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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场景化，让中国设计讲故事

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合办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全部演出服装都由中国设计师完成。

老虎图案、剪纸、毛巾绣、中国结编织的雪花……蕴含传统因素

的设计，让观众感受到了和平欢乐浪漫的氛围——

职业女性榜样榜样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富东燕

“这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1251束颁奖
花束中，有500束是我们做的，出自150多位
残疾人朋友之手。”这样的介绍，唐占鑫最近不
知说了多少遍，每一次说起，这位北京市脊髓
损伤者希望之家（以下简称“希望之家”）创始
人都颇为自豪。

颁奖花束是这届冬奥会的创新之一，不再
使用传统的鲜切花，选用手工编织的绒线花，
不仅蕴含着节俭、可持续的办奥理念，更被人
们称为“永不凋谢的奥运之花”。一束颁奖花
束由六七种花卉组成，看似简单的成品，背后
却蕴藏着很多故事。

结缘

去年8月下旬，北京市残联有关负责人找
到唐占鑫，问她们的文创工作室能不能接绒线
编织的活儿。唐占鑫一口答应了。

“当残联那边把花束的照片发过来时，才
透露这是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制作的颁
奖用花。我当时特别惊喜，感觉我们特别幸
运！”而平静下来后，压力感随之而来，“要在短
短几个月里完成几百个花束的任务，我们可以
做到吗？疫情防控阶段，如何组织培训？”尽管
有些担忧，不容自己多想，唐占鑫迅速投入行
动。

首先是按照组织方提供的视频，让有基础
的几位老师学会编织、快速打样、送稿、定稿；
之后，把动作一一拆解，估算工作量，确定需要
的工作时长和编织工人数，寻找有基础的残疾
人团队；培训团队，通过优胜劣汰，不断更新、
扩大队伍。

而随着日程的推进，唐占鑫发现，问题越
来越多，“天天有小事，周周有大事”。

比如，定稿后，组织方运来的是堆满屋子
的线圈，而烦琐费时的绕线工作，最初并未列
入计划内，需要立刻找人帮忙、抢时间完成；颁

奖用花需要采用非遗技艺“海派绒线编织法”，
不像正常的专业人员，一些残疾人朋友没有预
想的学得快；一片花叶如果不能按时完成，就
没有办法和其他花片组装成花枝，每道工序的
完成时间如果不能环环相扣地保障，容易“窝
工”……

而花束的用途由于涉密，团队里事先只
有唐占鑫和几位老师知道，无法用这份特殊的

“成就感”激励其他人，“当12月31日解密的时
候，大家都说，要知道给冬奥会做花，我们再积
极一些，再努力一些，再多做一些呀。”

那段时间，唐占鑫带领团队几乎放弃了所

有的休息日，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圆满完成了
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共有150多位残疾人
和他们的家属参与其中。“一束花束需要钩织1
万多针，耗时35~40小时，编织这500束花束
共需要600多万针，累计耗时2万多小时。”唐
占鑫由衷地对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说，“对
我们来说，真的是个挑战，但我们完成了！”

收获

冬奥会上，看着获奖运动员挥舞着精巧、
美丽的绒线花束，唐占鑫倍感欣慰。回想半

年来的经历，她觉得收获满满。
在最初的设计方案中，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颁奖花束
都由 6 种花型组成，包括
玫瑰、月季、铃兰、绣球、月
桂和橄榄，分别象征着友
爱、坚韧、幸福、团结、胜利
与和平。唐占鑫当时想，
能不能增加一种花卉，来体现残疾人的坚强
品质？于是，在唐占鑫和团队的建议下，每
束冬残奥会颁奖花束中，多了一朵蓝色的波
斯菊。

“能圆满完成这个挑战，是一个巨大的收
获。”唐占鑫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历练机会，

“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们是有能力跟商
业团队同台比拼的。”

她同时坦言，“如果未来再接类似的工作，
我们会做得更加高效和高质量，从流程把控、
人员激励、内部分工等方面，都将会有提升和
优化。”她说，比如在流程上，团队中有些小伙
伴一个人管很多流程，每天要花费十五六个小
时工作。“在长效发展的管理机制中，是不能总
是用透支时间或单一人海战术去克服困难
的。”唐占鑫总结到。

制作颁奖花束并不是唐占鑫和团队参与
的唯一一个冬奥会项目。此前，他们还作为冬
奥组委会聘请的无障碍体验员，参与了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无障碍建设工作，并为冬奥
组委编写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残疾人服务知识手册》。

造血

唐占鑫和小伙伴创办的希望之家成立于
2014年，初衷是源于因车祸坐上轮椅的她想
让和自己一样的伤友尽快走出悲伤情绪，参与
正常社会生活。

希望之家主要服务于脊髓损伤残疾人。

在成立之初，唐占鑫听说台湾有类似的社会组
织，于是和小伙伴们远赴台湾进行了三个月的
学习。他们把学到的方法进行本土化改良，在
北京市残联的支持下，采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第一个项目很快落地。唐占鑫清楚地
记得，当年第一批50位残疾人朋友中，95%实
现了生活自理。如今，8年下来，这个项目持续
帮助了800多位伤友。

实现生活自理之后的首要大事，是就业。
经过几年探索，唐占鑫发现，互联网就业比较
适合这类残障人士。“我们现在的一个重点项
目是为中国移动在线公司提供外呼服务，比
如，大家收到的中国移动的部分服务电话，很
多是我们残疾人朋友在家里打来的。”让唐占
鑫欣慰的是，参与这项工作的120多位残障人
士组成的团队，每年都是用户满意度最高、投
诉率最低的。在就业扶持方面，近年来，希望
之家持续为1500多位残障人士提供了职业技
能培训。

为了学习到更多的运营管理知识，唐占鑫
报名参加了长江商学院的课程。通过不断的
学习和实践，她意识到必须通过自身的发展，
尽快把靠外部输血的模式变成自我造血，在运
营管理上向更加商业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比如，如何让绒线花项目生根，是开发衍生产
品，还是探索更多的相关项目？这是唐占鑫最
近想得最多的问题。

未来，唐占鑫要把希望之家发展为更加专
业的服务机构。“我们用实力证明了不比别人
差。”唐占鑫强调说。

1251束颁奖花束中，有500束出自150多位残疾人朋友之手。作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颁奖花束编

织团队负责人之一，她和小伙伴们共同参与了这项特殊而光荣的任务，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有能

力跟商业团队同台比拼。未来，她的愿望是，把希望之家发展为更加专业的服务机构——

■ 游佳

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好评如潮，其
中包含的大量时尚和设计元素为人们津津乐
道。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有所不同，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全部演出服装
都由中国设计师设计完成。

此前，北京冬奥会组委会曾公开招募设计
师参与开幕式项目，为中国独立时装设计师们
提供了一次大显身手的绝好机会。来自湖南
的设计师丁洁就是其中之一。丁洁主导设计
了开幕式压轴节目《雪花》的主唱儿童服装以
及演唱奥林匹克会歌的合唱团儿童服装。

丁洁于2017年创办原创女装轻奢品牌
D. MARTINA QUEEN，品牌设计灵感源于
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取材中国民族装饰与文
化图腾，用料讲究、裁制精巧，融合东西经典
工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炽热的生命力。

她曾荣获第27届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
中国首届全能设计师主播大赛金奖（全国总
冠军）、浙江省十佳设计师，其系列作品曾发
布于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等业内知
名活动。

“服装场景化”概念为冬奥做设计

问：什么契机使您接触到北京2022年冬
奥会的项目？

丁洁：张艺谋导演希望新兴时装设计力
量参与冬奥会开幕式的服装设计，所以从全
国征选优秀的时装设计师来参与海选，在海
选的五十组设计师中，导演觉得我的作品比
较有特色，最后留下了我、陈鹏和王逢陈三位
时装设计师来担任冬奥会开幕式的主要设计
任务。

问：这次您主导设计了《雪花》主唱儿童
服装以及演唱奥林匹克会歌的合唱团儿童服
装，请介绍一下您的设计灵感来源以及具体
的创作过程。

丁洁：我以“服装场景化”的概念设计了
《雪花》主唱儿童服装，比如我在服装肩膀、腰
间、裤子，甚至鞋子上都设计了层层叠加的、
用中国结编织的雪花，寓意在冰天雪地里翩
翩起舞的场景，让观众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件
衣服，而是一种和平欢乐浪漫的氛围，这让衣
服本身具有故事性、延展性和场景化的概念。

这组服装的点睛之笔是，我们引用了河
北蔚县传承人陈林老师的剪纸作品，并进行
了二次创作，呈现了五个朝气蓬勃的小朋友
在冰雪运动中的形态，寓意小朋友们对世界
和平、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愿景。

演唱奥林匹克会歌的儿童服装的胸前老
虎图案来自《蔚县剪纸》，服装肩部、胸前与裤
脚的图案都使用了毛巾绣的工艺，以立体呈
现细节元素。这组设计体现了小朋友们穿着
自家的过年服，用最诚挚、质朴的方式表达对
世界友人的欢迎。

对整个设计生涯的成长都有很大
帮助

问：服装制作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丁洁：《雪花》主唱儿童服装的面料需要
符合防雨、防风的诉求，并且我希望能体现冬
天冰雪晶莹剔透的质感，为此我从各个渠道
搜集了上百块羽绒服面料。

这组服装制作过程中，我遇到的最大困
难是处理服装的渐变效果，渐变效果一定要
均匀渗透，且在无尘的状态下进行制作，只要
有一根毛，整件衣服就会废掉，当时我跑了几
十家工厂，好多工厂都说做不了，最终经过上
百次的实验终于成功了，解决了传统印花工
艺中的一个技术难题，实现了一种新型印花
工艺。

问：此次设计经历和以往有什么区别？
丁洁：只要节目没有正式表演，都是待定

状态，所以我们的设计方案会跟着导演的思
路一直调整，最开始半个月出几十稿，到后面
一个星期出几十稿、三天出几十稿，乃至一天
出几十稿，整个过程中我画了一千多张设计
手稿，这是一种身体和脑力的极限挑战，当然
我也一直在突破自己去创新，对我整个设计
生涯的成长都有很大的帮助。

传播好中国文化是一名设计师的
历史责任和使命

问：从张艺谋导演身上学到了什么？
丁洁：一开始我以为张艺谋导演50多

岁，后来才知道他已经70多岁了，但每次见

到他，都永远充满了正能量与活力，他每天开
会都能开到凌晨两三点，当我们在会中提出
一个不错的灵感时，他能延伸出很多东西，给
予很多想法，带领我们走向一个正确清晰的
方向，非常会引导团队，无论是精神还是才能
方面，我都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敬佩
他。

问：参加北京冬奥会后，最大的感受是什
么？

丁洁：成长了，获得了很多正能量。非常
荣幸能为国家出一份力，通过服装向全球展
现中国的精神面貌，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
幕式有所不同，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
全部演出服装都由中国设计师设计完成，这
让我看到了中国时尚设计力量的崛起与文化
的自信，从时尚的角度，传播好中国文化是一
名设计师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问：您怎么看待冬季运动？有计划设计
一些专业的冬季运动服饰吗？

丁洁：我觉得应该提倡全民冬季运动，比
如当一个滑雪小白从在滑板上站不稳，到可
以自由滑行，这个过程是在不断突破自己的
恐惧心理。此外冬季大家习惯性在屋子里取
暖，如果选择去运动，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挑战
自我的表现。我自己就很喜欢滑雪，我希望
设计一些融合现代风格与中国传统元素的滑
雪服，这样大家想去滑雪时，就可以从中国品
牌中挑选到合适的滑雪服。

■ 张寿林

2月 22日，据《每日经济新
闻》报道，李文红已出任北京市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负责市金融监管局全面工
作。

根据公开资料，李文红于
1971年3月出生。本科毕业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信息管理专
业。1995年获得中国人民银行
研究生部（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
融学院）国际金融专业经济学硕
士学位。1995 年至 2003 年期
间，李文红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工
作，先后在国际司、银行监管一
司、银行管理司任职，并获得澳
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硕士学
位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
济学博士学位。自2003年起，
李文红先后担任原银监会政策
法规部副处长、处长。2009年至
2015年期间，任原银监会政策研
究局副局长。2015年开始担任
原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
副主任并主持工作，2016年起担
任原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
部主任，银保监会成立后出任创
新部主任。

2019年 10月，李文红正式
出任深圳银保监局局长；2020
年，出任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党组
成员、市委市政府京津冀协同办
副主任（正局级），分管京津冀协
同发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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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儿童服装设计师丁洁：

唐占鑫（中）与团队的小伙伴

丁洁（中）与参加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演出的小朋友

冬残奥颁奖花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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