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姐妹俩的服装作品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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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王国海

“时尚是什么？时尚，是一个时期的流行风
气与社会现象，是属于每个时期的表现和语
言。优雅、简约、奢华、性感是构成时尚不可或
缺的四个代名词。现在的时尚产业已经没有边
界，外延可以无限拓宽，但时尚的核心仍然是
服装。”张肇达如此诠释时尚的定义。

日前，国际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服
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服装设计师》杂志主编
张肇达，应邀做客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红帮大讲堂，并作主题《我对服装时尚的思考》
的讲座，在时尚界引起强烈反响。

在中国时尚界，曝光率最高、影响最大的时
装设计师大概就是张肇达了，他是 20 世纪 80
年代走向世界的中国时装设计的拓荒者，早期
因为深厚的国画功底为自己赢得无数的机缘巧
合，遇上了无数艺术界、时尚界的精英，使他成
为中国时装设计师闯入欧美时尚界的第一人。
据悉，他每年要设计 4000 多个时装款式，举办
无数场个人时装发布会。

作为闯入国际时尚界的第一人，他会有什
么样的对时尚文化的洞察，对服装产业会有什
么样展望和期待？

追求时尚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

“自古以来，人们对衣服的需要都离不开四
个层次：自我需要、环境需要、爱的需要、显
耀。人们通过这四个层面的需求比重的不断变
化，并与服装的价格和品质对应，与商业和资
本嫁接，缔造了在现代社会庞大的服装帝国。”

张肇达表示，综观历史，经济好的时候都流
行颜色暗淡的服饰，经济衰落的时候都流行颜
色鲜艳的服装，“所以，你在人生得意时要多穿
暗淡一点的颜色，在运气较差的时候反而要多
穿颜色鲜艳的衣服。”

优雅、简约、奢华、性感……是时尚众多的代
名词之一，“但它的核心，其实是一种内在的精
神能量，是对完美幸福生活不知疲倦追求的一
种潜能。追求时尚，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

张肇达将服装引入人文领域，他认为，服装
不仅仅是服装，时尚产业，没有边界，外延可以
无限拓宽。艺术、文化、创意、美学、哲学……各
种要素，各种资源，以各种形态被组合、营销、传
播，它的终极产品，是为人类创造一种更美好的
生活结构、营造一个更美好的人文梦想。

文化，是时装的灵魂

张肇达说，如果没有灵魂，所有的表述都
是空洞的。拥有文化涵养的设计，才能带来设
计的自信和作品的生命。文化是设计师的设
计意识与思索最核心、最关键、最有价值、最
具号召力的资源。文化，使设计师的衣服有了

“灵魂”。
潮流是文化的趋势，时尚是文化的流行，

前卫是文化的前瞻，审美是文化的理解，色彩
用文化来定义，款式用文化来诠释，搭配用文
化来组合，而各种装饰、面料、色彩、线点、肌
理、廓形等，只是在存在文化的基础上，一种
更直观、更具象的视觉化形态来表现各种文化
的涵养。

“时尚品牌要怎么发展，当年我说这句话
的时候没少人骂我！第一阶段就是抄，但是要
抄得好！”张肇达说，中国的时尚品牌很多都
是从山寨开始的，但是要慢慢有改的过程，赋
予时装以“灵魂”，最后有能力完全变成自己
的东西。

未来时尚的主题将是中国

张肇达表示,近 30 年来，在改革与开放这
两个词语之间，中国构建了世界最强的服装生
产工业。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在相对优
势下成为世界纺织服装产业的生产中心。

“时尚世界应该要有自己的东方逻辑，”
张肇达对此很有信心，“中国有世界上最灿烂
的文明，十分丰厚的文化底蕴，现在是全球最
大的服装生产、出口、消费国，未来，中国服
装市场将是最热最火最大的市场，世界服装
业所有英雄们在华山一同论剑，全球多国多
集团多势力将在这里博弈和沉浮，大中华文
明——大国将在这里崛起，时尚也将在这里
崛起。生活时尚业态将使全球华人体验到荣
光和尊严。在人文关怀的宗旨下，无论技术、
艺术、文化、科技、医学，在服装设计中都将
得到极大的应用。一场场革新和革命进行
着，中华文明及文化解构性复古着，随之，一
个追求合理价值和文化的中国品牌群将诞
生，真正复兴中国服装业。届时，东方时尚将
执掌世界主流时尚话语权。”

悠扬的音乐从杭州三墩一处创意
园的3楼飘出。踩着乐声上到3楼。近
前，是一排排样衣、一叠叠布料，周围搭
配着错落有致的色块、风格各异的图
画、各种有趣的小植物，一帘之隔背后
是制衣间……

这里是杭州女装设计师品牌
XUNRUO熏若的大本营，也是品牌创
始人陈丹和妹妹陈盈的追梦乐园。

此刻，姐妹俩不在3楼，而正在5楼
忙着扩建工作室的新场地，专门用于服
装拍摄和展示。

“设计空间和设计服装一样好玩。”
她们仿佛找到了新的乐趣。

追 梦

作为杭州职业技术学院达利女装
学院2009届毕业生，陈丹的服装设计
之路始于学校象牙塔，如果再往前追
溯，这颗种子早在她童年时期就萌出了
七彩斑斓的新芽。

小学时爱帮同学梳妆打扮，初中时
尝试着自己做裙子，高中时把闲置的衣
服卖给同学，大学二年级就开起了自己
的服装店……再到如今，陈丹姐妹俩的
品牌XUNRUO熏若在时尚领域“打出
了名堂”，不仅是《快乐大本营》《我是歌
手》《中国好声音》《非诚勿扰》《奔跑吧
兄弟》等热门节目的合作常客，还得到
了谢娜、戚薇、马思纯、吴昕等众多明星
的青睐。这一切在陈丹看来既是顺理
成章也是水到渠成。

“小时候就想开一个服装店。因为
很喜欢跟着妈妈逛面料市场，看到什么
都觉得很神奇，自己也慢慢有了憧憬。”
姐妹俩的母亲特别擅长绣花，彼时那一
针一线，在她们的眼里就如同“施魔法”
一般，尤其令人着迷。

于是，读大学时，陈丹和妹妹不约
而同地选择了服装设计专业，跨出了追
梦的第一步。

“我一到设计课就特别认真。”陈丹
早早地有了创业计划。她的第一桶金
是靠摆地摊得来的。

“刚开始卖饰品，后来卖衣服，再后
来卖自己做的衣服。没想到销量不错，
有时候甚至来不及做，多亏了大学同学
帮我们一起赶工，老师也很支持我。”

2009年，姐妹俩创办了女装设计
师品牌XUNRUO熏若，同年，品牌进
驻淘宝网。

10年来，这个设计风格唯美、浪
漫、充满想像力的服装品牌逐渐进入大
众视野，陈丹总是会惊喜地发现，“呀，
我喜欢的节目中出现了XUNRUO熏
若的衣服”、“今天又在杂志上看到两款
我们的服装”……

专业人士的肯定更是让姐妹俩倍
感振奋。陈丹至今记得，“2013年去北
京录制CCTV-2的原创设计师专场节
目，在节目中，我们设计的服装获得了
吴海燕老师以及时尚博主gogoboi的
肯定，那是我们做的第一个小系列，特
别激动。”

此后，姐妹俩陆续获得“中国设计
师创业大赛”季军、“天猫设计师大赛”
消费者喜爱程度投票第一、第十九届中
国国际丝绸博览会时尚新锐盛典两项
大奖、2019腾讯（国际）新尚奖时尚影
响力设计师品牌等。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创业10年，陈丹坦言，“很幸运，也
比较顺。”这短短几个字足以羡煞其他
的创业者，除了血液里流淌的热爱和与
生俱来的经商头脑，陈丹拥有着更独特
的力量——那就是同样学服装设计的
她的孪生妹妹陈盈。

在时尚圈，这对姐妹花无论走到哪
里都引人注目——几乎一模一样的面
孔，几乎都是177厘米的身高。天生的
衣架子，也让姐妹俩偶尔以模特的身份
客串展示自己的作品。

“我们没有特别的分工，就是默契，
特别默契。”

一出生就伴随着“世界上的另一个
我”，陈丹和陈盈早已对彼此间的一拍
即合习以为常，但双胞胎的“心灵感应”
还是一次次让姐妹俩身边的工作人员
惊得“掉下巴”：她们常常冒出同样的设
计构思；有时候姐姐一伸手，妹妹就知
道她在找什么辅料；她们都喜欢拍摄天

空和光线；她们一起策划“素人改造计
划”……

姐妹俩携手前行，互相见证着对
方的每一个重要时刻。“这两年，我因
为有了孩子的缘故，工作室的很多事
情都交由妹妹来处理。”陈丹看了一眼
妹妹，眼神中满是期待，“希望她也快
点有个宝宝。”

10年的积累，让陈丹和陈盈有了
一批忠实的追随者。有的顾客从她们
大学开实体店时就开始光顾，一直支
持到现在。还有一位顾客，家中的衣
柜里全是XUNRUO熏若的服饰。“这
算是一个追求美的故事。这个客人从
前完全不打扮自己，比较没有自信。
自从穿了我们的衣服，慢慢地开始爱
美了，喜欢打扮了。现在整个人很自
信，还特别喜欢拍照，整个生活都发生
了变化。她还一直推荐同事来买我们
的衣服。”这让陈丹和陈盈非常感慨，

“为别人带去了美好，这种感觉特别
好。”

正如XUNRUO熏若的品牌资料
扉页上写的那样：穿着熏若的女性，独
立、自由、爱艺术，服装是她们对自己最
好的诠释。

保持天真

对于美，陈丹有自己的理解，“保持
天真，就是最美的状态。”

陈丹的作品，总是充满着创新、朝
气和童趣。停在天线杆上的飞鸟、童年
时期的回忆、梦中光怪陆离的景象……
这些都可能成为陈丹的设计灵感。“不
管走到哪里，我总是会留意身边的细小
事物，说不定某些不起眼的细枝末节就
成了下一季时装的灵感来源。”

面对当前令人眼花缭乱的市场，
陈丹也有着自己步伐：“对设计师来

说目前国内的机会还是挺多的，比如
各大时装周期间的走秀和展览，提供
了很多资源互换的机会，虽然还不是
很成熟，处在发展阶段，就像品牌自
身也还需要不断适应市场需求。都
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我们需要抓住现
有的资源。”

现在的陈丹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
——杭州市大学生创业导师。陈丹以
导师的身份去服装院校给同学们做创
业讲座，分享创业过程中的经历，希望
以这样的身份传播正能量，让即将毕业
的学弟学妹们对创业多一些实际的了
解，少一点迷茫。“我想告诉他们，有喜
欢的事情，就去做，用自己的能力去托
起梦想，不自以为是，也不妄自菲薄。”

参加上海时装周是陈丹一直以来
的心愿，2018年，在品牌即将满10年
的时间点上，她圆梦了。从服装的设
计到配饰、模特造型、走秀音乐……筹
备的过程很复杂，每一样都倾注了姐
妹俩不少的心力。陈丹说，很辛苦，却
也很幸福，因为能为自己热爱的事物
付出全力。

“不过参加上海时装周不是结束，
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姐妹
俩幸福追梦，自觉这里风景独美。

陈丹：追梦路上，风景独美
中国时装设计师张肇达

做客宁波红帮大讲堂时表示：

东方时尚
正在兴起

知道她更多

◆最快乐的事：

有自己热爱的事

业，有幸福的家庭，还有

一个可爱的宝宝。

◆最遗憾的事：

我们想做得更好，走

得更远。但现在离心中

的目标还差一段距离，希

望品牌能真正在国际舞

台拥有一席之地。

代言人心语

我把生活中发现的

美以及对美的感动，设计

成服装，我想让人们穿上

它们时能感受到它们是

有趣而美好的，它们让人

觉得生命更有意思了。

■记者吴晓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