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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样、瓦当、丝竹，都寄存着传统文化的灵魂，她把传统活化在时尚中

吴海燕：东方设计守望者
本报记者 赵秀红

四年前，北京西郊。隐在松海柏涛中的法海寺大雄宝
殿前，两棵明代种下的白皮松屹立吴海燕就坐在树下，看树
皮悄无声息地掉在地上，五六百年的历史似乎静止于这一
瞬间。这里保存着少有的明代宫廷壁画，画纹精细，似飘若
动。

2018年初冬，中国服装设计艺术界的“四大天王”——
“南张北王 东吴西梁”的作品在北京展出，其中的“吴”，就
是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设计

艺术学院院长吴海燕，她的作品色彩绚丽，古典华丽，在女
人衣袂间，在日常起居的器物上，璎珞图案婉转，乍看色彩
和纹样，以为异域，其实都取自于法海寺壁画。

一种纹样、一种材质、一片瓦当，一丝一竹，都寄存着传
统文化之灵魂。吴海燕把传统和时尚连接，使其活化在当
代人的生活中。

一只脚踏进时尚圈的灯红酒绿，一只脚在象牙之塔，纷
繁如她，风火如她，纯净如她。

最近，吴海燕在梳理她三十年作品
年鉴时，拉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嚯！”连
她自己都吓了一跳。自 1988 年踏入艺
术设计领域，或北京，或杭州，或东京，
或巴黎，吴海燕几乎每年都有一两场个
人作品发布会。

她也几乎把国内设计艺术界的大
奖项都收入囊中：1995 年被评为首届
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1997 年连任第
二届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2001 年获
中国服装设计“金顶”奖；2007 年，获中
国国际时装周“十大设计名师”称号；就
在今年 10 月，她被评为改革开放 40 年
纺织行业突出贡献人物。

每场秀背后，从染织、图案及纹样
设计，到 T 台设计、展台装饰、音乐背
景，再到模特鞋子、发型，这工作量，是
能让人头皮发麻的。

“人家是白羊座，不用睡觉的，她甚
至有过四天四夜不睡觉的时候。”她的
学生、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副教授李春晓
打趣，“就是看了吴老师的这种状态，我
才不敢做服装设计。”

三十年一瞬。这么多场秀，最中意
哪一场？吴海燕没有回答，却回忆起

1993 年。在她眼里，1993 年是中国纺
织对外开放史上最好的一年。那一年，
中国第一次举行国际服装博览会，邀请
了费雷、瓦兰蒂诺两位设计大师，还第
一次组织了国际青年服装设计师大赛。

1993 年，也是吴海燕的盛年。彼
时她 35 岁，创作激情正蓬勃。“我是在
大年三十的下午四点钟寄出了作品。”
吴海燕回忆。彼时设计师们都“以西为
美”，吴海燕却选择了“一丝一竹”来创
作她的参赛作品《鼎盛时代》。

两三个月后，有个陌生电话打来：
“你入围了！你的东西真不错，好好做。”

在美国歌手恩雅空灵的吟唱中，模
特手持流苏低垂的紫红色竹编灯笼，头
戴竹编檐翅高翘的帽子，身穿绚丽飘逸
的手绘丝绸，一个个如敦煌壁画上的飞
天。她将古典与现代、北方与南方的审
美元素把玩得淋漓尽致。这大胆有趣的
创造奠定了吴海燕日后的设计风格。

到今天，吴海燕还记得颁奖前的小
插曲。那是中国第一次组织国际服装
设计大赛，没有经验，略显忙乱。大赛
先颁布铜奖，再是银奖，吴海燕始终没
听到自己的名字。后台一片狼藉，衣服

丢得到处都是，吴海燕忙着去捡自己的
作品，顺嘴问了句：“到哪个环节了？”一
位端着盘子的服务员经过，答了一句：

“金奖来了！”盘子里放着一个信封。吴
海燕顺手举起信封，对着灯光，隐约看
到一个倒着的“吴”字。几秒后，前台声
音响起：“金奖获得者：吴海燕！”

“人呢？”
“我就是！”
“你赶快出去！”
红上衣、黑裤子的吴海燕冲到前

台，从原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手中接
过唯一的金奖奖杯。

那一天是1993年5月27日。吴海
燕凭着《鼎盛时代》迎来了作为一个著
名设计师的鼎盛时代。

十几年后，一个偶然机会，吴海燕
才知道自己的金奖在当时是有争议
的。来自英国、日本、中国的三个评委
意见不一，有位评委中意采用西方流行
样式的另一件，但是日本评委坚持选吴
海燕，理由是几何图案全世界都有，但
丝和竹唯独中国才有。

《鼎盛时代》目前被收藏于中国丝
绸博物馆。

一个有争议的金奖

三十年，一直保持旺盛的创作力，
在学生眼里，吴海燕简直就是一台“永
动机”。

“你累吗？”
在北京饭店的一间咖啡馆，作为设

计师的吴海燕与平素一样，衣着至简：
黑色贝雷线帽，发髻随意挽着，白衬衣，
外套黑色开衫，领口处黑色波点圆领
结，黑框眼镜上挂两条细链子。她身体
向后靠了下，轻声说：“我是有些累了。”
不过话锋一转，她说：“东西来了，总也
忍不住。”

“我喜欢玩嘛。”略带江浙口音，她
笑着补了一句。

幼时的吴海燕住在杭州南山路一
栋日本小洋楼里，家里用煤饼炉子，到
了下午，炉子是封住的。她就学着外
婆，把刨花塞进煤炉里，刨花碰到火，蹿
出绚烂的星星火苗，结果烟一股股地顺
着楼梯倒灌进房间。“管不了了！”外婆
拿她没办法。

家人中并没有人从事艺术工作。

不过，外婆启发了吴海燕对美的懵懂认
知。吴海燕小时候喜欢到百货商城捡
五颜六色的糖纸，还有树叶、木棍等，都
当作宝贝塞进口袋里，她因此被阿姨们
呼作“垃圾千金”。在省中医院工作的
妈妈怕有细菌，就把糖纸泡在消毒水
里。外婆一张张洗好，一排排贴在玻璃
窗上，阳光穿过来，把糖纸的色彩和纹
样映照在白墙上，投出长长的影子，影
影绰绰，五彩斑斓。

外婆告诉她，秋天晒的被子和春天
晒的被子不一样。吴海燕就去嗅，原来
秋天晒的有香味，春天的不香。这种对
生活的细微体察，养育了一颗对美敏感
的心灵。她熟悉西湖边树上知了的叫
声，能辨得出西湖特有的水汽，甚而在

“文革”时趁着夜色帮妈妈去丢高跟鞋
时，还把自己脚偷偷伸进去⋯⋯她记
得，月光下的高跟鞋散发出特别美的光
芒。

还有旧被单。外婆拿旧被单给吴
海燕的布娃娃做小被子、小枕头，用电

线和玻璃丝绕好，就是娃娃的小床。因
此，吴海燕一直保留这个爱好：收集娃
娃。直到四十岁，她才极为不舍地把娃
娃们送给了同事的女儿，“实在不好意
思再留了，我儿子也大了”。

无论多大，总得去告别童年，把童
心深埋。可是幼年时对于色彩和图案
的迷恋，一直在寻找出口。

读大学时的西域之行让她终生难
忘，终身受益。1983 年，在浙江工艺美
院学染织的吴海燕跟班里同学去敦煌
临摹壁画。库里不准有强灯光，同学们
就手举手电筒，席地而跪，把纸铺在泥
地上，仰着头，以一种近乎朝圣的心态
去临摹，其中一个洞窟让吴海燕大为惊
叹。八九米高的铁线描，竟然没有一个
断点，古人是怎么做到的？

吴海燕是幸运的，他们看过敦煌
所有的洞窟库，也是最后一批能到敦
煌临摹的大学生。休息的时候，吴海
燕和同学们在断崖上追太阳，沙漠里
的沙丘起伏不平，像一个个小山包。
遇到一个沙丘挡住了阳光，他们就换
到更高的地方，不停地追，追出很远
很远。一次，前方突然黑压压一片，
雷声大作，天际边的雷声滚滚而来，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滚滚而来的雷
声，就像穿越几千年展现在我们面前
的壁画。”吴海燕感叹，这就是传统文
化的魅力。

此后十年，吴海燕都想表达这种震
撼，但是做不出来东西。是画一幅画，
还是用敦煌的纹样图案？都不是。

直到创作《鼎盛时代》时，吴海燕偶
然在一名同事家里听到恩雅的音乐，歌
声似远古而来的雷声，让她想起当年敦
煌的雷声，“这就是我要的！”吴海燕几
乎叫起来。

从那之后，灵感如迸发的火山。

“抓”住远古滚滚而来的“雷声”

吴海燕是个爱玩的人。她玩过刺
绣、染织、手绘、印染、编织⋯⋯在她眼
里，设计并非自扫门前雪，而是需要玩
跨界。譬如设计一件服装，并不单单
只是服装，可以尝试延伸到纺织品、陶
瓷，甚至最后落入一种生活方式。

当年流行的挂历美人，一度成为
文化符号，吴海燕就曾是活跃人物。
她为外国政要夫人设计过旗袍，也为
张纪中版《神雕侠侣》设计了影视剧服
装，而上海世博会“小白菜”与 G20 峰
会“小青荷”志愿者服装，2017 年春晚
主持人董卿的礼服，以及刚刚结束的
上海进博会的志愿者服装等，都由吴
海燕团队设计。

她把跨界玩进了教学中。中国美
术学院与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工
科和艺术学科的跨界毕业设计已经进
行了五年。就在最近，吴海燕去浙江大
学机械工业学院，一名院士认真地问
她：“我们能不能也跨界合作？你看我
们学生做出来的东西黑乎乎地在地上
爬，没有一点美感，这不叫产品。本科
生、研究生、老师们都可以跨界合作。”

设计师难免面对秀场和镁光灯，
一只脚踏入时尚圈的灯红酒绿，吴海
燕还是更喜欢校园。有一年，某企业
搞了一场发布会，选了 20 位名人，吴
海燕是其中之一。前排是一线明星，
吴海燕坐在第三排。镁光灯啪啪闪个
不停，吴海燕向左躲，向右躲，第二天
报纸上的照片，她都是歪着头的。从
那之后，她发誓再也不去这种场合，因

为她从内心不喜欢、不习惯。
“她在上世纪 90 年代时，完全可

以下海经商，但是她有很深的教学情
结，跟年轻人在一起特别开心。”她的
学生、现在的同事、中国美术学院设计
艺术学院服装设计系主任陶音说。即
使作秀很晚回来，吴海燕都不会影响
上课。她的学生后来做了教师，也像
她一样，在企业谈合作时，先把自己的
课表交给企业看，“这些时间不可以”。

作为教师，吴海燕是个思维超前
的人。陶音读本科时，吴海燕就要求学
生们的设计要站在一线，对接社会需
求。1997 年，陶音那届毕业生做毕业
设计时，吴海燕提出两个要求：必须是
成衣，有包装，有定位，有标志，是一件
完整的商品；在五六件成衣中，必须有
两件代表作，最好有天马行空的创意。

“当时企业都不太有品牌的意识，
现在看来，吴老师非常超前。”陶音特
别佩服，就是现在，吴海燕还是像以前
一样，“想法变化特别快，团队的人都
跟不上她的节奏、跟不上她的点子。”

吴海燕对学生反复强调的一点
是：历练。她一直鼓励学生哪怕只有
些微闲暇，也要争取去各个地方调研
实践。作品如同美人，皮相骨相、美与
不美的差别只在毫厘之间，对“妙”的
把握，只能靠自己的体会，不能指望老
师连细微的对美的感觉也一并传授。

作 为 院 长 的 吴 海 燕 ，更 不 循 常
规。设计艺术学院在校园里有两栋
楼，分别是 18 号、19 号。有人抱怨学

院的教室不够用。吴海燕就在晚上 9
点去踩点，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逛，发
现许多教室、实验室灯开着、空调开
着，却没有人。吴海燕索性进行了一
场“1918 工程改革”：把所有的实验室
从系里收到学院，19 号楼整栋改为实
验室，分散在各个系里、做同样工作的
教学秘书也被重新划分工作职责：有
的专门做教学研究，有的专门负责教
务管理。吴海燕以一名艺术家的敏
感，推出一项项改革。在 2016 年的

“双一流”学科评估中，吴海燕带领的
艺术设计学科以高分获得“双A”。

在身边学生眼里，吴海燕雷厉风
行，衣食简单，喜欢喝白开水。李春晓
说，老师的个人秀，从来不用自己的学
生当劳力，她都是交给工作室，个人的
事情和教书的事情，老师分得很开。
这位知名的艺术家，亦有活泼的一
面。有次坐火车，吴海燕提了好多东
西，有人给她让座，吴海燕悄悄跟李春
晓说：“我有那么老吗？还需要让座？”

而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是吴海燕
作为知识分子的“刚”的一面。

“我的外表是圆的，内心是方的。”
李春晓说，她有时候也会迎合企业需
求去做“爆款”，但“心中有方的东西，
只要有时机，就会释放”，因为要“像吴
老师一样把中国人生活的态度、本土
文化落实到产品上”。

这也就是李春晓为何从学校毕业
多年，又回来找吴海燕读书的原因，

“吴老师就是方的东西的来源”。

钟情做教师4

1

2

近三十年来，在时尚设计领域，大
多数人耽溺西方而忽视本土。这是吴
海燕努力扳正的一点。

有一次，吴海燕作一个主题为“怎
么做设计”的讲座，她的第一句话是：

“我们这一代人要有民族精神。”讲座
结束，有个人特意过来问她：“现在讲
民族精神，是不是太老了？”

“我们对自己的东西真是不、珍、
惜。”吴海燕几乎一字一顿。从 1994
年起，她几乎每年都出国，到过世界上
服装设计最发达的城市，考察过名店，
拜访过设计师皮尔·卡丹、伊夫·罗兰
等人，再回望中国，她感到中国人最缺
少的，恰恰是对自身文化的了解与认
同。

美国帕森设计学院和英国圣马丁
艺术学院是全世界公认的设计类高校
的头两把交椅。在圣马丁艺术学院交
流时，她跟一位教授说学习他们的图
案 ，这 位 教 授 听 了 连 连 摆 手 ：“No！
No！你们中国守着一座金山和银山！”

清代锦缎上最常用的花纹，都有
其吉祥寓意。比如蝙蝠乃福气之象
征，牡丹代表富贵，荷花意指如意和
合，绣球花则取团团圆圆、滚滚向前之
意，都在表达着幸福生活连绵不绝、源
远流长的祝福。这些纹样的叙事性之
丰富，任何文化都难以比肩。

有人钟爱中国传统，是叶公好龙，
而有那么一些人的钟爱，是尾生抱柱，
一生挚爱。

当社会缺少对本土文化的守望精
神，高校里必须有，大多数设计师眼光
向西，从西方买最好的面料做衣服，吴
海燕反其道而行之，力扬东方丝绸文

化。吴海燕说，丝绸是面料皇后，从植
物转化到动物，再到织物，是世界唯一
且环保绿色的。“依照我的观察，尤其
是游历过那么多国外的博物馆，发现
外国人是通过一丝一瓷认识中国，而
我们自己，一讲就是奢侈品，中国文化
的审美没有了，偏离了，迷失了。”

因此宏愿，吴海燕创建了个人品
牌——“东方丝国”。

“东方丝国”的第一次秀是 2001
年，选在吴海燕最喜欢的西湖西泠桥，
她去西湖踩点多次，选在下午五点四
十多分，夕阳西下时。画舫游出，有人
弹古筝，有人吟诗，“古人静、今人行”，
西泠桥头上，50 名模特展示了吴海燕
设计的 120 套丝绸创意时装。这场主
题秀集音乐、服装、舞蹈、民间艺术于
一体，在那个西湖夜景仍一片黯淡的
年代，她的秀点亮了西湖之夜，也点亮
了文化自信。

有人说她就像中国设计界的索尔
仁尼琴。“东方丝国”在北京的秀源于
吴海燕的叛逆。中国服装设计师“金
顶奖”的秀场被安排在北京国贸，当时
流行玻璃舞台，吴海燕不情愿，自己辗
转找到当时还是荒芜一片的北京 798
社区。高高的 706 厂房里，地上满是
油渍，还有几百个废弃的大油桶，鼓风
机吹着，吊车隆隆作响，三个大炭盆燃
起火，模特们身着丝绸，穿过现搭的木
头 T 台。这些颇具历史感的元素与时
装扑面而来，给人极强的冲击力，一场
秀引来了很多名流，现场人多到脚尖
都要勾起来。

第二天，就有敏感的香港商人来
798 洽谈租赁业务。这场秀也意外地

让北京 798 社区火了起来，开创了中
国LOFT时尚设计的先河。

“中国传统文化有两个半球，上半
球是金碧辉煌的，法海寺壁画那种，下
半球是宁静致远的。”吴海燕的设计也
在两个半球游走。

关于传统文化，吴海燕说过很撩
人的一句话：“南山路上的梧桐树，下
雨天是咖啡色，等到秋天是白色的，树
是有表情的。那些让你感觉熟悉的、
亲切的，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它根植
于每个人的骨子里。”她想做的，就是
把中国文化活化于当下的生活，重新
贴合当代东方起居与审美意趣。吴海
燕将其概括为 12 个字：“传统活化、设
计转化、东方范式。”

活化的成果——“东方丝国”的秀
走出了国门，吴海燕把它带到美国、法
国、德国、希腊，成为浙江乃至中国文
化人的一张名片。

吴海燕自觉地成为东方文化的守
望者。有很多企业想收购“东方丝
国”，但是吴海燕不想被资本左右，坚
持自己做。“其实吴老师可以很有钱、
很有钱。”学生们说。

不止如此，吴海燕还提出构建“东
方设计学”理论体系，今年已经申请成
为文化部重大课题。其实美国学者萨
义德早就提出“东方学”，但那是西方
人眼中的东方学，吴海燕想回答的是
东方人自己的“东方学”，能回答“站在
这个世界上，我是谁”的问题。但这依
然有人质疑，吴海燕表示“很心痛”。

盛得下一方荣耀，载得了一种风
流，也要容得下他人的误解。也许这
是一位有使命感艺术家的宿命？

“我们这一代人要有民族精神”3

吴海燕的设计洋溢着浓郁的民族情结。窗棂、瓦当、牡丹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常常出现在她的作品
中。她一直试图把传统和时尚连接，使其活化在当代人的生活中。

2001 年 10 月，
吴海燕在杭州
西湖西泠桥举
办丝绸时装主
题秀。在那个
西湖夜景一片
黯淡的年代，
她的秀点亮了
西湖之夜。

（本版照片均
为 受 访 者 供
图）

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院长、著名服装设计师吴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