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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21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汉服文化被一个以“穿着汉服”为主要实践的新兴文化群体所倡导

和发展。汉服文化的主要内容就是汉服,其显著的旅游价值不容忽视。以徐州地区为例,在徐州主打两汉文化旅游的基

础上,发掘汉服的旅游价值,提出具体的发展策略。分析了汉服产业与徐州旅游业结合时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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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汉服文化的概念,首先需要清楚汉服的概念。
对于汉服的概念,学术界至今尚未达成一致,有的学者

认为汉服是属于华夏民族的传统服饰,是大范围下的

一个服装体系[1]。还有的学者认为,汉服一是指历史

上汉代的服饰,二是指汉民族的民族服饰,三是把汉服

看作汉民族服饰的同时,又认定它是可以代表中国的

服装。因此,以汉服为主要内容的汉服文化的概念也

是不确定的。
谨对“汉服”和“汉服文化”的概念进行相对概

括[2]、大范围的界定,认为汉服是指汉族人群从黄帝至

明末以来,以华夏文明为中心不断发展的衣冠体系,不
是特指的汉朝服饰。汉服是汉服文化的承载与传播媒

介,汉服文化是历经各朝各代不断融合创新与发展[3],
反映社会生活、礼仪制度与人们审美变化的一个文化

体系。将汉服文化放在现代语境下,它又指“21世纪

兴起的,以穿着汉服为代表性传播和发展方式的一种

文化现象”[4]。

1 汉服的旅游价值

1.1 承载传统文化

服饰承载着传统文化,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信

息可以在服饰上储存与传达。服饰主要承载着民俗和

制度这两大类文化,人们将自己的生活习俗、审美情

趣、思想文化以及宗教信仰在服饰中通过各种形式展

现出来。

对汉服来说,汉服承载着“自然和谐”、“天地人合

一”、“礼仪至上”等儒家思想文化,儒家文化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具有极高的历史地位,对汉服发展的影响是

决定性的。“平面裁剪”是汉服服制始终遵循的原则,
例如汉服中“深衣”(图1),它的形制是上衣下裳相连,
有别于常规的上衣下裳分开的形制,剪裁时先分开裁

剪,然后再上下缝合。这种剪裁方式体现了中国传统

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只注重衣服是否符合礼节,
而不讲究衣服是否合身,这与儒家礼教文明的政治思

想有着很大的关系,也是中国“含蓄内敛”、“崇尚天地

自然”等传统理念的体现。

图1 深衣结构图

汉服不仅体现着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还蕴藏着

宇宙观、伦理道德等文化内涵,在徐州旅游业中发扬运

用汉服文化,也是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添砖加瓦。

1.2 传播艺术审美

服饰也承载着审美文化,审美性是服饰实用性之

外另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汉服作为载体,体现了不

同审美观念的融合,反映了穿着者自身的审美情趣以

及礼仪修养。“交领右衽”、“宽衣博袖”、“系带隐扣”是
汉服另外的主要形制,也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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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意趣。汉服所传播的艺术审美决定了徐州汉文化

旅游业的整体审美基调[5]。
“交领右衽”(图2)是汉服左右衣襟相互交叉,呈

“y”型,一边是向右倾斜的,这源自“以右为尊”的传统

伦理观念,表达做人要端庄公正、不偏不倚的审美态

度。
交领

右衽

图2 交领右衽

流畅修长是汉服外观最大的特点,宽博飘逸也是

汉服的典型美学特征,广袖宽衣(图3)体现了传统文化

中飘逸灵秀、豁达大度之美,自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

质。这种飘逸洒脱的精神内涵也在中国画上有所体

现,可以说中国画中的线条之美是离不开汉服之美的,
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的画作体现的就是汉服“褒衣博

带”的流畅飘逸之感。系带隐扣是指服装整体不用纽

扣,仅用衣带固定连接服装的各部位,中国古代人民尊

重自然、崇拜天地的人文思想由此体现,充满自然和

谐、豁达从容之趣,提高了汉服整体的审美价值。同

时,汉服也在东方审美文化中画上了浓重的一笔,这些

艺术审美心理已经成为了华夏民族的标志。

2 以汉服为基础发展徐州旅游产业

2.1 举办汉文化节类型活动

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祥地,拥有大量的两汉历史

文化遗产,汉文化是徐州旅游业的主打品牌,具有丰富

形式以及文化知识内涵的文化旅游已成为近些年来旅

游业发展的新潮流。
在徐州旅游景区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汉文化节活

动,现已比较成熟的活动有“中国徐州汉文化国际旅游

节”和“徐州花朝节”,这两项活动都是一年一度定期开

展的,“穿汉服免费游汉文化园区”、“穿汉服半价参观

各个景点”等宣传策略[6],有效地引起了群众穿汉服的

热潮,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并热爱汉服,同时也为徐

州的旅游业带来了收益。除了定期举办的汉文化节事

活动,还应该多增加不定期的活动,例如汉服走秀、汉
服舞台剧表演、以汉服元素为主的服装设计比赛[7]、汉
服文化知识竞赛等。另外,一些传统的节日也可以很

好地利用起来,在传统节日风俗文化的基础上,融入汉

文化内涵。

图3 广袖宽衣

通过这些活动,不仅可以使人们的目光回归到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上面来,发扬中华民族服饰文化,还可

以推动徐州旅游业的发展,增强徐州汉文化的影响力,
将徐州汉文化旅游品牌的名声推向全国。

2.2 创新发展汉服旅游纪念品

旅游纪念品是延伸游客体验感的最好媒介,因此

需要纪念品同时具备实用价值、审美艺术价值以及收

藏价值,这样游客即使离开了徐州,看到所买的纪念品

也会回忆起当时的美好体验。
汉服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应该抓住汉服的主要元

素,继承的同时加以创新,可以融入徐州汉文化特色,
与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例如徐州的泥塑、糖人

贡、香包、剪纸等。可以设计汉代人物模样的泥塑和糖

人贡、绣有汉服传统纹样的香包以及新颖独特的汉服

剪纸艺术作品。
同时,汉服旅游纪念品也应该与现代时尚元素和

新的生产工艺相结合,紧跟时尚潮流。例如可以开发

设计具有汉服元素的现代服装、饰品,设计一系列的汉

服人物形象,采用新型工艺研发制作,通过手办、盲盒

的方式向外出售,这将会吸引大批年轻爱好者,打造属

于徐州汉服的品牌IP。

2.3 扩大徐州汉文化品牌知名度

汉服作为一种服饰,它具有传播文化的作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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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与汉文化又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可以开发并挖掘汉

服的旅游资源价值,使其成为徐州汉文化特有的传播

媒介,从而推动徐州旅游业的发展。
汉服作为传播媒介的主要特点是它的实用性。衣

服对人们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它给人们带来避寒

保暖等实际作用上。在徐州发挥汉服传播媒介的作

用,首先需要保证的便是汉服的实用性。其次,汉服作

为传播媒介还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分散传

播、人际传播、物质传播等方式,平常生活中人与人之

间的交往都可以实现汉服的传播互动[8]。
因此,只有加强认识与理解汉服作为传播媒介的

重要性与必要性,通过在各种商业活动、营销手段中大

量运用汉服元素、汉服相关的文化知识,树立汉文化在

人们心中的具体形象,才能更好地在徐州打造汉文化

旅游目的地,促进旅游业整体的发展与收益。

3 汉服在徐州旅游文化传播中应注意的问题

3.1 汉服产业发展环境

近年来,我国对文化产业高度重视,人们对文化的

需求只增不减,文化产业在我国日益蓬勃。汉服文化

在传播发展的过程中恰恰与我国文化产业中的许多产

业相结合,互相形成了良好的经济影响。
汉服文化的传播引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在现代传

承与创新的重视与思考[9]以及公众和媒体越来越多的

关注,汉服文化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加,汉服产

业也逐渐发展,已具有雏形。因此,在国家相关政策和

汉服爱好者的助力下,汉服产业的发展环境向好。

3.2 汉服推广技术现状

21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及华夏

民族之根的寻找,汉服这个新兴文化群体逐渐进入大

众的视野,爱好汉服的群体也逐渐壮大[10]。尽管如

此,汉服的推广方式、技术都很落后,主要推广还处在

口头相传、文本交流、线上交流以及汉服爱好者线下聚

会等形式。网络是汉服推广的主要技术平台,根据有

关调查得知,一大半的汉服爱好者是通过网络第一次

了解并接触汉服,且有更多的爱好者利用网络这个途

径继续深入认识和喜爱汉服。
这些推广技术的主要特点是单调、没有创新、受众

面窄、大众审美疲劳,使得汉服推广速度慢、效果不明

显,得不到重视。汉服推广技术目前来说还有待发展

和创新。

3.3 发展汉服二元化消费市场

尽管近几年来汉服市场的发展速度迅猛,汉服销

量剧增,但真要实现产业化发展,向大众消费转变,汉
服市场仍面临着许多问题。

汉服市场断层现象极为严重,当下的汉服市场主

要由龙头商家支撑,缺少中间段的商家,汉服市场还未

形成一个完整的规模。汉服要求精良的成品,制作工

序复杂且周期长,使得一些正版汉服价格较为昂贵,收
入水平低的群体没有能力购买。另外,汉服的产业链

还处于较初级的阶段,汉服的销售大多是通过线上渠

道到达终端,汉服品牌局限于自产自销,缺乏专业的市

场运作让品牌进行大规模推广,难以拓展新用户。
面对汉服消费市场断层、垄断、单一的问题,要想

广泛有效地推广汉服,应该培育、发展其他消费市场。
促进中低端汉服市场的发展,使汉服市场不再单一地

集中于高端定制市场,让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都有能

力购买,拓宽汉服的受众群体。结合徐州旅游业来说,
可以在旅游景区开设汉服实体店,推动汉服线下店铺

的发展,改善汉服线下实体店铺空缺的现象,完善汉服

的产业链,线上和线下店铺相结合共同发展。

3.4 发展汉服多元化经营模式

汉服市场在发展的同时,也应该拓宽其经营模式,
形成经营模式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对此,汉服经营可

以采用集中化多元经营模式,汉服商家可以推出一系

列与原汉服产品相关的产品或服务,提供的对象可以

是已有的顾客,也可以是新顾客。例如增加汉服租赁

服务,将汉服出租给想要体验但又不想购买汉服的人

群,发展了对汉服不同的消费方式。商家还可以提供

化妆造型、摄影后期等一条龙式服务,可以让顾客全面

地体验汉服文化。另外,汉服商家可以推出与汉服产

品有关的其他产品,例如汉服装扮中的假发及饰品、印
有汉服纹样的笔记本、汉服元素的装饰品等衍生产品。

综上所述,汉服在徐州旅游文化传播中应注意:利
用好汉服产业发展的“红利期”,带动徐州旅游的发展;
创新汉服推广的渠道,使汉服推广效益明显;发展多元

消费市场,在景区开设汉服线下实体店,增强对汉服文

化的推广;形成汉服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增强徐州汉文

化旅游品牌的竞争优势。

4 结语

汉服作为兼具历史文化性、艺术审美性的旅游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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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具有显著的旅游价值。在徐州开发其旅游价值应

坚持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一定要体现汉服的文化内涵,
展现汉服文化的精髓,不能本末颠倒;二是要与其他旅

游产品相结合,仅仅只有汉服这一吸引要素远远不够,
在保留汉服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徐州本地的特色,
这样才能保证旅游吸引力,增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性;三是要注重相关景区场景的设计布局,汉服旅游产

品的设计开发,坚持数量少、产品精的原则,打造“精
品”旅游业及旅游产品。

汉服产业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在与旅游业结合时如

何发挥自身的优势,减少问题与不足的影响,仍需要不

断地研究与实践。

参考文献:

[1] 祝 苗,张 钰,官 晶.典 雅 精 致,传 承 民 族 文 化 经

典———浅析汉服文化的发展与现状[J].轻纺工业与技术,

2020,49(4):38-39.

[2] 李春丽,朱 峰,崔佩红.基于亚文化视角的青年“汉服文

化”透视[J].当代青年研究,2015,(1):40-46.
[3] 潘翌旦.对汉服文化发展的研究分析[J].汉字文化,2019,

(22):43-44.
[4] 王 睿,陈雨晴,付冠铭.新时代下汉服文化的发展[J].中

外企业家,2019,(12):148.
[5] 张 虹.“一带一路”背景下汉服文化传播与产业发展路径

研究[J].科技资讯,2018,16(20):222-223,225.
[6] 王 睿,陈雨晴,付冠铭.新形势下汉服文化的发展策略

[J].中外企业家,2019,(12):151.
[7] 张宁钢.浅谈电影服装设计中的汉服文化[J].电影评介,

2015,(8):103-104.
[8] 钱狄青.“一带一路”背景下汉服文化传播与产业发展研究

[J].纺织报告,2020,(1):127-128.
[9] 夏翠兰.汉服文化传承与发展的SWOT分析[J].湖南科技

学院学报,2019,40(4):127-129.
[10]尹文君.汉服之美,风雅一身———浅析汉服文化现状与发

展[J].戏剧之家,2017,(14):284.

ResearchontheValueandDevelopmentStrategyof
HanfuCultureandTourismResourcesinXuzhou

WANGJing-xin,WANGYu
(SchoolofArtandDesign,XuzhouUniversityofTechnology,Xuzhou221000,China)

  Abstract:WiththeculturalrevivaloftheChinesenationsincethe21stcentury,Hanfuculturehadbeenadvocatedanddeveloped

byanemergingculturalgroupwhosemainpracticewas"wearingHanfu".ThemaincontentofHanfuculturewasHanfu,whosere-

markabletourismvaluecannotbeignored.TakingXuzhouasanexample,thetourismvalueofHanfuwasexploredbasedoncultural

tourisminXuzhou.Specificdevelopmentstrategieswereputforward.Theproblemsthatshouldbepaidattentiontowhencombining
HanfuindustrywithXuzhoutourismindustrywere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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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othairpermeabilityandairfiltrationresistancewerephysicalindicatorsthatreflectedtheairpermeabilityofnon-wov-

enfiltermaterial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twoindicatorswasaffectedbythematerialandstructureofthenon-wovenmaterials.

Airpermeabilityandairfiltrationresistanceofdifferenttypesofnon-wovenmaterialsweretested,andthetestdatawascomparedand

analyzedtofindthequantitativerelationshipbetweenthetwoindicators.Theresultsshowedthatthegreatertheairpermeability,the

lowertheairfiltrationresistance,andtheproductofthetwovalueswasapproximatelyafixedvalue.Andtheratioofthetheoretical

productvaluetotheactualproductvalueλwasapproximatelybetween0.48and0.52,anditcouldbeapproximatedas0.5forestima-

tioninpractical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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