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biftpark.com



3/12
3/14

2013 
fashion 
week 

schedule
日程表

闭幕式

7 场演出
299 位设计师
788 套毕业作品
115 位参演模特
40 位跨界影像设计人员
15 位宣传推广人员
42 人组成的 4 个编导团队

3 月 12 日  星期二
12th Mar.Tuesday

10:00-11:30      09130105 ／ 06 班演出暨北服时装周开幕式   1 号秀场

14:30-16:00      09130107 ／ 08 班演出   1 号秀场

3 月 14 日  星期四
14th Mar.Thursday

10:30-12:00      09130113 班演出   1 号秀场

14:30-16:00      09 级留学生班演出   1 号秀场 3/15
3/133 月 13 日  星期三
13th Mar.Wednessday

10:30-12:00      09130109 ／ 10 班演出   1 号秀场

14:30-16:00      09130111 ／ 12 班演出   1 号秀场

3 月 15 日  星期五
15th Mar.Friday

15:30                   09130114 ／ 15 班演出暨北服时装周闭幕式   1 号秀场









时尚专访 他们的毕业设计就是要让他们过一把“为自己设计服装，并自

己展示”的瘾。

在中国这个崇尚教育的国家，大学文凭还是有相当多的学生和家长期待的，有需求就有存在的必要，所以如何使这些

形象好、个子高，但文化课成绩没有足够竞争力的高中毕业生有接受再教育的机会，并接受更多技能的培训和理论的学习，

则是高校专业教师的责任和压力。 

肖彬
老师

1、作为本次表演班的毕业指导老师，您是如何给这群特别的设计师做毕

业指导的呢？

首先，北服表演专业的学生在四年的大学学习和实践期间，展示过很多

很多国内、国外品牌的服装，所以他们的毕业设计就是要让他们过一把“为

自己设计服装，并自己展示”的瘾。所以，每一年他们会自己拟定主题，

自由发挥，因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自己的特质、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期待。

指导老师就是依据流行趋势以及学生的设计初衷，引导和建议他们如何

去实现如何去展示。

2、很多人不明白模特为什么要上大学，这四年他们都要学习什么呢？

在中国这个崇尚教育的国家，大学文凭还是有相当多的学生和家长期待

的，有需求就有存在的必要，所以如何使这些形象好、个子高，但文化

课成绩没有足够竞争力的高中毕业生有接受再教育的机会，并接受更多

技能的培训和理论的学习，则是高校专业教师的责任。

北服表演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为时尚行业相关领域，培养具备一定艺术审

美修养和时尚传播基本知识与专业技能，能够从事时装模特、时尚编导

与活动策划、文化经纪人管理、表演专业教育、时尚造型设计、时尚媒

体公关、时尚品牌推广的高级专门人才。

大学四年的课程设置，一方面要围绕服装表演这个专业核心，专注于本

专业特色；另外一方面，将服装表演融入到时尚传播的大概念，从时尚

产业的整个产业链入手，拓宽专业培养的口径和就业方向。所开设的课

程主要包括《服装表演》、《影视表演基础》、《服装表演编导与策划》、《整

体造型设计》、《文化经纪人管理》等专业课；《舞蹈基础》、《形体训练》、

《化妆造型》、《服装设计学》、《服装工艺基础》、《音乐基础与赏析》、

特别贡献奖

特别贡献奖

获奖者：宣传团队－黄小娟、党涵溪、王正鹏、陈紫欣、张末、谭璐、林碧玉

颁奖嘉宾：王茁（中国服装协会   秘书长）

最佳设计效果图奖 最具人气团队奖 

获奖者：孟令男   王璐璐

作品名称：和和平平

颁奖嘉宾：夏悦（腾讯女性 主编）

获奖者：0708 班设计团队 - 他们都疯了！

颁奖嘉宾：张肇达（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亚洲时尚联合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服装设计师》杂志 主编）

最佳编导团队奖 最佳合作媒体奖 

获奖者：第 1 编导组－严恺文、李姿含、轩琳琳、孟萌、陈檬怡、王旭、赵冰清、

              李野、谢思语、韩姝炜、李蔚语

颁奖嘉宾：张舰（星美概念文化有限公司   艺术总监）

获奖者：腾讯女性

颁奖嘉宾：赵平（北京服装学院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   院长）

特别贡献奖

获奖者：媒体公关团队－吴珍、姜金戈、马可、赵芷晴、杨瑞雪、阮永聪、吴晓彤、樊粤

颁奖嘉宾：常青（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   会长）

获奖者：跨媒介影像设计团队－陈大公、卢硕、吴济浩、张震楠、卢仿、苗延斌、

              郝志飞、沈嘉伟、伍凯、钟闻等

颁奖嘉宾：呼文亮（北京服装学院   党委书记）

《模特心理学概论》、《服装表演概论》、《奢侈品品牌与市场概论》、

《模特心理学概论》、《时尚传播与公关》、《时尚评论与写作》、《流

行资讯收集与整合》，以及《美学基础》、《色彩构成》等艺术基础课程，

并开设了《表演实践》、《表演编导实践》、《市场营销与调研》等实

践课程，力求使学生在服装表演与品牌推广、时尚传播三方面相辅相成

得到均衡发展，并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使办学更具针对性。 

3、2013 北服时装周增加《每日快讯》的初衷是什么？

中国国际时装周是我学习的榜样！北服时装周的《每日快讯》也如此。

这个想法一经产生，我们就从去年年底开始组团队、拟框架、攒内容，

将北服的四个专业的学生组织在一起，一遍一遍地探讨这一板块的核心

内容、可操作性，以及版式设计、印刷厂确定等工作。在北服时装周之

前就将能提前准备的工作做到位，时装周一开始，我们就按部就班、井

井有条地展开工作。记得这几天每个晚上我们都是连夜校对图文、设计

版式、印刷制作，并保证每天早上 8:30 我们就能拿到从印场运送回学校

的《每日快讯》了。

五本快讯的封面颜色都是反复推敲最终确认的，我们还将制作五本册子

的成套专辑，派发给企业和媒体，做到最有效的将北服毕业生的相关信

息传播的最佳载体。

4、用一句话概括您对这次北服时装周的祝福？

愿我们的工作团队所付出的努力能够得到毕业生们的满意，愿北服时装

周能使所有北服人过足瘾！感谢我的领导对我们北服时尚推广机构的信

任和理解！ 2014 北服时装周将会更加美好！



引导学生将大学期间所学的服装设计元素与时尚流行相融合。

李玮琦
老师

1、作为模特班的指毕业指导老师之一，您是如何给这群特别的设计师做毕业指导的呢？

引导学生将大学期间所学的服装设计元素与时尚流行相融合，结合自身专业特点与个人喜好，实现自身的设计理念。

2、您对这次的您所负责的毕业班学生有什么期待呢？

希望他们完成好接下来的毕业论文撰写任务、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同时能积极参加毕业实习工作，培养自己的实践能力，增强对社会的适应性，为毕

业后进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3、您在模特教学方面有多年的经验，您认为模特在接受基本专业学习的同时还应该加强哪些方面的学习来丰富自己呢？

若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模特，除了掌握专业必备的知识和表演技能，还要掌握一些相关的学科知识，如音乐、舞蹈、美学、心理学等，将相关理论知识

与表演相结合、 融汇贯通。同时还要注重提高个人的礼仪修养、增强对时尚的敏感度，并且要严格遵守行业制度。

4、用一句话概括您对这次北服时装周的祝福？

愿北服时装周越办越好、常办常新！也希望从时装周上走出更多的名模！

通过广泛的涉猎来丰富自身的修养、通过充分的舞台实践来提高自身的能力。

黄洪源
老师

1、作为模特班的指毕业指导老师之一，您是如何给这群特别的设计师做毕业指导的呢？

模特同学的优势就是见识广，演绎过许多名设计师的作品，

对她们的要求只有两点：一是要比买的漂亮，二是要适合自己且自己喜欢。

2、您对这次的您所负责的毕业班学生有什么期待呢？

享受毕业环节，顺利走向社会。

3、您在模特教学方面有多年的经验，您认为模特在接受基本专业学习的同时

还应该加强哪些方面的学习来丰富自己呢？

通过广泛的涉猎来丰富自身的修养，通过充分的舞台实践来提高自身的能力。

4、用一句话概括您对这次北服时装周的祝福？

北服时装周是学子们放飞梦想和希望的平台。

1、作为本届毕业班的你既是设计师，又是模特，在毕业设计

上是如何兼顾这两个身份的呢？

与设计师不同的是我们不仅要设计自己的服装还要通过自己走

秀来展示服装，所以在设计作品时除了切合主题之外，更多是

选择自己喜欢的风格和适合自己身材服装来设计，既要在站在

设计师的角度上思考如何更好的表达服装传递的精神内涵又要

站在模特的角度上思考如何在舞台上展现出服装最美的一面。

2、在毕业设计的制作过程中，遇到怎样的困难和障碍呢？

制作是整个毕业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花了一个月

的时间打板和调整，但后期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丝绒布

的版型与制作就需要非常考究的工艺和技术，还有把毫无弹性

的缎带缝在弧面上，更痛苦的是为了整体效果而放弃自己喜欢

的面料等等。这不仅对技术更是对心理素质的考验。

3、通过这次毕业设计，有什么收获？

收获很多。不仅让我们体会到作为一位专业模特的辛苦，也让

我们体会了一把作为一名服装设计师的不易，双重身份下，我

们得到了很大的锻炼，让自己的人生经验更加丰富。

双重身份下，我们得到了

很大的锻炼，让自己的人生

经验更加丰富。

崔瑶  设计师

既是模特又是设计师帮助

我找到了设计灵感更让我轻

松的演绎自己的服装。

那广子  设计师

1、作为本届毕业班的你既是设计师，又是模特，在毕业设计

上是如何兼顾这两个身份的呢？

我认为模特和设计师完全不冲突，反而既是模特又是设计师不

仅帮助我找到了设计灵感更让我轻松的演绎自己的服装，设计

服装时我会更加注重自己的身材，弥补自己的缺陷，而演绎服

装时，我也会更加注意服装的亮点部分！

2、在毕业设计的制作过程中，遇到怎样的困难和障碍呢？

我们设计的是一组服装，一共五套！因为各自的想法不同，所

以在设计时会有很多冲突的地方。为了寻求一个共同的元素，

我们思考讨论了很久！这是我们在设计方面最麻烦的地方！

3、通过这次毕业设计，有什么收获？

首先，能够体验一次做设计师的感觉，其次了解到设计师的不

易。再次我们有了很强的团结能力，最后这是一个很锻炼人的

机会，让我们磨练自己的耐心！



QQ 腾讯

时装周祝福 秀场解读

肖彬
北京服装学院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 

服装表演系主任 副教授

北服创新园时尚推广机构

总经理

独家战略合作：腾讯女性 独家微博平台：腾讯微博

登陆腾讯微博（http://t.qq.com）发布相关内容到 # 北服时装周 # 话题里，并关注 @ 梅赛德斯 - 奔驰中国国时装周、@ 腾讯女性两大微博账号，

每日抽取幸运奖 1 名，QQ 公仔等大奖抱回家！

了解北服时装周动态，分享最新秀场信息，扫描二维码即可加“北服时装周”官方微信为好友，秀场门票等你来抢。

更多精彩信息，在线为你喜爱的设计作品投票，敬请关注腾讯专题报道：http://lady.qq.com/zt2013/4thbift/index.htm 稿件整理：

庄梦丹、高杰

如同往年北服时装周的最后一场表演专业的毕业作品展示暨闭幕式，今年震撼依旧。

这场名为“π”的时装秀，由服装表演专业 14/15 班同学为我们带来。他们不仅是这场秀

的表演者，更是作品的设计师。作为本次北服时装周的压轴演出，为了能给观众留下无限遐想，

他们在演出编排、音乐选择、表演形式上都别出心裁，甚至在每一位观众的座椅上都摆放了写着

他们寄语的折纸。

与前几场表演相比，本场采用了情景式表演，平日里国际秀场上的超模，此时化身成了纯

洁的白雪公主、冷艳的都市女郎、可爱的芭比娃娃、懵懂的阿拉蕾少女、崇拜爸爸的乖乖女，特

别是怀抱奶瓶的巨婴，瞬间将我们拉回“儿时的回忆”，逗趣的表演引得观众阵阵欢呼。现场的

气氛随着模特的表演愈加热烈，同时也凸显了表演专业学生的灵活性，淋漓尽致地使观众更使模

特自己过足了瘾！

屏幕上一张张青春的面孔，是否让你想起大学四年的青葱岁月？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毕业宣

言，又是否让你热泪盈眶？每一个结束都是新的开始，我们相信未来会更美好！



李克瑜

刘元风

赵平 王琪 

谢平 郭瑞萍

楚艳、赵明、梁燕、刘卫、王媛媛、郭瑞萍、谢平、王丽、张博、

刁杰、兰岚、潘海音、邹游、杜冰冰、尤珈、杨洁、周绍恩、

顾远渊、王羿、苏步、邱佩娜、谢平、孙雪飞、常卫民、张正学、

王群山、刘娟、张春佳、肖彬、李玮琦、黄洪源

张舰

肖彬

刘筱君

李树春

吴昊  闫燕

吴昊  吴珍

赵强（汉禾）

陈大公 

卢硕

吴济浩  卢仿   苗延斌

吴佳默

崔瑶

吕玫洁

李丹

黄凯

谢平

吴昊  黄小娟

各班指导老师及班长

马建栋 姜金戈

孙浩  吴昊

谢平  郭瑞萍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服装设计系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表演系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时尚传播系

艺术设计学院视觉传达系摄影专业

艺术设计学院跨媒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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