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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馬尾低馬尾：：
自自19761976年起便將年起便將
一頭白髮整理成一頭白髮整理成
這款髮型這款髮型

黑色太陽眼鏡黑色太陽眼鏡：：
Karl LagerfeldKarl Lagerfeld 曾曾
提及自己有輕微近提及自己有輕微近
視視，，又將自己的太又將自己的太
陽眼鏡比喻為穆斯陽眼鏡比喻為穆斯
林女性的罩袍林女性的罩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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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領恤衫高領恤衫：：
Karl LagerfeldKarl Lagerfeld曾曾
透露身穿的恤衫透露身穿的恤衫
購自英國購自英國「「西裝西裝
街街」」傑明街的品傑明街的品
牌牌 Hilditch &Hilditch &
KeyKey，，又直言穿着又直言穿着

成衣恤衫猶如成衣恤衫猶如
「「虐待虐待」」

領呔領呔：：
黑色或白色領黑色或白色領
呔呔，，配以領呔配以領呔
夾或胸針夾或胸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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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裝外套西裝外套：：
20002000年年Karl LagerfeldKarl Lagerfeld
為穿上為穿上 Hedi SlimaneHedi Slimane
替替 DiorDior 設計的修身西設計的修身西
裝裝，，不惜減掉最少不惜減掉最少3838公公
斤體重斤體重

露指手套露指手套：：
為使自己雙臂為使自己雙臂
看來更修長看來更修長，，
但又不想妨礙但又不想妨礙
繪畫繪畫，，因此選因此選
擇 穿 露 指 手擇 穿 露 指 手
套套，，亦會配上亦會配上
各種配飾各種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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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身黑色褲緊身黑色褲
9

黑色尖頭鞋黑色尖頭鞋
8

皮帶扣皮帶扣
7

■1980年代■1970年代

助Chanel翻生 打造巴黎「全球時尚之都」

老
佛
爺
逝
世

時
尚
巨
人

在國際時裝界地位超然的法國著名奢

侈品牌Chanel創意總監、綽號「老佛

爺」的Karl Lagerfeld，昨日在巴黎一

間醫院逝世，終年85歲。他以黑色西

裝外套、白色馬尾辮、太陽眼鏡和露指

手套的形象深入民心，在上世紀曾協助

Chanel走出低潮，使之成為世界最著

名的品牌之一。多名時尚界名人對這位

「巨人」撒手塵寰同表哀悼。

Karl Lagerfeld同時擔任時裝品牌Fendi的創
意總監，他曾於2007年10月成為時裝界第一
人，在中國長城舉行2008年春夏時裝系列發
佈會，在長城上搭起全球最長的「天橋」，讓
88位模特兒展示新裝，並邀請來自全球各地的
500位貴賓出席。由於當時天氣寒冷，主辦單
位在一眾嘉賓的座位添加暖氣裝置，讓他們舒
適安坐，整個活動花費達1,000萬美元(約
7,800萬港元)。

■綜合報道

長城變「天橋」成經典

Karl Lagerfeld 出生於德國一個富裕家庭，父親是牛奶商人，他早年和家人
於漢堡生活，直至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漢
堡遭受轟炸後，他和家人逃難到石勒蘇益格-
荷爾斯泰因州居住，年輕時已喜歡蓄長髮及別
樹一格的衣着，當時在同輩中已非常突出。

Dior時裝展激發設計興趣
Karl Lagerfeld不甘平凡，在求學前已開始

自學英文和法文，並在家中閣樓繪畫，喜歡到
博物館多於學校，並對法國畫家的作品非常着
迷。他曾在自傳中透露，在童年時已熱愛法國
的一切，期望到當地定居。
1950年，Karl Lagerfeld觀賞法國時尚品牌

Dior的時裝展後，萌生對時裝設計的興趣，並
在3年後和母親移居法國。他在1955年獲法國
時裝設計師巴爾曼聘用為助理，加入其同名品
牌工作，展開其職業生涯，其後在1963年加
盟法國時尚品牌Chloé，出任創意總監。

1983年任Chanel創意總監
Karl Lagerfeld在1983年加入Chanel任職創
意總監，當時Chanel陷入低潮，外界均不看
好公司前景，但憑藉Karl Lagerfeld的創意，
並建立其同名品牌，推出適合不同性別和年齡
層的服裝及時尚配件，成功協助Chanel起死
回生。他曾於訪問中透露，當時有人提醒他不
要加入Chanel，指「那裡很嚇人」。

缺席時裝展 疑胰臟癌病發
Karl Lagerfeld此前未傳出嚴重健康問題，

但他上月曾缺席兩場Chanel在巴黎舉行的時
裝展，是他自出任創意總監以來，首次缺席
Chanel的時裝展，未有在台上向觀眾致意，當
時Chanel在聲明中僅指他「感到疲倦」，並
安排創意製作室總監維亞爾代表他出席。據法
國時尚網站Pure People報道，Karl Lagerfeld
前日因病入院，延至昨日早上逝世。消息人士
透露他因胰臟癌病發不治。

碧咸嫂戴安古嘉表哀傷
法國奢侈品牌路易威登(LVMH)總裁阿諾特

發聲明，讚揚Karl Lagerfeld 將巴黎打造為
「全球時尚之都」，時尚界和文化界從此失去
一位巨人。英格蘭名宿碧咸的妻子維多利亞在
社交網發文，對Karl Lagerfeld 離世表達哀
傷。德國女星戴安古嘉稱，她曾打算帶同4歲
女兒探望對方，但一切「已經太遲」。

■綜合報道

Karl Lagerfeld叱吒時裝界多年，在情路上
卻波折重重，他曾與法國貴族公子Jacques
de Bascher相戀逾18年，後者卻一度搭上
Karl Lagerfeld的時裝界好友、另一知名設計
師聖羅蘭(Yves Saint Laurent)，雖然Karl La-
gerfeld最終沒跟男友分手，但與聖羅蘭從此
絕交。Jacques de Bascher在1989年因愛滋病
逝世後，Karl Lagerfeld從此不再拍拖，近年
只與愛貓過活。

男友死後與貓為伴
Karl Lagerfeld近年曾在訪問中，透露當年

早知男友「偷食」聖羅蘭，「我跟聖羅蘭當
了20多年好友，我當然知道。」Karl Lager-
feld坦言他只希望看到男友好的一面，故多
年來從不過問對方私事，又透露雖然他深受
男友的外表吸引，但二人拍拖18年來從沒性
生活，「我對這回事不太有興趣。」

Jacques de Bascher 死後，Karl Lagerfeld
曾一度自暴自棄並暴肥，形容自己「已失去
一切感覺」，畢生再也沒結識新男友。Karl
Lagerfeld晚年的玩伴是愛貓Choupette，他
更曾自言假如能與動物結婚，必會迎娶愛
貓。 ■綜合報道

與聖羅蘭爭仔反目

「老佛爺」Karl Lagerfeld縱橫高級時裝設
計界大半生，但他在85歲之齡，卻聲稱自己
頭腦「愈來愈清晰」，無意退休。Karl La-
gerfeld生前未選定接班人選，但長期擔任其
助手的Chanel創意製作室總監維亞爾被視為
接班大熱，消息指Chanel在老佛爺傳出死訊
後，隨即宣佈維亞爾為新任創意總監。

85歲不言休 身家僅15億

Karl Lagerfeld去年12月接受美國生活雜
誌《紐約》訪問時，被問到是否有退休打
算，他直言自己現時的工作表現較以往更
佳，「我想工作，我是工人階級一分子」。
他亦大談自己生活各方面，例如承認不會使
用互聯網，完全不知Chanel的 Instagram賬
號是什麼。
維亞爾與Karl Lagerfeld在Chanel共事逾
30年，在去年5月Chanel時裝展上，兩人曾
一同上台鞠躬，被指是鋪路接班，不過維亞
爾發言人否認。法國高等經濟商業學院(ES-
SEC)教授迪翁直言，Karl Lagerfeld長期以來
是Chanel的精神象徵，地位難以取代。
儘管Karl Lagerfeld在時尚界成就非凡，但

據Celebritynetworth網站稱，他的身家僅約2
億美元(約15.6億港元)，未能打入時裝界首
25名富豪之列。 ■綜合報道

共事逾30載 傳助手大熱接班

拍 拖 18 年 無 性 愛

老佛爺經典「制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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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佛爺與
名模姬摩絲

■維亞爾(左)深受Karl Lagerfeld器重。
網上圖片

■■Karl Lagerfeld(Karl Lagerfeld(左左))與法國貴族公子與法國貴族公子
Jacques de BascherJacques de Bascher相戀逾相戀逾1818年年。。

「老佛爺」Karl Lagerfeld多年來
作風大膽敢言，從不顧忌批評明星甚
至政客的衣着，在敏感政治話題上亦
不時發表出位言論。
在德國出生的Karl Lagerfeld，曾
談到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出身，指她是
「牧師的女兒、拒絕接受德國在1933
年後的邪惡行為」，對於德國極右政
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fD)近年崛
起，他歸咎默克爾向難民開放門戶，

更指自己可能會放棄德國國籍。

「模特兒應接受被摸」
默克爾的衣着亦成為Karl Lager-
feld批評對象，指她「比例太差、褲
子太長、外套太緊、用色糟糕，全身
都大錯特錯」。法國總統馬克龍則頗
得老佛爺歡心，曾坦言喜歡馬克龍及
其夫人，指馬克龍上任令法國「迎來
新一天」。

時裝界近年反思採用動物皮毛的道
德爭議，Karl Lagerfeld表示自己反對
以殘忍方式屠宰動物，但堅稱「高呼不
要皮草十分容易，但皮草是一個產
業」，指出若業界人士因此失業，社會
將付出代價。反性侵運動「#MeToo」
蔓延至時裝界，Karl Lagerfeld指自己
「受夠了」#MeToo，更揚言若無法接
受身體被觸碰，「便應做修女，而不要
當模特兒」。 ■綜合報道

批默克爾難民政策 衣着「全身都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