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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可以给予女人很多种曲线， 其中最美
的依然是 S 形，衬托出女性苗条、修长的身段，
女人味儿十足。

●标准型：女性身高为 168 公分。 颈部、肩
部、躯干、胸部、腰部、大腿、小腿等，都要有完美
的比例。这种标准体型穿什么衣服都好看。在色
彩搭配和谐的前提下可穿任何流行时装。

●葫芦型：身材就像葫芦一样，胸部、臀部
丰满圆滑，腰部纤细，曲线玲珑，十分性感。这种
体型的人宜穿低领、 紧腰身窄裙或八字裙的西
服，质料以柔软贴身为佳，这是十分性感、丰满
而女性化的穿着。 葫芦型身材如果穿宽大蓬松
的洋装，会减损许多魅力。

●苗条型：身材苗条、胸部中等或较小、臀
部瘦削扁平，没有腹部及大腿旁的赘肉。这种体
型，衣着比较容易搭配，但要避免紧身衣裤或低
腰长裤。 适合穿着打褶的裙子、宽松的西服、宽
松打褶的长裤。

●梨子型：上身肩部、胸部瘦小，下身腹部、
臀部肥大，形状就像一个梨子。由于腹部肥大的
关系， 往往形成腰线提高， 也就是变成上身较
短。适合宽松的西服，目的是要减小对腰部的注
意力。其次，上衣要宽松，长度以遮住臀部为宜，
打褶的长裤配上宽大的夹克， 也很能美化这种
体型。 避免紧身衣裤、宽皮带、褶裙或抽细褶的
裙子。

●腿袋型：臀部和大腿旁有许多赘肉，看上
去就像在大腿旁边挂上了两个袋子一样。 这种
体型要绝对避免紧身裤子，那样只会暴露缺点。
穿式样简单的打褶裙子或长裤， 颜色选择明度
和彩纹较低的暗色。尽量把注意力放在上身，配
戴色彩鲜艳的丝巾、珠宝或装饰物，不适合的服
装还有：及膝靴子、紧身衬衫、大花格子、粗横条
纹或背后有口袋的长裤。

●娇小型：身高在 155 公分以下的娇小型，
最佳的穿着是整洁、简明、直线条的设计。 垂直
线条的褶裙、直筒长裤、从头到脚穿同色系列或
素色的衣服、 合身的夹克都会使得娇小型的人
显得轻松自然。 大型印花布料、厚布料、太多的
色彩、松垮垮的衣服、大荷叶边、紧身裤等，都应
避免。 （汤小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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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 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和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用品，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是精神文明的象征。

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栉风沐雨行进了几
十万年。 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告别之后， 披着兽皮与树
叶， 在艰难中徘徊了漫长的岁月， 终于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
槛，创造出物质文明。 从服饰起源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社会
身份、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观念融入
到了服饰的设计与制作中。 人类服饰的演化， 从某种意义上
说，体现了人类文化的发展。 服饰面貌是社会历史风貌最直观
最真实的反映，服饰的演变史也是一部生动的文明发展史。

1972 年，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 “素纱襌
衣”重仅 49 克，可谓“薄如蝉翼”、“轻若烟雾”，纹饰绚丽。 它是
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制作工艺最精美、材质最
轻薄的一件衣裳，代表了西汉时期我国纺织技术的最高水平，
更是楚汉服饰文化的骄傲。

从辛亥革命结束 2000 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到新中国成
立，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的服饰随着中外文化交流
的不断加强，五彩纷呈的现代服装冲垮了传统衣冠等级制度，
数不胜数的新品种、新款式、新潮流伴随着社会进步、时代变
迁和文化交融的节拍，不断涌现，令人目不暇接。

湖南纺织工业经过百余年的积淀，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
来，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优化产业结构、整合市场资源及资本，
得到了快速发展。 目前已有棉纺织、服装、家纺、苎麻纺织、黄
麻纺织、化纤、针织、产业用纺织品、纺机等 10 多个子行业，门
类齐全、品种多样。 全省现有企业 1 万多家，绝大部分为民营
企业，拥有棉纺锭 350 万锭 、苎麻纺 11 万锭 、织布机 3 万多
台、印染能力 4 亿米、化纤生产能力 9 万吨、服装生产能力 3
亿件套。 全省纺织服装产业链从棉麻种植、产业加工到商贸流
通共吸纳就业人员达 400 万人。

纺织服装行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传统支柱产业和重要
的民生产业，也是当前我国产业链最完整、安置劳动力水平最
高、产业链上下游要素最齐全、产业流通渠道最完备、国际竞
争优势最明显的产业之一。 2009 年，我省纺织服装业作为千亿
产业培育以来，坚持科学发展，自主创新，优化产业结构，转变
发展方式，积极应对国内外市场风云变幻，确保了全省纺织服
装行业健康平稳发展。

2011 年 3 月，我省出台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快发展纺织产业的意见》。 同年 8 月，又制定了《湖南省
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进一步加快纺织服
装产业健康发展、加快结构调整、推进产业升级的实施办法，
突出苎麻产业特色优势，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提高行业的创新
能力和技术水平，加速产业集聚；以市场为导向，扶优扶强，加
快产业组合，向着纺织服装产业千亿元俱乐部发展目标挺进。

蓝图业已绘就，号角已经吹响。 我省纺织服装行业迎来了
加快发展的大好机遇，千亿产业梦想可望成为现实。 值此奋力
圆梦之际，湖南日报以主流媒体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敢于创新
的时代精神，联合湖南省纺织行业管理办公室、湖南省服装行
业协会，在全国省级党报率先创办时尚类周刊《湘纺服饰潮》，
开全国省级媒体之先河，突出服务意识，创新办报形式，为经
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为湘纺服饰“圆满出
彩”擂鼓助威。

这一举措，犹如春风拂面，激荡人心；更似芙蓉出水，令人
耳目一新。 值得赞赏和肯定。 祝愿《湘纺服饰潮》办出时尚特
色，贴近百姓生活，服务经济潮流，唱响时代主旋律，“湘”依相
伴，锦绣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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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品汇供图）

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省服装行业协会顾问

株洲芦淞服饰千亿产业园区鸟瞰图。
（株洲新芦淞产业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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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视点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肇雄（右二）考察圣得西服饰，详细询问生产情况。
（省纺织行业管理办公室供图）

衣裳是文化的象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当丝绢棉麻剪

裁为裳，它注定因为承载文化和情感而成为时尚。
有人说，服饰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时代

风貌的反映，更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最明显
的标志之一。

因此，在历史舞台上，服饰文化成为了最靓丽的一道
风景线。

当历史跨入 2009 年， 打造纺织服装千亿产业被响亮
提出，湖南服饰开始向新的征程迈进。

2012 年，全省规模以上纺织服装企业，完成工业总产
值近 800 亿元，全国排名 14 位。 忘不了、圣得西、梦洁、多
喜爱等 4 家企业被工信部列为全国百家重点跟踪培育的
服装家纺自主品牌企业。

如今，《湘纺服饰潮》面世，她以梦想为支撑，打造千亿
产业，演绎锦绣人生。

溯源： 文化与历史的融合

“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 ”
从服饰这个载体， 不难窥见中国历代朝野的政治、军

事、经济、文化、民俗、哲学、伦理等等诸多风云变迁之轨
迹。

以服装而论，它的产生之源，可能出于捕猎、应付战争
的需要。 发展到今天，保护生命、拼形御寒、装饰自身、体现
个性，乃是服装最主要的功用。

1972 年， 长沙马王堆汉墓一号墓出土了一件素纱襌
衣，衣长 128 厘米，重仅 49 克，名噪一时。 重量仅为 49 克
的素纱襌衣，是马王堆汉墓随葬物品中最为引人关注的一
件文物，除去较厚重的衣领、衣袖、衣襟缘边的绢，其重量
只有 20 多克。 正如古人形容的“轻纱薄如空”，它代表了西
汉初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其质地及纺织技术
都让现代人称奇。

湖南省博物馆曾委托一研究所复制这件总重 49 克的
素纱襌衣。 但该研究所复制出来的第一件素纱襌衣的重量
超过 80 克。 后来，专家共同研究才找到答案，原来现在的

蚕宝宝比几千年前的要肥胖许多， 吐出来的丝明显要粗、
重，所以织成的衣物重量也就重多了。 紧接着专家们着手
研究一种特殊的食料喂养蚕，控制蚕宝宝的个头，再采用
这些小巧苗条的蚕宝宝吐出的丝复制素纱襌衣，终于织成
了一件 49.5 克的仿真素纱襌衣， 这一研究竟耗费专家们
13 年的心血！

“素纱襌衣它是由单经单纬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
纹织物，因为密度较为稀疏，孔眼里充满织物的表面，所以
纱的质地非常轻薄，用‘举之若无’来形容，一点儿都不夸
张，它代表了我国纺织服装界的一张名片”。 省纺织行业管
理办公室主任刘辉介绍说。

通过这张名片，折射出的是一段纺织服饰曾经辉煌的
历史，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时尚文化特点。

“湖南的服饰文化是有功底的，与湖湘文化紧密相连”。
省服装行业协会会长李延功告诉记者， 上个世纪 30 年代，
由湖南人周谷城首先提出服饰文化一说， 解放后湖南籍作
家沈从文先生受周恩来总理嘱咐，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
究》成为我国第一本研究服饰文化的综合性专著。在这本服
饰文化的专著中，可以考见民族服饰文化演绎的经络，历代
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等。

从此，服饰被烙上了文化和历史的元素。

现状： 沉寂与崛起的搏击

当我们站在巨人肩膀上时，往往可以看得更高、更远，
但也面临着跌倒的危险。

在对我省纺织服装进行梳理时，不难发现，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湖南纺织服装业在全国有一定地位：纺织服装
工业产量、产值、出口创汇等几大指标都位居全国前列，涌
现了长沙第一服装厂、长沙童装厂，以及“九龙”、“英姿”、

“培罗蒙”等一批知名服装企业和服装品牌。
上世纪 90 年代初， 在传统国有服装品牌相继黯淡的

同时，一批新的品牌开始出现。 益阳“益鑫泰”一句“中国人
的面子”，让当时天安门的所有国旗手穿上了“益鑫泰”的
衣服；湘纺跃出“中国虎”，让湖南人身上增彩，脸上添光了

好几年；娄底的“波月”
西服与当时的雅戈尔、
杉杉等同列为“全国十
大西服品牌”。

随后几年， 我省国
营服装厂开始全军覆
没， 一大批民营服装企
业如雨后春笋发展壮
大，涌现了忘不了、圣得
西、金鹰、天剑、超世、诗
燕、远东、吴哥世家等一
大批湘派服装品牌。

就在去年，我省纺
织服装行业通过省级
新产品鉴定项目 20
项，其中有 2 项居国际
领先水平、16 项居国内
领先水平、2 项填补省
内空白；全行业有 2 项
技术通过省级科技成
果鉴定。 华升集团洞庭
麻业获得了“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会产品开发
贡献奖”， 是我省唯一
获此殊荣的公司。 湖南
瑞亚高科集团自主研
制开发的具有湖南特
色的竹麻混纺新产品，以环保、透气、健康受到消费者青
睐，56 项新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公司董事长蔡亚平被
誉为“中国竹麻混纺新技术之父”，引起全国政协副主席陈
晓光和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的关注和重视，先后到该
企业考察调研。

“虽然我们有几家叫得响的服饰品牌，但是湖南 6000
家注册企业中，除了忘不了、圣得西等几家年产值过 10 亿
元外， 年产值 100～2000 万元的中小型企业仍占 80%以
上。 ”李延功会长如此说到。

“深圳去年纺织服装产值达 1500 亿元，每年他们都会
请来为奥斯卡设计时装的设计师们，进行现场交流、合作，
把世界上最时尚的欧洲服饰引入深圳，而我们湖南连一个
像样的服装博览会都没有，世界知名的设计师更是为零”。
李延功有点无奈。

在湖南，得过“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称号的只有杨柳
春；益鑫泰是全国服装设计最高奖的冠名赞助单位，然而
没有一位“益鑫泰杯全国服装设计最高奖”得主落户湖南。
目前，湖南省服装设计师协会也在艰难筹建。

而纵观产业链的下游，我省服饰产业叫得响的商贸平
台也只有株洲芦淞服饰城。“华丽”和“智超”的女装、“环州
城”的男装、“中国城”的综合市场……在株洲火车站附近
的芦淞服饰城，一条 500 米不到的街上，林立着 40 多个独
立的批发大楼。 早上 6 点天微亮，各种物流车辆不断进出，
向湖南以及湖北、江西、广东等地四散开去。

“虽然单看市场规模较大，货品走销中南数省，但芦淞
服装市场的辐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且大多以批发中低端
产品为主，利润并不高。 ”李延功认为。

记者在调研采访中了解到，我省很多服饰企业还是在
非常努力的维护、创立品牌。 中国虎的董事长刘力坚守着
男装衬衣这块市场，全速发力；丹缔森的董事长彭泺频用
28 年的青春诠释着对服饰产业的挚爱和钟情。

但是在大家看来，还是要抱团发展，单靠一两个品牌
是支撑不起一个庞大纺织服装体系的。

“产业链条不全，面料、设计、商贸平台等跟不上是主要
原因。 ”李延功这样评价湖南服饰产业的起起伏伏。

未来： 筑梦与圆梦的历程

当千亿产业被提出时，湖南纺织服装人的心又重新沸
腾了。

如何圆梦？
省纺织行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刘辉认为，纺织服装要从

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特色优势产业，改造提升重点
传统产业，加快自主品牌建设，加速产业集聚四个方面发
力。

而在新芦淞产业集团副总经理叶天毅看来，湘派服饰
要突出表现湘绣和麻纺这两大元素，而产业的发展，集聚
是关键。 他给记者介绍，“株洲现在已经形成了产业集群，
芦淞市场汇集了国内 4000 多个服装服饰品牌总代理，商
品辐射 15 个省市的 230 多个县、市、区，并且正在着力打
造株洲千亿服饰产业园。 宁乡的服饰企业以‘忘不了’和

‘圣得西’为代表形成了宁乡县城服饰的‘十里长街’，成为
湖南省最大的裤装产业集群。 这些产业集群的力量都是非
常强大的。 ”

对于“十二五”期间纺织服装的发展，千亿产业的打
造，全国人大代表、忘不了服饰掌门人罗美元则表示有信
心也有忧虑。

“有信心是因为现在适逢中国的服装生产产业结构调
整，由沿海向中西部转移，纺织服装大省广东正实施‘腾笼
换鸟’的产业政策，湖南拥有得天独厚的承接产业梯度转
移的条件。但同时，邻近省份的竞争也非常激烈。江西作为
湖南的邻省，目前棉纺织行业的规模小于我省，但工业总
产值、实际完成投资等均排在湖南前面。 ”

罗美元建议，将湖南纺织服装产业作为我省推进新型
工业化、实现多点支撑的重要产业培育。

李延功则认为服饰企业要想得到快速发展，人才的培
养和走出去非常重要。他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湖南有 3
所服装专业院校，每年有数百名毕业生，由于环境和工资
待遇问题，设计人才大多数“孔雀东南飞”。 在湖南 70 万服
装生产从业人员中， 仅有 130 名具有专业职称的设计师，
比例不到千分之一。

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服装行业协会顾问蔡力峰
表示：“湖南有 7000 万人，服装市场巨大，加上纺织原材料
资源异常丰富，发展纺织服装产业的优势得天独厚。 ”

筑梦与圆梦的历程注定是艰辛而快乐的。 千亿产业的
腾飞梦，让我们拭目以待。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