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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品牌行为文化传播的变迁研究
文 / 罗婧旖，
齐志家
“例外”
作为国内知名的中国本土设计师品牌，其品牌行为文化是对品牌文化、企业形象的动态体
现，是品牌文化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外”在品牌行为文化传播中展现出多样化的传播形式，其
中主要有卖场形象、
产品发布、
名人效应三种形式。文章通过对“例外”品牌行为文化的三种传播形式及其
变迁进行分析，
反映出“例外”
在品牌行为文化传播方式中的展现方式和阶段性策略，为中国本土服装品牌
在品牌行为文化传播中如何展现品牌文化提供一些参考。
产品发布；卖场形象
“例外”
品牌；
品牌行为文化；
名人效应；

品牌行为文化是品牌传播过程中所展现

卖场形象作为对消费者最直观的一种品

的文化，在品牌传播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充分体

牌体验，独特的卖场形象让“例外”品牌文化更

现品牌的精神，并保证每一传播环节都有助于

其卖场形象为
加深入人心。在其发展过程中，

品牌文化的形成，有助于树立良好的品牌形

了更好贴合其品牌文化精神也在不断的发生

象。 而品牌行为文化传播是品牌文化彰显和

改变。有 1996 年创业初期的店铺寄卖模式到

形象塑造的关键，通过有效的传播行为有助于

1996 年 后传统 的销售店 模式，一直发 展到

品牌知名度的提高和品牌形象的塑造。
“例外”

2007 年开始的多元化卖场模式。通过其卖场形

品牌由毛继鸿和前妻马可创立于 1996 年，是

象的不断变迁和发展，
其品牌给消费者的品牌

中国第一个纯正的本土设计师品牌，至今己有

为“例外”今
意象及其文化特点也愈发的显著，

17 年的发展历史。该品牌在过去 10 多年来一

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直致力于将原创精神转化为独特的当代生活

1.1 1996 年创业初期的店面寄卖形式

[1]

方式及服饰文化，从服装风格到品牌名称都一

在
“例外”
成立初期，因为没有任何社会背

脉相承。而
“例外”
的品牌行为文化也是品牌传

景和物质基础，
所以“例外”
的两位创始人找到

播过程中所展现的文化。[2]本文通过对“例外”

了在广州农林下路开“素人店铺”
的熟人，
借他

品牌行为文化传播个案的详细分析，将品牌行

的店铺，
以店铺寄卖的形式把自己做的衣服放

为文化中的传播行为细化为卖场形象传播、产

进店铺销售，
为“例外”
创业期间的成衣找了一

品发布会、名人效应，并从这三个方面的变迁

个可靠的落脚点。

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本土服装品牌提供些许

1.2 1996 年后的传统销售店形式

借鉴和参考。

1 卖场形象传播

传统销售店是一种在全国广泛分布的店
型，
由于“例外”
放在“素人店铺”中寄卖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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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惊人，给了创始人很大的鼓励，同时也坚

外”
品牌一贯坚持的环保理念。服装面料拒绝

定了他们要自己开店销售的决心。
“例外”
1996

用化纤，全部都是用天然的材质，如棉、麻、桑

年的首家店铺即其旗舰店就是在“素人店铺”

蚕丝等等。店铺的设计采用 U 字型流线设计，

所在的同一条街上（图 1）。这家店铺至今都保

仿佛一个空旷的洞穴，店铺货品摆放随意，能

存着很多原有的样貌，从未改变，比如原始的

让走进店铺的顾客感受到一种低调朴实、大气

建筑材料，没有经过复杂的加工，装修的地板

包容的感觉（图 2）。

采用废旧木船板铺盖而成，等等。“例外”想要
用这样一种状态提醒“例外”人勿忘初心。

随着“例外”产品面市后，其设计风格逐渐
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可，销量一路攀升，
1998 年“例外”正式建立直营与特许经营相结
合的营运模式，
在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采用直营方式，
二三线城市（南京、长沙、
福州）采用特许经营方式，
拓宽市场。
1.3 2007 年后的多元卖场模式
例外发展到如今，意识到其传统单一化的
销售店模式已经无法表达其独特的品牌文化

图 1：广州市农林下路
“例外”品牌旗舰店

传统销售店是一种用最原始、最普通的理

及内涵，于是开始创立其多元化的卖场模式。
在如今的卖场模式中，主要以“双面例外”
、生

念来创作的店铺，这种店型在全国广泛分布。

态店、方所三种形式存在。虽然是三种不同的

消费者在店铺中体验“例外”为他们提供的用

卖场形象，
但其表达的都是“例外”
品牌对于人

全天然的材料制作的衣物，享受专业搭配顾问

文关怀、
环保理念的注重。

为他们提供的穿搭服务。值得一提的是，
“例
外”品牌的导购有个特殊的名字叫“信使”
，顾

双面店作为一种复合式的概念店，当普通

名思义，
“信使”是向顾客传达品牌文化的使

销售店无法完全表达
“例外”
用朴实的爱来体现

者，推广
“例外”独特的设计理念。这一代店铺

对生命、
对个体的尊重和人文关怀的时候，
2007

—竹子制
装修材质是使用天然可再生材料——

年 4 月 29 日，
“例外”
品牌中国第一家双面店在

作而成，
也有一些摆设使用的是一些废弃的材

昆明开张，
代表内在的精神与气质的有机结合，

料制成的，经过重新处理后再利用，宣扬“例

精神生活方式。
开始经营一种
“例外式”
“双面例外”在中国首创了结合服装与图
书零售的销售模式，
是一个将服装店和书店结
合的概念空间，除了会销售衣服，还会售卖一
些文化或艺术物品。如图 3（见下页）是湖北宜
昌国贸百货二楼的“例外”双面店，其销售“例
外”服装的同时也销售一些与文化、艺术、诗
歌、文学和当代生活美学相关的书籍，是一个
探究关于内涵与外在、表象世界与意志世界、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理性与感性的多重展示
空间。人们在双面店除了可以购买衣服和书籍

图 2：例外传统销售店

这两种物品以外，店铺还会提供一个供客人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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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湖北宜昌国贸百货二楼
“例外”
双面店

图 4：
北京崇光百货商场
“例外”生态店

让客人在这样一个特定
憩、
休闲和阅读的角落，

再现了
“例外”
料，
例如用废旧桌椅及麻袋布置，

的空间中充分感受独特的
“例外式”氛围。不像

一向的环保主张，
希望人们能在自然、
轻松、手

普通销售店一样有很多衣服零售，也没有方所

工、
创意、
无拘无束的氛围里，
体会对生活、
生命

（2011 年新创立店铺类型） 那样多样化的零售

的关心与热爱。如此独特的陈列方式经常会让

品种，
双面店则主要是以贩卖书籍为主，
服装零

很多前来购物的顾客感觉像走进了一个历史悠

售为辅。双面店的设立，
希望传达给人们的不是

久的博物馆。
“例外”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富有

仅仅“例外”这个服装品牌，更多的是在用实际

寓意的造型与陈设，提醒人们注意环保，不铺

行动传递一种文化，让顾客想到“例外”
、看到

张、
不浪费，
珍惜和保护身边大自然的馈赠。

“例外”或者听到“例外”的时候，就能立刻唤起
自在内心一种舒服、
平静、
朴实的感觉。

“方所”是集服饰时尚、美学生活、展览空
间、咖啡和书店等混业经营为一体的实体店

生态店作为中国现代艺术创意展现、交流

“例外”
和台湾行人
铺，
由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

和传播的平台，为了贴合“例外”一贯的环保主

文化实验室联合打造的文化场所，
占地共 1800

张，品牌内涵进一步丰富，
2008 年第三代店

平方米，
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在广州市太古·

—生态店开始出现并投入运营。
“例外”
生
型——

汇商场正式开业(图 5）。

态店不仅有服饰、手工艺品、童趣物品、
家居生
活用品，
还有音像书籍及咖啡饮品服务，在这样
一个开放式的空间里，邀请顾客一起参与体验、
创作，一起挖掘生活的无限可能性，体验不同
的生活乐趣。生态店除了有各种商品零售，还
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如 2008 年 6 月 20 日，
以
“关注环保”为店铺主题的“例外”中国首家生
态店（图 4）在北京崇光百货商场 3 楼开幕，卖
场空间 80%的装修材料来自于可重复利用的材

店铺
图 5：广州太古汇的“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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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方所”除了拥有“例外”女装店铺、

参加了巴黎成衣展，它

“例外”全国唯一男装店铺以外，还有由例外服

也是当时被邀请的唯

饰有限公司代理的日本设计师山本耀司

一中国服装品牌；
2003

（Yohji Yaraamoto) 创 立 的 家 居 服 品 牌 Y’
S

年应邀参加全球最大

for living 以 及 意 大 利 著 名 设 计 师 品 牌

—德 国
的 成 衣 展 ——

Massimo alba 等，还有家居生活用品、摆设品、

CPD 成衣展；
2006 年参

童趣用品、手工艺品、书籍音像及咖啡饮品等。

加巴黎时装周；
2007

“方所”不只是阅读文化的发生地，也是全家、

年“无用”登陆巴黎

朋友约会的好所在，雅致舒适的空间设计、创

PALAIS ROYAL 静态展

新的商品组合、丰富的书籍关照着不同层次、 （图 6），更是让“例外”
不同年龄人的精神需求，使逛书店成为市民文

品牌的品牌影响力获

化休闲生活的优质选择，另外举办全客层的、

得迅猛增长。展馆中

持续的带状阅读活动，让文化活动进入到广州

“无用”给人一种超强

的生活美学、阅读文化生活建设；同时以书会

的形式感与视觉震撼

友方式提供 5 万名“例外”会员与阅读相关的

力。
空旷的房间里没有

各式服务。
“方所”
所展示出来的面貌是丰富多

任何多余的装饰物，
一

彩的，它创造性地融合了书店、咖啡店以及服

片黑暗中，被全身涂满泥土、细纱的真人模特

装店的功能，给人们带来新鲜的空间感受。

在射灯的强烈照射下显得有点
“慎人”
。他们有

2014 年 9 月，
“例外”
服饰有限公司已经在重庆

男、有女、有孩童，有高鼻梁的外国面孔，也有

阳光世纪购物中心开了第二家方所，并计划在

憨态可掬的东方面孔，或站或蹲在白色的方型

上海开第三家方所。[3]

灯架和沙土上，
目光呆滞，
瘦骨嶙峋。他们穿着

2 产品发布会

或搭着“破破烂烂、千疮百孔”的粗麻布裙、纱

图 6：2007 年“无用”登陆巴黎
PALAIS ROYAL 静态展

“例外”品牌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其产品发

线衫，翘首仰望，
低头沉思，
衣服上的肌理变化

布方式也在不断的变迁。从 1997 年开始不断

在灯光的映射下显得惟妙惟肖，自然生动。而

参加大型国际时装展会，到 2008 年开始定期

灰土吞噬下的皮肤粗糙、
黯淡，
苦难感十足，这

举办自己品牌的时装发布会，再到 2014 年打

次展览对
“例外”
的知名度有深远的影响。

造品牌体验空间，它运用这三种不断变迁的发

“例外”在大型国际舞台的亮相，通过“例

布方式更加深入传达其品牌文化精神。

外”所展示的东方美学及设计的服饰，让各国

2.1 1997 年开始运用大型国际舞台

对中国的服饰有了更加深一步的了解。引起了

大型国际舞台有利于提升品牌的知名度

国际上对东方美学及设计的关注，使得“例外”

和影响，为了在建立初期提升“例外”品牌的影

作为中国服装品牌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提升了

响力，例外从 1997 年开始不断参加大型国际

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时装展会。1997 年参加澳大利亚悉尼博物馆

2.2 2008 年开始运用大型品牌发布会

大型展览；1998 年参加上海
“中国服装三百年”

大型品牌发布会作为传递新品和流行趋

国际服装节中国优秀服装作品专场；1999 年应

“例外”
独特的
势的平台，
能够更好的推广表现

邀参加法国巴黎“中国文化周”的时装表演；

人文特点，从 2008 年开始，
“例外”就运用大型

2000 年参加法国巴黎国际成衣展；2001 年获

的品牌发布会推广其独特的品牌文化并传递

邀参加“2001 法国 PV 展”；2002 年“例外”应邀

着独树一帜的例外设计与美学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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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的新品发布会是在长达百米的慈城唐代
“例外”利用综合型展览可能无法满足其

街道上进行，
以素雅的清代建筑冯俞宅外墙为

表达文化内涵的要求，在 2008 年底，
“例外”

背景。远远望去,青瓦、
素墙、
古巷曲径通幽。暖

—“以
举办了其第一次品牌的新品发布会——

黄的灯光投射在青砖墙上，勾勒出屋檐错落的

手代心，由手造物”2009 春装新品发布会。
“以

线条，更显风姿绰绰，粉墙黛瓦上穿插投影着

手代心，由手造物”是此次例外发布会的主题

古今中外关于爱的箴言。
“例外”
通过此次新品

（图 7），
发布会的布置也别具匠心，走进大门是

发布会以爱为衣，以爱为纽带，把当代的服饰

一堵供人们按上手印的陶墙，走道上悬挂着许

设计呈现在经历过时间沉淀的古城当中，似连

多大幅的手的挂像，那些或许粗茧遍布，诉说

接了过去与未来，
有形之衣服携无形之爱，
向现

着主人的辛劳；或许修长却苍白，明显的对比

的信仰，唤起观者对于
场观众传递“久爱一生”

让人忍不住酸楚，让人产生一股对手工的景仰

东方美学及其文化内涵的思考，使得人们能够

之情。“以手代心，由手造物”主题是“例外”
对

更加深入体会
“例外”
品牌的文化。

于东方哲学的理解，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于其
中，也是在唤醒人们对手工传统和手工创作的

意识到男装市场的扩大与发展以及男装

尊重，充分体现了“例外”品牌的人文关怀，引

设计多元化的需求，
“例外”在 2014 年“融·和”

发观者与“例外”人文文化精神的共鸣。

秋冬发布会上首次对“例外”男装品牌进行展
示（图 9）。上海衡山坊作为
“例外”2014 秋冬发
布的户外秀场，在发布的秀场上自成一景，不
可复制，然而又在设计美学上与“例外”品牌文
化一脉相承。

由手造物”
图 7：
2008 年举行
“以手代心，
2009 年春装新品发布会

“例外”
为了更好的表现其品牌的文化内涵，
2010 年
“例外”
开始寻找贴合其追求的东方美学
相互辉映的发布会场地，
更加加深观者对其品牌
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感受。
例如，
“久爱一身”
2011 年
春装新品的发布地选址在
具有古老东方文化内涵的
慈城（图 8）。
“久爱一身”

图 8：
2010 年举行“久爱一身”2011 年春装新品发布会

图 9：
2013 年举行“融·和”2014 年秋装新品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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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 2014“融·和”秋冬发布会的设计

深刻探索后所得的结论，更是例外在未来继续

中，
“例外”采用当代艺术的表现手法，将现场

立足东方而胸怀天下的坚定之方向。探索在东

塑造为一个充满诗意和浪漫情怀的艺术舞台。

西方文化的交互中，专注于传统与当代的碰撞

四周伫立的小洋房与深沉天幕成为天然背景，

里，
实践到生活和艺术的关联处，种种交集，处

可以循环再用的木地板，蜿蜒有致的走道，经

处融和。[4]通过主题发布会中融入
“例外”
的品

典都市味道十足的服装，
“例外”以“融·和”为

牌文化精神，
传递着“例外”一直所坚持打造的

主题的发布会呈现给人们的是视觉、听觉和触

东方哲学的艺术生活美学。

觉的全新感受。

2.3 2014 年开始打造生活体验空间

不同于传统的走秀模式，此次“例外”女装

生活体验空间作为表现品牌历练的一种

与“例外”男装交错出现，呈现出时尚、设计与

方式，能够增强消费者对于“例外”
品牌的感官

生活融和的鲜活画面：在第一部分，步履轻快

体验，
传递品牌的人文精神和生活状态。于是

的都市侠客，全身洋溢着现代都市的酷感，融

“例外”在 2014 年建立了自己品牌的“无用生

东方自然浪漫主义的廓形和现代都市的利落

活体验空间”
，向消费者传递一种“简朴的家”

速度于一身；第二部分，
节奏有所回落，舒缓，

的生活状态（图 10）。

呈现的是轻松、优雅、浪漫与自在
的生活状态，简单的线条轮廓诉说
着内心满满的故事；到第三部分，
整个秀场被服装所传递的一种如
同歌剧般高旷而富有穿透力的精
神力量所感染，它是上升的、上扬
的，在秀场的上空如同实质的存
在，这是向经典、精致的致敬；最后一部分，中

图 10：2014 年“例外”
品牌建立的无用生活体验空间

“无用生活体验空间”由展厅、
家园两个部

—门神与福禄寿
国人最为熟知的生活图腾——

“无用”
分组成，
摆放着马可收藏的诸多能代表

喜，以一种出乎意料的、现代艺术手法的方式

精神的藏品，也通过家的形式，展示着“无用”

在服装上出现，整个舞台洋溢着热烈欢腾的喜

所能给人提供的——
—服装只是其中很小的一

庆，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许。

部分，还有家居用品、家饰品、家具，甚至是家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首度与上海公众对话的

的装饰和布置等等，将传统和现代融会贯通，

“例外”男装，传承“例外”女装贯彻的对生活美

让人感觉到亲切而舒服。[5]而
“例外”
想要用
“无

学和人文精神的追求，
“例外”男装表达的是当

用生活体验空间”表达的精神便是：在现今这

代男人的刚性形象。两个不同的系列主题贯穿

个已被过度耗费资源的地球，
我们可以透过主

以工
始终：人民线，以工作的男性环境为背景，

动的选择，拒绝无意义的华丽与消费欲望，以

塑
作服、制服作为原型进行设计，偏重功能性，

“自求简朴”
的生活态度，
追寻更高层次的精神

造男装的理性、责任、秩序、逻辑;另一条人文

生活。
“例外”
品牌正是通过“无用生活体验空

线，以知识分子、精英分子为核心物件，表达对

间”的展示方式，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感受

男人的人文关怀以及对艺术、文化的生活方式

到“无用”以及“例外”所赋予品牌文化的精神

和情绪表达，
呈现经典与复古的价值——
—经典、

内涵及人文关怀精神。

细腻。
精致、

3 名人效应

“融·和”是“例外”对传播生活与艺术关系

名人作为当今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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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刘岳屏
群体,有助于“例外”推广其独特的品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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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13 年文艺名人的助力

近几年来“例外”这个来自中国本土的设计师

文艺名人作为在文艺行业具有高知名度

品牌，总是以让人意外的“代言人”频繁出现在

和号召力的艺术家，
“例外”通过文艺名人使得

国人的视野中。 “例外”品牌的创始人毛继鸿

起到
“例外”
品牌的文化和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不同于许多服装品牌创始人为了销售而“忙

推波助澜的作用。著名歌唱家彭丽媛于 2013

碌”地寻找代言人、策划冠名活动，而是反其道

年 3 月 22 日，出访俄罗斯时一身深蓝色双排

而行，选择的“代言人”是深入消费者的内心，

扣风衣和天蓝色丝巾的搭配给人留下了深刻

可以从文化层面上激发消费者的联想，
引起某

印象（图 12）。而这身套装及其所挽的黑色手袋

种思想认同与情感共鸣。 “例外”品牌更是经

都是由广州品

过长期发展后，
“例外”作为一个小众的设计师

牌
“例外”特别

品牌拥有约 5 万名VIP 顾客，而其中包括了体

定制的。彭丽

[6]

[7]

育名人李娜以及著名歌唱家宋祖英。
3.1 2011 年体育名人的影响
体育名人，
主要指在体育界获得骄人成绩，
在各大赛事中名列前茅的运动员等。体育名人
作为知名人士对大众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体育
“例外”作为一
名人李娜的一次公开穿着之下，
个小众的设计师品牌开始为大众所熟知。2011
年在法网夺冠后，
“体坛一姐”李娜在怀抱法网
冠军奖杯时身穿

广州品牌“例
外”的品牌文
化及形象更加
的深入人心，
彭丽媛更入选

图 12：2013 年彭丽媛出访穿着“例外”

一年一度的 2013 年 9 月刊 Vanity Fair（名利
场）年度最佳着装榜。[3]
大众对“例外”品牌的关注度因彭丽媛而

“ 例 外 ”2007 款 印

空前高涨，从“例外”一词的百度搜索指数由

染“茶气”
系列衬衫

2013 年 3 月 21 日 的 469 条 激 增 到 25 日 的

（图 11），在埃菲尔

134632 条可以看出，
许多顾客慕名去当地专卖

铁塔下拍摄官方

店买同款服饰。正是由于彭丽媛将本土品牌服

纪念照片。此款
“例外”系列的立

媛的出访装让

图 11：
2011 年李娜夺冠后穿着例外

装
“例外”
穿出了世界，在服装搭配上大气中又

领衬衫廓形大气流畅，造型简约合体，采用天

凸显了一丝文艺，
没有过分的正式，气质尽显，

然全麻材质、独特的手工印花图案、配合前后

而“例外”为彭丽媛专门定制的式样更接近高

身的褶裥设计，使原本简洁的款式增添了中式

级成衣，
流行度高、
实穿性强，
使得“例外”许多

感和质朴感，而腰间印有茶叶的脉络，象征着

“例外”的
专卖店的相似商品都已售罄。从而让

血脉和民族共鸣。

品牌形象及文化精神得到大众更多的精神共

此次“例外”服装的亮相让媒体争先报道，
从百度媒体指数上看，相较之前增长了十倍左

鸣及情感认可。[9]

4 结语

右，
由一个小众品牌进入了大众的视野。让
“例

通过从卖场形象传播、产品发布会、名人

外”作为一个中国本土的设计师品牌，其品牌

效应三个方面对“例外”品牌行为文化传播的

文化的东方内涵及文化引起了大众的认同和

变迁研究，
了解到品牌行为文化传播的三种不

情感共鸣，使得品牌文化形象在大众中得到传

同方式对于对品牌文化建立和传播过程中起

播。[8]

到的重要作用（图 13，
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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