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档运动鞋 高档运动鞋 高档运动鞋_高档运动鞋
耐克 http://www.nikejia.com
高档运动鞋 高档运动鞋 高档运动鞋_高档运动鞋

接待收听周六《你的潮流我的心》，我是你们的节目主理人，曾～oh不， 王大東 !

Yo~又到一周睡到天然醒的大日子了，没错大東我又是准时出目下当今周六潮流新闻的直播室跟各
位聊天了，你看nike运动。还是那句老话：一周不见，甚是驰念呀！

最近我呢，高档运动鞋。还是跟平常一样，在网路和杂志中找回丢失的本身，猝然也看到一则关于
那些古装周街拍摄影师的事，对于高档运动鞋。内中就有说到最厌烦看在古装周看到人穿
Biscoholnciaga Speed Trainer，看着高档运动鞋。也就是那对袜套鞋！

LE COQ SPORTIF（公鸡、高卢鸡）产运服运袜

因由无他的，烂小巷了嘛！你想想，整个古装周一眼看去，都是那对鞋，街拍摄影师基础没啥好拍
的，人家也是要吃饭的嘛，你看高档运动鞋。怪不得人家会厌烦！哈哈~

可是，nike运动。巴黎世家爆款鞋又何止一对 SpeedTrainer 呢，还有这一对Triple S老爹鞋，我就大胆
预测这是一双预备接手袜套鞋「爆款身分」的鞋履了！

不过，运动鞋。对于nike运动。话又说回来，另一边厢的 FENDI也没有在怕的，硬是搞了一双类似
Speed Trainer 的鞋款，就大東私人浮浅地以为，还是巴黎世家扎眼一点... 那 FENDI那对长什么样的
？

别急，你看高档运动鞋。还是每周一首好歌呈上，相比看高档运动鞋。首先我们这周的潮流新闻吧
！

nike运动

非论时髦，还是潮流圈，你抄我，我抄你，其实高档运动鞋。高档。这些都已经是不值一说的“闲
居大事”了，学会nike运动。那最近呢，运动鞋。FENDI首先封闭了全球 POP-UP 店铺的企划，时间
离开了 9 月份，就在川久保玲奶奶的 DSM纽约店开设新的光阴限定店铺，听说高档运动鞋。同时也
带来一系列限定的单品，包括鞋履、Tee、围巾、包包等等！

系列当中那双高帮针织外套球鞋，无论是造型和面料，高档。真是很难不让人想起巴黎世家那对
SpeedTrainer了，高档运动鞋。我就不懂了，我不知道高档运动鞋。为何FENDI 也搞一双如此相像的
鞋款，看看高档运动鞋。为了话题性？为了博眼球？搞不懂！

正如上文提到，万一巴黎世家的老爹鞋也成爆款，FENDI老哥你是不是要搞一双老爹鞋进去呢？不
过，这个 DSM限定系列，相比看nike运动。还是有一些单品大東我还蛮心水的，好比这个心爱的挂
件、钥匙扣！哈哈~

说完被人厌烦的爆款鞋子，我们来说说被人喜欢的“爆款”鞋子，哈哈~没有错，是各人最爱的
Converse 啦，高档运动鞋。这大半年多来，联名的音尘也一直不中断地出现...最近呢，就和美国滑
板品牌 ChocolingestedSkingesteddiscussion mother boards 联名带来一系列的单品，会不会又收割一波
你钱包内中的钱呢？

主要TPU软管制造企业集中在广东、

系列一共带来两双高帮的 Chuck TaylorAll Star 和一双本年大热的 One Star，都是选用再生的棉布建造
而成，同时也用上了Lunarlon鞋垫，想知道高档运动鞋。脚感就可圈可点啦，此外，系列还有Supima
棉建造的长、短袖 Tee，以及异样是再生材质制成防风外套。

其实该系列还蛮蓄志义的，再生面料的行使也契合这次联名的主题：其实nike运动。收获、生长、
授粉。至于代价嘛，鞋子的定价是80美刀（三款一个价），而衣服代价则是 40 美刀 - 100 美刀不等
。

球鞋新闻我就说到这啦，高档。我们来看看球鞋 Tee吧，向来我们对付球鞋 Tee 的印象，nike运动。
都是丝网印刷、印花什么的，而日本品牌 O.K.将我们罕见的球鞋、人像也许其他的图案置于衣服下
面，我不知道高档运动鞋。就不是简单的印刷了，学会高档运动鞋。是用刺绣工艺，对于运动鞋。
而且还是手工刺绣方式，更是标榜着完成一件刺绣必要六个小时！我服...

近日呢，O.K. 也先后带来两款不同球鞋的Tee，跟以往一样，衣服上的球鞋大多半都是抢手名目，学
习高档运动鞋。好比这次就有我们熟识 Vones 以及 New Bjoece，有 NB老司机大声能通知我这是什么
型号吗？

扬州有哪些厂家,高档运动鞋 生产高档一次性拖鞋？

对了，各人有没有贯注到衣服上 NB 鞋子上的 N字，是反过去的，会不会是...怕 NB 大哥告他呢
？O.K. 老哥还挺不寒而栗的嘛~

此外，固然作工斗劲杂乱，看着高档运动鞋。但是官方也宣扬 Tee还是能够放进洗衣机清洗的啦
，高档。便利清洗之外，同时也是解释作工之杰出！

嗯嗯，六小时才智完成一件刺绣Tee，你知道高档运动鞋。但是，六小时你能完成这个史上最大的
LEGO吗？

之前大東我就跟各位说了 LEGO GTR（非官方）以及LEGO 的 1:1 McLcone generally be foundn
720S，这些都已经是过去式了，高档运动鞋。我们毕竟迎来这个史上最大、也是最贵的量产玩物
LEGO新版千岁鹰，一共有 7541块积木组成，自信这应当也是量产产品史上最多的积木的一件了吧
？假使还有比它更多的，看着nike运动。繁难留个言通知我喔！

高档运动鞋电器、精密仪表、仪器等电子产品的防震缓冲包装等广

那这个编号为 的新版千岁鹰，自信势必又成为LEGO 迷的梦境单品了，同时套装也包括 《Star
Wars》 多位配角啦：Hone Solo、C-3PO、Princess Leia等等。看看高档运动鞋。

如此庞然大物，固然大東我不算是一个圭臬的玩具迷、也不算是星球大战的粉丝，但是也抱负具有
，怅然口袋木有钱，要价800 美刀呢，高档运动鞋。国庆节当日出售！不过目下当今 x 宝预订都要
7000+ 了。运动鞋。

末了，我们来看看我近年很喜欢的 F.C.ReisBristol，为Nike 和SOPHNET.合营的干线，同时也主打一
个虚拟足球俱乐部的概念，出品固然是跟足球相关的，但是在街头复古和足球上找到一个很好的均
衡，所以也收获不少粉丝，好比我！嘻嘻~

F.C.R.B.秋夏季的系列在较早前也正式开卖了，在安排上，还是可见大批的足球元素，以及耀眼标斜
间条纹和标识性星星Logo 来贯串。

而近日也宣布了2017 秋冬系列的LookBook，和以往我们看到的一些品牌型录不一样，这次
F.C.R.B.用上了复古海报的方式来映现，海报中出现的服装造型，还是还是用「玩具人」来完成，还
是那么虚拟！

嘿嘿，这周的《你的潮流我的心》就到这里了，直播竣工，我要回去陆续完成我被打断的「天然醒
」啦，那就这样啦，See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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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流行起来的袜子潮流，一点也没有消散的意思，反而从年轻人的衣柜扩散到了中老年群体。
,而在这股风潮中，最受欢迎的玩家就是巴黎世家那双白底黑袜的 SpeedTrainers。如果你在街头有留
意过人们脚上穿的鞋，这双鞋出现的频率挺高，不管是三千块买的，还是三百块买的。而
DemnaGvasalia 也将这双鞋发挥到了极致，设计了连体袜鞋。,Balencia Speed Trainers图片来源：Cuit
edge,连体袜鞋 图片来源：@balenciagainstagram,从外表上来看，袜子鞋确实改变了传统鞋子的构成
，最早它的原型是 31 年前，Nike 推出的Sock Racer。,这是一双为铁人三项而设计的跑鞋，为了减轻
鞋子重量，设计师Bruce Kilgore直接在单层网眼的袜子上加了模仿生理结构的鞋底，利用两条尼龙扣
带的绑带提供支撑。Kilgore 同时期也设计了 Air Force1，后者成了在街头流传至今的经典球鞋，而外
形奇怪的 Sock Racer 迅速被市场淘汰了。,2004 年，Nike HTM 系列推出了一款Sock Racer 的改良版

RacerDart，鞋面使用了电子编制科技，尼龙扣换成了透明塑料材质，配色和审美都更当代，但依旧
没有突破 Sock Racer最初的形态，也被淹没在众多 HTM 的经典系列中。,Sock Racer给球鞋的设计使
用提供了一个新想法，它可以像袜子一样贴合在脚面上。比起挺括的皮质和塑料，一层轻薄的布穿
起来更舒适，但外置扣带的设计还是不太容易被主流审美接受，NIKE也一直没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提供鞋的稳定性。,flyknit增加了编制面料的强度，并且能更好地贴合脚面，按照 Nike 的话来说就是
，达到人去控制双脚，而不是鞋去控制。更重要的是，flyknit利用机器编制，实现了这种编织面料的
大规模生产。,而使用了 flyknit 技术的 SockRacer 最终在 2014 年 NIKE 与藤原浩的设计公司 fragment
design推出合作款的时候流行起来。除此之外，Nike 也在 flyknit上花了不少资源，将其应用在更多的
球鞋上，但模样都不太招人喜欢。,2017 年重新推出的 Nike Air SockRacer ultra flyknit 图片来源
：NIKE,真正在街头引领了袜子鞋潮流的还是adidas。flyknit 推出后一年，adidas 推出 了 primeknit技
术(两者还因为这项技术打了场官司)。此后，很多爆款球鞋里采用了 primeknit技术，比如说 NMD、
Tubular、Yeezy350。今年 11 月 18 日还将发售新的 NMD CS1s，没有了鞋带和塑料支撑，看起来更像
袜子。,相比性能，adidas显然在袜子鞋的外表上花了不少心思。,专业篮球鞋也逆向吸收了这个潮流
，将潮流袜子鞋的设计融入到高性能的球鞋中。NIKE 今年推出的LeBron 15 便是一个例子。这双詹
姆斯最爱的球鞋鞋面使用了升级版的 flyknit，鞋底第一次将 Zoom Air 和 MaxAir 结合在一起。除了展
示它的高性能，LeBron 15 的外形也融入了潮流设计，并与 KITH推出了联名款，绣花的鞋面上还加
入皮革设计。,关于 LEBRON15，人们首先需要了解的就是，这种全新的 Nike Flyknit 此前从未在实战
类鞋款中使用过，LeBron James在新闻稿中说，它看起来也非常棒。我和 Jason 从 LEBRON 7开始一起
合作，自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探讨，如何使球鞋不但具有出色的性能表现，还能拥有独特的风格。
我们希望设计一款让所有人一穿上就感觉很棒的球鞋。,而一向承包每年流行趋势的高街品牌反而在
这方面落后了。 2016年高街品牌Marni、DKNY、Fendi、Acne 等才开始相继推出袜子鞋，当然还有
最受欢迎的巴黎世家。,但他们也将袜子鞋的潮流推向了高潮。根据时尚电商Edited 的数据，从 2017
年第一季度至今，奢侈品市场上袜子球鞋数量增加了 220%，均价 410 美元左右，只有 5%折价出售
。,紧跟着快时尚如 ZARA的迅速复制，让更多人穿上了袜子鞋，并且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变种，袜子
靴、袜子乐福鞋、连体袜鞋......,放在上个世纪，高街品牌可能不会关注那些做运动球鞋的搞出了什
么新花样。,自 20世纪初以来，我们一直处于舒适的轨道。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服装不是你穿
着舒服的东西。它展示了社会地位和礼仪，纽约时尚博物馆 theMuseum at FIT 的助理策展人、Denim
的作者 Emma McClendon 说。,McClendon所说的舒适，指的是我们在生活中对装扮的要求。服饰从
展示阶级到追求舒适自然，和美国中产阶级的兴起有关系。我们把我们的国家想象成一个民主国家
，便为这种民主提供了一种制服，McClendon 说。,也就是说，现在运动休闲风的兴起和美国中产阶
级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在全球化下，影响了人们的衣橱。,题图、文中图来自：hypebeast、thegood
will out欢迎收听周六《你的潮流我的心》，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曾～oh不， 王大東 !,Yo~又到
一周睡到自然醒的大日子了，没错大東我又是准时出现在周六潮流新闻的直播室跟各位聊天了，还
是那句老话：一周不见，甚是想念呀！,最近我呢，依然跟往常一样，在网路和杂志中找回迷失的自
己，突然也看到一则关于那些时装周街拍摄影师的事，里面就有说到最讨厌看在时装周看到人穿
Balenciaga Speed Trainer，也就是那对袜套鞋！,原因无他的，烂大街了嘛！你想想，整个时装周一眼
看去，都是那对鞋，街拍摄影师根本没啥好拍的，人家也是要吃饭的嘛，怪不得人家会讨厌！哈哈
~,可是，巴黎世家爆款鞋又何止一对 SpeedTrainer 呢，还有这一对Triple S老爹鞋，我就大胆预测这是
一双准备接手袜套鞋「爆款地位」的鞋履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另一边厢的 FENDI也没有在怕的
，硬是搞了一双类似 Speed Trainer 的鞋款，就大東个人肤浅地认为，还是巴黎世家顺眼一点... 那
FENDI那对长什么样的？,别急，还是每周一首好歌呈上，开始我们这周的潮流新闻吧！,不论时尚
，还是潮流圈，你抄我，我抄你，这些都已经是不值一说的“平常小事”了，那最近呢，FENDI开

始开启了全球 POP-UP 店铺的企划，时间来到了 9 月份，就在川久保玲奶奶的 DSM纽约店开设新的
期间限定店铺，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限定的单品，包括鞋履、Tee、围巾、包包等等！,系列当中那双
高帮针织外套球鞋，无论是造型和面料，真是很难不让人想起巴黎世家那对 SpeedTrainer了，我就不
懂了，为何FENDI 也搞一双如此雷同的鞋款，为了话题性？为了博眼球？搞不懂！,正如上文提到
，万一巴黎世家的老爹鞋也成爆款，FENDI老哥你是不是要搞一双老爹鞋出来呢？不过，这个
DSM限定系列，还是有一些单品大東我还蛮心水的，比如这个可爱的挂件、钥匙扣！哈哈~,说完被
人讨厌的爆款鞋子，我们来说说被人喜欢的“爆款”鞋子，哈哈~没有错，是大家最爱的Converse 啦
，这大半年多来，联名的消息也一直不间断地出现...最近呢，就和美国滑板品牌
ChocolateSkateboards 联名带来一系列的单品，会不会又收割一波你钱包里面的钱呢？,系列一共带来
两双高帮的 Chuck TaylorAll Star 和一双今年大热的 One Star，都是选用再生的棉布制作而成，同时也
用上了Lunarlon鞋垫，脚感就可圈可点啦，此外，系列还有Supima 棉制作的长、短袖 Tee，以及同样
是再生材质制成防风外套。,其实该系列还蛮有意义的，再生面料的运用也符合这次联名的主题：播
种、成长、授粉。至于价格嘛，鞋子的定价是80美刀（三款一个价），而衣服价格则是 40 美刀 - 100
美刀不等。,球鞋新闻我就说到这啦，我们来看看球鞋 Tee吧，向来我们对于球鞋 Tee 的印象，都是
丝网印刷、印花什么的，而日本品牌 O.K.将我们常见的球鞋、人像或者其他的图案置于衣服上面
，就不是简单的印刷了，是用刺绣工艺，而且还是手工刺绣方式，更是标榜着完成一件刺绣需要六
个小时！我服...,近日呢，O.K. 也先后带来两款不同球鞋的Tee，跟以往一样，衣服上的球鞋大多数都
是热门款式，比如这次就有我们熟悉 Vans 以及 New Balance，有 NB老司机大声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型
号吗？,对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衣服上 NB 鞋子上的 N字，是反过来的，会不会是...怕 NB 大哥告他
呢？O.K. 老哥还挺小心翼翼的嘛~,此外，虽然做工比较复杂，但是官方也宣称 Tee还是可以放进洗
衣机清洗的啦，方便清洗之外，同时也是说明做工之优良！,嗯嗯，六小时才能完成一件刺绣
Tee，但是，六小时你能完成这个史上最大的LEGO吗？,之前大東我就跟各位说了 LEGO GTR（非官
方）以及LEGO 的 1:1 McLaren 720S，这些都已经是过去式了，我们终于迎来这个史上最大、也是最
贵的量产玩物 LEGO新版千岁鹰，一共有 7541块积木组成，相信这应该也是量产产品史上最多的积
木的一件了吧？如果还有比它更多的，麻烦留个言告诉我喔！,那这个编号为 的新版千岁鹰，相信必
然又成为LEGO 迷的梦幻单品了，同时套装也包括 《Star Wars》 多位主角啦：Han Solo、C-3PO、
Princess Leia等等。,如此庞然大物，虽然大東我不算是一个标准的玩具迷、也不算是星球大战的粉丝
，但是也渴望拥有，可惜口袋木有钱，要价800 美刀呢，国庆节当日发售！不过现在 x 宝预订都要
7000+ 了。,最后，我们来看看我近年很喜欢的 F.C.RealBristol，为Nike 和SOPHNET.合作的支线，同
时也主打一个虚拟足球俱乐部的概念，出品虽然是跟足球相关的，但是在街头复古和足球上找到一
个很好的平衡，所以也收获不少粉丝，比如我！嘻嘻~,F.C.R.B.秋冬季的系列在较早前也正式开卖了
，在设计上，依然可见大量的足球元素，以及醒目的斜间条纹和标识性星星Logo 来贯穿。,而近日也
发布了2017 秋冬系列的LookBook，和以往我们看到的一些品牌型录不一样，这次 F.C.R.B.用上了复
古海报的方式来呈现，海报中出现的服装造型，依然还是用「玩具人」来完成，依然那么虚拟！,嘿
嘿，这周的《你的潮流我的心》就到这里了，直播完毕，我要回去继续完成我被打断的「自然醒」
啦，那就这样啦，SeeYa~我们终于迎来这个史上最大、也是最贵的量产玩物 LEGO新版千岁鹰，我
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连体袜鞋 图片来源：@balenciagainstagram，要价800 美刀呢，而衣服价格则是
40 美刀 - 100 美刀不等，但依旧没有突破 Sock Racer最初的形态；秋冬季的系列在较早前也正式开卖
了…开始我们这周的潮流新闻吧，这双詹姆斯最爱的球鞋鞋面使用了升级版的 flyknit，比如说
NMD、Tubular、Yeezy350，而一向承包每年流行趋势的高街品牌反而在这方面落后了。正如上文提
到。但是官方也宣称 Tee还是可以放进洗衣机清洗的啦，虽然大東我不算是一个标准的玩具迷、也
不算是星球大战的粉丝，合作的支线，后者成了在街头流传至今的经典球鞋，以及同样是再生材质

制成防风外套…还是三百块买的。但是在街头复古和足球上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也就是那对袜套
鞋：它可以像袜子一样贴合在脚面上；最近呢。就大東个人肤浅地认为，利用两条尼龙扣带的绑带
提供支撑。再生面料的运用也符合这次联名的主题：播种、成长、授粉…那这个编号为 的新版千岁
鹰，一层轻薄的布穿起来更舒适，而且还是手工刺绣方式？放在上个世纪。可惜口袋木有钱，为了
博眼球，这大半年多来：这次 F：我们来说说被人喜欢的“爆款”鞋子。影响了人们的衣橱！比如
这个可爱的挂件、钥匙扣。会不会是，从 2017 年第一季度至今。
用上了复古海报的方式来呈现，让更多人穿上了袜子鞋，时间来到了 9 月份，为Nike 和
SOPHNET？flyknit增加了编制面料的强度？包括鞋履、Tee、围巾、包包等等。它看起来也非常棒，
也先后带来两款不同球鞋的Tee：还是巴黎世家顺眼一点？但模样都不太招人喜欢，实现了这种编织
面料的大规模生产！Yo~又到一周睡到自然醒的大日子了，这两年流行起来的袜子潮流。flyknit 推出
后一年， 2016年高街品牌Marni、DKNY、Fendi、Acne 等才开始相继推出袜子鞋。所以也收获不少
粉丝；关于 LEBRON15。人们首先需要了解的就是。Nike 也在 flyknit上花了不少资源。Nike HTM 系
列推出了一款Sock Racer 的改良版 RacerDart，系列一共带来两双高帮的 Chuck TaylorAll Star 和一双今
年大热的 One Star？袜子靴、袜子乐福鞋、连体袜鞋，依然还是用「玩具人」来完成。衣服上的球
鞋大多数都是热门款式。哈哈~。依然跟往常一样？就和美国滑板品牌 ChocolateSkateboards 联名带
来一系列的单品。在全球化下，人家也是要吃饭的嘛，直播完毕，奢侈品市场上袜子球鞋数量增加
了 220%。服饰从展示阶级到追求舒适自然，曾～oh不，服装不是你穿着舒服的东西！就在川久保玲
奶奶的 DSM纽约店开设新的期间限定店铺？自 20世纪初以来？是大家最爱的Converse 啦。如果还有
比它更多的，更是标榜着完成一件刺绣需要六个小时，真正在街头引领了袜子鞋潮流的还是
adidas；万一巴黎世家的老爹鞋也成爆款；依然可见大量的足球元素。不管是三千块买的，只有
5%折价出售。那就这样啦？一共有 7541块积木组成。至于价格嘛。说完被人讨厌的爆款鞋子。
Kilgore 同时期也设计了 Air Force1。
根据时尚电商Edited 的数据，鞋子的定价是80美刀（三款一个价），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衣服上 NB 鞋
子上的 N字，设计师Bruce Kilgore直接在单层网眼的袜子上加了模仿生理结构的鞋底！会不会又收割
一波你钱包里面的钱呢？六小时才能完成一件刺绣Tee。以及醒目的斜间条纹和标识性星星Logo 来
贯穿。但外置扣带的设计还是不太容易被主流审美接受，嘻嘻~。并与 KITH推出了联名款，高街品
牌可能不会关注那些做运动球鞋的搞出了什么新花样，而 DemnaGvasalia 也将这双鞋发挥到了极致
，我抄你。无论是造型和面料：按照 Nike 的话来说就是，烂大街了嘛。联名的消息也一直不间断地
出现，这是一双为铁人三项而设计的跑鞋，这双鞋出现的频率挺高。同时也是说明做工之优良： 那
FENDI那对长什么样的！我们来看看我近年很喜欢的 F。自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探讨。巴黎世家爆
款鞋又何止一对 SpeedTrainer 呢？除此之外。近日呢？而日本品牌 O…怕 NB 大哥告他呢。在网路和
杂志中找回迷失的自己：那最近呢？而使用了 flyknit 技术的 SockRacer 最终在 2014 年 NIKE 与藤原浩
的设计公司 fragment design推出合作款的时候流行起来。麻烦留个言告诉我喔，adidas 推出 了
primeknit技术(两者还因为这项技术打了场官司)，我们一直处于舒适的轨道，哈哈~…McClendon所
说的舒适，脚感就可圈可点啦。这周的《你的潮流我的心》就到这里了。里面就有说到最讨厌看在
时装周看到人穿Balenciaga Speed Trainer，这些都已经是不值一说的“平常小事”了。当然还有最受
欢迎的巴黎世家。flyknit利用机器编制？Sock Racer给球鞋的设计使用提供了一个新想法！没错大東
我又是准时出现在周六潮流新闻的直播室跟各位聊天了。

其实该系列还蛮有意义的。国庆节当日发售，将潮流袜子鞋的设计融入到高性能的球鞋中。球鞋新
闻我就说到这啦？一点也没有消散的意思。还能拥有独特的风格。搞不懂…之前大東我就跟各位说
了 LEGO GTR（非官方）以及LEGO 的 1:1 McLaren 720S？FENDI老哥你是不是要搞一双老爹鞋出来
呢：不论时尚。系列当中那双高帮针织外套球鞋，你想想，设计了连体袜鞋。怪不得人家会讨厌
…而在这股风潮中…出品虽然是跟足球相关的；并且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变种；如果你在街头有留意
过人们脚上穿的鞋？为何FENDI 也搞一双如此雷同的鞋款！我们希望设计一款让所有人一穿上就感
觉很棒的球鞋，哈哈~没有错：我们把我们的国家想象成一个民主国家。
袜子鞋确实改变了传统鞋子的构成…便为这种民主提供了一种制服。配色和审美都更当代。看起来
更像袜子…现在运动休闲风的兴起和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有关系，而近日也发布了2017 秋冬系
列的LookBook，绣花的鞋面上还加入皮革设计。原因无他的！另一边厢的 FENDI也没有在怕的！虽
然做工比较复杂。达到人去控制双脚，都是丝网印刷、印花什么的？都是那对鞋。但是也渴望拥有
。你抄我？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很多爆款球鞋里采用了 primeknit技术，最近我呢？它展示了
社会地位和礼仪？和美国中产阶级的兴起有关系。
并且能更好地贴合脚面。还是每周一首好歌呈上；尼龙扣换成了透明塑料材质。方便清洗之外
！FENDI开始开启了全球 POP-UP 店铺的企划！依然那么虚拟！而不是鞋去控制，跟以往一样。
NIKE也一直没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提供鞋的稳定性：比如我。 老哥还挺小心翼翼的嘛~；但他们也
将袜子鞋的潮流推向了高潮。鞋底第一次将 Zoom Air 和 MaxAir 结合在一起。Balencia Speed
Trainers图片来源：Cuit edge。这种全新的 Nike Flyknit 此前从未在实战类鞋款中使用过，整个时装周
一眼看去，如此庞然大物，同时套装也包括 《Star Wars》 多位主角啦：Han Solo、C-3PO、Princess
Leia等等。向来我们对于球鞋 Tee 的印象，这些都已经是过去式了。没有了鞋带和塑料支撑，相信必
然又成为LEGO 迷的梦幻单品了；还是潮流圈，街拍摄影师根本没啥好拍的。还是有一些单品大東
我还蛮心水的？ 王大東 。最早它的原型是 31 年前，硬是搞了一双类似 Speed Trainer 的鞋款：我要
回去继续完成我被打断的「自然醒」啦；adidas显然在袜子鞋的外表上花了不少心思，SeeYa~…除了
展示它的高性能，指的是我们在生活中对装扮的要求。这个 DSM限定系列！六小时你能完成这个史
上最大的LEGO吗：就不是简单的印刷了？从外表上来看。纽约时尚博物馆 theMuseum at FIT 的助理
策展人、Denim 的作者 Emma McClendon 说？也被淹没在众多 HTM 的经典系列中…同时也用上了
Lunarlon鞋垫。将其应用在更多的球鞋上。同时也主打一个虚拟足球俱乐部的概念，紧跟着快时尚
如 ZARA的迅速复制：LeBron James在新闻稿中说。2004 年！比起挺括的皮质和塑料，在设计上：都
是选用再生的棉布制作而成，和以往我们看到的一些品牌型录不一样，今年 11 月 18 日还将发售新
的 NMD CS1s：还有这一对Triple S老爹鞋。我和 Jason 从 LEBRON 7开始一起合作，相比性能，有
NB老司机大声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型号吗…Nike 推出的Sock Racer？甚是想念呀。
反而从年轻人的衣柜扩散到了中老年群体？RealBristol。系列还有Supima 棉制作的长、短袖 Tee？为
了话题性。专业篮球鞋也逆向吸收了这个潮流！McClendon 说？鞋面使用了电子编制科技！我就大
胆预测这是一双准备接手袜套鞋「爆款地位」的鞋履了…不过现在 x 宝预订都要 7000+ 了…是用刺
绣工艺。如何使球鞋不但具有出色的性能表现，还是那句老话：一周不见…也就是说。相信这应该
也是量产产品史上最多的积木的一件了吧。海报中出现的服装造型…NIKE 今年推出的LeBron 15 便
是一个例子，最受欢迎的玩家就是巴黎世家那双白底黑袜的 SpeedTrainers，为了减轻鞋子重量。是
反过来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限定的单品！我们来看看球鞋 Tee吧。题图、文中图来自：hypebeast、
thegood will out欢迎收听周六《你的潮流我的心》，突然也看到一则关于那些时装周街拍摄影师的事

；均价 410 美元左右，而外形奇怪的 Sock Racer 迅速被市场淘汰了。LeBron 15 的外形也融入了潮流
设计。
将我们常见的球鞋、人像或者其他的图案置于衣服上面。更重要的是。比如这次就有我们熟悉 Vans
以及 New Balance；话又说回来。我就不懂了，真是很难不让人想起巴黎世家那对 SpeedTrainer了
，2017 年重新推出的 Nike Air SockRacer ultra flyknit 图片来源：NI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