智能
化技术的结晶。

慕思总裁姚吉庆、 首席文化执行官邱浩
洋、 丹麦设计师詹姆斯及慕思长沙经销商谢
艳华、谢雨杉一起祝酒启动长沙发布会

古天乐现场体验慕思为其量身打造的第三代智能化健康睡眠系统

古天乐与慕思总裁姚吉庆共同按下手印，表示为传播健康睡眠文化而携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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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晚，慕思“全球睡眠文化之
旅”在长沙橘子洲华丽亮相。一线当红明
星古天乐作为特邀嘉宾压轴登场， 与长
沙市民畅谈“健康睡眠”，推广传播健康
睡眠文化。

明星出场气氛疯狂
在一连串的音乐、娱乐、抽奖、歌舞、

走秀之后， 古天乐的出场更是把活动推
向了高潮。古天乐一首劲歌呈献，还与现
场消费者来了个亲密互动， 并现场抽取
了慕思“全球健康文化之旅·澳洲站”的
惊喜大奖，台下气氛极尽疯狂火爆。

作为香港著名影视明星，荧幕前的风
光挡不住午夜难眠时的暗淡，古天乐与现
场消费者分享了自己的睡眠心得。 他表
示，因工作强度大，所以只要一有时间就
能很快入睡。他期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
号召更多的社会人士关注自己的健康，关
注睡眠。

作为活动主办方慕思则当即贴心赠
送了一套为古天乐精心定制智能大床。
据悉， 该床由丹麦设计师詹姆斯三天三
夜为其量身打造， 床身还刻有古天乐的
英文名。最特别的是，该床采用慕思新近
发布的第三代T-5智能化健康睡眠系
统， 它可以根据人体脊椎特点调节相应
的软硬程度和舒适度，并可智能操控、播
放音乐。 古天乐现场忍不住遥控操作起
来，还坐到床上体验了一番，并对智能大
床赞不绝口。

健康睡眠席卷全国
除了当红明星的现场助阵， 慕思寝

具还推出了首张睡眠音乐大碟《觉》和睡
眠音乐枕。

谈及将睡眠与音乐的“跨界”融合，
慕思总裁姚吉庆表示， 睡眠和音乐本来
就是相关联的，这些看似“跨界”的东西
实际上是健康睡眠产业的延伸， 是整个
产业向前发展的标志， 目的是为了给消
费者创造更好的健康睡眠产品和服务。

“而此次举办‘全球睡眠文化之旅·澳
洲站’也正是出于此意，唤起社会大众真
正开始重视睡眠。” 姚吉庆称， 慕思自
2009年始，就率先引领行业开启“慕思睡
眠文化之旅·欧洲站”活动，目前该活动已
连续举办三届。

据了解，今年，这场席卷全国的“全球
睡眠文化之旅”造势活动于8月4日在昆明
首站启动后，随后分别在天津、武汉、长沙
巡演。相继有影视巨星古天乐、华语音乐
教父李宗盛、低音王子赵鹏、中国最美女
声春晓、吉他神通丁少华、HAYA乐团、小
娟&山谷里的居民乐队等明星助阵， 他们
纷纷用音乐强势助力“健康睡眠”，并造就
了一场声动全国的健康睡眠盛宴。长沙站
后，“全球睡眠文化之旅” 至此便完美收
官。

■白娜

古天乐与长沙人聊睡眠

“全球睡眠文化之旅”完美收官
上周末， 影视明星古天乐助阵慕思

寝具， 掀起一股睡眠体验的互动热潮。明
晚8点，王力宏长沙演唱会贺龙体育馆正式
开唱。近来，除了传统的主题促销活动外，
“明星助阵”在长沙家居市场大行其道。

“明星营销是一种快速提高品牌知
名度的捷径， 从而帮助品牌自身的渠道
建设。” 诺贝尔磁砖湖南总经销商谢凯
称，明星代言、明星营销在现在的长沙家
居市场，尤其是建材市场中已非常普遍。

然而， 一个企业的成功并非通过
短期的明星效应就可以实现。 在一项
关于明星代言的调查结果中显示，30%的
人表示“在需要买这类产品时会优先考虑
自己喜欢的明星代言了的品牌”，只有0.6%
的人表示“无论是否需要都会追着买”。

企业请明星代言、活动营销也要选对
明星，尤其是选择与企业形象、定位相符的
明星。慕思寝具总裁姚吉庆表示，此次选择
古天乐，一来他受众群体广、老少皆宜；二
来，他热心于慈善公益活动，且比较低调，
与慕思此次睡眠主题公益活动相吻合。

有业内人士认为， 企业都是有成长
期的， 比如从区域走向全国的阶段需要
请的品牌代言人和走向国际市场的代言
人肯定不同。另外，不同的明星往往适合
代言的产品也不一样， 企业请明星时更
注意其侧重点。

在明星代言、营销过程中，企业更应
在产品和服务上升级， 借明星效应提升
营销水平，提升品牌形象，注重加强与消
费者之间的互动， 进而塑造品牌形象和
美誉度，综合提升企业影响力。

■白娜

家居上演“星光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