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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校园文化融入学生装设计之中
■四川金腾达服饰有限公司

美丽的校园是学习知识的场所， 是培养精神
气质的圣地 ， 是缔造人类灵魂的殿堂 。 作为学
生装生产设计企业 ， 金腾达服饰以个性独特的
设计 、 结合中西方文化特质与时尚潮流加以本
土特色民族文化底蕴 ， 同时针对各校校园文化
与其历史背景 ， 结合现代学生的特质设计出专
属于各校园的现代学生喜欢的时尚学生装 ， 让
学生装成为学校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 为学校增
添了更多特色。

金腾达服饰以内敛、 优雅、 独立、 个性、 时
尚的设计风格， 将校园的文化艺术格调和环境生
态， 融入于学生装之中， 使其彰显出礼仪教化之
美、 人文熏陶之德 。 金腾达服饰以内敛的风格 ，
优雅的气质、 洗练的个性与时尚相结合， 构建出
中国现代青少年校园服饰标准。 为校园提供服饰
系统构建方案。 承接历史， 对接国际， 聆听校园
文化主张， 观察校园气质， 量身打造校园里的流
动文化名片。 以最美的校园服饰， 传递素质教育
内涵， 彰显校园文化精神!

在学生装款式设计上， 公司拥有荣获四川十
佳的设计师， 可根据客户的经营理念、 企业文化

并结合当代国际流行审美元素， 为客户提供个性
化的设计。 在生产上， 公司拥有先进的服装生产
线、 高技术水平的专业生产队伍， 成熟的生产工
艺， 高效的生产能力 ， 产品品质达到国际水平 。
同时， 公司采用科学的管理， 合理的配置， 对每
个环节都进行了有效的成本控制， 针对不同客户
需求， 公司制定出最贴心的服务措施， 并成立专
业服务小组实行售前 、 售中 、 售后一条龙服务 ，
保证客户100%满意。

金腾达所有贴身穿着的产品均采用有机棉面
料； 运动装及夏装产品采用HIGH-IQ技术； 外套、
裙、 裤类产品均采用了DupontTMTeflon涂层技术，
并特别在外套上添加3M反光技术。 运用现代化制
作工艺， 经由每位高素质技术人员的精雕细琢后
的产品， 尽显用心营造的价值典范。

四川金腾达服饰有限公司拥有15年学生装生
产历史， 集设计 、 生产 、 销售为一体 ， 以科学 、
客观的严谨态度， 依照客户的市场定位、 行业特
性， 使每一位客户量身定做的服装体现出自己独
特的企业文化内涵。 专注成就专业、 优质成就基
石、 创新成就发展 ， 公司以诚为本 、 以质求存 、
以新拓展、 以教育至上 、 客户至上为一贯宗旨 ，
为德智体美的理想贡献我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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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间重新定格在2013年8月22日， 首届全国学生装设计大赛
的决赛现场， 那场以青春之名上演的学生装T台秀， 勾起了太多人
对自己美好学生时代的回忆， 而这一切的回忆都与学生装有关。

一年来， 关于学生装的讨论不断， 讨论的广度和深度也从最初
质量上的安全舒适到款式的美与丑， 再到其背后丰富教育意义和社
会价值的挖掘， 学生装从未像今天这般广受关注， 成为全社会的热
点话题。 无可否认， 学生装的发展离不开企业， 特别是那些在生产
设计方面有较强实力， 对学生装文化和校园文化有深刻理解的优质
企业， 应该而且有理由成为学生装行业发展的推动力量。

今天， 本刊特约刊出6家学生装设计生产企业在学生装与校园
文化建设方面的思考与实践， 以飨读者。

校园文化，从每个学生的学生装开始
■优卡 （北京）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学生装代表着什么？ 从表象上说， 学生装主
要是指学生在着装方面遵守统一的标准 ， 包括
衣服的款式、 颜色 、 质地等 。 学生装不仅是统
一， 更是学生身份的代言， 是校园文化的载体，
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当我们看到英国
公学学生的绅士气质 、 美国 “常春藤 ” 学生的
自信洒脱 、 日本学生的清新细腻 、 韩国学生的
活力时尚……我们也遗憾地看到， 很多中国学生
仍旧穿着廉价、 肥大、 不分性别场合、 千篇一律
的运动款学生装。

中国， 正在飞速地成长和变革， 中国学生与
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 而中国的校园形象， 却仍
旧停滞在缺乏梦想和表达的阶段， 这一切， 要从
改变每个学生的学生装开始。 作为中国领先的青
少年校园品牌， 优卡深入了解每所学校的文化、
历史、 需求， 为每所中国学校实行专属化设计，
让学生装成为校园文化最生动的风景线。

什么是学生装文化？ 优卡认为， 学生装文化
是集体文化， 它让学生懂得群体意识 、 群体荣
誉、 平等观念； 学生装文化是形象文化， 它向公
众展示其外在的形象与内在的底蕴； 学生装文化
是德育文化， 它与一个人的义务、 责任和形象相
联系， 穿什么样的服装， 就会受到相应的道德、
责任与纪律约束， 其主体也会尽到与之相应的义

务； 学生装文化是美育文化， 它作为学校的隐性课
程， 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审美意识、 着装礼仪产生
着影响。

例如， 在与中国顶尖名校北京四中的合作过程
中， YOOKNET并不盲目倡导所谓英伦风、 日韩风，
而是根据四中的情况量身定制。 作为文化载体的学
生装， 既要承载四中百年名校的厚重历史， 又要体
现四中海纳百川的国际交流。 在色彩体系上， 以稳
重典雅的藏蓝外套、 白衬衫、 灰西裤为主， 辅以经
典的中国红校徽及同色系领结配饰 ； 在款式上 ，
则更具国际感 ， 贴身修型 ， 青春时尚 ， 尽显青少
年的活力与风采 ； 在品质上 ， 注重环保和细节 ；
在功能上 ， 充分考量四中学生不同场合的着装需
求。 同时， 凭借国内首创的1+N学生装配置模式以
及学校专属电子商务平台 ， 四中的学生和家长可
根据需要 ， 自由选购学生装和其他配套产品 。 让
四中的学生装文化在统一的基础上 ， 更加丰富和
多彩。 正因为有着对学生装文化和校园文化的深
入理解 ， 满足了学校 、 学生 、 家长的三方需求 ，
优卡成为了北京四中 、 人大附中 ， 北师大附中 、
北京101中学、 金华一中、 绵阳实验学校及河南宏
力学校等全国众多名校的合作伙伴 。 优卡始终关
注青少年的成长 ， 关注中国的未来 ， 致力于打造
与中国现代教育相匹配的校园文化 。 校园形象 ，
从关注每一个学生的着装开始 ； 校园文化 ， 从定
制自己的专属学生装开始。

青春可以显摆 青春无法掩盖
■重庆青于蓝服饰有限公司

中国学生装从远古走来， 一路波折起伏。 从
儒家的汉服到当今为主体的运动装， 我们尊重历
史； 展望未来， 中华服饰五千年的服饰文化， 让
中国的学生装在时代的潮流里； 充满属于这个时
代的色彩； 在学生装里渗透厚重的文化烙印， 贯
穿我们的学校文化、 地域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
系统整合， 是我们的使命。

其实， 学生装设计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学生、
家长、 老师的观点与意见， 让他们参与学生装的
研发过程， 其过程也是他们对本校校园文化的认
知过程、 是学校文化传播过程、 更是培养他们良
好的审美情趣与审美标准过程。 我们明白一个社
会的文明表现 ， 就是尊重他人与启迪灵魂 。 那
么， 学生装 （学生装） 这个产物； 它是在校园生
活中的人群 （校长、 老师、 学生、 员工） 他们的
一种 “生活方式”， 学校文化就是学校的灵魂 ，
一个优秀的学校就应该有属于他们学校独一无二
的文化与学生装， 应该有一套符合学校文化特色
的服装视觉系统与全程解决方案。 所以， 我们认
为， 新时代的学生装是校园生活的一种生活方
式， 是学校文化、 地域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系
统整合， 是正装、 运动装、 生活装的完美律动。

学生装是学校文化的载体， 它是一种动态的
美， 流动的风景 ！ 从重庆巴蜀中学的德育理念
“善为根， 雅为骨， 志为魂” 到重庆巴蜀小学的
“律动教育” 与重庆谢家湾小学的 “红梅花儿开，

朵朵放光彩” 都是我们最好的学习过程； 是学校文
化的核心感染了我们的灵魂， 鼓励我们更专一的去
研究学校的文化定位下的每一款学生装， 其过程就
是一种绝美的享受。

每一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校园文化， 厚重的校园
文化会深深地渗透在每一个学生的身上， 同时也赋
予了每一个学生的精神气质 ， 在这种文化的熏陶
下 ， 学生装就应该渗透这种浓厚的文化体系和元
素， 就拿巴蜀中学的学生装来说； 男生穿白边翻领
黑色小西装， 内配灰白衬衣加紫色斜条纹领带， 显
得开朗而热情； 女生身着白色桃尖背心， 外加淡紫
色格子齐膝短裙， 显得淡雅而高贵！ 这是重庆巴蜀
中学校园文化服饰的正装系列， 属于礼仪范畴的正
装； 是重庆巴蜀中学德育理念 “善为根， 雅为骨，
志为魂” 与学生装的完美融合， 是巴蜀中学学生、
家长、 老师与我们集体智慧的展现； 他们的青春自
己代言， 收藏时间、 收藏记忆、 收藏自己青春的足
迹， 其过程更是重庆蜀中学学校文化正能量的传递!

巴蜀中学的学生学生装， 赢得了学生的广泛喜
爱， 网友纷纷赞美： “感觉潮爆了， 男生穿起来很
帅气， 女生穿起来很漂亮。” “这是要拍内地版的
流星花园吗？” 中央电视台、 重庆卫视台等纷纷报
道， 引领中学生学生装的潮流。

一所学校、 一群学生、 一个校长、 一种文化、
一次洗礼、 一次创新！ 一个高品质的学校文化由学
生、 老师、 校长集体代言； 由学生装彰显！ 学生装
是少年青春的旗帜， 是流动的风景， 是我们学校校
园文化的载体， 是一种动态的美！

裁制精彩“第二皮肤”
■青岛威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学生装是特定历史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
会文化、 教育文化、 服饰文化在学生群体上的综
合体现。 面对由于监管、 生产服务企业实力不均
等原因造成的学生装质量参差不齐状况， 许多家
长对学生装失去信心的社会现实， 威达体育用品
公司主动担责， 负犁前行， 把赢回家长信任、 社
会尊重和重塑学生装形象， 作为自己的使命， 孜
孜不倦。

“学生装的设计生产是良心工程、 爱心事业；
学生装企业做什么， 一是产品， 二是服务， 三是
爱心。” 这是威达体育用品公司董事长王作松和
他的团队掷地有声的宣言！

最严格产品管理———管良心
学生装是一种特殊产品、 中小学生的 “第二

皮肤” ,它的健康安全、 绿色环保直接关系千万学
生的身心健康， 间接影响着千万家庭的幸福和祖
国未来的发展。 “提供质量合格产品是每个企业
应尽的社会义务， 提供质量卓越产品才是企业对
社会的贡献。” 威达体育用品公司一直将此作为
品质管理箴言。

公司董事长王作松和他的团队在企业中实行
严格的标准化管理 ， 执行 ISO9001国际质量 、
ISO14001国际环境、 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
等管理体系， 进行各方面工作的标准化控制。 从
原材料供应商选用、 原材料质量检测、 生产过程
品质监控、 生产环境安全监控、 成品检测等各个
环节， 严格遵循欧洲规范， 真正实现用欧洲标准
打造中国学生装产品， 成功通过欧美、 日本等国
际高端市场的验厂认证， 并成为诸多国际知名服

装品牌的优秀供应商。

最潮流设计创新———创出彩
中小学生是最阳光和富有朝气的群体， 出彩是

他们的普遍追求。 学生装文化是传统文化、 地域文
化、 民族文化、 教育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共同积淀。
威达体育用品公司组建了20多人的研发团队， 积极
参加国内外学生装交流和研讨活动， 提出建设性意
见和建议， 紧追国际服装发展潮流， 领先运用新材
料， 进行科研攻关； 并在青岛市区建成山东省面积
最大的两个学生装服务中心， 利用现代交通便利、
网络发达的优势， 采用学校、 店面、 电商 “三位一
体” 的服务网， 打造销售、 售后服务、 信息服务、
信息反馈为一体的服务系统， 及时掌握最新的市场
需求信息， 开发研制中小学生和老师、 家长普遍喜
欢的款式， 先后研发 “会呼吸的学生装”、 “安全
学生装” 等数百种款式， 品类储蓄达近百种。

目前学生装品类虽然已经实现多样化， 但依然
走不出运动装占主流、制服装推广难的境地。 在行业
指导下， 威达体育用品公司致力于制服装全面走入
校园的研究，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后，重点放在研发
兼有制服装的美观、 大方、 国际范儿和运动装的便
捷、舒适、易打理性能，造价又比现行制服装更便宜
的替代产品。 历经反复的研制攻关，研讨完善，这一
研究项目已初见成效， 最新产品发布会即将举行，
跟学生、 家长见面， 制式学生装如约落地开花。

同时， 威达体育用品公司把推动学生装文化传
播作为己任， 倾力打造全国最大的学生装文化展示
中心， 面积近千平方米， 设立了学生装文化史、 中
外优秀学生装展示、 原材料和配饰、 学生装的作用
和意义、 学术交流中心等六大版块， 让更多的人了
解古今中外学生装的演变、 发展。

学生装，校园文化的载体和传播者
■江苏兰诗服饰有限公司

兰诗国际学生服饰公司以专业的设计、 卓越
的品质、 优良的服务成为国际最具知名度的学生
装供应商 。 兰诗服饰于2004年8月成立 ， 着力于
LONGSTREET在国内的推广经营。 经过兰诗服饰
近10年的推广， 满足了提升校园文化和树立学校
形象的社会需求， 得到了业内及社会各界的广泛
认可。

学生装， 校园文化的载体
经过十年来的推广， 现美国纽约BROOKLYN

HIGH SCHOOL、 日本鹿岛学园高等学校、 上海
韩国学校、 上海盛大花园小学、 天津求真实验学
校、 南京琅琊路小学、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 西
安育英小学、 西安新知小学、 青岛美欧国际学校、
青岛市实验小学、 郑州二七兴华学校、 郑州朝凤
路小学、 南通市第一中学、 苏州外国语学校、 苏
州国际外国语学校等国内外千余所名校已经选择
了兰诗国际学生服饰。

与兰诗国际紧密合作的诸多名校中， 苏州外
国语学校作为苏州高新区一所特色鲜明的国际化
学校， 与兰诗国际合作长达8年之久。 兰诗国际通
过对该校校园文化的解读， 完善了从幼儿园到高
中部整体学生装方案， 针对该校艺术班、 英特班、
小淑女班、 菁英女班等特色办学， 分别提供了特
色化产品制作服务。 苏州外国语学校对兰诗国际
从产品本身到售后服务都给予了高度认可。

另一所与兰诗国际紧密合作的名校， 南京市
游府西街小学， 是一所有着百年教学历史， 以全
面提高学生素质为目的， 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特
色学校。 兰诗国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该校 “服装
礼仪” 这一基本的个人修养养成教育， 与校方负

责人团队共同参与讨论， 最终为该校提供了整体
学生装解决方案。 通过多年的良好合作， 该校不
仅在校园文化上对兰诗国际充分信任和认可， 更
在2012年， 成为第一所与兰诗希望小学形成手牵
手的学校， 多次参与为兰诗希望小学捐赠图书 、
教学指导等公益活动。

学生装， 校园文化的传播者
2005年以来， 兰诗国际学生服饰公司参与了

连战、 宋楚瑜访问南京 ， 温家宝总理南京考察 ，
全国十运会火种采集仪式， 载人航天英雄报告会
等重大活动， 同时被江苏省政府指定为现场学生
着装。

2008年以来，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 南京小
红花艺术学校学生们身着兰诗国际学生服饰先后
走出国门， 唱响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和悉尼歌剧院，
不但用纯净的歌声感染着当地的民众， 而且以优
雅、 文明的精神风貌折服世界。

2010年以来， 兰诗国际学生服饰公司作为赞
助单位连续三年参与了由中外友好协会和新加坡
教育部联合举办的 “新中青少年双语演讲大赛 ”
的活动， 促进了两国双语教学活动和青少年思想
文化的交流。

兰诗国际学生服饰公司以 “博爱文明” 为主
题， 与世界各地的教育机构联合帮助贫困学生的
“学生服饰支持计划 ” 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赞
誉。 2010年我司加入江苏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下
属励志阳光助学基金， 于2011、 2012年已分别援
建了江西省赣州市赣县王母渡镇兰诗阳光希望小
学和重庆市酉阳县丁市镇兰诗阳光希望小学， 累
计捐款逾30万元人民币， 募捐图书2万余册， 捐赠
教师、 学生服装逾千套， 学生课桌椅240套。 总计
捐赠款物价值达55万元人民币。

学生装是一种美的艺术文化
■河北福利织染服装公司

服装是一种社会文化形态 ， 是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相结合的产物 ， 服装已由原来单一的
保暖而演变为现在 “美 ” 的艺术文化 ， 反应出
人的气质文化 ， 而学生装有它独特的文化 ， 一
组好的学生装设计 ， 往往能给人们一种视觉和
心理上美的享受 ， 便于学校形象的传递 ， 促进
与外界的交流 ， 学生装的造型款式应为庄重 、
大方， 应与学校环境相协调 ， 学生装设计一般
运用耐脏、 耐磨 、 耐洗 、 透气 、 质地舒适 、 富
有弹性的面料 ， 例如针织类面料 。 针织面料在
服装界有着广泛的应用及可发挥性 ， 其性能具
有质地柔软， 吸湿透气， 优良的弹力及延伸性，
而且穿着舒适贴身 、 无拘束感 ， 能充分体现学
生装的活力与朝气 ， 当然学生装款式要实用和
美观相结合， 例如 ： 香港和澳门的学生装 ， 除
了基本的衬衫 、 领带外 ， 因为天气变化添加款
式别致的毛衣和西装外套 ， 这样在原有的模式

上添加了人性化的改造 ， 同时突出了现代学生的
个性 ， 也可以在简介 、 个性的设计中 ， 添加一些
服饰强化校园风格 ， 比如统一的领巾 、 帽子 、 皮
鞋等 ， 使服装整体效果在平淡朴素的风格中倾向
时尚， 在传统中求新意。

河北省福利织染服装公司成立于1993年， 已有
20年的艰辛发展历程 ， 生产各种学生装面料达
12000多吨， 全部通过省技术监督局检测， 各项标
准全部符合国家检测标准， 设计、 加工各类学生服
装500万套， 福利企业本着质量第一、 信誉至上的
经营原则， 销售地区已覆盖全国各地， 与客户长期
合作， 形成了稳定的客户群体， 在华北、 内蒙古、
山西、 陕西地区成为学生装行业的领头企业。

公司在学生学生装领域已拥有自己的一套完整
的设计、 生产流程， 积极采纳各方好的意见， 在原
有的设计中添加光彩 ， 在面料的品控上也极为重
视， 本着天道酬勤、 勤勉尽职的原则稳扎实打， 团
结协作， 与各方共同发展， 力求为中国的学生装事
业做出突出贡献！

“流动的符号”
学生装时尚文化发布会

精彩呈现， 期待您的关注！
时间： 2014年5月10日
地点： 河北衡水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