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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1896年，乔治·威登为了纪念离世四年的父

亲路易·威登，取父亲姓名的首字母“LV”创造

出Monogram图案。Monogram图案由花朵和字母

图案组成， 如今，Monogram无论是名称还是图

案都已为人所熟知，成为路易威登品牌的标识。

“经典与经典颠覆者”这个特别项目由路

易威登执行副总裁DelphineArnault以及路易威

登女装创意总监Nicolas Ghesquière共同策划。

“在跟Nicolas Ghesquière 讨论邀请对象的

时候， 我们一致决定： 只邀请每个领域最拔尖

的。”DelphineArnault表示：“我们感兴趣的是那

些技艺精湛、头脑敏锐的人。我觉得，了解全世

界顶级创意大师对Monogram的看法是一件很

有意思的事情，非常有趣！他们观察的角度，看

待事物的方式，都将对我们产生启发。他们是一

帮天才。”

“Monogram是经典永恒的。我们希望通过这

个项目展示它如何同时象征时尚与不朽。” 路易

威登全球总裁暨首席执行官Michael� Burke表示。

珍稀限量版将自2014年10月中旬起在部分路

易威登专卖店内发售。

经典的

MONOGRAM图案

关于FRANK�GEHRY法兰克·盖瑞

法兰克·盖瑞擅长超越现有的建筑定义，用日常材料打造出令人意想不到

的效果，让胶合板、篱笆和波纹金属这些平凡材质变身为集壮观和庄重于一体

的建筑。他是当今世界很多重要知名建筑的设计者，由他设计并于

1997

年完

工的毕尔包古根汉美术馆被传奇建筑师

Philip Johnson

盛赞为 “当代最伟大

的建筑”，《名利场》杂志称赞他为“当代最重要的建筑师”。

关于川久保玲

川久保玲最初就读于艺术与文学专业，她相信时尚创意无边界，不断

追求至臻境界和超凡进步，除旧立新，令整个行业侧目。川久保玲在平面

设计、营销、店铺陈设、服饰设计和制作等时尚界各个领域均有涉猎，将各

个环节融会贯通。

1981

年，她在巴黎举办了

Comme des Garcons

品牌的

第一场服装秀，至今仍被引为传奇。初次亮相后，她那反传统的审美和对

黑色的偏爱影响了时尚界对美的定义，并广为接受。

我知道越来越多的女性，当然还有男性已经开始打拳击，所以我设计了这

款内装一个拳击练习沙袋的巨大旅行硬箱。随后，我还设计了一个以此构思为

灵感的手袋，并且在款式上拥有不同大小的规格可供选择。我们制作了一款供

初学者专用的地毯：上面印制了脚站立的位置以及应该如何移动的说明。还有

一款用于装纳拳击手套的小手提包， 可以拎着去拳击场———我也考虑过为此

设计一款特别的Monogram图案。 我猜想人们会把这个旅行箱放在衣帽间里，

并且把它当作衣橱来使用。取下沙袋，把它放在特制金属座上，再把架子装入

旅行箱里， 它就瞬间变成了一个非常别致的衣橱。 旅行箱底部还配有滑轮系

统，这样你就可以把箱子推进房间。

对于我来说， 手提包必须是两种

DNA的组合： 我自己的和路易威登的。

于是我开始真正思考如何将这两者结合

在一起。 我所要做的就是创作一些非常

具有法国味道、巴黎风十足的东西。我是

土生土长的巴黎人， 所以考虑设计一款

对我而言无疑充满了巴黎精神的作品。

这也是这款Caddy设计理念的由来。

颜色方面我想到了漆器，这是一种

色彩的融合和感染力的交汇；就路易威

登而言， 是那比派在Monogram设计上

的影响和对日本文化的借鉴；从我自己

来讲，除了浓郁的法国味道，还有一些

颇具日本风格和我个人标志性设计的

东西：红鞋底，漆器的红色。

这一次，我终于得偿所愿，设计出这款极具个人风格的背包。我理想

的背包可以在工作的时候使用；它的自重不能太重，最重要的是我要能

真正地使用它。让背包可以立得住就很重要，我不喜欢背包一从身上被

卸下放在地上时，它就歪倒下来。这款背包的内部结构使它可以被立放。

Monogram帆布的发明是因为它的耐磨性和防风雨性———完全是为耐用

而设计！我将它用于包覆背包底部，就像是给汽车装上轮胎，或者如同鞋

底之于鞋一般。

我还想要让这个设计更有趣味性， 所以选择使用羊羔绒来与

Monogram帆布的实用性相搭配，令其更显轻松有趣，与Monogram形成

一种对比效果：柔软温暖，令人想拥抱，而且色彩鲜艳。

这款旅行箱完全是我个人的风格，我给所有隔层都亲手写上了标签。我自己

养的鹦鹉就是这种彩虹绿，当它张开翅膀的时候，羽毛所有其他颜色就会呈现出

来，这就是旅行箱内部的色彩设计灵感。如果旅行箱的外表看上去比较古旧，看

起来它好像已经随着主人周游了世界一般， 所以我们决定在标签设计中使用一

些与我相关的图片， 但要将之压印到Monogram帆布， 让图片显得更加怪诞。最

后，这款化妆箱是组合式的，它有一个从顶部可拆卸的小型手提箱。每一处都经

过精心测算、设计，以确保我坐在小凳子上，可以从镜子里看到我的眼睛。

那时我还说道：“我们再做个相机包怎么样？”在旅途中，我会拍一些照片，

而这个想法催生出了这款斜挎包。这个旅行箱可以成为一个迷你旅行工作室。

“经典与经典颠覆

者” 是路易威登为向传

奇Monogram致敬而

发起的一个特别项目。

六位以颠覆经典而

闻名于世的创意大师

Frank� Gehry、

ReiKawakubo、Karl�

Lagerfeld、Christian�

Louboutin、Marc�

Newson 和 Cindy�

Sherman秉承路易威

登的创新、合作与冒险精

神 ， 以 品 牌 经 典 的

Monogram图案为基础

自由发挥，分别创作了一

个手袋或一件旅行袋。

这群才华横溢的大

师跨越和模糊了艺术、建

筑与设计之间的界限，并

重新进行定义，一个独一

无二的系列由此诞生。

经典与经典颠覆者

六位创意大师致敬路易威登Monogram

我设想了“一款手拎包”。与我一起设计这款手袋的Joyce� Shin是一位天

才设计师，我们开始在形状上下工夫，我希望它不仅仅只是“一件物品”。

首先，我确认我想设计的是一个手袋，我看到过很多手袋被放在桌子上的

时候，它会东倒西歪，这在我眼里却仿佛是雕塑一般的存在。所以我会想到将

它设计成现在这样不规则不对称的形状，并赋予它硬箱的质地。我亲手绘制了

Monogram的图案，使其成为包内独特的压花图案。以前我从未考虑过手袋的

内部设计，所以我试着思考如果我身处包内，我会想要一个怎样的设计，我想

“也许我们可以用蓝色”。我喜欢这种颜色与棕色Monogram形成的对比效果。

其实，包内空间更显私密，深蓝色给人一种更加规整有序的感觉，会让放在包

里的物品显得更加井井有条。

FRANK� GEHRY

MONOGRAM

de

关 于 KARL� LAGER-

FELD卡尔·拉格菲尔德

身为时装设计师和

创意总监的卡尔·拉格菲

尔德改变了整个时尚界。

他反传统的做法颠覆了

时尚的定义。 他

17

岁踏

足时尚界， 先后为

Pierre

Balmain

、

Jean Patou

和

Chloé

工作， 从而成长为

集顶级设计师、时尚界及

时雨和当代文艺复兴巨

匠多重身份于一身的人。

他

1965

年开始与芬迪联

手，

1983

年，接任香奈儿

品牌的首席设计师兼创

意总监。这位不循常规的

偶像总是闲不下来，除了

时尚本行外，他还是个颇

有成就的摄影师，担任路

威酩轩大奖评审负责发

掘年轻人才，同时，他还

是图书出版商及宠物猫

的主人。

KARL� LAGERFELD

MONOGRAM

de

关于CHRISTIAN� LOUBOUTIN克里

斯提·鲁布托

克里斯提·鲁布托和几个姐妹一同

长大， 他从很小的时候就非常着迷于女

性的柔美魅力和高跟鞋的魔力。 他十几

岁的时候常去巴黎夜总会观看表演，那

时的奇妙经历至今仍然是他创作的源

泉，他凭借这股热情于

1991

年在巴黎开

设了首家专卖店。如今，品牌在全球已有

超过

90

家专卖店， 并加入了手袋和男鞋

系列。

Christian Louboutin

凭借经久不

息的热情俘获女性的心， 让品牌标志性

的红色鞋底成为闻名于世的诱惑象征。

CHRISTIAN

LOUBOUTIN

MONOGRAM

de

关于MARC� NEWSON马克·纽森

马克·纽森最初学习的是雕塑和珠宝设计，后来开始自学工业设计。

如今，他已成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工业设计师之一。他的设计具有强烈

的个人风格，敢于打破陈规，擅长将各种怪异设计融为一体。他在年仅

23

岁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就设计出了洛克希德椅， 如今这一设计已经

成为当代的经典之作。

MARC� NEWSON

MONOGRAM

de

关于Cindy� Sherman

辛蒂·雪曼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开始，辛蒂·雪曼突破了摄

影师和电影导演的界线，

身兼演员、模特、服装师、

化妆师、发型师、导演、编

剧、 摄影师和摄像师等数

职， 是在世最伟大的女性

艺术家。 她的作品大量在

国际上展出，包括

2012

年

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回顾

展。

1995

年，她荣获“麦克

阿瑟奖”。

Cindy� Sherman

MONOGRAM

de

川久保玲

MONOGRAM

de

这件作品以突破传统的路

易威登Monogram为前提，我追

求的是全新的元素和价值观。

虽然突破创新的方式有很多

种， 但这次我采用了最直接的

做法： 我在手提包的面料上做

了非常简单的几个打孔处理。

我个人比较喜欢小手袋。

我认为路易威登这个品

牌以最具美感、最精湛的设计

和工艺将现代精神注入，将经

典再现。这与我的创作理念不

谋而合：我希望设计出全新的

东西。

六位经典颠覆者的

MONOG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