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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院秀琴

你印象中的蒙古族服饰是什么
样子？端庄？复杂？抑或是贵重？

首届蒙古族时装与帽饰设计
大赛中的民族风运动装，绝对会
改变你对民族服饰的这些印象。
简约、随性的民族风运动装与我
们日常穿着的普通运动装一般无
二，却在领口、胸前、肩部等细节
处添加了盘肠纹、兽形纹、祥云等
蒙古族传统纹样。

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研究
生杨海楠和佟骥超是首届蒙古族
时装与帽饰设计大赛学生组运动
休闲装的一等奖获得者。他们设
计的“青春少年”系列 7 套运动装
都采用了空气层面料，既不会起
褶皱又显利落，还能保暖。“我们
设计这个系列运动装本来是想作
为内蒙古中小学生的校服，蒙古
族最喜欢深蓝色，而黄色比较亮
眼，穿着这样的服装走在马路上
比较安全，所以选择了这两种颜
色。”佟骥超告诉记者。

此外，他们在款式方面也做
了创新，杨海楠和佟骥超结合当
下流行的运动服款式设计了民族
风运动装。“我们借鉴了夹克、卫
衣、套头帽衫、收腿运动裤等流行
元素，又加了一些功能性的插袋，
还在图案与图案之间做了一些切
割，比如插肩袖，不同颜色布片的
拼接等。”佟骥超说。

呼和浩特市民黄先生在首届
蒙古族时装与帽饰大赛展演现场
看 过 民 族 风 运 动 装 后 ，爱 不 释
手。“一般的传统服饰都给人一种

‘端’着的礼服的印象，民族风的
运动装绝对挑战你的认知极限。
这些设计化繁为简，风格鲜明，实
用美观，民族风显著。与传统的
印象反差很大。”黄先生说。

最炫民族风
最酷运动范

□本报记者 院秀琴

站在屏幕前，对准摄像头，一
个 3D 版的“你”就出现在了屏幕
上，挥动手臂，选择自己喜欢的蒙
古族服饰和帽饰，就可以“穿戴”在

“你”的身上，通过这种方式，便可
以随意体验许多套蒙古族服饰和
造型⋯⋯这是 8 月 10 日－14 日，
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首
届蒙古族服装与帽饰展上，互动体
验区展出的体感试衣系统。

观展的观众纷纷上前体验。
呼和浩特市民杨蓉“试穿”了系统里
的全部服饰，并用拍照功能把“试
穿”效果都保存到了自己的手机
里。“穿”上男装后，她兴奋地问身边
的小伙伴：“我帅不帅？帅不帅？”引
得周围观众哄堂大笑。“这个好神奇
呀！没想到蒙古族服饰展中还有
这样的黑科技，真好玩！”杨蓉说。

内蒙古大草原传媒公司总编
辑、总经理夏虹介绍：“体验区设置
的‘换装’设备，就是让参观者通过
机器设备‘穿上’首届蒙古族时装与
帽饰设计大赛的作品，感受神奇体
验。”

据了解，该体感试衣系统里
共收录了 7 套女装，2 套男装，均
为首届蒙古族时装与帽饰设计大
赛的获奖作品。

展会上的黑科技

熔铸创新之魂

服饰是一个民族的符号，也是一幅穿在身上的文化历史画卷。
继承了北方草原几千年来的游牧文明传统，并在民族文化的

延续和发展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族服饰文化。如今，一
场前所未有的时尚聚会，再次凝聚了世界的目光。

8月13日晚间，内蒙古体育馆美轮美奂、灯光璀璨，首届蒙古族时
装与帽饰设计大赛展演暨颁奖活动正在进行，融合了设计师们无限深
情与辛勤汗水的作品相继被展示，奉献出一场流动的服饰文化盛宴。

首届蒙古族时装与帽饰设计大赛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
区旅游发展委员会、自治区文化厅主办，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文化
产业促进会、内蒙古民族服饰协会承办。此次赛事中，234位参赛
选手提交了 1417套作品，61名设计师的 382套服装、41款帽饰获
得大奖，其中成人组40名设计师，学生组21名设计师。

同时，为传承和弘扬优秀的蒙古族服饰文化，加快蒙古族服饰
文化理论建设和实践步伐，开创教学、科研、学术、产业协同发展的
新局面，本次大赛还特别设置了以“蒙古族服装服饰文化与美好生
活”为主题的论文征集活动。通过专家学者们严格筛选，共有34篇
论文进入复审，8篇论文最终荣获奖项。

展演和颁奖活动现场，一组组靓丽高挑的模特伴随着或动感
或悠扬的乐声走上T台，尽情展示身上精致的华服与帽饰。

马尔代夫蓝色的婚礼服上缀满珠绣，跟随着模特的脚步摇曳
的流苏，精致的高顶帽⋯⋯别具匠心的设计和精彩的展示赢得现场
观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这个婚礼服太美了！颜色很特别，很梦幻，我很想把它买下来
自己结婚用。”正在观看展演的呼和浩特市民乔莎兴奋地说。

这是获得首届蒙古族时装与帽饰设计大赛成人组婚礼服一等
奖的作品——“吉日嘎拉的婚礼”系列 8套婚礼服。“吉日嘎拉是幸
福的意思，我想表现的就是幸福的婚礼。”它的设计者郝媛媛说。

谈到这一系列婚礼服的创新点，郝媛媛用“中西结合”4个字来
概括。她用蒙古族服装的款式加上纱和珠绣点钻这些元素，既有时
尚、新潮的欧美浪漫风格，又有典雅、底蕴深醇的东方文化和民族魅
力。“蒙古族服装中运用珠绣的很少，我很早就想把珠绣运用到蒙古
族的礼服当中，正好参加这次比赛，做成了婚礼服。”这位来自包头
的汉族姑娘，表达了自己对于蒙古族服饰独特的思考和理解。

而颜色，郝媛媛则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马尔代夫蓝，“这是一个
非常干净、纯粹的颜色，跟我们内蒙古澄澈的蓝天相呼应。”

此外，内蒙古创业学院 2014届学生意茹设计的晚礼服、来自
鄂尔多斯市的那仁满都拉设计的时尚装等等都让在场的观众感受
到了优秀的蒙古族服饰文化和现代时尚碰撞出的火花。

值得一提的是，有 6名小模特也参与了走秀，憨态可掬的猫步
惹得观众笑声、尖叫声、掌声不断。观众席里有不少小朋友忍不住
拿起父母的手机上前拍照。

展演和颁奖活动现场，首届蒙古族时装与帽饰设计大赛组委会
为获奖设计师和获奖论文作者颁发了获奖证书和奖杯。最后，展演
在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出演的大型歌舞中落下帷幕。

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服饰协会主席白金昌说：“这是第一次蒙古
族时装大赛，大赛贯穿了一个主题‘新时代、新时尚、新生活’，将传
统文化与时尚生活相结合，希望通过大赛推动蒙古族服饰走进生
活、走向世界。”

融入时尚之魅

首届蒙古族服装与帽饰展，是这场服饰文化盛宴的系列活动
之一。

8月10日，记者来到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在首届蒙古族服装
与帽饰展的现场，首先印入眼帘的就是28个部落的传统服饰展示：
风格清逸秀丽的察哈尔妇女头饰，巴尔虎蒙古族服饰宽下摆的长
袍，布里亚特姑娘的尖顶红缨帽，科尔沁的精美刺绣工艺⋯⋯这些
传统服饰是收藏在内蒙古博物院的永久性藏品。

此情此景，可谓“有备而来”。早在2009年，内蒙古把《内蒙古
蒙古族传统服饰典型样式》列为自治区文化艺术长廊建设计划重点
项目之一。自治区文化厅组织专家深入 50 多个旗县进行田野调
查，行程近30万公里，对600多名乡土专家和牧民进行了采访。在
掌握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后，抢救性制作出内蒙古现存28个部
落的 108套服饰和 34组头饰，并移交内蒙古博物院收藏。此次集
中展出的，就是其中的精品和代表性之作。

领略了华丽的传统服饰展，记者随着人流移步到首届蒙古族
时装与帽饰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展区，包括婚礼服、晚礼服、时尚装、
运动休闲装、职业装和帽饰等，共计100多套。那一件件独具特色
和风格样式的服饰，既体现创新创意，又突出实用性。

从传统服饰展走到时装与帽饰展，给人一种穿越“时光回廊”的
感觉，仿佛让人感受到蒙古族服饰文化的发展脉络。参展和观展的
人们都在感叹：这真是一场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生活完美融合
的盛宴！

在展会现场，内蒙古大草原传媒公司总编辑、总经理夏虹接受
了记者的采访。她介绍，此次展会着重凸显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从
传统走向时尚、走向创新，把传统服饰放在最前面，很有仪式感，然
后一步步呈现出现代化、生活化的延伸，展示出传统服饰文化走向
时尚的新趋势。

在展览现场，记者见到了获得首届蒙古族时装与帽饰设计大
赛成人组运动休闲装一等奖的设计师张雪冰。

今年已经51岁张雪冰是二连浩特市乌兰牧骑的队长，在服装

设计方面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培训和学习，她凭借着对蒙古族服饰的
热爱，一手设计出首届蒙古族时装与帽饰设计大赛成人组运动休闲
装一等奖作品“伊林盛装”系列休闲装12套。

2013年，为了充实二连浩特市乌兰牧骑演出的后方力量，张雪
冰创立了伊林盛装民族服饰有限公司，工作之余，除了设计演出服，
张雪冰开始萌生了把蒙古族服饰生活化和时尚化的念头。为了实
现这个目标，找到适合日常生活服饰的面料，她多次去往广东、浙
江、江苏等地寻找。“在内蒙古，相对来说在面料取材上是一个难题，
去各地选面料是一个大工程，讲究缘分，可遇而不可求。”张雪冰说。

机会在 2016 年来了。张雪冰在广州逛了一周后，沮丧地认
为，这次算是白来了。然而临上飞机前，她看见一家特别的店，买到
了心仪的麻质面料，这就是“伊林盛装”系列休闲装的服装面料。此
时的张雪冰没有想到，这会是她获得首届蒙古族时装与帽饰设计大
赛一等奖的重要助力。

两年来，张雪冰没有轻易下手，直到今年春节过后，才和搭档的
技师把服装制成。“我工作也很忙，只能下班之后，闲下来，静下心来
研究这样的面料适合做什么款式，适合什么人群，这需要长时间的
酝酿。”张雪冰说。舒适、时尚的华服和精美的头饰、配饰背后，是
张雪冰无数个呕心沥血的夜晚。

“有意思的是，我和我的技师都不会画设计图，‘伊林盛装’系列
休闲装已经制成成衣了，大赛组委会要设计图，我才从蒙古国请来
一位画师，把衣服挂起来，让他照着成衣画了设计图。”张雪冰笑着
说，“参加这次比赛是我第一次被称为服装设计师，这给了我很大的
信心，我会努力把我概念里时尚化的草原服饰打造好。”

“这些设计真不错，既有民族的元素，又有时尚感，关键是日常
生活当中穿出来也不违和。”呼和浩特市民小敏看过首届蒙古族服
装与帽饰展后点赞。

鄂尔多斯市民刘文杰利用出差的闲暇特地来观看了首届蒙古
族服装与帽饰展，他本人也是蒙古族服饰的爱好与收藏者，所以整
个文博会现场，他最感兴趣的就是蒙古族服饰展。“把文化运用到日
常生活中是最好的，写在书本上还得花时间去读，穿在身上就可以
随时了解，所以生活化、时尚化了的蒙古族服饰真是好！”刘文杰说。

据了解，此次展览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
会、自治区文化厅主办，由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文化产业促进会、
内蒙古民族服饰协会承办，是第十五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的
重要活动之一。

拥抱生活之美

“我想把蒙古族服饰真正生活化了，能够跟进时代发展，让它接
地气，既有传统的元素，又有时尚的感觉。不管是面料，还是款式，
老百姓都能很舒服地穿上它。同时，不光我们内蒙古人，全国各地、
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穿我们的服装，没有国界、民族的限制。”这是
设计师张雪冰的愿望，也是许多蒙古族服饰设计师的心声。

张雪冰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在首届蒙古族时装与帽饰设
计大赛中，张雪冰和搭档李巨青共同设计的晚礼服获得成人组晚礼
服类二等奖。

这一系列 8套晚礼服有一个优美的名字“驿路丝语”。“二连浩
特是万里茶道的一个重要驿站，是我国对蒙开放的最大陆路口岸，
我的设计理念就是，在万里商道上，丝绸也有一个说话的天地。”张
雪冰说。

张雪冰和李巨青选用了重磅真丝和纱作为礼服的面料。“外纱
有一种朦胧的感觉，纱上设计了蒙古语文字和图腾。我把蒙古语文
字艺术化了，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我们穿上这样的服装，能够传承蒙
古族文字，把服饰作为传递文化的一种介质。”在张雪冰看来，在生
活中传承与发展蒙古族服饰是最好的方式。

这与此次蒙古族时装与帽饰设计大赛的主旨不谋而合。白金昌
告诉记者：“大赛的目的就是对优秀的蒙古族传统服饰文化，进行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更多的人们穿着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来
引领服饰的潮流，不仅在盛大节日穿着，在日常生活中也要穿着。让
蒙古族服饰在时尚化与生活化的过程中实现传承与发扬光大。”

这是蒙古族服饰文化迈向新时代的起点，走向生活化的转折
点，走向市场化的试点。对于蒙古族服饰设计师来说，肩上有责任，
手上有乾坤。“新时代要有新风采、新气象，新时代要有新作为、新引
领。我们的设计师，要守住优秀传统服饰文化的根和魂，在传承中
发展与创新，在创新中进一步弘扬和发展民族文化。”白金昌说。

呼和浩特市民白先生观看展演后告诉记者，这些生活化的服
饰很棒，现在的服装真正地走向了设计时代，蒙古族服饰就是要接
地气。“接不了地气的东西永远飘着。这些衣服，既有蒙古族元素，
日常穿着又不显夸张。就拿运动服来说，我们都是蒙古族，也都穿
运动服，像杨海楠、佟骥超、杨水林他们设计的运动服，是蒙古族元
素和普通运动服的结合，市场上一旦出售，肯定是我们的首选。”

“盛世有华服，太平舞霓裳。”透过越来越时尚，越来越流行的蒙
古族服饰，我们看到了一个开放的、前进的内蒙古，一个文明的、发
展的内蒙古！

新时代蒙古新时代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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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观众在首届蒙古
族服装与帽饰展现场体验试衣系
统。 本报记者 院秀琴 摄

杨海楠、佟骥超设计的“青
春少年”系列运动装。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时尚化的新看点
生活化的新起点

市场化的新亮点

这是一场蒙古族服饰文化走向新时代的盛大
典礼！

走进热情而美丽的 8 月草原，10 至 14 日在第
三届文博会上亮相的首届蒙古族服装与帽饰展览
令人惊艳，紧随其后的首届蒙古族时装与帽饰设
计大赛展演，再次点燃 13 日的草原之夜。

这是一场蒙古族服饰的盛大集会！
作为第十五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活动

的创新项目，首届蒙古族时装与帽饰设计大赛以
炫彩夺目的展演走秀和隆重热烈的颁奖仪式画上
了完美的句号。

熔铸创新之魂，融入时尚之魅，拥抱生活之
美——在新时代，活色生香的蒙古族服饰文化正
在以非文本的方式，记录着高级的审美情趣、高超
的手工技艺和高明的设计智慧，并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开拓创新，草原民族服饰时尚化、生活化的
气息扑面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