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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OSTE L!VE携手HTC举办沙漠泳池派对，庆
祝COACHELLA音乐节
2011年05月06日14:07

来源：VOGUE服饰与美容 作者：：韩梅

查看网友评论 字号:

为庆祝全美最流行音乐节之一 美国加州Coachella山谷音乐艺术节，LACOSTE L!VE, 鳄
鱼家族更年轻更具时尚感的成员，携手全球手机创新与设计领导者HTC,共同举办了一场时尚
的泳池派对。LACOSTE L!VE向那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潮流致敬，例如音乐对时尚的冲击
，这一众人向往的酷爽摇滚圣地也因此成为举办LACOSTE L!VE活力派对的绝佳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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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补肾”首选国药

！

派对在位于加州Thermal 地区的Empire Polo Field边上的一个美丽的私人庄园举行, 让
沉醉于音乐的粉丝们远离城市的喧嚣。
热爱音乐的潮流人士与时尚领袖受邀参加派对，或在泳池中嬉戏或玩一把刺激的Dunk

热点推荐

Tank游戏，来一张“大头贴”记录活动瞬间，更可以享受一杯鸡尾酒，或只是慵懒地躺在骄阳里

中芯国际董事会陷人事动荡 近百核心员工流失

。洛杉矶“Grill "Em All” & “Don Chow Tacos”美食车为在场宾客补给新鲜能量，Pat ron冰

百视通首席运营官吴征心脏病去世 享年39岁

棍带来无限清凉。更有宾客与鳄鱼标牌亲密互动，一展音乐节的摇滚时尚。除此之外，客人们

淘宝多品牌旗舰店“关店” 官方未披露名单

还收到HTC提供的“Survival Kit s”，趣味十足是音乐节的必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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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OSTE L!VE将会在下一年里继续支持The Voice Project 事业，为各种音乐人才举办
现场特别聚会，以此表示对基金会的支持。
演出阵容：
常驻DJ Ana Calderon, Chris Holmes和 Busy P & So-Me (Cool Cat s)；
特别演出：
Nigel Godrich of Radiohead, Elijah Wood和DJ Cassidy；
嘉宾阵容：
Diane Kruger, Joshua Jackson, Kat y Perry, Kellan Lut z, Adrian Grenier, Lea

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

2011台北国际电脑展

传高盛香港运作淘宝网上市
支付宝股权转移纠纷
惠普再次召回16万块笔记本电池

论坛博客排行榜
当金钱和道义摆在科技巨人面前时

Michele, Ashley Greene, Kelly Osbourne, Malin Akerman, Kirst en Dunst , Alexander

观点：平台、应用和服务

Skarsgard, Jamie Bamber & Aziz Ansari.

社区和电子商务的区别及互联网的三种类型
从邮件营销谈起
美国发行一套美国科学家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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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认识了一个网站——旅游爱好者
AD：卖知识，卖经验（电子商务咨询顾问）
杂感：口碑营销和网站策划
团购合作，如何处理售后？
野草博客一周访客来路域名统计
图（20110618-201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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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电脑管家指控“暗杀” 36 0 称为用户自己选择]

全球匪夷所思的奇特风俗

传中芯管理层与大唐全面交恶

20 0 0 万小灵通用户遭遇转网难题
热门手机行水差价排行

中美将商谈中国概念股监管事宜

联通电信均称3G信号覆盖高铁

工信部筹建统一IPTV监管机构

史玉柱马云拟举办集体“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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