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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百年风衣

经典再现

Burberry� Trench风衣在位于英国

北部的卡斯尔福德小镇由专门的手工

艺匠结合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制成。

每件Trench风衣需历经100多道极为

繁复的独立工序 ， 确 保 Burberry�

Trench风衣的卓越品质与独特外观。

手工衣领缝制： 这是Burberry�

Trench风衣制作中最为复杂的工序，

这是Burberry独一无二的工艺技法。

专业技师通常需花费整整一年的时间

练就这一纯熟技术，必须沿着衣领车

缝180针细小缝线以创造流畅的曲线，

确保衣领完美贴合颈部线条。

完美细节：每个细节都是制作一

件Trench风衣的关键。 袖口饰绊和腰

带的制作过程均一气呵成，因此边缘

十分利落、平整。别致的腰带是Trench

风衣最具代表性的设计元素之一，能

将衣身束起抵挡风雨， 增添优越的防

护效果，突显独具匠心的优雅版型。腰

带采用四行缝线精密车缝， 保持自然

随性的挺拔感与立体结构。 而原本用

以携带军事装备的金属D型环则取法

传统设计，彰显历久弥新的经典风格。

此外男款Trench风衣的背部设计百年

间从未改变， 保留了最初为方便骑马

所设计的细节。

经典格纹： 每件Trench风衣都搭

配Burberry格纹内衬，精选驼色、象牙

色、红色与黑色经典色调。每一款内衬

均经过精心剪裁和配置， 以确保格纹

设计的对称性。 每一条格纹线皆精密

相连， 兼顾Trench风衣内外的细节设

计，展现品牌严守专业品质的承诺。

风衣艺术展今日成都开幕

BURBERRY风衣

的卓越工艺

Burberry� Trench风衣承载品牌逾百年的历史风华，凭借英伦创新理念与精湛工艺，缔造

经典隽永的标志性设计风格。2014年，Burberry推出全新Heritage风衣系列， 汲取经典风衣的

传统及灵感，推出更适合亚洲人穿着的三款全新剪裁———修身版型、摩登版型、经典版型，及

三种Burberry典藏颜色———蜂蜜色、石色和黑色。

（陈好）

Burberry

标志性的

Trench

风衣最初是为军官遮风挡雨而

设计，历经

100

多年的演变现已成为永恒经典的英式风尚和创

新设计的代表。它以军队驻扎的战壕

(Trench)

而命名，具有

悠久而动人的历史。

Trench

风衣的最早原型为

Burberry Tielocken

， 由创始人

Thomas Burberry

先生于

1912

年设计并取得专利。 这款外套的

新颖之处在于无需纽扣，仅用腰带即可扣紧，并且采用了一种名

为“嘎巴甸”的专利面料制成。这种面料伴随探险家们进行了人

类首次极地探险之旅。

随后，这款外套更是于

20

世纪初期发展为军队必备的服

装。由于其防护性极佳，舒适耐磨的特性，

Trench

风衣逐渐

受到大众的欢迎，并备受皇室、影星和艺术家的青睐。现在，

Burberry

的

Trench

风衣风靡全球，从伦敦到巴黎，从纽约到

上海，到处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Burberry� Trench风衣的核心要素

即为独特的嘎巴甸（Gabardine）。这种

可 防 风 雨 的 特 殊 面 料 由 Thomas�

Burberry于1879年发明，成功塑造外套

的崭新风貌。 此面料经过三重防水设

计， 可防止雨水渗入保持衣身干燥，而

织物中的空隙可以确保良好的透气性

能。嘎巴甸（Gabardine）能够抵御极为

严酷的天气，因而成为首批极地探险家

的穿着首选，并伴随全球各地勇于开拓

的飞行员完成跨越时代的飞行任务。

在嘎巴甸面料被发明之前， 面料

要达到防水都需经过上蜡或橡胶化工

艺的处理，因此十分厚重、僵硬，长时

间穿着会让人不舒服。 嘎巴甸是用每

厘米超过100根交错的纱线通过斜纹

密织法织成的面料。 面料上细微的开

口保证了空气流通， 同时紧密的结构

又能阻止雨水浸透面料。

嘎 巴 甸 产 自 位 于 英 格 兰 的

Burberry工厂，如今仍沿用了许多有别

于其他面料的传统工艺，同时也采用现

代科技，赋予其最佳防水效果。从原材

料到成品，生产中的每个步骤都经过精

密计算。挑选最细腻、纤维最长的棉纱

织成，使织物表面平整、牢固。将两股棉

纱纺成一根纱线的“双倍”织法更令

织物坚韧耐磨。Burberry嘎巴甸面料的

染色过程同样经过严格控制，必须由工

厂的专家把关。通过最终检查后，嘎巴

甸才能进入完工处理，并再经人工检测

两次，方可确保面料完美无瑕。

独特面料

Trench风衣的设计最初是为军队

量身打造， 每一个裁制细节都深具意

义与明确功能， 使其使用价值远远超

越同时代的其他外套。

-肩饰：可展示军官的军阶；

-前胸枪档： 为军官在军事行动

中提供了额外的防护；

-雨档：确保雨水顺着风衣滑落，

不会渗透衣身，使身体干燥舒适；

-腰带/D形环： 风衣腰带可提供

进一步的防护， 而金属D形环则原用

于携带军用工具；

-背部设计：背部的褶饰和开衩，

方便军人在行进或奔跑时的行动。

HERITAGE�风衣系列

设计灵感

精湛工艺

Burberry

风衣艺术展即将亮相蓉城成都， 该展览将品牌数码平台

Art of the Trench

的精彩内容从线上带到线下， 也是

Burberry

首次在

成都这座富有人文气质的中国西南重镇举办艺术展的活动。

Art of the Trench

风衣艺术展旨在礼赞

Burberry

经典的风衣以及

身着

Burberry

风衣的人士， 邀请世界各地的网络用户上传他们身穿风

衣的照片。自

2009

年推出以来，

artofthetrench.com

已经吸引了来自全

球逾

221

个国家、

24.8

万次网页观赏人次的记录。

今年，品牌邀约了七十多名来自艺术，音乐，时尚，演艺娱乐和商

业界等领域的成功创意先锋人士，参与风衣艺术展项目，图片拍摄取

景于成都、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等重要城市，以诠释不同穿着风衣的

创意人士的风格来讲述风衣与人的故事。

10

月

17

日，

Art of the Trench

风衣艺术展即将在成都举行盛大

的揭幕活动， 并将数码平台上的精彩图片分享给成都的风衣爱好者

们，并与这里的创意时尚人士共同欢庆品牌的重要时刻。这也标志着

Burberry

将在亚洲其他魅力城市举办的风衣艺术展系列活动推向一个

新的高潮。

成都站风衣艺术展的内容将从

10

月起在

Burberry

各社交媒体平

台发布，包括

artofthetrench.com

、新浪微博专属页面、豆瓣、微视、优

酷、

Instagram

、

Twitter

、

Tumblr

、

YouTube

以及

Facebook

。此外 ，精彩

幕后花絮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独家发布，网络用户可关注品牌官方微

信平台了解更多的内容。

此前，

Burberry

已于全球多个城市举办过 “

Art of the Trench

”风

衣艺术展，包括首尔，上海，基辅，伊斯坦布尔，巴黎，芝加哥。今年

9

月

还在台北和香港举办

Art of the Trench

庆祝活动。

背景资料

●Art of the Trench

风衣

艺术展是第二次在中国内地地

区开展， 继去年上海站之后首

次来到西南重镇成都。

●

参与内地部分风衣艺术展的

创意先锋名人包括著名演员陈

坤、 姚晨和著名歌手李宇春等，

内地部分的影像图片由著名时

尚摄影师许闯掌镜， 取景成都，

北京和上海拍摄完成。

●

数字化展览将于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30

日在

Burberry

成都国际

金融中心店进行展示。

关于风衣艺术展

著名演员陈坤身着

Burberry

黑色经典风衣， 摄于上海

著 名 演 员 姚 晨 身 着

Burberry

Heritage

系列石色风衣，摄于北京

著名青年歌手李宇春身着

Burberry

黑色皮质风衣，摄于北京

Burberry始创于1856年，总部设

于伦敦， 现为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BRBY.L），并且是富时100指

数成员之一。 作为世界知名奢侈品

牌，Burberry是创新及工艺的代表。

由Christopher� Bailey担任首席创意

总监，在他的主导下，品牌不断探索

独具特色的创新项目，包括Burberry

原创音乐， 风衣艺术及虚拟T台秀

等，Burberry始终坚持经典传统与创

新科技、数字化媒体的结合。

Burberry风衣拥有逾158年的湛

深经验。一个多世纪以来，品牌一直

致力制造既有实用功能又饶富独特

英国品位的外衣。多年来，风衣都是

Burberry男装、女装和童装系列的设

计蓝本和灵感泉源， 每季以清新的

手法重新演绎， 反映当下的潮流趋

势和情怀， 与此同时亦忠于原创设

计与功能。Burberry风衣荟萃隽永风

华、男女合穿和实用功能于一身，设

计与美学弥久常新，超越时尚潮流。

Burberry推出风衣艺术网站

artofthetrench.com，向这一品牌最为

经典的风格致敬； 邀请风衣爱好者

们上传自己穿着Trench风衣的艺术

照片，并挑选其中一些于网站发布，

展现个性化的风衣造型。 为礼赞

Burberry核心产品之一的Trench风

衣，2009年11月品牌推出 “风衣艺

术” 网站， 展示由街拍大师Scott�

Schuman掌镜的风衣街拍照片 。

2012年8月，Burberry于推出 “风衣

艺术”Tumblr数字平台， 现已拥有

超过106,000粉丝。

BURBERRY

的风衣艺术

Burberry ART OF THE TRENCH

Burberry

羊绒面料的生产需要经历

40

道独立工序，包

括传统古法及新兴科学工艺

专业技师们需要完成

100

余道精湛的独立工序以确保

Burberry Heritage Trench

风衣的质量

Burberry Heritage Trench

风衣商标上的马术骑士标徽 ，

设计于

1901

年前后

Burberry Heritage Trench

风衣标志性细节

-

钩扣和扣环

的衣领设计

D

型环和手工缝制的肩饰

演员黄河身着

Burberry

风衣，摄于台北

膳心连基金总监

Robin

和

Charlotte

Hwang

身着

Burberry

经典风衣，摄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