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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把一本杂志，我们从头开始的布局

和在蓝色笔记添加标签，“布局TEST”的这

篇社论页面的左侧。这是自然和逐步转化

为我们自己的杂志。我们替换早期测试图

像与我们自己的原始拍摄影像（全部在@

berlinib记录）中的每一个。这种方法背后

的想法是，我们只希望我们的杂志最佳的

灵感，所以我们选择从我们最喜爱的来源

，如时尚，NÚMERO，芭莎和Elle杂志图

片，点亮我们有图片的网页，激发我们，

因为我们努力创造我们自己的完全原创的

出版物。

每个问题都通过这种方式开发，并在出版

时（请访问我们的出版时间网站）的所有

内容是我们自己。只有这样，“发表”邮票

出现在该页面的左侧。

所有文章和其他文字是从一开始

的原创作品。

版权声明：所有BERLiNiB内容版权的杂志

，但在“fashionblogger友好”的方式。 

在我们网站的目录部分，你发现每一张照

片准备reblogging一起，我们希望对什么

样的确认在后看到的一般准则。

谁希望有才华的人与时尚达人与我们合

作：请联系我们berlinib@aol.com 或DM

Instagram上。我们总是开放的，从模特，

作家，摄影师，造型师听，化妆

艺术家，布景设计师，时装设计师，广告

商和其他热心素材谁愿意作出贡献。

作为一个新的杂志，我们决定去专门“数字

”。随着生产线设备的顶部和伟大的口味和

我们的贡献者的创作技巧，我们创造

此帧内优异的结果。

雅集塔科马{ BERLiNiB的编辑; 经常摄影师雅集塔科马{ BERLiNiB的编辑; 经常摄影师

和造型师一样好} BERLiNiB是免费提供的

优质PDF文件在berlinib.com。

广告： 

对此，2019 / C，只是BERLiNiB的第三个

问题。虽然我们曾在第一两个问题几个广

告，我们最初的目标是建立高质量的内容

，并允许读者通过我们的Instagram帐户访

问杂志。在这个问题上，

2019 / C，我们给广告暂停，而是有更多

的社论。这铺平了道路列入渐渐多了，经

过精心挑选，高品质的广告，补充一本时

尚杂志，开始与我们的2020 /的出版物的

方式。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奉献多达55页，

或约。一半的杂志，以固定的价格，而被

设定为了让他们向希望在我们的杂志上刊

登广告公司开放的广告。品牌可以联系我

们赞助商的社论（将在ED被提及。）。

每个已发布BERLiNiB杂志的内容是版权斯

坦亨宁B. REUSCH别名雅集塔科马。所有

参与内容创造者命名（如他们所愿车型被

命名）。未签名的材料是由编辑器。

技术包括： 

尼康DF，尼克尔W / VR，KDE霓虹灯，瘸

子，LibreOffice的，FontLibrary.org [我们

会尽快足够的收入，允许其使用商业许可

的字体]，和Android瓦特/ G15 PMN和An

droid-x86的增强型W / Fedora的Termux＆

 Perl的。 



BERLiNiB在 

berlinib点com发表于 

通用数字 “数字 

论文格式PDF， ”格式PDF， 

谈到每年三次。除了少数例外

，社论被放置在该杂志中，制

造它们的顺序排列。

页码引用它的A3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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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趋势 

FW2019 / 

2020 

时尚

在新的衣服，鞋子，款

式评论，也有一些领先

的时尚品牌和设计师的

值 

由娜塔莉索菲亚，@fashionjudgm

ent，BERLiNiB时尚

记者，nathaliesophiajournaliste @ gmai

l.com

。1.行星保护和我们

的第二层皮肤

道德消费的重要性正在涌动整个时尚界，越来

越多的人考虑的地球上的树木，空气和水，以

及塑料森林砍伐和过度使用在我们的日常活动

的负面影响的保护。几乎每一个我们在这里找

出可以从这个角度还讨论了发展趋势，但它不

是故事的全部和环境保护的影响并不总是明确

或毫不含糊。例如，对毛皮及皮革服装动物权

利保护组织的沸沸扬扬之后，许多设计师开始

使用人造皮革，但也有一些固守于大多数人造

皮革基本上plasticbased的前提下使用真正的

皮革，而我们希望的最后一件事是多余的塑料

污染的星球。无论哪种方式，在某种皮革形式

的第二层皮肤是在核心的时尚特质

FW2019 / 2020，以及皮革可以被塑造，以适

应各种风格和季节。长相范围从女性头部到脚

趾皮革香奈儿和Alexander McQueen，通过

从SIES马里安更中性风格和Bottega Veneta

的较为阳刚骑自行车的人的共鸣。

。2.颜色我灰 

金·琼斯收集Dior的男装预降2019建议，灰色

是本赛季的新的黑色，这是正确的。例如，痤

疮影城和德赖斯·范诺顿表现出灰色的深浅不

同怎么能改编成以新颖的方式秋季衣柜。灰色

拍摄质量呢子大衣这个元素，无疑是每个季节

都去到衣柜项目。

。3.高大的厚底高

跟鞋

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厚底高跟鞋，斯特拉·麦卡

特尼，范思哲，圣罗兰等 

设计师品牌的展示平台高大的高跟鞋，因为这

一季的鞋子选择。加入Chanel的FW19集的支

持，并且辩论解决：厚底高跟鞋是趋势。

。4.放光芒

金葱粉，金属色，光泽和闪光。许多设计师坚

持这样的亮度照明的暗的冬天。Michael Kor

s的，由Studio 54的启发，提供闪闪发光的党

的礼服。巴尔曼提供带亮片和vinylshine的80

年代风格的方法。圣洛朗使得概念“在黑暗中

发光”时尚。当然，大多数人不会考虑闪光亮

片是适当的工作服装。然而，火花一点点就可

以了，或许应该被纳入几乎所有的服装和场合

。

。5.启发大衣

这个赛季我们有矩阵风格的皮大衣，有的用羊

皮衬里（巴黎世家FW19集合）; 一些带有颜

色的流行。如果天气阴暗，多云，挑战吧！在

他的收藏品，韦斯·戈登的Carolina Herrera使

得用于热粉色大衣的情况下。有些人，包括打

印工作。一些颜色鲜艳的毛皮。舒适和时尚，

提供舒适的羊毛或毛皮时尚，优质的外套永不

熄灭的风格。



[连续]

。6.共用值和阴

性形式

时尚界仍可以部分地楔入“athleisure”和“功利

”看起来之间，但我们正在进入怀旧诱导风格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和

80年代的影响力。一个微妙但强大的风格正

在以鲜艳的色彩和锐边海的外观。

有些设计师一样主席Pierpaolo皮科利

，正在把他们所谓的“共同价值”第一。

浪漫的风格和影响力的设计师华伦天

奴大师 

皮科利最近说，“我想创建华伦天奴社区。我

的意思是什么，从“生活方式”，这是由于有关

对象的不同。这是关于谁分享价值观的人“。

华伦天奴2019秋季成衣展主要展出的车型

包括时尚偶像纳奥米·坎贝尔，谁关闭了惊人

的演出多样化投。皮科利的Valentino风格是

所有关于软剪影，女性的形式，薄纱和羽毛

- 适合会寻找比较正式的场合。这种共鸣的G

iambattista Valli的（谁宣布他的收藏品与H＆

M在戛纳电影节今年早些时候）的设计。

。7. Giantwear

从紧身趋势出发，我们现在正朝着更大的事情

，从字面上。有无数的例子：Balenciaga的超

大轮廓。完全张开的分层和裙子。气球袖。强

，垫肩。标签包括Marc Jacobs的，圣罗兰和

托莫一郎（其亮相时装秀包括贝拉·哈迪德，

格伦·埃尔森和维斯特洛从权力的游戏，格温

多林骑士

克里斯蒂）。勇敢：张开的，大量的衣服。本

着同样的精神，但对于更多的娴静：一个超大

的外套。

。8.从罩到帽子

报童，斗，阀盖，Fedora的：每一次一顶帽

子。带帽夹克通过在秋天unhooded大衣取代

，但具有广泛时兴头饰。我们看到这间时装品

牌如迪奥，巴尔曼（Balmain），华伦天奴和

香奈儿，与各大时装商店，如Zara和芒果一起

。范围包括宽边软呢帽，别致的贝雷帽和La

nvin的Sou'wester。

。10.淋湿在金

龙飘的日子时，黄金被认为是gawdy只有银是

可以接受的。现在，金所有它的价值，它确实

值得很多：稳定的世界中的一个符号永远不确

定性的边缘，并在其中的自然

环境似乎不堪一击。黄金也“逃避主义”的纯粹

的愉快形式。杰里米·斯科特在Moschino的赋

予了它以老派逃避现实旋转。拉尔夫·劳伦表

示通过Altuzarra和席琳借调别致，耐磨的做法

。布洛克收集的女性作品的经典时代的魅力转

化为现代女性的衣柜。

。11.西服

西装已经现在几个赛季依然流行，一些变化每

个季节。这一趋势预计将持续到2020年。虽

然西装强烈工作服，不同的轮廓和面料都可以

称呼为“西装”的一系列相关的场合。穿西装，

现在一个令人兴奋和时尚的方式是Spezzato

风格：混合和匹配来自不同的适合组件的花哨

的字意。例如，人们可能会穿长裤固体人字西

装外套。

。12.帝王味

红色是秋天的颜色中心，并有许多深浅如果鲜

红不是你去到颜色可供选择。任何人都可以找

到自己喜欢红色和好看; 一个补充他们的肤色

和功能。富豪红色，酒红色，蔓越莓红，红色

与蓝色，红色与橙色的提示的提示...选项是无

止境的。较深的红色做正式场合的最有意义：

一个merlotcoloured西装，或天鹅绒礼服。



MOOD1

'冷静下来，

世界变得 

更好'

时装模特在这篇社论：玛雅梅利塔，@

melita_maya

摄影师：雅集塔科马

MUA，头发定型：米尔托Departe

z，@myrto_departez

位置：

TRANZISTOR 

咖啡厅Bistrotheque，普西里，雅

典

STUDIO P56，雅典，@ studio.p

56

时尚标签：H＆M，@hm。

FW

二千零二十零

分之二千零十九

MOODS



MOOD2

是 “您来 

这人 “这人 “

X，Y，

XX，XY，YY，XXX，XXY 

...



MOOD3

我不能 “您来 “

是我自己太高雅

了 “了 “



MOOD4

“我形我的名字，

走进我的形象”



MOOD5

“我的皮肤我是否

喜欢你，紧身装

甲电镀，取决于

不G”





MOOD6

该 “您来 

未来是我的。 “未来是我的。 “



MOOD7

我可以 “您来 

像假的，但身体

是真的。 “是真的。 “



空气精灵[ 名词]空气精灵[ 名词]

1.修长，优雅的年轻女子

2.神话是所述元件的

空气的

一个SYLPH

在我们的世界

时装模特：娜塔莉Rizou，

@natalierizou



纳塔莉Rizou由娜塔莉索菲亚，@fashionjudgmen

t风格和雅集塔科马拍下，与设计师的建议

MUA，头发定型：米尔托Depar

tez，@myrto_departez

地点：STUDIO P56，雅典，@ s

tudio.p56

饲养员画廊，雅典，@the_breeder_gallery，theb

reedersystem.com

时尚标签：裙由TATU BY SUELITA，@tatu

_by_suelita，芒果带，@mango，鞋FOREV

ER21，@ FOREVER21，夹克等H＆M，＆

HM



















瞥见在 

此页面上的模型后面的背景：由斯泰利奥斯

Karamanolis“再充电虚空”， 

2019年安装视图礼貌饲养员，雅典





是 

男装

新的令人兴奋

的趋势的女人

吗？

由娜塔莉索菲亚，@fashionjudgment，BER

LiNiB时尚记者，nathaliesophiajournaliste @

 gmail.com

时尚已经由妇女数百年统治。 在历时尚已经由妇女数百年统治。 在历

史的长河中，人承担了，需要时尚更实用的方

式作业和任务。从盔甲礼仪上的衣服，时尚男

装是留给那些谁买得起发烧友日常件; 紫色，

酒红色和金色外衣用膨化天鹅绒饰衣袖。男子

谁能够负担时髦通常属于贵族或皇室。服装并

不打算成为时尚前卫的，但社会地位的象征。

只有男人在现代历史上少数真正拥抱时尚的冒

险精神的人今天所做的。一个这样的

个人是 国王路易十四。个人是 国王路易十四。

他作为芭蕾舞演员背景允许他与艺术多个接触

并朝向美容灵敏度，这可能被隐藏在不可触及

的艺术作品多达官能技术如时装。在1700年

，

高跟鞋是由社会精英成员佩

戴传授他们的社会地位。 国王戴传授他们的社会地位。 国王

路易十四在他推出高跟鞋搭配红色高跟鞋和红

色鞋底，以法国宫廷时装很感兴趣。他在禁区

这种鞋穿着他的贵族圈子。这种做法后来成为

引领时尚潮流的欧洲皇室之中。

它可能标志着在时尚史上，当一个重要

的变化 

纨绔 首次成为XVIII / XIXÇ流行。当人们开始纨绔 首次成为XVIII / XIXÇ流行。当人们开始

对他们的衣服更感兴趣。当时的想法是出生在

伦敦，在那里重新引入和规模更大乔治·布莱

恩这样做“花花公子”布鲁梅尔封装成流行特征

的男人风格

穿着与他们的西服的花枝招

展。 服装往往由细节，包括帽子，围巾/领展。 服装往往由细节，包括帽子，围巾/领

带及手杖，其他配件中，增强其 

提升自己的风格 到一个全提升自己的风格 到一个全

新的水平。

纨绔在皮蒂男装展，佛罗伦

萨仍然存在， 这里的男人围坐希望能萨仍然存在， 这里的男人围坐希望能

得到拍下，并承认他们的特殊风格。有人会说

，它看起来滑稽，但它肯定使一个伟大的照片

。

长期以来，国家时装周走秀都主要集中在wo

menswear-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大部分的设

计师实际上是男性。



[连续]

我们已经有时装秀的

妇女 

1903年，也许甚至更

早 如果包括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展示。男装相早 如果包括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展示。男装相

当于不得不等到2012年。这

突出男装，直到21世纪初的漠视。

看来，男装不再只是事后的想法，有自己的时

装周和惊人的，有才华的设计师参加不乏其人

。最相关的品牌有男装系列陪伴他们的女装，

或正在认真考虑

启动一个。近年来两大品牌已作出决定：

普拉巴尔·古鲁，

席琳和最近 

加布里埃拉·赫斯特， 壮观的包包最加布里埃拉·赫斯特， 壮观的包包最

出名的。 

河底苏莱曼为席琳

是不对没有男装，这也许是Slimane的最大的

设计实力。最近推出了一系列为男性的另一个

品牌是行。

男装行业中脱颖而出，不仅因为男人正在成为

穿着打扮越来越感兴趣，但由于女性的利率上

升也。虽然很多女装的不是由于尺寸限制，男

人的选择，

许多 妇女没有问题适应男许多 妇女没有问题适应男

装为自己的衣橱。

其实，女人往往是从男人借衣服。 

这是“借”最流行的服装（说实话，很

多时候我们不归还） 是T恤，毛衣和夹克多时候我们不归还） 是T恤，毛衣和夹克

。

直到最近几年女性似乎都满足于借这些项目，

但现在他们去商店和购买男装的普遍做法。那

么为何不？谁不爱一个舒适，超大的衬衫搭配

皮裤配对。站出来更女性化条最美丽的方式是

什么？

一些最大的时装品牌似乎从他们的男装女装相

比获得更多的关注和钦佩。

快速查看 路易·威登过去快速查看 路易·威登过去

“

和现在的设计是倾向的泄

密。 金·琼斯为Dior和维吉尔Abloh为路易密。 金·琼斯为Dior和维吉尔Abloh为路易

·威登在时尚界掀起了波澜，留下自己colleau

gues，女装设计师玛丽亚·格拉齐亚Chiuri和萨

科Ghesquire，在隐喻灰尘。当然，这两个品

牌都与他们在这两个部门的销售做的非常好，

但也没有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主要是驱动，更

是让女性比男性，通过销售的配件。

也许现在是时候改变了方法，也许这仅仅是时

尚新标准。过去缺乏男装多样性使得一个更令

人兴奋的产品比在我们也许已经习惯了戏剧和

每个季节的新变化趋势预期女装领域。如今，

趋势主要集中于重新imaginating过去，在市

场营销和纺织品创新。

真正的风格新奇是男装，其中许多应用周围的

女装方面进一次完全相反的性别观念流通。

 

而男装的崛起是

不可否认的，这

也是不可否认的

是，妇女仍然更

好看那些衣服，

他们是否意味着它们。



时装模特在这篇社论： 

magicmstyle-Marilena，@magicmstyle

时尚摄影师和MUA：米尔托Departez，@

myrto_departez和@myrto_departez _ph

otography

编辑文本：米尔托Departez

灵感黄金模式：经典后由@olga_fox 

金化妆本赛季

如何



黄金是永恒的。就像你

去到LBD，

它可以在要对趋势和优雅的依据，以及可样式

以适应

几乎 任何场合。几乎 任何场合。

金色和黑色是特别 

时尚的那一刻，

沿着金属和 

尼龙光泽。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的，通过添加

一些黄金来你的化妆包扩大你的美丽的视野。

因为它是从每一个角度不同的金可以被描述为

“运动”的颜色。对于使用金妆最好的结果，给

它时间，所以你可以实验。它是有道理的， 慷它时间，所以你可以实验。它是有道理的， 慷

慨申请金。

1作为一个开始： [1]作为一个开始： ]作为一个开始： 

一个健康，干净，清

新的外观。 



完美无瑕的妆容与质量水化开始备

皮。与wellblended基金会按照与使

用权刷子最好的结果。要定义和塑

造面部特征，如颧骨，在区域内使

用暗土色你想轮廓，然后用柔软的

金色和蓬松的刷子增添亮点。

[2]通过增加颜色你

的眼皮创建烟熏眼

（但使用眼影底漆预先）。

通过选择对比的眼影右移，改善你的自然的眼

睛颜色。时尚的色彩，本赛季包括暗红色或者

，如果你觉得有紫染色冒险，暗红色。



3混合[1]作为一个开始： ]作为一个开始： 

粉金颜料水，使

液体黄金的魔力

。 

想像 在海浪阳光跳舞 在一个晴朗的想像 在海浪阳光跳舞 在一个晴朗的想像 在海浪阳光跳舞 在一个晴朗的

夏日。这给这个妆容的颜色，形状和能源的意

识。应用此眼睑和起来。



[ 4]应用只是一个小黄[ 4]应用只是一个小黄

金你的睫毛 在你的眉毛的中心。金你的睫毛 在你的眉毛的中心。

每次眨眼的时间，当光线在你眼前一亮，你会

火花！



黄金（以及其

他稀有金属）

：时装/政治

/经济 

世界的 “

饥饿黄金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6

倍的原因 

文字：雅集塔科马

时尚应该是不断新，南来北往，理想未来，但

足够接近的人跟随。作为一种前沿的文化，它

是，除其他事项外， 在哪里青年试图去是，除其他事项外， 在哪里青年试图去

旁边一个视觉评论， 即，当今天的旁边一个视觉评论， 即，当今天的

新闻寓意被吸收。 

你知道你已经看到了下一季的流行趋势，当

你看到的东西是“奇怪，但它的工作原理”。

 

有时尚更深的电流，去年超过趋势更长; 我们

姑且称之为“海湾流”。这些改变太多，但更持

久。时尚不仅反映了世界是怎样的，但这个世

界攀附着。的事情之一，它紧贴TO-更是让2

019比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贵重金属金。

添加到您毫无疑问，使用的是现在众多金属阅

读本，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或手持设备和您

获得的是说，闪亮的金属是无处不在的时尚等

式的一边。他们不一定是金，甚至实际的金属

; 它们可以是黑色金属，深橙丝，许多闪闪发

光的金属或接近金属色的混合物，但主题是显

而易见的。

这里有六个大原因 为什么黄金和其他金属这里有六个大原因 为什么黄金和其他金属

都在全球时尚界如此大的吸引力

马上：

[1]所述的有美元竞争。

之前，美元是“美元”：通用货币，穿透文化，

创造新的，一种世界性的货币。现在，它是采

用美国政府援助蝉联2020年，是贸易的武器

，用在谁不配合或正在成长过于强大的力量统

治的武器。虽然在原则上，那些谁印美元从那

些负责白宫的不同，的区别已经由选举产生的

功率鸣叫和误导性声明的大量侵蚀。

从政治上讲，黄金是多美元中性。一些

国家花费赚取黄金的第一次每一分钱，因为黄

金标准是在20世纪70年代离开了。马来西亚

，俄罗斯和中国都在囤积黄金。在光谱的另一

端，其他国家如德国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在跳跃

的金色马车没有兴趣。

/ 2 /电动汽车和智能手机需要一系列

特殊金属的

和化学品的功能，这是世界大国之间的分配不

均。如果这是自由的全球贸易的时代，自由贸

易战争，免于美国

谁自称“关税男装总统，那也无妨。现在，地

质情况，突然，allimportant的。一些国家，

如中国，可以扼杀世界上生产的这些东西 - 至

少直到有进一步的创新，以这些产品是如何制

造的。一些所谓的“稀土”在中国大多是发现，

并为世界锂电池仅发现少数国家的。

关键字这里，至于黄金，是“金属”。

3第一次[1]作为一个开始： ]作为一个开始： 

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 有政治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 有政治

threattalk阶段在这个星球上涉及原子武器。

不可避免的恐慌，这导致，至少在潜意识的层

面，在增加的附件东西，使生活显得更为持久

和永恒的表达。这导致无论是复古元素和持久

的这样一个永恒的象征，黄金feverent兴趣。



[连续]

/ 4 / Earthaware。 对/ 4 / Earthaware。 对

于自1960年以来第一次有越来越多的感觉，

如污染人类的影响正在毁掉这个星球无法修复

的，而我们的个人生活应该反映我们周围的世

界承担更大的责任。举例来说，还有谁不考虑

吃红肉是支持地球一票的每一天，因为素食涉

及行星资源消耗少人多。

然而，随着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环境问题，从

大型工业商贸战争活动增长的势头，很多人觉

得关于这个星球的未来的焦虑感，增加了关于

原子武器的世界战争现有的焦虑。这有助于人

们依恋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符号，如黄金和金

属。

/ 5 /当涉及到珠宝，黄金可能比钻石

获胜机会 在象征着“美好生活”的条款。在1获胜机会 在象征着“美好生活”的条款。在1

953年的经典电影绅士爱美人，玛丽莲·梦露的

著名描述钻石为“一个女孩最好的朋友”。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来输送财富涉及未切割钻

石的方式隐秘，这看起来就像玻璃碎片之一。

他们可以粘在钢烟丝盒或罐，好像他们是廉价

的装饰品和跨越国界未被发现。自己的价值，

有时超过了几百万美元，将是显而易见的任何

大钻石供应商，特别是如果

主人被人熟知。例如，有人说，20世纪挪威

的衣服设计师和艺术家费迪南德·芬尼曾经遇

到过

可可香奈儿 在战时火车站。在与她的交谈中，可可香奈儿 在战时火车站。在与她的交谈中，

他在她的选择看来是碎玻璃作为装饰，表达混

乱，她回答说，“记住，年轻人，未切割钻石

都是运送财富的最佳方式”。

然而，高档工业“钻石”被制造得非常好，连专

家都无法轻易从真实的东西区分开来。黄金仍

然是超越了任何此类威胁，因此它可能会在某

些方面，被视为财富的更持久的象征。直到人

们开发技术收集来自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

带的镏金小行星，金价可能将维持高排序后，

以电流价格标签

每100克几千元。

当然，钻石仍然是昂贵的，并且该行业正在努

力维持的真实性使用证书天然钻石的真实性，

并从工业钻石业分离天然钻石行业分为两个不

同的类（种

飞公务舱或经济舱）。但是，它可能只是一个

时间问题之前，市场是由这样的高品质，即使

是专家也说不清它们分开的人工钻石群众络绎

不绝。这样的事件可能会永久地减少现有的钻

石财富的价格。

我们也可能会问，多久前的黄金价格simarly

由太空探索的挑战？这很可能只是在人类已经

开发的技术进行开采小行星可行的情况发生，

因为只有这样的美元价值的黄金漂浮在那里的

quintillions空间是可访问的，可以这么说。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黄金，空间，经济很可能在

未来的几十年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方式。摩根

士丹利最近预测，到2040年，空间经济将是

一万亿美元的事情。

/ 6 /金与塑料

的必要断裂符

号。 黄金是不是塑料问题的解决号。 黄金是不是塑料问题的解决

方案，但象征着比粗心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

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其他东西。因此，虽然可能

金属不能解决塑料材料污染的问题，至少这些

hardwaring材料象征差的点; 一个更积极的方

向 - 哪怕只是一个模糊的图标。

然而，时尚确实有其矛盾，对 矛盾激发然而，时尚确实有其矛盾，对 矛盾激发

的艺术。 因此，塑料已成为环境日益负面的艺术。 因此，塑料已成为环境日益负面

的问题，塑料衣服如淫舞蹈服装和时尚的场景

的使用塑料的受欢迎程度大幅上升。



在这篇社论时装模特：埃拉麦克拉，@ela_m

ichaela_official

通过雅集塔科马摄

MUA，头发定型：IsabellaLia小姐，@ m

y.beauty.garden

地点包括：阿姆里特印度餐厅，的Oranien

straße，@amrit_berlin

美女

上街头 

克罗伊茨贝格

标签包括：H＆M，ZARA @hm，@zara G

INA TRICOT，@ginatricot

这与下面编辑拍照克罗伊茨

贝格。

当柏林墙倒塌，克罗伊

茨贝格从前哨变成具有

很大的差异放荡不羁的

创意中心。





























时装模特在这篇社论：伊贺Kokocinska

，@igakokocinska

通过雅集塔科马摄

MUA，头发定型：SU美发化妆师，@ su

na.kecis

地点 

工作室Ramboya，Wrangelstras

se，克罗伊茨贝格，柏林，@ra

mboyastudio

优美

党

标签包括：我们是鲁莽，@wearereckl

essclothing

ģSTAR RAW，@gstarraw卡尔文，@

calvinklein

ADIDAS，@adidas 

ZARA，@zara

















TNS

{真正

废话科}

小说含。通过雅集塔科马绘图

SchlongoLingo为

 

Qyeens＆Pryncesses

著名语言教学中的应用听歌有一些新的竞争。

一组欧洲languagelearners的在听歌使用教语

言的短语找到了灵感。例如，从应用程式内的

英语课程：我来了！你来了！他/她/它是未来

！我们都来了！这最后一句，虽然听歌当然是

指

它最familyfriendly方式，共鸣的海报装饰属于

新时尚polyamorous集体因果客房。

用于集资来筹集资金，最终的灵感欧洲一批从

事程序员做什么现在是有点崇拜现象，“Schl

ongolingo”应用程序。审阅者描述为“听歌在一

个平行宇宙”。该应用程序，这蓬勃发展几乎

完全是在实际听歌短语，但创造性地重新构造

，以适应成人之间的关系，是

合适的，正如他们所说的，对于那些谁“想暨

进入一个新的语言”。

按照SchlongoLingo团队，研究表明，人的大

脑是80％投入到性别和致力于试图否认这个

事实20％。他们认为，语文课程应补充的思

想方法，并旨在调出，并在现有的教学方法超

越相关的缺陷。

现代德语词“schlong'，特别是在什么可以

称为有用的‘景福大小’ 

背景，是在用来形容男性解剖学的特定部分德

语的许多词汇之一，特别是一个需要超大的避

孕套。善良的人们在SchlongoLingo确信应用

覆盖规模和国籍的变化没有歧视或偏好。

至于单词“景福宫”，让我们准确和说，作为避

孕套，有在宽度长度和景福大小景福大小，当

我们只说“景福宫”，它意味着要么/或，或可能

两者/和。这种引领潮流的拼写错误可能是第

一次出现在纽约市的地铁广告，并从此引发了

对地铁一genderequalising海报（本TNS柱连

接到现实的条子，这genderequalising广告没

有经过批准通过纽约市地铁的董事会在写这篇

）的时间。拟议的广告已由生产

美国“玩具女壶。我们可以想像它是如何帧的

概念：“成人玩具的妇女：不管你是Pryncess

或Qyeen那里，骑我们”，可能与像一个潜台

词：“Vybrates比地铁更好”

我离题了。让我们回到SchlongoLingo，并有

在对物主代词的教训5B偷看。

随着流利Germanspeaker知道，“ICH斌斯托

尔兹奥夫。”翻译成“我的骄傲”，和“ER / SIE

 / ES”翻译为“他/她/它”。 

因此，对于初来乍到德国，SchlongoLingo认

为，这是“热德语”的核心理想的途径：ICH斌

斯托尔兹奥夫意谓Schlong！杜BIST斯托尔兹

奥夫deinen Schlong！ER / SIE / ES IST斯托

尔兹奥夫seinen / ihren / seinen Schlong！世

界投资报告信德ALLE斯托尔兹奥夫unsere S

chlonge！任何读者谁是性别敏感的细微差别

会发现第三线，只集中于女性。从这句话我们

可以提取下面的语句：SIE IST斯托尔兹奥夫

ihren Schlong！

甚至没有尝试的SchlongoLingo应用超越了关

于性别混乱的年龄，而不是只教语言，但也有

点什么LGBTQIA社会一直在努力多年的沟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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