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记得手机发
展史吗？从甫一出
世的“大砖头”到小
巧 玲 珑 的“ 掌 中
宝”，是一条笔直往
小、薄、巧逐步迈进
的康庄大道。无独
有偶的是，本季手
袋的趋势也如此，

各大品牌无一不是
将自家手袋的尺寸
一缩再缩。当然，也
有人可能会提出质
疑，那么小的包里
到底还能装什么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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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袋新趋势——— 小包里的大世界

纵观秋冬 T 台，Marc Jacobs 带

领大家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极其优雅
50 年代。无独有偶，善于将政治的严
肃 与 女 性 性 感 曲 线 完 美 结 合 的

Miuccia Prada 也为我们呈献出一系列

具有诱惑性的束腰大伞裙的 Look。当

然，还有 Dolce & Gabbana 新一季
的广告中 Madonna 甘愿降低身段作

为一名家庭主妇，为心爱的小男人洗
买烧。这种种迹象都明确地告诉了我

们，女性是时候回归家庭，当一个贤妻

良母了。除了华服，娇俏的主妇当然还

得手持一个精致、优雅的手袋。大号的

手袋显然已经 Out，如今的女性不想
再身着 Armani 垫肩西装，手持可以

装下 A4 文件的公文包，与男人并肩
作战，她们希望自己是一个出得厅堂、

下得厨房的聪明女人。所以以往大包

一统天下的局面就此打破，Mini 尺寸

的小包成为众人的心头好。一来 Mini

包能凸显出女性的娇俏。同时在这个
科技发达、提倡环保的时代，所有工作

都能依靠 iphone 或 BlackBerry 完成，

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需要一个巨大

无比的包呢?

在最新的 2011 春夏季纽约时

装周上，Marc Jacobs 又让我们恍惚

间想起了当年爱情剧《血疑》当中一

头卷曲黑发，身着白衬衫背着
Longchamp LM 系列手袋小包的山
口百惠，虽然原来的白衬衫换成了

现在的红裙，但那头微微卷起的头

发在晃动间依旧捕捉到了山口百惠

骨子里烂漫的少女气质。而与之随

身同行的包袋，也同样由原来的中

等尺寸 Longchamp 换成了一只只

小小的捉拿在手中的晚宴手包，经

典的皮革与华丽的亮面、绒面前赴
后继地拥到包上，本是小小的配饰，

却吸引了众多目光。

其实，钟情小包并非 Ma r c

Jacobs 的人来疯。在 Louis Vuitton

2010 秋冬季系列中，Marc Jacobs 早

已现此端倪。小羊皮、鸵鸟皮、鳄鱼
皮，乃至于帆布都被 Marc Jacobs

以炫技的手段相互配对，组合成一
个个最经典款的 Doctor bag ———

但统统被缩小了一圈，甚至更
多——— 本是略显笨重的 Doctor bag

在瘦身成功之后被女模们轻盈地拎

在手中，让人不禁联想到四五十年

代出身良好的富家小姐。

无独有偶，同一季的 Dries Van

Noten 也同样打造复古风情，在 T

台上亮相了一个完全以黑白两色拼
贴起来的包袋系列，不论是拎在手

中的 Doctor bag，还是一掌在握的

晚宴手袋全都尺寸相仿，彰显出无

比精致。而素来爱以美国历史为题

材的 Ralph Lauren，当然也不会放
过具有复古感的小尺寸包袋，本季

他就设计了一款鳄鱼皮迷你锁包，

金色的锁扣占去了整个包身的三分
之一，更反衬出了包袋的小巧玲珑。

披上各种外衣的Mini Bag

出现在 Chanel 2010 秋冬秀场

上的手袋无一例外统统小得出奇，

最小的甚至只有拳头般大小。但小

归小，却巧得讨人欢喜。凹凸不平的

透明材质轮番上演，或四四方方像
个散发着森森寒气的冰格，或凹凸

有致像是一枚精心雕琢的寒玉。其
最大的效果就是，当你手中握着它

时，所有人都会在第一眼误以为是

冰块，在酷暑时节拿出来，看上一眼

就能起到降温作用，是真正的视觉

享受。

说道冬季的手包

配件，似乎大家想到的都

是近年来大热的超大款，

尤其是在漆皮重新流行起
来的今冬，不少 MM 都选
择了个性有型的大型手

包。但是，今天要向大家推
荐的可不是超大款的酷酷
手包，而是精致小巧的带
金属链手包。提到这样的
款 式 ，似 乎 更 容 易 同
party、晚宴等正式场合联
系在一起，不过当设计师

将他们与冬装巧妙搭配
时，也就给我们带来了不

一样的冬季风情。

搭配一：纯色长款外
套与黑色超短连身裙的搭
配，中性色彩暗含热辣的
性感，再配上豹纹的迷你
手包带来别样风情。

搭配二：将明艳的彩

色套头毛衣的衣袖外翻，

让领口与袖口的颜色为一
身深色系装扮增添色彩。

手上拎一只格纹黑色手

包，轻盈而沉静，随着款款
的步伐而摇曳。

搭配三：简单的信封

包，双层的黑色金属链，庄
重大方中带着凌厉的锐
气。

搭配四：造型别致的
球形手包一旦出现在日常

生活中绝对惊艳万分，配
合一身精致的套装，打造

精致而敢于突破的人生。

搭配五：粉粉嫩嫩的
上衣创造出浪漫的少女风

情，搭配纤巧的方形金链
手包带出优雅与高贵。

今年冬季你已经为自己选择了喜
欢的包包了么？如果还没有的话，赶快
看看下面吧，看看里面有没有您期待
已久的宝贝呢？

黑色的 Gryson Olivia 皮质的手
提包，可以手提、单背两用供你选择。

双拉链把包紧紧包裹起来，只要打开
下边的扣子，又可以给你的包包赋予
更大的空间。如此简单实用的包包，上
班族的女性们，可要注意啦！

这款 Francesco Biasia 的手提包
是否美得让你张大嘴巴呢？它正好可
与冬季的服装相搭配，是这个季节最
理想的选择。

Kooba 的包总是会走在时尚的前
列。它是皮包中比较完美的那种。华丽
的皮革边边上再配一些可爱的小褶，

可以尽显女性的阴柔气质。

华丽的设计以及精美的外形是这
款包包最大的特点。折叠打开里面还
附有一面小镜子，时刻帮助爱美的女
性整理容妆。

MINI BAGS
are Leading the Way

2010 年各时尚设计师

的杰作绝对值得你去“烧
包”。巨无霸式的超大包包

最 in ，未来感金色或漆皮

耀眼炫目，处处体现着

“ super ”的魅力。在你血

向头上涌前，快参考一下

2007 年手袋的流行趋势和

我们推荐的 It Bag ，迅速

分析决策，然后，就赶去抢

滩 2010 年最热包包吧!

一般来说，超大包适合

高挑女人，而本季流行的魅

力就是让娇小女子背上大

包，不妨去尝试柔软质地、

横版长方形手袋。超大包已

极尽夸张，衣着不要再繁琐

炫目了，并且一个单色大包

会更显品位。

本季手包带有贵族气
派，水晶、珠片装饰，或金

或银闪耀，似乎只有隆重场

合晚装才能配得上它的高

贵。其实不然， Kate Moss

是个混搭高手，虽然总是穿

着随意，可是她从来都是拿

着各色精美的小手包，这种

不着痕迹却相得益彰的搭配

令人叹服。

糖果色的手袋可爱诱人

的同时，彰显年轻活力，打

破职业装的古板凝重，为你

增添动人的春的气息。保

险的方法选取身上衣服的

一种色彩做包的颜色，不

过，今年最炫的是撞色搭

配

若你身着无味的职业
套装要赶去参加聚会，闪

亮手袋是改变风格提升你

亮度的最好方法。或是搭

配本季流行的中性风格装

扮，整体造成强烈的摇滚
朋克范儿，成为众人瞩目

的焦点。

本季复古式的流苏包

完全是品质的象征，搭配

正装没有问题，就是搭配

层叠混搭的休闲装，也绝

对是提升品质发挥个性的

单品。

今年海滩度假风中泳
装配相同印花的大包很
in 。注意应季的东西最容

易过季，当你花大价钱投

资手袋时要慎重选择印花

包，或不妨就选雕花包

包，让花的美丽更持久。

2010 年的金属装饰会

为你很普通的装束带来惊

喜，特别是配合帅气的中

性主流，华贵大方，带来

全然不同的成熟韵味。

小巧金属链手包

冬季精致配件

are being

HOT

Metal Chains,
Dressing up Cute Bags

THOSE BAGS

This Winter,
Oversized Bag is Prevalent

2010 年
最热流行
7 款包包

大包包
冬季最流行必备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