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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红袖杯”
全国大学生时尚买手大赛纪实
周凤瑶，
陈

欢，贾金喜，彭泽洋，黎

蓉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 日，
首届“红袖杯”全国大学

理工大学的 ５ｐ（图 １，见下页）。大赛宗旨是实

）在浙
生时尚买手大赛（下文简称“买手大赛”

战，与其他设计类的参赛模式完全不一样的

江理工大学隆重拉开帷幕。买手大赛由中国服

是，本次举办的时尚买手大赛是一个纯粹的买

装设计协会、浙江省时尚产业联合会、浙江省

手实战训练。所谓时尚买手，第一要对时尚潮

高等学校纺织类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及浙江

流有敏锐的洞察力，准确把握潮流趋势；第二

理工大学主办，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承办。

要了解消费者的喜好，能够分析服装市场，这

时尚买手大赛的举办是人才在专业院校的扶

就需要时尚买手同时具备艺术品味以及理性

持下，与市场对接的三方合作平台。大赛以团

思维。每支队伍除一名指导老师外，由五名学

队的形式进行模拟实战，通过前期调研、市场

生组成，
每个成员需要各司其职、
分工合作。

策划、选手组货、搭配陈列、推广销售、现场答

大赛组委会接洽了四家服装企业（唐狮服

辩、动态展示等多方面，使得选手全方面了解

饰、红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艾维服饰、华鼎集

买手的实际职能，
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同时，

团）以及杭州四季青的意法服饰城，并且规定

大赛与服装品牌企业、个人工作室携手，在选

每个小组有两万元的虚拟货币。在比赛过程中

手实战期间给予一定的建议，在评委与选手之

要合理支配这两万元的虚拟货币，选手在采购

新生群体，
创新
间形成互动。大赛的主要亮点：

服装企业的货品时，在比赛的最后没有销售出

实践；企业参与，人才对接；团队协作，乐趣挑

的货品可以选择退货，实行全额退款。但在意

战；网聚人气，引爆热点。通过此次大赛，不仅

法服饰城所采购的货品是采取不退不换的策

让专业院校的理论教育更好地融入市场和企

略，这时就需要团队思考两万元的虚拟货币如

业，
同时也让企业了解到学生的可塑性。

何进行合理地分配。因此，
第一，
控制好两万元

１ 赛事宣讲

的成本；第二，思考企业采购与意法服饰城采

此次大赛来自 ５ 个院校，共有 ９ 支队伍，

购的资金比列。在杭州经纬创意园进行为期两

第一组北京服装学院的玛卡瑞娜、第二组浙江

天的销售时，货品管理人员以及财务监管每天

理工大学的 Ｇｉｇｇｌｅ Ｓｐａｃｅ、第三组武汉纺织大

需要盘存，货物的销售品类、利润必须有记录，

学的 Ｆ０２７、第四组浙江理工大学的 Ｍ．Ｙ．Ｓ、第

如若在盘存中出现任何问题，则需要参赛小组

五组温州大学的 ＹｏＦＵＮ、第六组浙江理工大学

自身进行等额赔偿。这仅仅只是针对于企业的

的 ＮＳＰ、
第七组嘉兴学院的衣见钟情、第八组浙

货品，例如意法服饰城则需要团队自己支付在

江理工大学的 ＦＲＥ＄ＨＥＲ 新鲜人、第九组浙江

意法服饰城采购，
并且没有销售出的服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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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九组参赛队伍海报简介

２ 货品采购第一战

二，华鼎男装的服饰风格与 Ｆ０２７ 参赛队所设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４ 日是买手实战的第一场斗

想的产品风格有所区别，因此，最终小组成员

争，场地就在唐狮的一家服饰直营店内，在唐

共同决定不在华鼎男装上投入资金。最终武汉

狮的采购属于比赛的第一次试水，每组参赛队

纺织大学 Ｆ０２７ 参赛队以实际采购比例 ５５％，金

伍都斗志昂扬。在红袖进行货品采购时，其方

额为 ８，
９５４ 元的采购额结束第一天企业服饰

式与唐狮有所不同，红袖由于服饰种类繁多，

的采购环节。

因此公司负责人将红袖内部的画册提供给参
赛小组，参赛小组通过画册进行货品的采购。

表 １：武汉纺织大学 Ｆ０２７ 参赛队预计采购比例、金额及实际采
购比例、金额
预计采

预计采购

实际采购

实际采购

品牌

采购

购比例

金额（元）

比例

金额（元）

华鼎的采购与唐狮的采购方式如出一辙，唯一
不同的是，
华鼎的采购是在其工厂店之内。

唐狮

３０％

５，０００

２２．３％

３，５９９

在货品采购前，每个小组都初步制定了一

红袖

４０％

７，０００

５５％

８，９５４

个预计采购比例及金额的策划，以武汉纺织大

华鼎

５％

１，０００

０％

０

学 Ｆ０２７ 参赛队为例（表 １），在唐狮的实际采购

意法服饰城

２５％

４，５００

２２．７％

３，５６２

中，Ｆ０２７ 参赛队采购以 Ｔ 恤、短裤为主的百搭

３ 买手培训课程讲座

款服饰，实际采购比例为 ２２．３％，金额为 ３５９９

在经历了一天的“买手生涯”后，每个小组

元。由于红袖的类别、款式以及其所面向的消

都不尽然地产生了各种或大或小的问题，而牛

费人群比较广泛，Ｆ０２７ 参赛队将大部分资金

顿商学院、香港买手时尚学院执行院长吴波博

都投入到红袖服装的采购中。在实际采购过程

士的时尚买手大赛实战培训课程讲座解决了

中，第一，由于在红袖采购的服饰金额偏多；第

参赛小组的燃眉之急，同时为小组第二天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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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以及后续的销售环节提供了宝贵的建议，使

Ｆ０２７ 参赛队为例（表 １），预计在意法服饰城的

每个参赛小组可以更加快捷、有效、系统地了

采购金额比例是 ２５％，
金额为 ４，
５００ 元。由于品

解并解决从采购到零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

牌类的服饰价格比较均匀，但是意法服饰城服

题。吴波博士的实战培训讲座的重点在于：时

饰的价格有高有低，但是平均价格大约在 ９０

尚买手其实只是个“买卖人”
。

元左右，因此 ４，
５００ 元这个金额，武汉纺织大

吴波博士认为从采购到零售实际是大学

学 Ｆ０２７ 参赛队可以尽情地采购团队需要的服

生如何踏出从设计师到时尚商业者的第一步。

饰。最终，
武汉纺织大学 Ｆ０２７ 参赛队以实际金

首先，针对参赛小组采购的货品，企业没有供

额 ３，
５６２ 元结束了第二天的采购行程。

给的问题。在实际采购过程中，不是所有货品

５ 店铺陈列与搭配推广

都是企业直营店内已准备完整，也许是交货期

由于 ５ 月 ６ 日就会展开买手大赛的销售

的延误、货品的参差不齐，或者是生产能力的

环节，因此在 ５ 月 ５ 日意法服饰城的采购结束

不足，因此，供应商无法提供，采购的货品不一

后，便要立马转战参赛小组的竞技场地——
—杭

定有。其次，我们采购的货品不一定是符合消

州经纬国际创意园，进行货品的陈列。第一组

费者的审美需求，我们要创造条件去弥补实际

北京服装学院的玛卡瑞娜队紧贴流行趋势，带

工作之中存在的不足。在实际生活中，在企业

有先锋的时尚品味形成引导性，逐渐影响大

采购出现货品不足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恰恰是

众。其陈列按照系列区分，包括刺绣、格纹、蕾

因为货品的不足、采购时间的局限，才能体现

丝等组成不同货杆（图 ２），整体的布局更加大

参赛队伍的专业水平。因为不完美，所以我们

众化。第三组武汉纺织大学的 Ｆ０２７，在服装陈

就创造完美。时尚买手其实只是个“买卖人”
，

列上想要标新立异，红绿撞色为特点，黑色为

设计师讲究美学、专注、创作、喜好，买手讲究

基调；人群定位是高街风格，稍有设计品味的

眼界、成本、价值和技法，这是设计师与买手之

时尚人群（图 ３，
见下页）。第七组嘉兴学院的衣

间最大的区别，我们要加强“时尚买手其实只

见钟情，消费者不被名字吸引，却被想法折服，

是个‘买卖人’
”
这个概念。

其运用了扎染的工艺手法作为销售的亮点，定

４ 货品采购第二战

位在优雅运动风，加入一些飘带和蕾丝元素，

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５ 日意法服饰城的采购
中，参赛小组汲取第一天采购时出现的问题及
教训，有条不紊地在意法服饰城展开货品采
购。与在品牌服饰采购不同的是，第一，
９ 组成
员不必同时在一家店内采购，而是可以在带队
老师的帮助下，各自在不同的 ９ 个档口有秩序
地采购服饰。在意法服饰城，每个小组没有款
式的局限，可以在额度允许的情况下，采购自
己认为“好”的服饰，这个“好”包括款式、色彩
是小组成员认为时尚的，容易受到消费者喜欢
的，销售量容易提升的；第二，在意法服饰城采
购是极具风险的，每组都需要制定严格的采购
及销售策略，包括如若服装没有销售出，小组
成员可以承担的金额限度。以武汉纺织大学

图 ２：第一组店铺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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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货品推广与售卖
５ 月 ６ 日是买手大赛展开销售竞技的第一
天，在浙江红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华鼎菲妮
迪国际时装零售有限公司、宁波博洋服饰集团
唐狮品牌及杭州意法服装城的大力支持下，每
个参赛小组都将采购的货品全部进行商品陈
列，产品搭配也是风格多样，体现出新生代的
时尚趣味。在展示区位的设计也反映出每个参
赛小组的创意设计思维，有些参赛队伍为了吸
图 ３：第三组店铺陈列

吸引了大量的人群（图 ４）。第九组浙江理工大
学的 ５ｐ，颜色搭配很整体、宣传平面做到很精
致，
很有买手店的格调（图 ５），
小组成员把自己
调侃为简洁版川久保玲。每个参赛队伍都有着
自己对时尚的了解，对店铺陈列的感官要求，
因此 ９ 个参赛小组经过对整个卖场的形象把
控，呈现出的陈列风格也不尽相同。对于消费
者来说，
也是一场视觉的饕餮盛宴。

引人群进入自己的展示区，做了各种方式的通
道引导，这些细节对于现场销售来说是非常实
用的，
这也是每个参赛小组商业意识的体现。

７ 现场答辩
此次大赛旨在锻炼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
新创意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及商业意识等综合
素质，但最让人意外的是现场答辩环节，大赛
组委会设置此环节是希望参赛小组在比赛中
除了要有艺术思维之外，也要有理性思维。现
场答辩需要参赛小组在进行前期的市场调研、
货品采购、商品陈列以及销售推广进行业绩报
告与分析。同时现场答辩环节邀请了香港时尚
买手学院执行院长吴波、
ＵＯＯＹＡＡ 品牌创始人尹
Ｎ 的 Ｎ 次方创始人朱卫明、中国服装设计
剑侠、
师协会陈列设计委员会委员曹爱华、温州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韩阳、浙江森马股份有
限公司巴拉巴拉事业部副总经理吴茜茜、唐狮
杭州销售公司经理项江月等不同领域专家为

图 ４：第七组店铺陈列

选手答疑解惑。以武汉纺织大学 Ｆ０２７ 参赛队
为例，
最后总结在采购的所有服装品类中，以 Ｔ
恤的销售比列最多为 ３７％，其次是衬衣为 ２３％，
裙子为 １１％（表 ２，见下页）。小组分析，出现服
装品类销售出现如此大的差距，主要原因还是
在消费人群上，由于比赛场地的限制，推广传
播作用没有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因此消费人
群还是局限在园内工作者、观看浙江理工大学
毕业秀的师生群体以及观秀的时尚行业从业
者。各种主观因素、
客观因素夹杂在一起，
致使

图 ５：第九组店铺陈列

设计感强的服饰销售得比较快。其次便是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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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搭款服饰。不仅是武汉纺织大学 Ｆ０２７ 参
赛队，其他参赛队伍在进行总结分析时，都阐
述了小组在整个比赛过程中的优劣势，包括需
要改进的方面以及需要向其他小组借鉴之处。
表 ２：
武汉纺织大学 Ｆ０２７ 参赛队的销售数据分析
内容
款式

数量
（件）

件数占
比

零售价
格带
（元）

销量

销售占
比

衬衫

７

５．１８％

１２９－２１９

１４

２３％

Ｔ恤

４３

３１．８５％

６９－９９

２３

３７％

裙子

２７

２０．００％

９９－３２８

７

１１％

其他上
衣

２８

２０．７４％

８９－３２８

６

９％

外套

７

５．１８％

２１９－６６９

４

６％

裤子

１８

１３．３３％

１２９－６６９

５

８％

持续 ６ 天的第一届“红袖杯”全国大学生

单品

５

３．７０％

４５－８９

２

３％

时尚买手大赛经过赛前宣讲、买手培训、货品

８ 动态展示与颁奖典礼
买手大赛的最后环节即是动态展示及颁

图 ６：Ｔ 台秀

９ 总结

采购、店铺陈列、推广售卖、现场答辩以及动态
展示这七个环节，从学生群体看，不仅使大学

奖典礼，
９ 支参赛队伍将自己采购的服饰进行

生群体了解到市场对于所需人才的能力需求，

再设计以及整体搭配后，进行了别开生面的 Ｔ

同时也考验了服装类院校的学生们对于艺术

台秀（图 ６）。经过激烈的角逐，
第一组北京服装

与商业结合的思维转换。从企业的角度看，学

学院的玛卡瑞娜获得获得最佳形象奖、业绩二

生群体具有很强的可塑性，通过一定的指导学

等奖；第二组浙江理工大学的 Ｇｉｇｇｌｅ Ｓｐａｃｅ

习，学生群体所爆发的能力以及天马行空的思

获得最佳销售奖（业绩一等奖）；第三组武汉纺

想可以为企业带来一定的利润空间。从学校层

织大学的 Ｆ０２７ 获得最佳潜力奖、业绩三等奖；

面看，不但能从本次比赛中总结出学生群体所

第四组浙江理工大学的 Ｍ．Ｙ．Ｓ 获得最佳人气

欠缺的社会所需的能力，并针对此进行一定的

奖、业绩优秀奖；第五组温州大学的 ＹｏＦＵＮ 获

理论教育，而且可以适当地对院校所设置的课

得最佳合作奖、业绩优秀奖；第六组浙江理工

程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这场由协会组织、

大学的 ＮＳＰ 获得业绩三等奖；第七组嘉兴学院

院校支持、名师指导、企业配合，全方位营造的

的衣见钟情获得最佳表现奖、业绩三等奖；第

时尚赛事，链接了行业、人才及专业院校，搭建

八组浙江理工大学的 ＦＲＥ＄ＨＥＲ 新鲜人获得业

了纺织服装企业、人才推送及兄弟院校交流互

绩二等奖；第九组浙江理工大学的 ５ｐ 获得最

通的大平台。

业绩三等奖。
佳推广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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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