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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研究意义]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连续举办 7 年，
对国内知名服装专业院校与毕业生设计作

品展示以及行业发展形成很大的影响。[研究方法]文章运用调查法与分析法，
以 2019 年中国国际大学
创业与就业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结果
生时装周为出发点，
从优秀毕业生作品发布、
服装设计大赛、
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成为国内外知名时装院校宣传、
推广教学成果的窗口和展示
和结论]文章认为：
推动时尚院校科研成果转
大学生设计创新才华的舞台；
对促进时尚产业的未来转型升级起到积极作用；
化并逐渐成为
“产学研用”
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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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发布，
服装设计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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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Graduate Fashion Week has been held for seven consecutive years, which has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exhibition of design works of famous domestic fash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graduate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shion industry. Based on 2019 China Graduate Fashion
Week, this article uses the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release of outstanding grad原

uates' works, fashion design competitions,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ment.The article shows that China

Graduate Fashion Week has become a window for famous fashion colleges at home and abroad to publicize

and promote teaching achievements and a stage for displaying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talents in de原
sign.It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fu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fashion industry.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fash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production, learning,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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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与传播：
时装展示

表 1 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相关数据统计

“中国大学生时装周”是经国

务平台，其由中国服装设计师协

Statistics of China Graduate Fashion Week

Tab.1

家批准举办的面向国内外含有服
装专业院校的具有国际性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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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发布日期 历时
（年） （月 / 日） （天）

国内学
校（所）

国外学
校
（所）

参与发
布学生
（人）

相关活
动
（项）

发布场
次
（场）

会、中国服装协会、中国纺织服装

2013

4.24~4.28

5

22

0

610

23

20

教育学会共同主办，旨在宣传推广

2014

4.24~4.28

6

23

1

730

24

17

2015

5.15~5.20

6

29

3

884

30

13

服装教育成果、展示服装专业大学

2016

5.15~5.20

6

30

3

983

31

29

生设计创意才华、促进大学生创业

2017

5.13~5.19

7

48

5

1525

49

14

和就业，并以进一步提升我国服装

2018

5.13~5.20

8

54

0

1468

46

28

教育与教学质量，更好的适用、满

2019

5.13~5.19

7

47

1

1716

46

37

足我国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对设计创

产业集群主要领域，2019 年从参展毕业生人

新人才的需求[1]。中国大学生时装周于 2013 年

数、发布作品数量、创作品类及创意水平等诸

面向国内专业院校首次举办，因 2014 年吸收、

多方面形成了规模庞大、内容多元、风格年轻

招纳国外优秀专业院校毕业生参与作品发布

化、
多维度、
深层次、
宽领域的局面[3]。本文从优

而更名为“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每年 5

创业与就业 3
秀毕业作品发布、
服装设计大赛、

月中下旬在北京举办，现已举办 7 届（表 1）。

个主要方面展开分析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

其主要由毕业生作品发布、服装设计大赛、
专

的作用和意义。

项展览、专题论坛、专业评选、人才对接等内容

1 优秀毕业作品的发布展现文化引领

组成，坚持“以人才培养为基础、以设计创新为

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专场发布环节为

先导、以促进产学研结合为目标”的创办思想，

国内各 大专 业 院校 的 毕业 生 提供 了 展 示自

以精心安排、科学组织、周到服务、加强合作为

身设计实力的契机。对于以各院校毕业生身

方针，
在推动服装教育发展、
扶持青年设计师成

份出现 在中 国 国际 大 学生 时 装周 上 的 新生

长、促进设计人才交流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

代人 才来 说 ，其作 品 不仅 代 表学 校 教 学水

虽然大学生时装周每年都以迅猛的姿态成长，

平，更 是彰显着 属于他们 的时代 特征 ，他们

但其过程中不免有些许不足，例如国际性专业

从关注可持

院校邀请的数量较少，发布会主题的分类不

续发展到对

明，以及某些相关活动的开展价值较低等方

民生文化的

面。这些问题既是发展难点同时也是发展的创

探 讨（图 1）；

新点，是可以促使大学生时装周更加具有影响

从传统文化

力的因子。2019 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主题为

元素的创新

“梦想 +”
，于 5 月 13 日在 751 D·PARK 北京时

到对信息科

历时 7 天。来自全国 18 个省
尚设计广场举办，

技的变化运

市自治区、
中国台湾，
以及来自韩国、英国共 48

用（图 2）等，

所知名高等时装院校的 1，716 名优秀毕业生

虽然不完美、

参与的 46 场动态发布。其中 22 所院校的 177

不全面，但也

名优秀毕业生参与“全国知名高校时尚教育成

尽了最大的

果展”。此届参与论坛、研讨、新人奖评选在内

努力消除浅

参与院校达 65 所。活动基本涵盖了纺织服装

表化、符号

图 1 青岛大学纺织 图 2 中央民族大学
服装学院 [4]
Fig1

美术学院 [4]

Qingdao uni原 Fig.2

The Fine Arts

of textile &

Minzu Univer原

versity college
clothing[4]

College of The
sity of Chin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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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模式化的创意设计，将青年设计师独特的

国内服饰设计的教
院校学生的设计作品来讲，

创新理念扩大化，以此可以看出中国时尚设计

育一方面对于材料、
科技创新结合人文发展的

力量的成长。2019 年院校专场发布上，优秀毕

认知还远远不够[6]，只注重表面化的装饰作用

业生们在保持发布作品的设计品质及设计水

达不到深层地对服装本质的精神传达，这就要

准的同时，在内容至形式上对可持续发展、
文

求院校对教学硬件与软件等设施的强化。另一

化承袭、公益环保（图 3）、民生文化（图 4）、生

方面大多数的院校作品很难与产业市场相结

命与社会发展（图 5）、科技创新（图 6）等社会

合，
也就是院校的教育与产业市场做不到全面

热点表达态度，积极引导消费趣味走向和促使

的对接，达不到适应市场的成果转化，这就要

公众形成正确的社会生活理念。尽管在作品理

求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与产业市场相适应。

念的表达形式上有大的进步，但综合目前专业

2 服装专业赛事为专业创新提供了舞台
第 24 届中国时装设计
“新人奖”
2019 年于
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期间如约举行。该届共
有来自全国 96 所院校推荐的 852 名优秀毕业
生参评，
最终以全国 43 所院校的 51 名优秀毕
业生在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的闭幕舞台上
竞相角逐（表 2，
见下页）。51 名选手从多样化
的设计理念出发，将时尚、创意、科技、绿色可
持续发展与服装设计进行多维度结合（图 7）。

图 3 中国美术学院 [4] 图 4 北京服装学院[5]
Fig.3

China Academy Fig.4
of Art[4]

Beijing Insti原

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5]

Fig.7

代表作品 [6]
图 7 第 24 届“新人奖”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 24rd China Fashion Young
Talent Award[6]

中国时尚产业正快
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
速走向成熟，
挖掘和培养新锐设计师力量成为
服装时尚产业急需解决的首要任务。专业赛事
作为发掘创新人才的平台同时也是作为接轨
学校与产业就业的桥梁，
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
图 5 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5]
Fig.5

Academy of
Arts & De原
sign,Ts原

inghua Uni原
versity[5]

图6
Fig.6

西南大学[5]
Southwest Uni原
versity[5]

周在推进院校毕业生自我展示的同时与国内
知名专业赛事合作，深层次打造全方位服务的
模式。中国服装设计
“新人”
奖（简称
“新人”
奖）
是对全国服装设计专业大、中专应届毕业生的
综合评价奖，以发现和奖励青年服装设计人
才，以提高我国服装设计艺术水平为宗旨，是

服饰与传播：
时装展示

表 2 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期间专业赛事统计
Tab.2
年份

在 2019 中国国际大学
道。

Statistics of professional events during China Graduate Fashion Week
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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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时装周开幕当日召开

参加学校 推荐作品 入围学校 入围选手
（所）
（件）
（所）
（人）

了全国就业创业工作暨

2013

第 18 届中国时装设计新人奖

77

762

39

43

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

2014

第 19 届中国时装设计新人奖

80

704

42

46

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

2015

第 20 届中国时装设计新人奖

72

625

43

48

第 21 届中国时装设计新人奖

78

570

48

50

第八届中国（常熟）休闲装设计精英大奖赛

-

2000

-

23

力仍然较大的今年，扎实

第 22 届中国时装设计新人奖

98

840

48

56

推进高职院校大规模扩

第九届中国（常熟）休闲装设计精英大奖赛

-

2508

-

25

第 23 届中国时装设计新人奖

92

642

41

46

“格林兄弟杯”中国（大学生）橱窗设计大赛

32

235

13

15

水平，以
大力推动“双创”

第 24 届中国时装设计新人奖

96

852

43

51

创业带动就业，促进新兴

“格林兄弟杯”中国（大学生）橱窗设计大赛

44

377

13

15

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新空

2016

2017

2018

2019

议，会议指出：在就业压

招和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时装设计教学交流、产业与教育交流的桥梁和

间，
不断增强人力资源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8]。

纽带[7]。
“新人奖”自 2013 年起就成为中国国际

表 3 2019 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首届精准设计人才对接企业[9]

大学生时装周的收官赛事，已成为时装设计专

Tab.3

First precise design talent docking enterprises of 2019
China Graduate Fashion Week

业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助推器，其最大的特点是

[9]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1

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2

北京东方绮丽服装服饰
有限责任公司

2

北京红英骏马服装有限
公司

13

浙江天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需求的变化，探索着助力新锐设计师对接市场

3

北京心物裂帛电子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

14

北京志萱健业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的更有效方法。在“新人奖”
良好效果影响下于

4

郎姿股份有限公司

15

北京熙日服装有限公司

2016-2017 年开始在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日

5

北京艾斯盟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16

北京威克多集团

6

北京嘉曼服饰股份有限
公司

17

北京团博百汇科技有限
公司

7

北京介事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18

北京燃聚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8

北京金羽杰服装有限公
司

19

北京楚苑服装科技有限
公司

9

北京动向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

20

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
限公司

10

依文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1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11

漾 一（YoungEasy）服 装
设计研发中心

青年学生设计师们对功能设计和新材料的应
用更加符合市场化的需求，触及商业市场前沿
的同时用最新的形式完成服装在传统中的创
新。
“新人奖”不断探索着市场对优秀设计人才

程中加入“常熟杯”休闲服大赛，2018- 2019 年
增加“格林兄弟杯”橱窗大赛（表 2），由此大学
生时装周期间活动更加多元化与全面化，
成为
推动服装专业学生由院校走向产业社会的契
机，更是成为大学生创业、
就业很好的起点。

4 人才对接推动毕业生的创业与就业
2019 大学生时装周期间开展了精准设计
人才对接会，就毕业作品发布而言，校企协作
的趋势成为主流。越来越多院校与纺织服装企
业开展合作，将新锐设计创意植入主题面料、

中国大学生时装周面对消费升级、品牌迭

产业链平台服务、
创新研发等方面。其中
“新人

代、原创设计崛起的产业态势，一直具有衔接

奖”与橱窗设计大赛的开展吸引了大量企业和

教育链、
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作用，更承

优秀大学生的聚集。在此之际还开展 20 余项

担促进高校人才培育与市场需求对接，引导新

企业人才对接会（表 3）与专项展览，让年轻学

一代人才兼具商业价值与艺术创的能力[10]。大

生设计师提前了解市场新面貌与熟悉产业渠

学生时装周作为高校和时尚产业的交汇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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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
在不断的吸收国内外时尚产业发展的讯息，
力适应产业发展对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
实际需求的局面，为中国时尚产业的更新提供
实验空间、整合优质资源。时尚行业竞争激烈，
因此年轻设计师需要来自“产教”双方的共同
支持，例如让学生进入企业实习来获取更多的
前端经验、了解产业的需求，并反馈到学习教
育中去，
在相互促进的模式下“产学研用”
才能
更好的推动产业和社会的进步。

5 结语
通过分析 2019 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发
现：
2019 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较以往规模更
大、内容更多元、风格更年轻化，具有多维度、
深层次、宽领域的特点；作品发布、赛事举办、
人才对接成为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主要内
容，三者结合发挥多方面积极作用；其一，从专
业院校角度看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成为国
内外知名时装院校宣传、推广教学成果的窗口
和展示大学生设计创新才华的舞台；更是科研
成果转化并逐渐成为“产学研用”的重要平台，
对促进时尚产业的未来转型升级起到推动作
用。另外，从产业体系创新发展与人才就业角
度看，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发挥了为企业招
纳人才的桥梁作用，推动大学生创业与就业。
因此，
时代对于融合发展模式的创新和复合型
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需求，更是对专业院校
的培养方案、教师结构、教学机制等教育要素
的创新改革提出要求。
参考文献：
[1]中国大学生时装周[EB/OL].(2019-06-01)[2019-06-08],http://
www.cgfw.org/aboutus/201302/t20130221_1483666.html.

[2]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组织章程[EB/

OL]. (2019 -06 -01) [2019 -06 -08],http://www.cgfw.org/aboutus/
201302/t201302 21_1483661.html.

[3]李昉. 2019 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在京启幕[EB/OL].（2019-05-

14）[2019-06-01],http://bbs1.people.com.cn/post/129/1/2/171994
289.html.

[4]一行一线. 2019 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EB/OL].（2019-5-20）
[2019 -06 -01],https://mp.weixin.qq.com/s?src =11&timestamp =
1559481093&ver =1644& signature =RPKbDy2AEu1fUrRhYIL

ADeGypPNp6doFarzu1m4PxM9KgQk3qJZ2k60GSIghFAICr3CWc

Frm SMz050F3ViS5j39nbv*TOjLsv8JMBUGHK*4eOreqF wcK原
uPszo7omhYsZ&new=1

[5]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梦想探险+] STEP BY STEP 开启

未来之路——
—Day5[EB/OL].（2019-5-17）[2019-06-01],https://

mp.weixin.qq.com/s?src =11&timestamp =1559482434&ver =
1644&signature

=VehlcdA0GzxuyE4WYA*4QFKLqWnvU3FLp

C1nZIAZ4BTc8QxSZn2n6E9FvhZ6miHWKX57x6141rFUzjzgLX

Ypjw0fpEcBwsrXfn8uuOiacTW**9j -8b7ivZ9G7BIoN4Oi&new
=1.

[6]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支撑 ：小议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

[EB/OL].（2019-5-26）[2019-06-01],https://mp.weixin.qq.com/s?

src=11&timestamp=1559480873& ver=1644&signature=VehlcdA
0GzxuyE4WYA*4QFKL qWnvU3FLpC1nZIAZ4BT*yEWemPO3v

QofK6cQFmcfrHYoYybOo4-2sLBeOSRycyed-cEEyAOhdqYtsEG
NuHF-YKrPY8enA2-rIG4tcvcm&new=1.

[7]百度百科.中国服装设计新人奖[EB/OL].(2019-06-05)[201906-08],https://baike.baidu.com/item.

[8]央视网.李克强对全国就业创业工作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EB/OL].（2019-0513）[2019 -06 -05],http://tv.cctv.com/2019/05/13/VIDEE5qySETX
z4puXRFKJg9L190513.shtml?spm =C31267.PFsKSaKh6QQC.S71
105.4.

[9]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尚坤源·2019 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

首 届 精 准 设 计 人 才 对 接 会 开 张 啦 [EB/OL].（2019 -05 -09）
[2019 -06 -05],https://mp.weixin.qq.com/s?src =11&timestamp =

156007 6061&ver =1658& signature =A7zPySiDPuPK93B -

Eh90WXtEJ xLsP5o9m0owzQSvcLkGQ0Avn2vGBNbjC5NzHW3G

LYldFj0Lu4 x5S*ZfOKcB6QCfyb4OVQvzWjw0UnBA0YAIRklkp1
XttNmgtGV yr-0y&new=1.

—以伦敦毕业时装周
[10]蒋韪鲔.论大学生时装周的桥梁意义——
为例[J].大众文艺,2017(3): 109.

JIANG Wei-wei.On the bridge significance of college students'
—take London graduation fashion week as an
fashion week——

example[J].Popular Art,2017(3): 109.

（责任编辑：周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