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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
陶

王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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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 武汉 430073)
摘 要院[研究意义]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是实现全球时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实现时尚产业转型的根本动力。[研
究方法]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描述性研究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分别对中国部分服装高校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进行问卷访
现存问题及发展趋势三个方面分析中国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现状，并结合中国服装产业区域发展不均
谈。从认知程度、
产业集群突出的特点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教育者理念与实践的结合是推动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的
衡、
先导，课程体系的建设是落实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重要途径，把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和区域服装产业的发展问题结
合起来实现教育调节“人 - 自然 -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功能作用，是使教育成为推动中国时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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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and education strategy of fash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Hui Tao, Yingying Wang
(School of Fashion,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rtact: As a basic solution to promote global fash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education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ashion also serves as a driving force to transform the fashion industry.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descriptive research an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which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some universities in China were asked to
fill out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ed,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ge of the education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ashion in China, the uneven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fashion industry and prominent industrial clus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wareness level, existing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trends.It concludes that educators’
ideas and practice play
a leading role in promoting the education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ash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levant
curriculum system is also important. It is imperative to combine the education of fash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fashion industry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s, nature and society as well a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ashion in China.
Key words: educ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ashion; problem analysis; strategy

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是指服装高校针对时尚产业的发展问题，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核心建立时
尚教育体系，
培养学生运用可持续的方式进行设计、
选材、
制作及管理，
通过系统的教育培养解决问题
并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专业人才。教育是时尚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基础，
在服装教育中贯彻可持
续发展理念，
有利于时尚产业的可持续性变革。正如 201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通过的《教

育 2030 行动框架》指出教育既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成功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是顺应新时代时尚产业的发展
重要手段。因此，
分析中国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问题并提出对策思路，
如在设计层面，有将
“可持续设计”思维训练贯穿于
需求。有关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理论研究十分丰富，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教学过程，
培养未来设计师的
“绿色设计”
素养[1]；
在课程建设层面，
从目标维度
2019-09-06；

2020-04-09。

湖北省高等教育哲学社科重大项目（19ZD033）。
陶辉，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王莹莹，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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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题维度两个角度分析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在中国课程标准中的体现和融合程度，提出教育要加
从变
强对全球化问题的关注程度，鼓励课程内外多主体合力推动可持续发展教育[2];在高校教育层面，

废为宝教育、
辩证思维教育、
朴素发展教育、反思教育等思辨专题探讨中国高校践行可持续发展教育，
并提出可持续发展教育是一种关乎人发展的道德教育[3]。但是鲜有学者对中国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的
践行意愿、
阻碍
现状、
问题分析及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从对时尚可持续发展的了解程度、
因素及潜在趋势等方面展开调研，
针对全国服装高校教育者在互联网上发布问卷调查，收取有效问卷
442 份，
并对 60 多名学生展开一对一深入访谈。此次调研范围较广覆盖中国东南西北各个区域，
高校

包含综合类大学、服装类高校以及职业院校。受访教师年龄段在 30 岁以下占 36.8%、
31~40 岁占
34.2%、
41~50 岁占 23.8%、
50 岁以上占 5.2%。服装专业教师占 76.0%，
研究方向包括服装设计、
服装文

交叉分析及相关性分
化、
服装技术及服装品牌。本文基于 SPSS 数据分析软件，
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
析等方法进行研究。

1 中国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1.1 教育者的观念意识与行动力断层
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落实观念意识与行动力是不可分割的，随着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推进
及国际可持续时尚的宣传，
人们对时尚可持续发展的意识逐步提高。但是当下中国对时尚可持续发展
的教育，
仍片面强调可持续发展观的树立及理念思想的宣传却忽视了观念意识与行动力的结合，
导致
整个教育、产业乃至社会都处于被动状态。中国的教育普遍认为是对受教育者的知识构建及技术训
“教育者先受教育是履行教育使命的
练，
忽视了教育者作为受教育者的作用。正如骆郁廷学者提出的：
[4]
前提，
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是引导学生成长的要求。”
因此本文针对意识与行动力的问题进行调

查研究，发现：有高达 85.3%的教育者认为基于其研究方向，时尚产业非常有必要践行可持续发展；
71.5%的教育者认为教育对推进时尚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针对教育者践行时尚可

持续发展的意愿调查，发现随着年龄层的上升发表可持续时尚相关论文的人数也会有所上升，但从
整体的调研结果来看，参与可持续时尚课题研究的人数比重远远小于未参与的人数比重（图 1），这

说明中国对于可持续时尚的理论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并且研究群体主要集中在 41~50 岁的年龄

层。针对践行时尚可持续发展的意愿调查发现随着年龄层的递增，
践行意愿逐渐下降（图 2），
这说明
年轻教育者对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认同度及行动力较高，
是可持续时尚课程建设的潜在驱动力，
但缺

少相关的理论研究，
这也说明了教育者存在意识理念与行动力断层的现象。

图 2 各年龄段践行可持续时尚的意愿对比图

图 1 教育者理论研究年龄段对比图
Fig.1 Comparison of researcher in all ages

Fig.2

Willingness comparison
fashion in all ages

of practice of 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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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查分析看来高校教育者对时尚可持续发展有较高的认识，但是缺乏实践可持续时尚教育的
有效方法及措施。中年教育者在理论研究上，
教育责任意识方面都比青年教育者要高，但是实践意愿
造成
低于青年教育者，
而有行动力的青年教育者缺乏责任意识与理论支撑。这种理念与行动的差异，
中国时尚可持续教育缺失的局面。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具体还表现在高校教育者
“轻教学、重科研”的
现象，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 67.27豫的受访教师认为高校教师存在轻教学、重科研现象，
60.23%的学生认
为高校教师存在轻教学、
重科研现象[5]。由此得出，教育者存在理念意识与实践行动不协调的问题。针
对以上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应该加强青年教育者科研能力与责任意识的培养；鼓励中年教育者将科
以此推动中国可持续时尚教育的发展，
为中国时尚
研成果与责任意识落实到教学实践或项目合作中，
产业践行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教育基础。

1.2 高校时尚可持续发展课程建设的缺失
其具有广泛性、
整体性
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是随着全球可持续时尚行业的发展需要应运而生的，
及交叉性的特点。因此时尚可持续教育课程的建设，
不能狭义的定义其为某一学科的设立，
而是从广
义的角度对教育的目标、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方式的规划和设计，它是对时尚可持续发展这个领域建
复杂性和多样性，
同时还面临道
设的、
系统的课程体系。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仅具有高度的综合性、
德、
文化和社会的挑战，
传统单一学科的深度发展已难以解决这些问题[6]。因此时尚可持续课程体系的
建设，
有利于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具体实施，
培养能够为当今时尚行业全球挑战性问题寻找解决方
案的人才，
以及能够在未来复杂的世界中发挥引领作用的人才[7]。当下服装高校多以校企项目合作的
方式践行可持续时尚教育，如 2010 年开始，波司登与江南大学、天津工业大学联合组成科技攻关小
组，三方共同对废旧羽绒服回收处理与技术进行研发[8]；女装品牌茵曼自 2016 年起多次举办旧衣回

收环保活动，并与何香淋艺术设计学校进行合作对旧衣进行第二次创作等。其次有些高校成立研究
所对相关课题进行试验并开设课程，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在 2003 年成立了可持续设计研究所并开
，致力于纺织服装可持
设课程[9]；
2006 年武汉纺织大学成立“生态服装设计与时尚可持续发展研究室”

续发展研究，
从废旧的牛仔和余料进行设计实验并于 2019 年开设了相关的可持续设计课程。我国对于

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多集中在纺织专业学科的建设上，如北京服装学院中国服饰科学技术研究院纺织
科学与工程专业设立硕士研究方向有废旧服装纺织品再生与应用研究；江南大学纺织工程专业设立纤
维资源综合利用硕士研究方向，纺织化学与染整
工程专业设立生态染整技术研究方向等。由此看
出，中国服装高校践行可持续时尚教育或实践研
究的方式比较单一，
各个机构处于割裂模式，
缺少
对可持续服装设计及跨学科人才的培养。
通过对受教育者可持续时尚课程的学习意
愿调查，表明有高达 81%的受教育者表示对时尚

可持续发展课程感兴趣，
其中接受过相关课程学
习的受教育者认为时尚可持续发展课程的学习
对个人的影响程度比较大的占 48%，
认为影响非

常大的占 32%。这说明受教育者对可持续时尚课

程的认可度较高，且表达出对可持续时尚理论学
习的强烈愿望。并且从是否接受过可持续时尚课
程培训的受教育者对于可持续服装设计方法的认
识及运用均值来看，
除慢速设计这个维度外，
都要
高于未接受课程培训的受教育者（图 3），并且相

图 3 受教育者是否学习过时尚可持续课程对设计方法的认知对比图
Fig.3

Cognitive comparison of the design method in terms of whether
or not educatees have studied a sustainable fashion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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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关课程的学习与对可持续时尚的了解程度呈显

Tab.1

充分表明可
著的正相关（表 1）。以上两组数据，

持续时尚课程的建设对于受教育者践行可持续

问题
分析项目

时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3 国家尚未出台有针对性的教育政策

1

显著性（双尾）

育问题的一部分，是为应对全球时尚行业的环
境问题与发展问题，为促进纺织行业可持续发
展政策的有效落实而逐步形成的教育体系。教
想基础，
政策是推动教育改革的有效助力。在

学习时尚可持续发 对时尚可持续发展
展的相关课程
的了解程度

皮尔逊相关性

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是全球可持续发展教

育与政策是相辅相成的，教育是落实政策的思

相关性分析

Correlation analysis

.310*
.013

个案数

63

63

皮尔逊相关性

.310*

1

显著性（双尾）

.013

个案数

63

63

相关性显著。
*. 在 0.05 级别（双尾），

针对可持续时尚教育发展促进因素的分析中，
教育者普遍认为新时代青年对社会及环境责
任意识增强，国家政策的推动是促进可持续时
尚教育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图 4）。有 74.4%

的教育者认为国家政策对推动可持续时尚教
育发展影响程度大。由此看出，国家政策是推
动高校落实可持续教育改革的直接动力。自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发表《21 世纪
议程》提出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以来，中国及

时响应并出台了相应的文件及政策，积极开展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实践。如 1994 年颁布的《中
国 21 世纪议程》 首次强调教育在可持续发展
中的作用，
并提出要面向可持续发展而重建教

图4
Fig.4

促进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影响因素评分图

Score char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promoting education of fash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育[10]，
在教育界掀起了改革风潮；2010 年教育部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 》提出坚持学生全面发展必须重视可持续发展教育；2016 年出台《中国落实 2030 可持续发展议
程国别方案》对落实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承诺[11]。这些文件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

可持续发展教育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我
响，
但是由于以上文件作为行动指南，
内容涉及面广泛，
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并没有形成独立的、有针对性的、
系统的规划文件。因此国家政策无法对时尚可持
践行阻碍大，
续发展教育做出相应的指导，在服装高等教育里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普及程度较低，
缺少系统的教育规划及科学的课程建设。
因此，
为顺应时尚产业全球性的可持续变革，
国家迫切需要针对纺织服装教育制定一套有针对性
的指导文件。教育政策是国家为解决特定教育问题或实现特定教育目标对社会全体成员的教育权益
结合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现状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实际情况，
进行权威性分配的行为准则和方案[12]，
组织有关部门、
学校、
企业和社会等各界人士，
共同制定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规划。从横向角度出发，
解决具体区域服装产业的发展问题，
帮助
将学校、
企业、
区域环境联系起来实现人才资源的横向联合，
企业落实国家对产业治理及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
实现服装产业发展政策与教育政策的结合。从纵向
角度出发，
建立时尚可持续课程体系，
在服装设计、制版、纺织技术、
品牌管理等课程中贯彻可持续发
展理念。国家政策支持、
经费支持设立实验基地，
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融合。建设时尚可持续发展
师资队伍，
对管理体制等采取措施保障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顺利开展，
推动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的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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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对策思路
教育是时尚产业的思想源头，
是培养人材及解决专业问题的重要基础。其对时尚产业起着潜移默
化的作用，
却也是人们探讨时尚可持续发展问题最容易忽视的一面。时尚教育的不可持续会助长时尚
产业以环境为代价，急功近利的发展风气，正如正如约翰·费恩（John Fien）在其文章“教育、可持续与

社会文明（Curriculum, Sustainability and Civil Society）”中指出：
“现代教育不能解决环境危机，是因为
[13]
‘贡献者’
”
它帮助制造了这种危机，
是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
。因此中国时尚产业推进可持续发展，服

装教育的改革是首要目标。

2.1 立足思想源头，强化教育者引导作用
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是受教育者、设计师，时尚产业发展模式的思想建设基础，
因此高校教育者
作为教育界的主体，
应立足于思想源头，
担负起对受教育者乃至社会各人士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教育责
要以身作
任。教育者应以不同的角色融入到时尚产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一是作为传播者的教育者，
则基于自己的研究方向主动学习时尚可持续的相关理论知识，吸收国内外先进思想及实践经验再结
这类教育者具备一定的理
合本国发展理念给予时尚产业正确的发展思路。二是作为实践者的教育者，
论基础，
以高校为单位发动受教育者进行小规模试验，在不断的实践与试错过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
式并且发掘理论研究的盲区，丰富理论研究的同时累计实践经验为时尚产业践行可持续发展打下坚
实的基础。三是作为反馈者的教育者，
洞悉社会变化，
判断产业发展方向，
深入时尚产业链各领域实地
考察，分析现状将存在的问题，发展趋势及实践成效等反馈给教育界与社会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方向。
在当前服装高等教育教学环境里，同质化、孤岛化、资源匮乏等问题如同横在当下开展可持续发展教
育面前的一道沟壑，
需要教育者清楚地面对以及认真地修复[14]。

2.2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建立课程体系
教育是对人的思想体制构建，
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来自于思想的驱动。高校是在一定的学科知识体
系基础上，建立专业以培养人才和开展学科研究，学科也因此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细胞组织，是高校
因此为了推动可持续时尚的发展，服装高校有义务基于可持
教学、
科研和人才培养的基本建设内容[15]。
续发展理念，
建立一套新的时尚可持续教育体系。一是在单项专业课程中，依据课程特色融入可持续
在服装品牌管理课程中引入可
发展内容。例如，
在服装结构设计课程中引入
“零浪费版型设计”概念；
持续发展现状与对策；
在服装设计课程中引入再生设计等设计方法及设计思维的训练等，
以期培养出
“蜗居式”
教育，
开设跨学科公共课堂。多变性、广
具有专注精神解决领域问题的专业型人材。二是打破
泛性是服装特有的产业特性，
而可持续服装发展更是涉足了智能科技、生物技术、
纺织染料、
劳动保障
乃至动物权益等问题。仅限于艺术性设计创作、实用性技术培养的传统教育模式，不足以推动可持续
服装发展。例如将纺织材料研究专业与面料再造课程相结合，或者纺织染料与民间印染工艺相结合
等，
以期培养出有效解决不同产业问题的综合型人材。

2.3 基于地域特色发展，
采取区域协调合作
中国地域辽阔，
服装产业区域发展不均衡，具有产业集群突出的特点。时尚产业区域发展特色不
同，
导致的区域环境问题也不同，因此中国时尚产业践行可持续发展应着重解决区域问题，而后逐步
推进时尚产业的全国性变革。由于教学及产业一直处于各自割裂式发展的状态,导致课程设计不符合
专业发展的需求；其次实验教学、生产实习与产学研的研发中心之间的协作仅注重短期效应，忽视区
域产业的长期发展，
导致研究成效不明显，实验成果无法落地等问题[16]。因此基于地域的发展特色，采
取区域协调合作的创新人材培养模式，
将教育者、受教育者与社会人士聚集一处推进各个行业、技术
和资源的横向联合，
将意识行动落实。正如学者李燕提出的：
“任何应用学科的发展, 总是以市场需求
为动力, 以技术和产品创新为导向, 以人才培养为核心而发展的，因此服装教育的改革必须与企业相
[17]
结合。
”
一是就企业生产经营模式，
采取模块化协调合作。服装生产的生命周期分为设计、
生产、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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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销售以及售后等各个模
块，
当下传统的生产模式使得各
个模块都存在不可持续的发展
问题，
因此借助教育者的理论知
识，
受教育者的创新意识及工作
人员的实践经验，
解决具体模块
的发展问题。二是就区域时尚产
业发展问题，调动高校，企业及
非政府组织等协调合作解决区
域环境问题，
同时谋求区域时尚
并且服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装高校基于地域特色进行相关
的可持续性服饰设计，也有利

图 5 中国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对策思路示意图
Fig.5

Education strategy diagram of fash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于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18-20]。依据以上阐述，
中国服装高校可持续发展教育对策思路如图 5 所示。

3 结语

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时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输送高素质的人才，当下中国时尚
技能训练及思想转变的重要工具对产业转型、
社会
行业正在经历产业转型，
服装教育作为知识构建、
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依据调查研究发现，当下中国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教
育者群体对时尚的可持续发展有较高的认识，但缺乏行动力未能将理论研究落实到具体教学实践中；
高校普遍缺少时尚可持续课程体系的建设，受教育者未能接受到系统的专业学习；国家可持续发展教
育政策未能具体落实到专业教育中，
对时尚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建设没有起到督促及推动作用。因此，
从系统的角度出发，
将可持续发展教育、时尚产业发展现状、环境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建立时尚教育
联合地域高校与区域产业将各个
体系。在思想源头上强化教育者的引导作用，设立科学的课程体系，
领域的人才、
技术和资源汇集一处共同探索中国时尚可持续发展道路，
以期研发出一套适用于全国高
等服装院校的可持续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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