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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时装周与时尚之都互动的因缘,探讨了时尚之都发展对时装周的影响以及时装周对时尚之都发展的

促进作用,分析了时装周与时尚之都发展的耦合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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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世界的创意产业有90%以上集中在各大中型

城市,这就形成了时尚创意之都[1]。纵观巴黎、米兰、
纽约、伦敦、东京等五大国际时尚之都,发现时尚经济

与会展经济关系密切,品牌展会是整个时尚城市重要

组成部分,与时尚产业存在着很强的互动效应,而时装

周作为一个长期品牌管理的过程,是时尚品牌展会的

代表[2]。因此,对时装周与时尚之都发展关系进行集

中性探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时装周与时尚之都互动的因缘

1.1 城市时尚产业发展为时装周提供基础与动力

1.1.1 时尚之都的集聚化拉动时装周的市场需求

时尚城市聚集着众多行业领军企业以及商业机

构,拥有着非常完善的产业链。为了在低交易成本下

获取大收益,时尚之都提出了对时装周的需求,这就催

生了时装周的发展并进一步促使其走向成熟。另一方

面,随着各个国家和区域市场逐渐融合,企业除了必须

面临国内竞争压力,还要抵住国际市场带来的巨大竞

争力。企业家必需一个获取最新市场信息以及国际产

业动态的平台,这就拉动了时装周的市场需求,促进了

时装周的繁荣。

1.1.2 时尚之都的专业化丰富时装周的内容

城市时尚领域专业化为时尚之都的时尚经济发展

带来了更多的新技艺、新思想、新想法以及新创意,这
也是时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而且技术创新力为

时装周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技术支持,丰富了时装周的

内容,也增多了时装周期间一系列博览会等活动,推动

了时尚产业升级的同时,更是推动了时装周的顺利进

行。

1.1.3 时尚之都的国际化提升时装周的国际知名度

作为时尚产业的会展活动,时装周是时尚之都与

国际交流的重要窗口,依赖于城市对外开放的程度。
城市对外影响力直接影响到时装周在国际上的知名

度,这使时装周的国际化与时尚之都的国际化同步前

进,共同走上国际的舞台[3]。这充分说明,时尚之都的

国际化程度,对提升时装周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起到非

常重要的作用。

1.2 时装周为城市发展时尚产业的拉动效应

1.2.1 经济带动效应

品牌展会是市场性与展示型并存的经济交易形

式,给相关产业的经济拉动数据为1∶5~1∶10,其本

身能产生比较高的经济效益,而时装周作为品牌会展,
也可以带动城市时尚产业的长期发展。其对时尚产业

所起到的牵连效应以及后续效应,给时尚城市产生了

较好的经济效益。到2014秋冬,伦敦时装周为英国经

济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为260亿英镑,同时还创造了

大量的就业机会,给英国带来了80万份工作机会,间
接地拉动了时尚经济增长。

1.2.2 信息传播效应

时装周对时尚产业来讲是一种能够产生放大效应

的综合性传播媒介,大量的行业最前沿信息流充斥着

这个平台。时装周作为信息传播窗口具有着独特优

势,这是其他传播形式所不具备的,信息准确且量大、
速度较快且反馈及时、整合功能与放大效应等。

1.2.3 文化示范效应

不同城市举办的时装周展示的文化是不同的,这
种文化不是抽象的,而是源自所举办城市具有的独特

环境,并与不同的设计师、品牌、风格相互影响后所形

成的,散发着这个城市独特气质。时装周在进行品牌

设计师发布会的同时,也与不同观念、思想发生了碰撞

·05· 纺织科技进展            2016年第3期     




与融合,但是这种融合非但没能将城市变成共性城市,
而是更加突出这个城市的个性,这种个性也是最根本

的。

1.2.4 国际化效应

时装周是国际性时尚会展,展示了国际品牌的风

尚,进行着国际性产品交易,同时还促进时尚产业之间

的国际对话,这些国际性举动时刻引起时尚人士对这

个城市的关注。另一方面,时装周都在积极展开国际

合作与交流,一个城市尝试着与多个国家建立业务上

的联系,并与国际时尚之都的时装公会合作,带领各自

的品牌、设计师走进对方的时装周,让自己的时装周更

加国际化,让所在城市更加国际化。

2 时尚之都发展对时装周的影响

2.1 城市发达的产业基础是发展时装周的坚实基础

纵观国际时尚之都,无一不是时尚产业最发达、最
集中的地区,也是以独特的时尚产业而著名,同时他们

也是本国中时尚产业最集中地城市。全英国时尚设计

师有85%都集聚在伦敦,巴黎开设了全法国55%的服

装设计公司,并为法国提供了76%的创意时尚设计工

作岗位。时尚城市发达的产业基础,集聚了更多的时

尚元素,迎合了时装周的需求,给时装周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

2.2 城市先进的媒体平台是发展时装周的必备条件

时尚之都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性是时装周发展的

根本条件。时装周是以时尚文化和时尚信息传播为动

力的专业性展会活动,对其要求必须更加准确、全面、
快速地对信息进行扩散。其次,时尚城市的媒体平台

为时装周发展提供了畅通的宣传道路。要想使时尚信

息和时尚产品向国际和社会大众的宣传更加有效,必
须确保时装周能够充分而又公平的运用媒体传播渠

道,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2.3 城市宽松的时尚氛围是发展时装周的重要前提

2.3.1 政府支持为时装周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

不同城市文化背景都有差异,时尚观点也有不同,
但是相同的是城市的时尚氛围是积极的、浓厚的。其

中必不可少的就是政府的政策支持,这直接决定了城

市时装周发展方向与大环境。伦敦在很早以前就出台

了扶持设计师政策,后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了创

意产业政策,这让伦敦时尚、文化、艺术领域都受到了

重视。另外,政府重视时尚产业的发展,加大投资力

度,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进行正确的引导,极大促进

了时装周的长足发展。意大利政府在2015年对时尚

产业投资了4000万欧元的资金,约合人民币为2.8亿

元,是过去每年投入的8倍,专业人士预测米兰时装周

接下来会给意大利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2.3.2 文化底蕴为时装周提供了时尚创意的灵感

时尚之都的文化是时尚创意的主要源泉,设计师

在创作中潜移默化地融合了城市文化,其作品的背后

就蕴含着这个城市的文化背景。城市时尚文化渗透在

整个经济、社会、生活中,在这个背景下形成了非常具

有城市特色的时尚产物———时装周。时装周的风格特

征正体现了时尚之都的文化底蕴。巴黎的高雅风格,
伦敦的绅士化,米兰的热烈、幻想、华丽以及纽约的多

元、实用、潇洒不羁以及东京的东西通融正是它们时装

周的特点。

2.4 城市充足的人力资本存量是发展时装周的持续

动力

时尚创意是在人的思维方式中产生的,人才就是

不断产生创意的源泉,所以只有具备足够的高素质高

创造力的时尚人才,才能保障时尚产业的发展。另一

种是专业从业人员,如时装协会等,这些高知识、高创

意的时尚人力资本作为时尚之都的创意阶层,通过时

装周将创意和时尚设计转化为财富和生产力。

3 时装周对时尚之都发展的促进作用

3.1 时装周对城市时尚产业体系的优化作用

3.1.1 时装周拉动了时尚之都经济发展

首先,时装周产生的利润在25%左右。伦敦时装

周一年举办两届,一届伦敦时装周大约有50场秀、300
多名设计师、500多万英镑的投入,给伦敦经济创造的

直接价值为2000多万英镑,同时吸引了不同国家的

媒体进行报道,给英国又创下了5000多万英镑的隐

形资产。其次,时装周对产业拉动作用很明显。国际

展会的产业带动系数为1∶9左右,也就是说当展会的

收入为1亿元时,其他相关产业的收入为9亿元,这一

数据源于凯恩斯经济学乘数效应。据统计,每一届纽

约时装周大约会吸引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地区的买

手和媒体参加,给纽约带来了多达5亿美元的经济收

入,并创造了多达5万个工作岗位。

3.1.2 时装周推动了时尚城市消费升级

时装周作为视觉销售方式一种,体现的是原创的

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时装品牌的水平,它最大程

度地促进消费者与时尚产品之间的联系,提升了对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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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的视觉冲击力。同时,也给整个城市传递了正确

的时尚消费观念,消费群体耳濡目染,在受到其影响下

开始消费,扩大了城市的消费规模,也培育了时尚消费

群体。

3.2 时装周对城市品牌的塑造作用

城市品牌可以理解为人们的一种感知,是对一个

城市整体上的一种识别。城市品牌也是城市所拥有的

优势的一种体现,是城市根据自己的发展定位将自身

形象传递给民众时的核心内容,并且得到了整个社会

的认可。一个城市的核心价值是与众不同的,给人不

同感觉的城市体验,时装周代表了一个时尚城市的时

尚态度,是其具体的演绎[4]。

3.3 时装周对城市时尚人才的培育作用

3.3.1 设计师品牌发布会引导设计师走向成熟

设计师品牌发布会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具有预测

性和超前性。设计师作为时装周主体,他们每个人的

秉性修养、目标、所拥有的现有资源都不同,在时装周

上被审视、被围观、被传播的同时也要接受评判。当一

个设计师专业表现比较稳定,形成好的口碑后,每次作

品都值得被期待,别人也愿意互相推荐,提高了在这个

行业中的地位,这也代表了一个时装周成熟后所要倡

导的方向。

3.3.2 时装设计大赛培育新生代设计师

时装设计大赛已经成为时装周不可缺少的一个环

节,这种竞赛性表演目的就是对设计人才进行选拔,培
育了新生代设计师和自由设计师。中国国际时装周中

的“乔丹”运动装设计大赛、“欧迪芬”内衣设计大赛、
“真维斯”休闲装设计大赛等十几项大赛,对新一代设

计师进行正确引导、拓展他们的视野,目的就是要培养

出色的年轻设计师,提供一个施展他们才华的机会和

平台,也进一步推动了时装设计的变革。

3.4 时装周对城市国际交流的引导作用

时装周通过有效传达信息,促进经济与文化交流,
已经成为文化与产业的外交舞台。时装周的发展还有

助于加深国内外城市彼此之间的交流和了解,促进了

时尚城市之间人员互访和文化的交流。以国家文化年

为背景,中国国际时装周多年来举办过中法时装周的

发布与交流、俄罗斯时装周的发布与交流,并在2011
年意大利的时尚协会与中国国际时装周签署合作条

款,进一步促进了北京与米兰之间的交流,这充分显示

了时装周在对促进城市之间交流的重要作用。

4 时装周与时尚之都发展的耦合演进

4.1 耦合概念

时装周与主办时尚城市的耦合概念定义为在一定

范围内,时装周与主办时尚城市之间协调发展、相互促

进,同时,组成两个系统的基本要素之间相互影响与作

用,对要素和资源再进行合理配置,进一步优化时尚之

都的发展,从而在时尚体系中形成时装周的创新,更好

地适应时尚之都的发展。另外,与耦合最相关的就是

耦合度,这也是研究耦合演进关系的重点。从协同角

度看,耦合与协调程度决定了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

一种趋势。这个过程的关键就在于系统自身内部参量

间的协同作用,它决定了系统变化的规律与特征,耦合

度就是反映了这种协同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度量[5]。
时装周与举办城市的耦合度,也就是指这两个系统以

及构成要素之间的协同程度。耦合度的高低直接反映

出时装周与举办城市之间的耦合的密切程度。

4.2 时装周与时尚之都发展耦合过程

在明确时装周与时尚之都发展的交互关系基础

上,借助于系统论中的系统演化思想建立二者之间的

动态耦合模型,分析由时装周与时尚之都发展所组成

的复合系统的动态演变以及耦合状态[6]。时装周与时

尚之都发展两个系统之间并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通

过时装周发展所形成的发展圈与时尚之都发展水平所

形成的约束圈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复合有机

体,其耦合结构可用图1的抽象模型表示。

约束圈 发展圈

时尚氛围

人才
资本
存量

产
业
基
础

媒体平台

国际
交流

城市
品牌

时尚
人才

时尚产
业体系

时装周
发展

图1 时装周与时尚之都发展的一般耦合模型

图1中时尚之都发展过程中的产业基础、媒体平台、
时尚氛围、人力资本存量等四个要素构成约束圈,对时装

周的发展具有导向以及约束作用;时装周的发展所带来的

优化时尚产业体系、塑造城市品牌、培育时尚人才、引导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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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交流等四个作用要素形成发展圈,对时尚之都的发展具

有带动和促进作用,进一步通过约束圈与发展圈的动态耦

合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整体系统。

5 结语

时装周是城市时尚体系的主要环节,不仅引领流行,
还反映了整个城市的时尚风格、生活方式和价值,是时尚

之都的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同时,时装周作为时尚之

都最具特色的时尚活动,是时尚之都的标杆,二者之间互

动关系密切,是相辅相成,共存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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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出口再遇技术壁垒

  今年年初,欧盟发布REACH法规修订案,确认从

2021年2月3日起,NPEO含量超过0.01%的纺织品

将禁止投放欧盟市场。纺织品是我市优势出口商品,
此次欧盟技术壁垒新规将对我市纺织服装出口造成较

大影响。
数据显示,2015年全市出口主要商品中纺织纱线

织物及制品出口额为42.77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比重

为18.7%;服装及附件38.72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比重

16.9%。欧盟是嘉兴出口重要区域经济组织。公开资

料显示,2015年嘉兴出口主要市场中,对欧盟的年度

累计 出 口 额 为52.42亿 美 元,占 全 市 出 口 比 重 为

22.9%。因此,此次REACH 法规修订案将影响嘉兴

众多出口企业。

据介绍,NPEO是一种表面活性剂,广泛用于工业

清洗剂及乳化剂、纺织品及皮革处理剂、家庭清洗剂、
金属镀膜过程等。NPEO进入环境中会分解成毒性环

境激 素,干 扰 内 分 泌,属 于 致 癌 物。此 前,欧 盟 对

NPEO含量的限制范围仅限于工业清洗、家庭洗涤、造

纸、个人护理用品等产品。此次将纺织品纳入限制范

畴为首次。
分析认为,在欧美国家“再制造”的背景下,我市出

口产品与其本土工业产品“正面交锋”的机会将越来越

多。不断筑高的技术壁垒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再制

造”的“先头兵”。如果达不到这些技术标准,我市出口

企业今后不仅较难保住国际市场份额,连国内市场的

空间也可能被国外同行抢占。 (来源:全球纺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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