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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制作杂志时，我们从头开始布局，

并在此社论页面左侧的蓝色注释中添加标

签“ TEST OF LAYOUT”。这自然而又逐渐

地转变成我们自己的杂志。我们将每张早

期的测试图像（均记录在我们的Instagra

m帐户中）替换为我们自己原始拍摄的图

像。这种方法背后的想法是，我们只希望

杂志获得最佳灵感，因此我们从喜欢的来

源（例如《 Vogue》，《 Numero》，

《 Harper's Bazaar》和《 Elle》杂志）中

选择图片，以激发我们灵感的图片来点亮

我们的页面。努力创建我们自己的完全原

始出版物。每个问题都是以这种方式开发

的，并且在其出版时（对于出版时间，请

授予我们的网站），所有内容均归我们所

有。只有在

这次，“已发布”标记将出现在此页面的左

侧。

从一开始，所有文章和其他文字都是原创

作品。

版权： 时尚博主可以在杂志，模特和版权： 时尚博主可以在杂志，模特和

 

摄影师，在我们的网站上授予目录部分以

获取更多信息

信息。所有内容都可以通过大屏幕（例

如在PC上）和小屏幕（例如在电话上）

进行访问。

希望与我们合作的有才华的人士和时尚达

人，请通过berlinib@aol.com 与我们联系

，或在instagram上与DM 联系。我们总是

敞开心hearing

来自模特，作家，摄影师，造型师，化

妆师，布景设计师，时装设计师，广告

商和其他热心的创意人士。

作为一本相对较新的杂志，我们已决定

完全使用“数字纸”。配备顶级设备，

贡献者的品味和创造力，我们在此框架内

创造了出色的成果。

亚里斯托·塔科马{ BERLiNiB的摄影师兼编亚里斯托·塔科马{ BERLiNiB的摄影师兼编

辑；并且经常是设计师}

BERLiNiB由广告，货币交易和赞助商提供

资金（已指出是这样）。所有问题都可以

在berlinib.com上免费获得为高质量PDF的

版本。

广告： 

通过查询广告电子邮件来显示PR广告的

价格： 

ads@industrialbabes.com 多达大约一半

的杂志可用于优质广告。如有其他查询，

请联系berlinib@aol.com ，也可提供编辑

赞助。我们保留仅包含不干扰杂志时尚内

容的广告的权利，并且这些广告必须看起

来像是广告（或带有此类标记）。这些广

告也始终在归档的PDF杂志中展示。

每本BERLiNiB杂志的内容均为Stein Hen

ning B. Reusch的别名Aristo Tacoma。正

确引用BERLiNiB的模特，作家和摄影师都

对其作品拥有版权。未签名的材料由编辑

者提供。

技术包括： 

各种相机；KDE Neon，Gimp，LibreOff

ice，FontLibrary.org [尽管我们赞赏该库

在简化新杂志起步方面的作用，但我们计

划从2021年开始使用我们自定义设计的字

体]，尤其是PC Android-x86。



如您所知，BERLiNiB

 

berlinib dot com，发布于 

通用数字 “数字 

纸张格式PDF， ”格式化PDF， 

一年来三次。几乎没有例外，

社论按其制作的顺序放在杂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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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通常按其发表的顺序放在杂

志上。 

除了上述照片社论外：

书面 

文章，

插图

和 

广告 

在杂志上。请享用！





娜塔莉·索菲亚（Nathalie Sophia）

@ fashionjudgment，BERLiNiB时

尚通讯员

nathaliesophiajournaliste @ gmail.com

插图：Gimp修改了Android 10的“ AUM” 

在

持久

1970年代的

力量

70年代及其女性形象; 新经

典；波西米亚风对下个季

节的影响

的 

设计师趋势如何 

; 

掌握1970年代

也许1970年代的波西米亚时代不再是一种痴

迷-毫无疑问的是，几年后时尚已经全面流行

了。1970年代的某些影响力-展望FW20 / 21

-被我们称之为“ 1990年代时尚虚无主义”的浪

潮推到了一边。但，

70年代的恋人，无所畏惧

！ 嬉皮士十年来快速流动，自我更新的影响！ 嬉皮士十年来快速流动，自我更新的影响

力触及一切。70年代的设计（曾经被认为只是

一个时代的描述）已经演变为被标记为“经典

”的崇高地位，几乎与香奈儿（Chanel）的“小

黑裙”概念相提并论。

70年代的持久力和吸引力吸引人。从我们对

主要时尚达人的灵感榜了解到，1970年代比

1980年代更胜一筹，而且几乎是其他历史时

期。这次看起来永久！

最近，一些品牌几乎抹去了80年代的烙印；

相反，他们喝了大量的波西米亚风。仍然在1

970年陶醉，他们现在努力应对即将到来的F

W20 / 21赛季的90年代影响。

总之，一个自以为是的时尚达人必须对70年

代有更多的了解。要抓紧时间，从70年代女

性偶像开始-女人喜欢 雪儿性偶像开始-女人喜欢 雪儿

Stevie Nicks， 黛比·哈里Stevie Nicks， 黛比·哈里

和安妮塔·帕伦伯格（Anita Pallenberg）。这

些女性塑造的不仅仅是时尚史。他们的天赋

的 的心 的 的心 

百万 相对于当时一些最有影响力的艺百万 相对于当时一些最有影响力的艺

术家和思想家来说，它们的地位像杂种一样

。 

例如： 安妮塔（An例如： 安妮塔（An

ita 

Pallenbe） 她对ThePallenbe） 她对The

成员的影响 

1970年代的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包

括时装，歌曲和生活决策）轻松地使她轻松地

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女性之一；一些争议并没有

贬低她。她和当时的其他标志性女性似乎散发

着光芒，并且确实具有某种真实性，实际上确

实在实践着一种自由，自由自在。

他们赢得了许多人的认可，但丝毫不惧怕来自

成熟社会的反对。让我们承认：他们比我们解

放得多。他们的探索

拥有 性欲拥有 性欲

他们以“不能不关心别人的想法”的普遍见解与

他们达到顶峰。在服装方面，他们开创了如今

流行的穿“自己喜欢”的方式的痕迹，并且以此

作为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这是关于个人的

被认可 使每个人与众不被认可 使每个人与众不

同的微小差异很重

要



[续]

实际上，基于这种波西米亚风格的灵感最令人

震惊的服装很可能只可以穿一两次。 

派对

设置-我们对此表示满意。只需单击几下鼠标

，就可以使用所有的老式购物和租赁服务（至

少在技术含量最高的社会中至少如此），让所

有人记住的外观从未如此简单。如今，最有影

响力的时尚人士都热衷于探索古董店和跳蚤市

场，以寻找“难以置信的”

真正的波西米亚风格 元真正的波西米亚风格 元

素。至少，在“快速时尚”帝国之一将其机器投

入使用之前无法复制

传播到数百万。 

我们不必等待帝国这样做。我们可以

租河马 

加尔马特。

价格不贵，我们可以根据需要探索可能的款式

，而不会拥挤衣橱。（提供这些服务的一些零

售商包括高端零售商Rent the Runway，The

RealReal， 和更随和的城市服装店。）RealReal， 和更随和的城市服装店。）

复制70年代的风格是一回事。但是我们可以

并且应该肯定 挑战极限。 当前，在时尚并且应该肯定 挑战极限。 当前，在时尚并且应该肯定 挑战极限。 当前，在时尚

界，以新颖的方式探索时髦时尚的主食，以消

除许多人对波西米亚风格的渴望。值得注意的

是70年代的影响

如此试验；也许是因为1970年代的风格通常

是对二手衣服进行第一手艺术实验的结果。

复古时尚可以轻松地与嬉皮士时代伴随的自由

精神相结合。夏季碎花连衣裙，各种各样的靴

子-从西方风格的牛仔靴到紧身高皮革靴的闷

热版本-等等。

以下是1970年代最人性化的自我更新趋势的

列表：

1.花裙子 

2.西方靴子 

3.作物上衣

4.高腰裤 

5.裤子

6.细微的裸露

7.针织品

8.图形T恤

在样式的最忠实粉丝中，有许多样式图标-模

特和设计师。凯特·莫斯（Kate Moss）过去曾

提到，谈到衣柜，她的必备品之一是70年代

复古碎花连衣裙（或至少可以重现十年感的东

西）。当今时尚偶像

凡妮莎哈金斯 从风凡妮莎哈金斯 从风

格上来说，她也是一个真正的70年代女孩-她

在Coachella上以嬉皮的外观让时尚人群赞叹

不已，从那时起就一直不可阻挡。

探索了70年代的一些设计师 

SS20季的灵感包括 

马克·雅各布斯。

他将自己的作品献给了玛丽亚·夏亚诺（Mari

na Schiano），安妮塔·帕伦伯格（Anita Pal

lenberg）和《安那·雷金》（Ann Reinking）

中的《爵士音乐》。整个时装行业似乎都对他

过多的图案，轮廓和颜色深爱不已。席琳（C

eline）时装秀采用了一种受同一个十年启发

的更为宽松的方式，其中阔腿牛仔裤和麂皮外

套主导了跑道。十年来，诸如Etro和Missoni

等品牌都从花卉印花，色彩缤纷的针织品和飘

逸的连衣裙中汲取了灵感。

尤其是Etro，无论其季节如何，都与70年代的

美学联系在一起，这证明该十年中的某些要素

从未真正过时。它是如何在不显得过时和过时

的情况下接近70年代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对

于即将到来的季节，该品牌的一些重大灵感必

将在春季和夏季流行，包括白色和印花飘逸连

衣裙，宽腰带和宽松印花牛仔裤。另一方面，

在跑道上看到的一些最有趣的细节是：荷叶边

，流苏和

以任何可能或不可能的方式佩戴的围巾，包括

作为典型的嬉皮时尚宣言之一-头巾。当我们

仍然可以以最时尚的方式在秋冬季节显得阴沉

时，我们都应该探索更欢快的服装。



时装模特＆BERLiNiB封面模特Natalie

 Rizou，@natalierizou 

图片和主要样式：Aristo Tacoma 

设计师兼服装设计师：Myrto Departe

z

MUA，发型：Myrto Departez，@

 myrto_departez

城市位置：希腊雅典工作室：Studio

 P56，@ studio.p56

时尚标签：EROTOKRITOS KIMIONIS的时尚面

料，MOUSTAKIS的@prince_erotokritos 2020夏

季凉鞋，@ moustakis.shoes RETROSEXUAL的

1970年代复古太阳镜，@ retrosexual_culture H

＆M，@ hm OYSHO，@ oysho 

CALZEDONIA，@ calzedonia

海滩风情，城

市女孩风情

从城市之夜的角度看

2020年夏季海滩和派

对服装的力量





视觉主题 在这本杂志上 包括 视觉主题 在这本杂志上 包括 视觉主题 在这本杂志上 包括 

想法

钟摆摆动， 它不能在任何地方停留钟摆摆动， 它不能在任何地方停留

太长时间：无论如何 

重要的是，对某些领域的关注，不可避免地会动摇

。那是人的本性，那也是关注的本性。

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大自然：地球。希望在激烈的

摇摆中，

改善。还有很多必须改进。

它早些时候触及了“民族”的思想。它几乎总是可以

追溯到“个人”的想法。的确，时尚是由个体组成的

，所有的眼睛都粘在最

世界各地的时尚年轻女士们–这要归功于现在的个

人女人，她现在被认为是坚强的人，被鼓励要凶悍

，知道一些功夫，并在全球范围内放松自己的皮肤

。 

我们还看到，全球关注的钟摆触动了理想的观念，

现实。

市。 在网民世界中，将世界公民进行数市。 在网民世界中，将世界公民进行数

字化联网的城市概念需要一些节省。这超出了清洁

水和空气等的范围，但是

推定 良好的环境：推定 良好的环境：

* 鲁rent的租金上涨带来的节省：

在整个政治领域中出现了新的政治冲动，他们在柏

林市，加利福尼亚州和许多其他地方探索了各种限

制租金水平的方法。 

*保存最脆弱的花朵 

小美的资本主义， 可能是由专家手小美的资本主义， 可能是由专家手

工制造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为爱它而不是为它赚钱

的，这些专家可能已经存在了几代人，并培养了他

们的知识， 

手工艺品 例如在家族企业中。 手工艺品 例如在家族企业中。 

*保存两个 

无品牌 和的 较小的品牌 在全球大品无品牌 和的 较小的品牌 在全球大品无品牌 和的 较小的品牌 在全球大品无品牌 和的 较小的品牌 在全球大品

牌中，即使我们欣赏到全球品牌和网络世界公民技

术有时可以使生活更迷人，更有意义。 

从政治上讲，二元性别从未像现在这样陷入困境。

由于二进制不再是主导因素，所以关系也不再像以

前那样“二进制”。2019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人

美国人现在认可CBS所谓的“自愿非一夫一妻制”。

多元恋及其紧密相关的同性伴侣，变性者进入各种

流派的主流趋势，女孩时装从变性者的态度中获得

了一些特征，而2020年夏季时髦的服装则反映出一

种新的轻松方式

女孩的力量。



我们看到一种实现的，自我保证的光芒，“适合”

男性气概 

进入 新鲜女人味（ 尽管动词“适进入 新鲜女人味（ 尽管动词“适进入 新鲜女人味（ 尽管动词“适

当的”在此通常是指倾向于倾向于全部认可的男人

的含义）。2020年的光彩注入了性感，蕾哈娜（R

ihanna）的Fenty品牌等现象已助长了这种性感。

这包括以商业上可行的方式应用于通常远离这类服

装的服装类别的“内衣恋物癖”感。

如今，环保主义已被视为理所当然，大多数品

牌都在努力追求更多 

行星明智织物 和着色方法，更倾向于行星明智织物 和着色方法，更倾向于

回收利用。2020年，时尚达人们将自豪地来访 二回收利用。2020年，时尚达人们将自豪地来访 二

手衣服 商店，还大胆地展示了自己的缝纫机：纤手衣服 商店，还大胆地展示了自己的缝纫机：纤

巧的徽标和无徽标的衣服是更自由时尚的绿色风味

的一部分。 



























关注一些重要的FW

20 / 21趋势和结构

娜塔莉·索菲亚（Nathalie Sophia）

@ fashionjudgment，BERLiNiB时

尚通讯员

nathaliesophiajournaliste @ gmail.com

博特加效应 

时装业充满活力的魅力在于，每隔几个季节，

就会出现一位新的领导者/潮流引领者。最

新设计师接管既有品牌后，通常会出现这种情

况，使品牌焕然一新，同时又经常保持房屋的

独特品质。毫无疑问，过去和现在最相关的品

牌是Bottega Veneta。丹尼尔·李（Daniel Le

e）对这家以皮革操纵闻名的意大利时装屋进

行了现代化改造，并偷走了 所有fashion行了现代化改造，并偷走了 所有fashion

girls的心。 人们对皮革服装的兴趣日益增girls的心。 人们对皮革服装的兴趣日益增

加，吸引了许多创意者的注意，作为回应，他

们接受了这种趋势，并将其解释为自己的趋势

。穆格勒（Mugler）是使用皮革大部分作品的

行业领导者，其中各种颜色的皮革（从勃艮第

到午夜蓝色）都用作影响摇滚的外套，裤子和

裙子的画布。裙子以特别有趣的方式进行操作

，让人想起从裙子的腰线到通过高缝缝窥视的

袜子的吊袜带。Pierpaolo Piccioli为Valentin

o采取了一种更加女性化和浪漫主义的方式，

提供紧身皮衣裙，量身定制的夹克和装饰品，

并使用小块皮革制成花朵形状

花瓣。不出所料，几乎所有系列中都存在皮革

配件，这将是完成皮革外观的一种特别美丽的

方式。

STANDOU T服

装

尽管Bottega Veneta大多与皮革处理的使用有

关，但本季材料在该系列的相关方面较少。关

键是颜色和轮廓在应用于外套时最有趣。特别

是一眼就吸引了我的注意

最好的方法。地板长度的皮毛大衣，底部有厚

实的流苏。它类似于地板拖把，使服装变得更

加有趣，在荒谬和精美创意之外的边缘保持平

衡。博柏利（Burberry）是另一家始终如一地

提供令人惊叹的个性化外套的时尚公司。他们

与该特定类别的历史联系以及Riccardo Tisci

的创意天才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就。经典风衣

采用多种材料和装饰技术进行处理，而冬季大

衣则采用落肩层和附着的毛皮嵌板，类似于松

散地包裹在外套顶部的舒适围巾。

摇滚明星

尽管我个人最喜欢的大多数物品都远离了19

80年代的影响，但这一时期的灵感似乎很受

欢迎，尤其是在巴黎。伊莎贝尔·马兰特（Isa

bel Marant）和圣罗兰（Saint Laurent）使他

们的模特看起来像真正的80年代摇滚明星。

受到“油脂”等邪教电影的影响，在Saint Laur

ent，我们看到了紧身的乙烯基绑腿，以资产

阶级风格的西服外套搭配，领口处的衬衫系成

蝴蝶结。另一方面，马克·雅各布斯

以更前卫的外观反衬了他在路易·威登（Loui

s Vuitton）的作品中柔和浪漫的作品。他尽力

传达信息，就像部署麦莉·赛勒斯（Miley Cy

rus）沿着他在后台组织的艺术混乱一样在跑

道上行走。在跑道上；皮裙，闪闪发光的迷你

连衣裙和皮手套-1980年代摇滚小妞的真正主

食。

紧身胸衣

形状似乎在本赛季趋向流行。那些由设计师操

纵以形成其想象力深处的不自然形状的形状，

或旨在增强女性自然形状的形状。某些品牌与

提高其女性顾客的曲线有着长期的关系。最相

关的是法国时装品牌Balmain，由Olivier Rou

steing掌舵，他本赛季的根源在于将身体塑造

成完美。虽然他最近的系列勾勒出许多本季最

相关趋势的盒子，包括皮革制品和出色的外套

，但一些最令人惊叹的作品是用皮革模压而成

的上衣，看起来像棉布一样轻松地披在身上



退出水后。另一方面，大卫·科玛（David Ko

ma）则显得更典型。在各种服装（例如牛仔

布和皮革件）上层叠透明的紧身胸衣，其形状

让人联想起未做的身体。甚至像香奈儿（Ch

anel）这样的经典品牌，也为了寻求年轻客户

的青睐，都在前面装饰了花呢紧身胸衣，上面

镶有亮片。

西

在过去的两个季节中，我们发现动物图案的重

要性不断提高，这种图案既适用于皮革也适用

于其他材料。去年年底和今年看起来肯定是突

出的是母牛的图案。符合

参考文献中，我们看到女牛仔风格的增加是由

肯德尔·詹纳（Kendall Jenner）等人和Virgil

 Abloh for OffWhite的最新系列推动的。布兰

登·麦克斯韦（Brandon Maxwell）创造了一个

系列，使他的女性风格和精致风格与轻松的西

方感觉保持平衡。麦克斯韦的西方风格既有新

感又有新感：中绒面革连衣裙和带有羊毛衬里

大衣的加拿大西装

配有无檐小便帽和高跟牛仔靴，并配有腰包。

Dsquared2还坚持着女牛仔的感觉，那就是更

多

皮短裤和格子衬衫以及许多流苏和舒适的外套

让衣衫不and和放松，人们希望坐在他们家的

门廊上看日落。 

冬季层

Dsquared2将西方风格与小时的另一种趋势混

合在一起。冬季气候非常适合寒冷的天气，即

使在欧洲冬季最寒冷的日子里，冬天的感觉也

像是散步的理想天气。上衣上开襟衫，再增加

另一层舒适感，例如带有条纹细节的长灰色毛

衣和足够大的毛毯，可制成完美的冬季外观，

并且只有女牛仔才有凉爽的感觉。西蒙娜·罗

莎（Simone Rocha）提出了另一种层次感，

即更具浪漫感和少女味，她用针织围巾品种将

她清爽的白衬衫裙和衬衫分层，从而形成了自

己的服装。在美国的土地上，迈克尔·科斯

（Michael Kors）遵循类似的原则，在衬衫和

圆领二人组的身上铺上了各种外套和斗篷。

元素将他的收藏引向了一位更加精致现代的

女牛仔-马术运动员。 

带我飞向月球

说到现代解决方案，人们不能错过技术日益增

长的重要性以及发现未知事物的动力。如果有

一个领域能够吸引时尚界内外的众多投资者，

那就是太空旅行。每天都有更多的机会和发现

，太空旅行的能力比几十年前我们想像的要紧

密得多。时装行业最擅长的事情之一是掌握新

的相关主题，并将其转变为当时社会正在思考

的真实见证。因此，许多年轻的设计师正在借

鉴这一参考。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重

返巴黎和时装周的标志是让人联想起现代太空

服，完美融合原始和创新，打造出简单而又充

满未来感的系列。Area呈现出全银的外观，

其形状与Haider Ackermann的发型一样具有

异国情调，类似于模特头顶的鸡蛋和

在Yeezy表演中作为西北乐队的表演来娱乐。

 

新中性色：绿色，蓝色

和棕色

在瞬息万变，瞬息万变且不可避免的世界中，

时尚品牌一直在寻找新事物，但是在竞争激烈

的环境中，新事物已经远远不够。新产品必须

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才能使各品牌从中获利，

如果一切顺利，那么在收入和相关性方面，开

发每个季节客户都能买到的订书钉的可能性一

定会成功。这些最近的主要商品包括迷你包，

mu子和单色时装。在这个季节，从颜色与自

然的亲密性和适应性的角度出发，时尚被新的

色彩托盘（新的中性色）所取代。克里斯托弗

·凯恩（Christopher Kane），朗文（Lanvin）

和萨尔瓦多·菲拉格慕（Salvatore Ferragam

o）的服装系列中，阿甘（Forrest）绿色，午

夜蓝色和土褐色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品牌对

颜色的使用显示了克里斯托弗·凯恩（Christo

pher Kane）专注的适应性

更多关于 感官丝 和蕾丝，Lanvin剪裁更多关于 感官丝 和蕾丝，Lanvin剪裁更多关于 感官丝 和蕾丝，Lanvin剪裁

和 

萨尔瓦多·菲拉格慕（Salvatore Ferragamo）提

供简单的日常基础知识。

高筒靴

靴子永远不会过时，甚至在夏天最喜欢使用m

u子或凉鞋的时候也不例外。最近的季节也不

例外。所有时尚之都的品牌都使用高筒靴，包

括Marc Jacobs，Alexander McQueen，Mo

schino和Saint Laurent。当然，他们所有人都

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他们的做法中

得到了体现，但这就是高筒靴的真正美所在-

一个人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工作。从装饰

精美的系带靴与杰里米·斯科特（Jeremy Sco

tt）设计的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

te）风格的连衣裙搭配到莎拉·伯顿（Sarah B

urton）展示的光滑款式。它们就像一条黑色

的小礼服-看似通用，但个性化空间很大。

致力尼古拉主义

虽然并非所有设计师都决定沿用1990年代初

期的灵感，但可以肯定地说，街头风格绝对是

虚无主义的统治地。虚无主义-一种反时尚感

，粗心和

从库尔特·科本（Kurt Cobain）和凯特·莫斯

（Kate Moss）借来的略带压抑感的外观特别

适合日常穿着，因为当人们决定坚持简单性时

，不会犯任何错误。拉宽史密斯（Laquan S

mith）的90年代充满了詹妮·范思哲（Gianni

 Versace）的气息，尤其是1992年秋冬系列

“ Miss S＆M”。另一方面，巴黎世家（Balen

ciaga）在其庞大系列的绝大部分作品中坚持

极简主义和深色。简单的轮廓，最少的配件，

没有妆容，给头发上油-Nihilism Paradise。好

吧，考虑到Demna Gvasalia所选择的血腥场

景和音乐，这可能并不是天堂，但是那种黑暗

的心情似乎更适合这种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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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亚斯 的

样式

第二部分：女孩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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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就像一场大火。” 李

小龙







一世 “一世 

讨厌自恋，但

我赞成虚荣心

。

“一世 

戴安娜·弗瑞兰

（Diana 

Vreelan d）



<<是的，我们做了很

多事情，然后-一切都

很漂亮>> Sappho



“人们会凝视。

值得他们花时

间。” 

哈里·温斯顿



<<时尚是在现实生活中生

存的武器。>> Bill Cunnin

gham 







索非亚的风格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女孩装甲，2020年





























让我闻起来像爱

的香味

克里斯汀·迪奥

对于艺术家Ksenia Kotova @kksen

iart的BERLiN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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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设计师设计的衣服和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