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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东华大学为留学生开设了全英文课程“中国本土品牌企业创新成长案例:以中国本土纤维、纺织和服

装品牌为例(CaseStudy)”,获得首批“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本课程基于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快速

发展和品牌化趋势的大背景,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选取有特色的中国本土纤维、纺织和服装品牌,从品牌的成长历程、产

品开发、模式创新等方面具体介绍,提升了留学生对中国企业和品牌的认知、理解和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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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人力资源

和物质资源跨国、跨地区流动成为新常态。尽管各国

大学文化、特色不同,但开放包容、合作互补已经成为

共同的选择。在国际化进程中,不仅要让中国了解世

界,也要让世界了解中国。既要放眼世界,学习国际上

先进的办学理念,更要立足于本土特色,明确自己的定

位,这样才能通过国际化最终形成符合自身实际的办

学特色[1]。2017年东华大学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
纺织科学与工程学科进入“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东

华大学一直致力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加强国际合作教

育,开设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和工程专业特色的全英文

课程成为学科国际化发展的基础,也成为“双一流”建
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项重要工作。

1 开设全英文课程《CaseStudy》的背景

中国制造的纺织品服装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

大,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成功的纺织品服装的品

牌企业。这些品牌企业虽然在过去几十年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快速成长壮大,在国内消费者群体中拥有较

高的知名度,国内销售的市场份额也一直居于前列,但
由于成立历史较短、出口业务仍然以贴牌生产加工为

主,虽然在生产技术和质量控制等方面有很好的积累,
在品牌国际化经营方面也有许多失败的教训,但是并

不为国外的研究者和消费者所熟悉。
目前东华大学与国外许多工科院校建立了友好交

流关系并每年互派交换留学生,如每学期会有来自法

国鲁贝高等纺织学院,德国 ReutlingenUniversity等

大学的留学生,并且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除了学习

中文与文化类、技术与商务类等课程之外,很多留学生

迫切希望了解近年来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背后具体的

中国本土纺织服装类企业的成长及创新发展的故事。
从2010年开始,东华大学纺织学院与国际文化交流学

院共同开设了全英文课程“中国本土品牌企业创新成

长案例:以中国纤维、纺织和服装品牌为例”(Case
Study)。该课程于2016年被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授予

首批“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
“面向留学生《中国本土品牌企业创新成长案例》全英

文课程教学探索与实践”这一项目也获得“纺织之光”

2019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纺织高等教育教学成

果三等奖。
目前已有近500名留学生选修过此门课程,每年

有近50名主要来自法国、德国、荷兰和西班牙等欧洲

大学以及韩国和新西兰的交换留学生选修此门课程。
在学习完这门课程之后,多名留学生结合在课堂上所

学习的内容在《ChinaTextile》上发表全英文论文,系
统分析和比较了主要的国内外纺织服装品牌的经营理

念、品牌成长和创新性发展,从而提升了对中国纺织服

装品牌、企业甚至是产业的认识。

2 全英文课程《CaseStudy》的课程设计

目前《CaseStudy》是东华大学纺织工程、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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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纺织技术与管理、以及商务贸易方向留学生的专

业选修课程。该课程结合学科特色,在纺织产业的大

类下以案例分析的形式,着重介绍中国本土成功的品

牌纺织服装企业,主要选取品牌服装企业、品牌家用纺

织品企业、代表性化纤企业和产业用纺织品企业,从技

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品牌创新以及国际

化发展等视角入手,具体探讨品牌企业的成长路径和

发展特色。课程内容涵盖了多个学科的交叉知识,涉
及到产品开发、企业管理、产业经济等相关理论知识和

实际应用,旨在使外国留学生通过这一课程的学习,不
仅可以了解中国本土具体纺织服装品牌的创新性成长

历程,而且可以了解区域社会与经济特点、产业集群和

产业转移等理论内容。
经历了改革开放后40年的发展,中国纤维、纺织

和服装领域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品牌企业,据2018年中

国商业联合会统计,活跃在国内主要城市的服装家纺

终端品牌已达1.2万个[2],从中选取有代表性的品牌

需要遵循一定的标准。本课程主要以企业规模、国内

市场占有率和品牌价值作为主要代表性品牌的选择和

评判标准。

2.1 服装类品牌

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服装生产和出口大国,但
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服装品牌却寥寥无几。所以在选

取具体品牌服装的时候,主要以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一

些老牌服装品牌为主。如以雅戈尔(YOUNGOR)品
牌为例,其衬衫和西服的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保持国

内第一;以波司登(BOSIDEDNG)品牌为例,其羽绒服

的市场占有率也连续多年保持国内第一,最高的年份

占据了国内市场份额约40%;以鄂尔多斯(ERDOS)品
牌为例,其羊绒制品一直是国内消费者信赖的产品,在
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3],按照世界品牌实验室

(WorldBrandLab)2019年的排名,鄂尔多斯品牌价值

超过千亿元,继续蝉联中国纺织服装类品牌价值首

位[4]。

2.2 家用纺织品类品牌

家用纺织品是与服装一样的终端消费纺织品。中

国家用纺织品企业数量有上千家,但总体上市场集中

度偏低,销售也主要集中在国内市场。本课程主要选

取了上海罗莱(LUOLAI)和山东孚日(SUNVIM)两个

品牌。罗莱作为位于上海的本土家纺品牌,是国内最

早上市的家纺企业,从2005年起至今,罗莱的床上用

品系列和被系列一直蝉联全国市场同类产品市场综合

占有率的第一位[5]。而山东孚日作为全国最大的家用

纺织品出口企业,已经连续18年保持国内家用纺织品

出口额第一的位置,年出口金额超过4亿美元。

2.3 体育运动类品牌

留学生群体基本是年轻人,所以他们对运动服饰

类品牌也有一定的兴趣。目前中国本土的运动服饰生

产集群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福建省,所以在介绍完中

国特色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相关内容后,主要选取

李宁(LINING)和安踏(ANTA)两个品牌进行重点介

绍和分析。李宁公司成立于1990年,已逐步成为代表

中国的、国际领先的运动品牌公司,曾经连续多年是中

国最大的体育用品零售商,也为许多留学生所知道[6]。
作为来自福建体育用品生产集群的代表性品牌,近年

来安踏成长速度飞快,通过与FILA合作,目前正成长

为国内最大的集生产制造与营销一体的综合性体育品

牌企业,并且在2017年市值突破1000亿港币,位居全

球体育用品行业第三,仅次于Nike和Adidas[7]。

2.4 加工制造/区域品牌

在中国,品牌不仅仅是终端消费品的专属,也逐渐

渗透到产业链前端。除了留学生通常熟悉的终端消费

品牌之外,其实中国纺织服装行业还逐渐形成了一批

优势加工制造品牌和区域品牌。加工制造品牌汇集了

化纤、纺纱、织布、印染、纺机、产业用纺织品,以及服装

和家纺产品代加工为主的企业;而区域品牌是指在某

区域范围内形成的具有相当规模、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较大影响力、较强的品牌建设能力的企业及其所属品

牌的商誉总和。
除了介绍具体品牌之外,课程还分别介绍了我国

棉纺产品的生产与市场情况;化纤产品的生产与市场

情况[8]。当留学生们了解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棉花生

产国、进口国和消费国;以及21世纪初期,中国还需要

大量进口化纤产品,但是经过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目前

中国生产了全球超过70%的化纤产品时,都表示十分

吃惊,同时也从环境保护、产品类别等方面表述了自己

的见解。

3 全英文课程《CaseStudy》的教学探索

课程中所介绍的代表性的各类品牌企业基本是于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在短短几十

年间能够快速成长,与初期出口为主的OEM 加工,通
过与外资合资合作提高技术水平,也与上世纪90年代

的对外贸易的扩张和本世纪开始的电子商务的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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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为了让从未来过中国,甚至从未来过亚洲的欧洲

留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本土代表性品牌的成长历程,
开展系统讨论,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3.1 介绍中国纺织产业得以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在第一讲中需要综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纤维、
纺织和服装产业方面的发展,主要政策措施的变动,通
过数据图表等形式呈现出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年度

变化和增长率,让留学生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纺织

经济与贸易,生产与出口、电商与销售等相关内容有初

步的了解。
由于课程介绍的主要本土品牌绝大部分成长于上

世纪70年代末,这与欧洲许多品牌有上百年的历史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了让留学生理解这一点,适当介

绍一些中国整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十分必要,为
后面具体课程中本土纺织服装品牌的介绍与分析奠定

了基础。

3.2 授课英语的表达必须简洁、清楚

留学生主要来自于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荷

兰等国,虽然用英语交流基本没有障碍,但英语并非他

们的母语,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英语的表达还是应该

把握住“简洁、清楚”的特点。而且在授课的过程中,必
要时还需要有针对性地做进一步补充解释和说明,帮
助留学生对具体的案例有更好的理解。比如,某企业

根据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进行了产品创新,如果不

向留学生补充解释中国消费者的特点与消费习惯,那
么以留学生既定的观念来理解这个案例可能就会比较

吃力。所以根据具体的案例,适时地讲解补充一下中

国独有的观念、习俗、特点,在本课程中非常重要。如

介绍ERDOS品牌时,需要先介绍内蒙古的地理方位、
自然资源特点、经济发展水平等基本情况。

3.3 适当安排实地参观与考察活动

可以在课程内容中适当安排留学生参观和实地考

察品牌企业。留学生们普遍对考察类项目感兴趣,由
于许多纺织品服装的品牌企业正好位于江浙等省份,
离上海不远,也方便了实地考察与体验性学习。相较

于传统教学模式,案例教学已经在教学生动性、内容可

理解性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外国留学生为教学对象

进行实地参观考察,既加深了留学生的直观感受,使他

们对课程内容有更好的理解,也可以增加留学生和老

师之间的交流,促进对彼此的了解,有助于后续课程的

开展。

3.4 授课中安排讨论环节

除了介绍具体品牌的发展等内容之外,还可以穿

插课堂讨论,适时邀请一些品牌企业的经理,让留学生

参与进来,调动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在老师的讲解后

马上进行课堂讨论,对于加深知识的理解非常有帮助。
一般来说,留学生普遍能够踊跃发言,表达自己的观点

和见解,积极参加课堂讨论。部分留学生还受到课堂

讨论的启发,在学期结束后发表了相关论文。

4 结语

全英文课程“中国本土品牌企业创新成长案例:以
中国纤维、纺织和服装品牌为例”(CaseStudy)作为以

案例教学形式进行的全英文课程,能很好地将理论知

识和中国本土企业案例结合,使留学生在了解我国纺

织产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熟悉和把握中国本土纤维、
纺织和服装企业的发展轨迹、成长特点,并对中国本土

企业的创新性成长的历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有较好

的了解与思考。当然在针对欧洲留学生为主开展全英

文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仍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改进完善

的地方,如何让西方背景的学生理解中国式创新,如何

让英文为非母语的留学生更好地理解英语以及打造适

合留学生使用的全英文教材将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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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InternetTeaching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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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teachingoftextileengineeringshouldconformtothesituationandactivelyexploretheinternetteachingmodesuit-

ableforthismajor.Throughin-depthanalysisoftheproblemsexistingintheimplementationofinternetteachinginthetextileengi-

neeringmajor,implementationstrategieswereproposed,suchastransformingteachingthinking,rationallysettinguponlineteaching
courses,andestablishingadiverseassessment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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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PracticeofForeignStudents-oriented
Course“CaseStudy”underthe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

XIAOLan
(DonghuaUniversity,Shanghai201620,China)

  Abstract:Recentyears,DonghuaUniversityopenedEnglishcourse“CaseStudy:theInnovativeGrowthofChineseNativeFiber,

TextileandClothingBrandEnterprises”.Thiscoursewon“EnglishTeachingModelCourseforForeignStudentsinShanghaiUniver-

sities”.UnderthebackgroundoffastdevelopmentandbrandingtrendofChinesetextileandgarmentindustries,selectingChineselo-

calfiber,textileandclothingbrandswithcharacteristics,thegrowthprocess,productdevelopmentandmodelinnovationofChinese

nativebrandswereintroducedbythemethodofcaseanalysis,toimprovethecognition,understandingandanalysisabilityofoverseas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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