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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来，国人衣着变化之大超乎想象——

告别
“灰黑蓝” 更潮更有范儿
本报记者

王

萌

北京三里屯，中国的时尚中心之一，聚集了世界各地的服装潮牌。有这样
改革开放 40 年
一句话：“铁打的三里屯流水的品牌”。欧美潮牌店、经典复古风，这一切让人
眼花缭乱的风潮，永远站在潮流的风口浪尖。
服装是社会变迁最直观的元素。改革开放 40 年，服装潮流几度转变，从以前的“一件衣服走天下”，到
现在有了运动装、休闲装、职业装等诸多种类；衣料从粗糙单一，发展到现在棉、麻、丝、绒、皮、化纤、
混纺等多种材料质地；服装业从最初的家庭小作坊生产，到如今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成主流……当下服装的
多样性远超人们想象。40 年的一系列变化，尽在国人的衣着上。

■ 服装记忆 40 年掠影

■ 塑造中国服装品牌

皮尔·卡丹时装表演一石激起千层浪

时代呼唤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服装品牌

高饱和度的拼接色块，
显眼的品牌 logo，
一顶渔夫帽，
一双
运动鞋——这样的潮牌正成为中国年轻人时尚消费的新宠。
美
国的 Supreme，日本的 Y-3，中国香港的 izzue 等潮牌品牌，以
其简约大胆的设计风格，
吸引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关注。
对潮牌的偏好反映了当下年轻人群追求个性化以及新
鲜感的心态。有调查显示，“95 后”和“00 后”对潮牌的偏
好尤其显著，他们既是时尚的消费者也是时尚的输出者，
从而在社会语境中让小众的潮牌走向大众视野。
潮流从来不会止步。回顾历史，服装作为人类文明与
进步的象征，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引领社会风潮，改变了
国人的精神面貌，成为不同时代重要的美学象征。
1979 年，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在北京文化宫
举行了一场服装表演，当时，羊剪绒帽子、拉毛围巾、军大
衣、进口哈蟆镜一度是青年的最爱。台上的多姿多彩与台下
的“灰”“黑”“蓝”形成鲜明对比。此后几十年，关于服装
的每一个动态都能“一石激起千层浪”
。
1983 年，通行了 30 年的布票废止，棉纺织品、化纤制
品的种类样式越来越多。缝纫机成为人们结婚时的三大件
之一，纺织品有了充足的供应。
1993 年，首届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在北京举行，
各色各样服装纷纷涌现。从那时起，外国品牌陆续进入中
国市场，皮尔·卡丹、鳄鱼、耐克、阿迪达斯等，留给国人
深刻印象。同时，国产品牌如利郎、七匹狼、安踏、报喜
鸟、江南布衣等也陆续创立。
进入 2000 年，WTO 为中国纺织进入国际市场打开了大
门，
越来越多的国外奢侈品开始进入国内市场，
将奢侈品消费概
念引入中国，
各类市场化经营运作的服装企业涌现……
如今，中国服装材料、纺织制造体系更加发达，满足
了人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的着装需要……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从纺织工业难以满足对国人敞开
供应，跃升为世界最大的纺织生产国、消费国、出口国。没有
改革开放，就没有纺织工业的今天。”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原
会长杜钰洲说。

上世纪 80 年代，在浙江、江苏和广东、福建一带兴起
了“乡镇企业热”。各类小织布厂、小服装厂、小针织厂、
小毛巾被单厂等逐步探索出自己的市场门路。
如今，中国纺织工业规模巨大，从最前端的原料化学纤
维到纺纱、织造、染整服装、家纺、纺织机械，各类大中小型企
业有数十万家。许多中国著名纺织、服装、纺机、化纤品牌企
业完成上市、并购、投资兴建控股合资企业，引入国际创新资
源。纺织工业始终是中国出口创汇的支柱性产业，如今已成
为中国国际化发展的先锋产业。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个全球化的
服装企业。即便是在国内市场，国内服装品牌饱受互联网
冲击时，Zara、H&M、优衣库等服装快消品牌却能赚的盆
满钵满。为什么中国难有“优衣库”这样的国际品牌？
客观上讲，中国服装品牌与国际超级连锁品牌，在年
份上的差距实在过大——比如优衣库创立于 1963 年、H&M
创立于 1947 年，就连最年轻的 Zara，也创立于 1975 年。与
之相比，大多数中国服装品牌的历史沉淀远远不够。
中国服装品牌的成长史与国外品牌不尽相同。赵明霞对
记者介绍，国外服装企业很早就完成了专业化分工，Zara、
H&M、优衣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服装制造企业，它们主体集
中在产品开发、市场运营领域，对供应链控制能力很强。而中
国的服装企业大多数以服装加工生产起步，且至今仍以服装
制造为主体，服装生产、品牌开发、产品设计、销售渠道都靠
自己解决，与国外服装品牌发展模式不同。
“比如优衣库的服装很多都是中国企业代工生产的，而
中国服装制造企业是否一定要以类似优衣库的服装快消品
牌为转型发展标杆，仍待商榷。”赵明霞认为，中国纺织品服
装的内需市场规模庞大，需要稳定的纺织服装自主制造产业
支撑；中国内需市场具有更加多层次、多元化的特征，品牌企
业的发展路径也必然更加多样。
“当然，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服装品牌是中国纺
织工业坚定的目标追求，中国服装企业和行业组织正在做出
有益的尝试，比如注重行业人才培养，引进优秀的设计师，搭
建国际化的展示平台等。”赵明霞说：
“ 品牌第一位的基础是
质量过硬，同时要有丰富的文化创意元素、快速的市场响应
能力和良好的社会责任形象，其中加强对市场需求和流行趋
势的研究和对时尚文化的理解在现阶段显得尤为重要。”

▲ 1979 年，玛丽斯·加斯帕德作为第一个法国模特登上中国长城。（图片来源：人民网）

▼ 河北省沧州
市肃宁县一家纺织
企业，工人在生产
车间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 国人衣着风格多样
从“的确良”兴起到“纯棉布”回归
山东烟台市民曲女士至今还记得小时候买“的确良”
的情景。这种现在看来颇为土气，也并不舒服的化纤面
料，却因其鲜亮、挺括，在当时引领了服装风潮。
按今天的眼光看来，全棉质料的衣物穿着透气舒服，消费
者都不愿去买化纤类纺织品。多年前却恰恰相反。改革开放初
期，国内纺织业生产的布匹、织物，种类相对单一，多为棉布、
粗布、卡其布等，从乡间到城市，人们清一色都穿着深色调的
服装。因此，化纤布料价格比棉质布料要贵不少，有一两件“的
确良”
衬衫，
那是珍稀之宝。
从“的确良”到“纯棉布”，从“牛仔裤”到“亚麻
衫”，从“雪纺裙”到“PVC 衣”，潮流稍纵即逝，风格千
变万化。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赵
明霞看来，不同服装风格的呈现，背后是纺织产业研发制
造能力的提升，是整个纺织产业链的革新。
“以近年来麻制服装的流行为例，这与麻的纺织、染整
加工技术进步是分不开的。麻是比较粗的纤维，难以固色
且易皱，只有纺织出高支麻纱，有良好的印染及后整理工
艺技术，才能生产出柔软舒适美观的麻制衣服。”赵明霞
说，“时尚的表达需要依托科技的进步。”
据介绍，
中国纺织工业的纤维加工总量从 1978年的 276万
吨跃升到 2017年的 5430万吨，
占世界比重从 10%上升到 50%以
上。
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生产国、消费国、出口国，目前每
年出口的服装总量相当于全世界人口每人 4 件。此外，中国纺
织工业已从生活消费品生产扩展到产业用纺织品生产，
数字化、
信息化、
智能化的纺织制造技术已具备世界最大的产业规模。
“如今，中国纺织产业无论从规模、质量还是技术、模
式等诸多方面，都体现着多元的选择。每一个突破都需要
全产业链的努力来实现，服务国民经济，需要产业链每一
个环节的进步。”赵明霞说。

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上，服饰始终
承担着双重功能：它既是维持人类生存
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精神审美、社会
文化的重要载体。从一个社会服饰风尚
的演进，可以看出社会包容程度的变
化。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点在改革开
放 40 年的服饰变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的服装色彩
与款式十分单调，大家都是千篇一律的绿军装、灰色中
山装、蓝色解放装。人与人在外形上的差别，常常湮灭
在宽宽大大、色彩相近的服装之中，乍看之下，仿佛所
有人显得都一样。
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物资紧缺，商品供应匮乏，“新
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人们的穿衣习惯。
另一方面，这种服饰上的统一，也倒映着当时的社会文
化。当时的社会，集体主义与艰苦奋斗氛围浓重，强调
牺牲个人利益为集体服务。因此，那种标榜个性、明媚
艳丽的服饰，在那个时代并不为社会主流思想所认可。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对新生活充满干劲，

▶▶▶ 链 接

▲ 5 月 17 日，在第十九届中国
义乌国际纺织服装工业博览会上，
一名外商在了解一款细针距内衣机。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你所不知道的纺织工业

◀ 7 月
26 日 -8 月 26
日，
《鞋履：乐
与苦展览》在
北京三里屯
太古里北区
红馆展出。图
为游客在参
观展览。
（图片来源：
人民网）

服饰变化折射社会变迁
韩维正

反映在服饰上，“的确良”这种现在看来略显土气、也
并不舒适的化纤面料，却引领了当时社会鲜亮、挺括的
服装风潮。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们的眼界逐渐打
开，思想也逐渐解放，中国人的“爱美之心”仿佛重新
被发掘了出来。原先不被认可的鲜艳明亮色，也逐渐为
社会主流所接受和追捧。
1984 年，一部电影 《街上流行红裙子》，让红裙子
在 80 年代受到年轻女性的青睐，随着各种花型、颜色的
长裙不断面世，中国街头突然流动起了色彩。而对当时
的男青年来说，头顶爆炸头、架着蛤蟆镜、松垮的蝙蝠
衫或花衬衫解开几个扣子，喇叭裤拖着地，尖头皮鞋嗒
嗒作响，则成了 80 年代最时髦的扮相。

时间来到 90 年代，时尚风潮一夜吹起。年轻人纷纷
以追求“个性”为自己的服饰指导原则。不仅服装上有
了更多“奇怪”的选择，染发、耳钉、文身等配饰亚文
化也开始兴起。同时，受港台娱乐文化的影响，女孩子
们身上的衣服也越来越短，越来越敢于并乐于展示自己
的身体。社会也逐渐接受这样的服饰，曾经的“有伤风
化”逐渐变成了如今的“以之为美”。
近年来，人们的服饰观念更加开放和多元。如果说
之前的时代，还存在某种较为统一的“潮流”的话，那
么进入 21 世纪后，人们的审美中已经罕有这种一概而论
的服饰风尚。在热闹的大街上举目四望，既有色彩浓烈
的香艳范儿，也有北欧系的“冷淡风”，既有西装革履

纺织工业应用领域非常广泛，除了服装和家纺，产
业用纺织品同样是纺织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技术含
量高、
产品附加值高、
劳动生产率高、
产业渗透面广等特
点，
广泛应用于工业、
医疗卫生、
环境保护、
土工及建筑、
交通运输、
航空航天、
新能源、
农林渔业等领域。
举例来说，
医疗卫生用纺织品可以提高健康生活质
量，
保护医护人员，
减少患者感染的几率。
比如常见的婴
儿纸尿裤、湿纸巾、一次性床单、手术服；还有一部分医
疗用纺织品直接用于医疗操作或植入人体，
属于高科技
产品。比如疝修补片已广泛应用到临床中，纤维制的人
造皮肤、
人造血管、
人造脏器等，
都在研究当中；
结构增强用纺织品，
以纺织复合材料替代传统金属
材料作为增强骨架材料。现代生活中，文体用品、汽车、
飞机、航天器、风力发电设备等领域都大量采用了纺织
骨架材料，
在结构增强的同时，
减轻重量，
提升性能；
安全与防护用纺织品，
可以在特定的环境下保护人
员免受物理、
生物、
化学和机械等因素伤害。
比如消防员
耐高温防火服，特殊职业和运动员的防切割服装、军队
特种作战装备等……
40 年来，中国产业用纺织品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
破，
成为国家纺织工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本报记者王 萌整理

的英伦范儿，也有活力十足的嘻哈运动
风。
人们对时尚的追求越来越个性化，
不再随波逐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
网络购物的便利，各种自主搭配、私人
定制的服装悄然兴起。彼此不同的风格
之间，也能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这是因为，更加发达的经济让人们拥有
更多的消费选择，更为分散的互联网信息环境，让人们
培养出更加独立的审美旨趣。在互相碰撞中，不同声音
之间也逐渐学会了尊重和包容。
明代思想家李贽说：“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
一部服饰风尚的演进史，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社会思
想变迁史。改革开放 40 年，我们穿上了更漂亮舒适的衣
装，更收获了愈加成熟包容的社会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