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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把一本杂志， 我们“从头”开始布局当我们把一本杂志， 我们“从头”开始布局

，并在“蓝色音符”的这篇社论页面的左侧

添加了标签，“布局TEST”。这是自然慢慢

跨演变成我们自己的杂志。我们更换的每

一个较早的测试图像与我们自己的枪击，

花式和模型（往往也是新的面孔）（这些

都是我们的Instagram帐户记录）的。其原

理是，我们只能买得起的最好的灵感来源

，所以我们去时尚，NÚMERO，时尚芭莎

，艾丽等等等等点亮我们的前沿车型页面

的采摘，因为我们做的工作，充分创造我

们自己的杂志。

于是，每期以这种方式，并在

其出版工作时间上为{倍，CFR我

们的网站}所有的内容是我们自己

的，然后，当然，邮票“上发表！

”将

出现在该页面的左侧。

报道正文：我们自己从一开始。版权所

有：版权的正常风格适用，CFR我们的网

站; 时尚博主可以一个reblog

与通常的确认图像：我们的网页上有对博

主在那里对每个问题的图像可以很容易地

挑选了一个特殊的文件夹。 

有才华的人，谁愿意与我们合作的时尚达

人，请通过Twitter与我们联系，之后我们

就可以使用电子邮件，SIP-中打电话，开

会等，我们总是开放的新车型，作家， 

摄影师，造型师，化妆师，布景设

计师，还有穿的衣服品牌，广告主et

c-人谁的热情和质量的精神，希望以

这样或那样的出色贡献。BERLiNiB的

初始资金是在什么才能最好地称为“业

余”水平，但与顶级装备，我们希望优

秀的口味和构图技巧等，我们创造

此帧内优异的结果。

雅集塔科马

{在摄影师，＆的，IB的编辑; 并且还经常

造型师}

在社论品牌：编辑内容可以通过时尚品牌

赞助，请参阅我们的联系信息的Instagra

m。

广告：同一联系人的方法作为品牌赞助。

在BERLiNiB，广告标注为“广告”或显示

品牌名称，因此是显而易见的。

每个已发布BERLiNiB杂志内容的版权斯

坦亨宁Braten REUSCH别名雅集塔科马

。所有参与contentcreation那些被命名

（如他们所愿车型被命名）。未签名的

材料是由编辑器。如果你有任何事情发

表在这里有任何疑问，或希望贡献，请

遵循@industrialbabes在Twitter.com，

通过应用程序或通过PC和两天之内，我

们跟着回来了。然后，我们可以在那里

使用直接短信提供方便。BERLiNiB是免

费提供的，总是作为品质的PDF。由于

没有申购费，我们邀请那些谁觉得隆起

赞助BERLiNiB {选择总和与货币自己}：

paypal.me/aristotacoma/

技术包括尼康DF，尼克尔W / VR，KDE霓

虹灯，瘸子，LibreOffice的，FontLibrary

.org等等等等，当然还有PC的Android-x8

6平台。当BERLiNiB完全由商业合同和广

告资助，我们会通过购买许可使用费相似

的字体。

https://www.paypal.me/aristotacoma/




BEST SPRIN

G '19的 

时尚潮流

关键字，说这一

切<>

总之：甜CHA

OS

正如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并不简单; 正如政治局势并

不简单; 只是作为一种思维野生拼凑主导世界的话

语forums-通过电脑，而不是一个或两个大的声音

供电; 就像我们必须寻求的解决方案许多不同的; 所

以还是时尚2019春季甜美错落有致，镶嵌，一

混乱或冲动的多样性，其中有没有真正的涵盖范围

广泛的简单的概念。 

然而，因为时尚是应该简化如何看待时尚，别

致，时尚，那么它要的东西，而不是一切，当它是

一个烂摊子，我们要挑出来的东西，而不是反映这

一切的权利。BERLiNiB挑选出来的东西，使用的

是什么，我们希望是好味道。好吧：

歪斜 > > >

围巾和MICRO-B

AG

您可以在事情是，如果不能马虎安全放纵，那么至

少asymmterical-这是围巾和裙子真。添加尺寸过小

手袋，你是它。

紧 > > >

尼龙短裤

也称为自行车短裤。在2019年，这些事情你可以行

走，这样的结合为过大小。

紧 > > >

带

A排序界外球回到20世纪50年代，腰围是不完全应

该是大的。

> > > PLASTKINK

Y和NEOGOTH

这是一种50深浅时间，但有2019扭曲。超模塑料

BDSM风格的衣服出现。

符号> > >

动物圈子和歪斜

平方

豹纹印花等，但也奇特打印：并不总是对称的机器

人，机械感，也不只是flowerly类型的符号。依稀

搅乱后方形和/或圆形类型的对称性。

过度-> > >

尺寸顶部，裸露

的双腿

巨大的裙子，衬衫，与文件夹，然后高跟鞋或靴子

或单位，可能丝袜。

> > >纺织品FOLD

ED

采取一些黑大，把它折叠疯狂多次本身一圈又一圈

，你的上半身，把一些靴子，你可以漫步在大街上

，没有人会泰然处之：这是正确的，这是怎么回事

为中心春季2019。

> > > COLOR：VI

OLETISH，白色，

黑色的，GREEN

BLUEISH，＆TRANSPARENTISH

这sexily透明的东西可以推这样，大胆的：表现出

乳头或两个，和/或显示你的内衣。



炽热

凉意

'19春季 

型号：克里斯蒂

Yanochko照片

：雅集塔科马品

牌包括：THS和

胸罩从Ermou

 Street街的ME

D

获得2019右：

结合自我

＃带着几分#caring

优雅的船尾意识



关怀？



 是! REDHOT别

致：

强大＃强大

女孩＃强大

可以微笑

＃强大





//上：

火焰，高跟鞋，

色调，.. 















///是为跳舞，红

热酷高跟鞋///半

裸照///











你想TRAIN：

SEVEN小贴士

，帮它做

型号：瓦尔扎林

图文：雅集塔科马



培训，做对的时候，是 - 让我们坦率地说，痛苦

的。当它已经完成，不过，快乐是超现实的。在

各级，生理，心理，社会，精神，

普遍。做完它是华丽：只是什么招数？也许你有没

有问题得非常好：那么你不必阅读。如果你像大多

数，不完成它，只要你想，也许这些提示会为你工

作一样多！

[1]看 

转发到预先

设定的奖励

符号

这是没有意义的庆祝根据与那种颓废餐是败坏你只

是做了这么好安排的训练去了。但是：建立某种形

式的奖励，即使相当“象征性”的 - 永远是有道理的

。训练可以有乐趣和快感等等等等，但那里的元素

总是计划得到一些活动后做的权利，这至少是温和

宜人一个好主意。这也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巨

大的反差。这可能是本 - 或 - 那短短的几分钟，但

它必须有休闲于它，而且，即使快乐是非常温和的

，快乐必须是明确的和真实的。例如，你可以使自

己。典型的例子：给自己3分钟时间读一读你已经

迷恋一本书的几页。但是你可以很容易地弥补任何

数量的额外的例子，所有归类为在我们刚才所说意

义上的“象征性”的奖励。

[2]还记得咖啡的神奇

所以你要训练。你要锻炼肌肉。你想为了几件事

情。

首先，作为惊喜空腹越好。二，能量化饮，可直接

到达肌肉，它没有关于它的问题。这是令你的身体

震动，在短短的正确方法。培训将啃血糖等含糖咖

啡不会发胖，相反，它增加了训练的乐趣。而且咖

啡也不会离开你焦躁不安，因为你把它很好地利用

：身体渴望运动，并通过咖啡，你给它一个意愿移

动。



[3]每周剂量，

每周暂停

获取节奏，以锻炼计划。“天天向上

”在理论上听起来不错，也许，但身

体已经做了一些工作背景和它非常有

意义每周在其中肯定是有什么标准培

训的有一两天。这使我们：

4复位 [4]复位 ] 重启 

每星期良心

处理培训作为一个“周包”一个副产品是，无论你如

何在上周进行的，每个星期是一个新的; 不管你没

有得到尽可能多的训练想，有一个新的提前一周，

并与他们在禅宗所说的“初学者的心”的绝对清晰接

近它：无辜的过去，即将到来的一周开始与自己的

“良心预算”，并用它完成。

[5]美化训

练装

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是训练分离那种深深吸引你的

衣服，是一个巨大的激励因素。这包括，除非它的

培训 - 鞋赤脚形式看起来没事，但感觉极好。











6 Tantrify [4]复位 ] 重启 

训练，如果你能 

如果训练包括一些痛苦，为什么不-与所有适用自

由裁量权 - 最明显和最健康的乐趣平衡一下吗？当

它的

可能和足够体面。 

[7]而且，平衡 

培训形式

查找你如何改变训练对称。没有任何单一不变的训

练集可以是绝对正确的所有的时间。该机构将在某

个点信号吧，反正。想平衡和构建

变化。作为众多知名心理学研究

表明，变异的这一事实本身就是

一个

激励因素。



2019 

和成人GEN Z

：

代ZEN-

sationally 

TransZendent

文字和插图：雅集塔科马

一个。 

新trendZetters

新的趋势Zetters，天生没有，但显然在千年后移，

是adults-还是十几岁，但成年人谁可以合法地喝酒

和投票给谁的“假新闻”的概念，是第一手明显; 谁认

为它avantgardist不要使用约会应用; 谁知道，主流

，像沙丁鱼一样，可能并不总是正确的; 谁很可能

知道它的意思是”

短”，但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如果它可能损害所涉及

的公司。

B.吗更有 

'回覆 

应运而生{} Zelf知

道，也许

由于现代技术在20黎明 日由于现代技术在20黎明 日

世纪，许多人，但不是清一色的青年文化而繁荣起

来的宜人“从怀疑自由”（和意识），从“技术而产生

 

乐观”。20世纪50年代有这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

没有它 - 那，而是在其中cannabisenthusiastic禅修

周围形成五角大楼环周期，同时念诵古梵文声音“奥

姆真理教”，希望带来五角大楼成悬浮状态。然后t

ech.opt。重新设置并摧毁了大部分的伍德斯托克文

化。在摇晃的方式，就有点过时在1990年，然后t

ech.opt。肆虐全球，直到Y世代的时代的到来。该

Z世代人不相信自我，也没有主流新闻既不是正确

的，并使用技术也来对抗科技的发展趋势。



C. Zeneration冥想

人类的一些品牌的新花无疑将扔在一旁“冥想”无

稽之谈的概念。 

Z世代是所有关于多样性，除了其中，每一

代人都有显著miniorities从多数发散。

已经说了这么多，这是不可能的怀疑大部分

的世界 - 的selfcenteredness的

和它的技术主流，没有这也导致了热情激进的替代

品。冥想是，在某种程度上，意识最强烈的声明：

这是一个奉献的意识，或者像一些印度大师喜欢说

在20世纪60年代，以“不费力的意识”。然而，Z世

代有创意有关的这个符号：上世纪60年代的权力归

花符号还是成熟的，有意义的，但他们是过度使用

，也可以作为多表示一个迷恋所有的东西复古与2

0世纪70年代的音乐与内沉默的培养。

D. Deliciouzly 

Zensational

但是很显然，尽管一些还Z世代送入，在技术上最

先进的相对自由的城市，而不是自1970年代以来有

过感性超越性别的自由之多庆祝歇斯底里变化的事

实。这是不是在最感谢如何2019欢迎Z世代为即将

坐落着世界的锐利痕迹公民。



TNS

BERLiNiB小号 '回覆 

真正

废话科

文字和插图：雅集塔科马

有寻找你的剃须刀

一个应用程序

有一个在所有现代社会的强烈倾向在洗澡时用沐

浴盐 

这样的一种，不仅产生气泡，也给一个漂亮的颜色

到浴缸的水。然而，还有另一种趋势，这是不是与

这一个很好地兼容。尽管巴西式蜡方法的普及，成

年女性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也用剃刀。当这是与

上述气泡和颜色生成方法组合，并且剃刀放入水中

，机会是大到使剃刀消失，浴缸被清空之前变得无

用。

作为教授。汉弗莱在仿冒Madland Looniversit

y表示的那样，“由于

使用普通浴盐，洗澡水的渗透能见度几乎为零。通

过制作塑料的光，只是一个金属条略有剃须刀的女

孩现在已经大量使用相结合，有机会，剃刀根本不

洗澡的时间内追踪。这一切都是由于完全没有必要

女性的愿望，表现出闪亮的腿。”

我们的教授离开。伪造那里。

幸运的是，对于那些有麻烦的彩色泡泡的

海洋中定位自己的剃须刀的应用程序。

举个例子，剃刀 - 寻找星无人机 

应用程序。这是一个免费的应用程序，但它只能与

他们的明星雄蜂剃须刀金属检测试剂盒，花费了近

一个盛大的，所以是一个有点超过了预算的最一起

使用。无人驾驶飞机，根据说明书中，将从你的应

用程序被引导在浴室的天花板悬挂，做你的任何金

属含量的透彻扫描浴盆即使是轻微的剃刀钢的条子

将在任何时间精确地检测。您的手机会咆哮，会无

人机权做对你的洗澡水淹没隐藏剃须刀的任何调查

结果的顶部的跳跃运动。

如果你仍然无法找到剃刀，你的剃须刀的GPS

坐标会出现，旁边的地图和指示如何到那里，手机

的显示屏上。 

对于那些寻求不太嘈杂的做法，毕竟，一个无

人驾驶飞机的卫生间内飞行将创造良好的相当于约

五重金属音乐会打一次，有在价格的一小部分剃刀

 - 寻找潜艇应用。这有整齐地装在浴室浴缸友好水

下设备的金属探测器。该潜艇将在表面已经位于剃

刀的那一刻，和剃刀应该被发现

正下方，除非有在你的浴缸强电流。

对于那些寻求一个稍微更自然的方法，较少依

赖于这样的事情作为手机应用程序，潜水员国际联

合会有自己相当便宜的解决方案：一个浴盆状友好

RazorSeeking潜水套件，配备小型氧气瓶，面罩和

强大的水下激光闪光作出专门对付普遍使用colori

sed浴盐用剃须刀共同的挑战。有了这种设备，和

一些简单的游泳动作（文件夹包含在工具包），你

应该很快能够轻松找到任何剃须刀无论你有多少泡

沫在你的浴缸。



前后 

经过化妆

如何看待化妆？如何找出

运用你的化妆技巧时尚的

方式？而如何提高这些技

能？4点简单的提示

Elmayahh得到化妆的BE

RLiNiB 2019 / B盖社论 

型号：Elmayahh，斯塔@elmayahh

姆瓦：米尔托Departez，斯塔@myr

to_departez

图文：雅集塔科马

咖啡厅位置：7次，普西里，雅典演播地点：

STUDIO P56，雅典，斯塔@ studio.p56

时尚品牌在这篇社论：

衣服和高跟鞋TATU BY SUELITA，斯塔

@tatu_by_suelita动物印花靴由斯特拉迪

瓦里，章安@stradivarius

下一页：由美乐袋旱烟袋，斯塔@

dakovasimona





1套＃强大

该

正确的目

标

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让我们拼出来：除

非你想提出一个观点 - 你是一个化妆艺

术家谁可以溅在脸上的黄金或东西，让

它出来的权利 - 你要化妆，以提高什么

自然美丽有关脸上，让上看着脸上，W

owfactor是存在的。这并不是说人们会看

化妆（除非他们是专业人士）。他们要

看看脸。您的

化妆，当它成功了，是不是有 - 但她的脸就是混账

华丽。





＃ 2：想想你已经

拥有什么颜色

您申请成为你的化妆的一部分，任何颜色会影响到

你已经有颜色的存在，自然。发生这种情况的主要

方式是通过相似，你可能要细字的“共振”适用于它

。例如，如此这般眼罩，你可能会说，“共鸣”与你

眼睛的颜色（或眼睛的颜色，更精确）。

当你的皮肤晒黑是，你有另一种颜色那里，你

可能想 

注重; 正如有关于皮肤的颜色，你不想强调。所有

这一切都应该发挥到你的化妆心理准备。



＃3：..和灯，其中

您选择

'回覆 

大约走

如果你能控制你在哪里即将灯光熄灭，它们是什么

类型的，他们来自何方，等等等等什么角度，你就

不必做太多化妆。这就像一些比较集中的形式合照

的，那里的摄影师可以设置灯光，从而最大限度地

提高这个那个功能，并创建一个天然的遮阳强调你

的下唇和各种类似的事情。



＃4：还有：你已

时 

'回覆 

时间，做你的草图

化妆，在某种程度上，是素描的面上的顶面。对？

你越是发挥与硬软对眉毛和各种各样的事情一样，

使用笔和纸，或相当于电脑，更多的selfassuredn

ess你将不得不在应用只是化妆各适量。您可能已

经在素描精通。如果是这样，很好！如果不是，这

里是一个办法去做：买论文数量的空白表，你可以

随身携带，并有一堆蓝色的笔，并获取别人的照片

与典雅迷人的面孔以简洁，典雅的特点，从不介意

时间相或肤色或东西。线索是进入精华，使用你已

经很熟悉的脸。说，碧姬·巴铎。然后，你是多么的

几行写在纸上到那里是一个迷人的面孔的最大意义

实验。线索：对称左/右和垂直。只是勾勒出鼻子的

一侧， - 有时鼻子的暗示就足够了。把影子下唇下

方。让眼睛是相距甚远。让学生大，但一定有一些

光的反射在他们-说，波光粼粼的正方形。不要过分

夸张的东西，可以绘制复杂化。不要打扰在开始画

耳朵，只是让在耳朵上的毛发走向。扔前五百图纸

。然后让你的最好的两三个; 和周周提高。只是让

在耳朵上的毛发走向。扔前五百图纸。然后让你的

最好的两三个; 和周周提高。只是让在耳朵上的毛

发走向。扔前五百图纸。然后让你的最好的两三个

; 和周周提高。



健康益处 

有很美好的时

光

或者， 

美的概念的无言的

探索

型号：特塔佩雷拉

图文：雅集塔科马

在照片中使用小雪茄的品牌是来自古巴; 由纯烟

草









风格你的步

态

甜蜜每一天的挑战

探索：作为在凭借

你怎么走路的感觉

，换句话说：让时

尚的步态

型号：Natasia Kinia图片：雅集塔科

马



小号 treets是秒小号 treets是秒

事项：秒中作出 

印象：一些通过穿

戴做到这一点：一

些经常这样做 

{一般 

用更大 

受影响 }通过 

简约：简单：和 

想舞



在做饮食另一

{一般 

著名 

应用程序，有时候

，少即是多的法律

：当 

}通过 

你训练：当你做爱

：在追求时尚的街

头风格沃克在如何

他们走之后光认为

这些东西



{“好城市”：其中，

散步的情侣与他们

应得的荒谬崇敬处

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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