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8 年，宋易回到湖

南，创办了“红庄”服

装定制工作室。“因为自

己是女人，所以把款式设

计的重点主要放在了女性

旗袍上。”

宋易说，她对旗袍的爱或

许来源于初中。当时，她也像许

多青春期爱美的姑娘一样，偷

偷穿过妈妈衣橱里的旗袍。

宋易在传统和现代结合上的

第一个尝试，便是在吊带衫上添

加了青花瓷的瓷纹。这件吊带衫

挂在店内的第一天，便被来长沙

游玩的北京人看中并买走了。

宋易大受 鼓舞，逐渐 尝试

将蝴蝶、兰花、墨竹等国画中

常见的元素，装饰在旗袍上。

设计服饰十分繁琐，需要

反复构思修改，宋易有时会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每天都工作十几个

小时，“因为爱就是一种动力”。

传统艺术元素的加入，使宋

易设计的旗袍受到更多女性的

青睐，也得到众多外国友人的

喜爱。

其中一位客人让宋易印象深

刻。她定制了比自己身形小一号

的旗袍，挂在床前激励自己。为

了穿上这件“尤物”，几个月后，

她成功瘦身近 10 公斤。

在宋易的工作室内，摆挂着

许多她的得意之作。这些旗袍上，

既保留了祥云、水波、龙凤等传

统元素，在个别旗袍的袖口又采

用了蕾丝的设计，还有些旗袍的

下摆设计成倾斜的线条，并在缺

口处添加了流苏。

5月4日上午，湘江边，

万达写字楼 27 层，“红庄”

服装定制工作室。宋易身着暗

蓝色旗袍，领口和腰身恰到好

处地点缀着温润的珍珠，外套

一件白色的针织衫，目光柔和，

坐在落地窗旁。

这是宋易自己设计的旗袍。

每逢重要的场合，她都会身着

旗袍出现。

出生在北京军队大院里的

宋易，从小受热爱书法的父亲

影响，喜欢书画。1972 年，宋

易念小学一年级时，在众多兴

趣班中，她选择了国画班。

父亲见宋易对绘画如此喜

爱，用一个月三分之一的工资，

给宋易买了一本《芥子园画集》。

宋易爱不释手，有时候连饭

都忘记了吃。

小学毕业前，宋易跟

随 父母来到湖南。初中

时，宋易依然醉心于画

画，坚持每周去少年宫

学绘画。

转眼间到了高中毕

业，宋易想报考美术相

关的专业，却在父母苦

口婆心的劝导下，不得已

选择了计算机科学专业，

但 这并没有阻 止 宋易追

寻梦想的脚步。

1986 年，宋易从计算

机专业毕业，一边 工作一

边复习。

一年后，她瞒着 父母，重
新参加高考，考取了苏州大学的

服装设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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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从 苏 州 大

学毕业的宋易怀着满腔热情和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猛劲儿，向

亲戚借了 8 万元钱，开办了一个

只有七八个人的服装厂，学习日

本服装设计大师三宅一生的风

格，设计制作自己的品牌。

凭借新奇个性的时尚设计，

宋易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

让自己的品牌进驻了当时长沙的

知名商场。

可销售却“有人问津，无人

购买”。不到两年，服装厂便关

闭了。

大受打击的宋易离开湖南，

奔走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地

打工学习。

在北京三里屯闲逛时，宋

易发现了一家名叫“红凤凰”的

服装定制店。后来宋易才知道，

这家店的老板是有着“京城怪

杰”之称的顾林。

“我无意间走进去，里面摆

挂着的衣服让我眼前一亮。里

面的衣服能把民族元素和时尚

结合得这么好，真是令人佩服。”

宋易告诉今日女报 / 风网记者，

“简直就是一件件艺术品！”

于是，仿佛是镜头变焦般，

宋易的服装设计梦由模糊逐渐

变得清晰——要把传统和现代

结合起来，设计具有特色的中

式服装。

曾为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设计旗袍

“衣”靠国画，她打造女人的“花样年华”

2008 年，是宋易非常

难忘的一年。

这年 7 月的一天，宋易接到

一个特别的订单。为年底即将召

开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六次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湖南省相关部门

领导找到宋易，请她为出席会议

的菲律宾时任总统阿罗约设计

一件旗袍。

很快，阿罗约总统的设计团

队给宋易发来尺码，但毕竟不是

自己亲手量的数据，宋易总有些

不太放心。

为更加准确地裁制衣裳，宋

易从网上下载了阿罗约总统的大

量照片进行比对。

宋易从照片看出，阿罗约总

统的肤色和气质比较适合冷色调

的衣服，所以选用蓝色作为旗袍

的底色。又因菲律宾的国花是茉

莉花，宋易选择了茉莉花作为旗

袍设计的主要元素。

此后半个月，宋易的全部心

思都在茉莉花的图案设计上。她

画了七八个稿供挑选，最后和阿

罗约团队一起商量确定了最终的

版本。

宋易说，因为阿罗约总统的

身材丰满，所以她在旗袍的胸部

和小腹以下部位设计了纵向排列

的花型，造成一种视错觉，会显

得人挺拔、端庄。

宋易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从设计花纹、制版、立裁

到最后成衣，一共用了三个月

的时间。

最后，旗袍被与会人员带去

会议送给阿罗约总统。

“他们告诉我，阿罗约总统

很喜欢。”宋易笑着说。

为阿罗约总 统设 计旗袍使

“红庄”名气大增。至今，经宋

易手设计的旗袍已经穿在近 27

个国家的女人身上。

如今，宋易在参加湖南一些

女企业家组织的交流活动时，总

能遇见自己设计的作品，“很有

成就感”。

为梦想瞒着父母重考大学

在京城与旗袍结缘

把国画“缝”上旗袍

为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设计旗袍

湘潭大学“学霸寝室”女生们的 AB面
A学习：

不一样的“寝室例会”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2014 级

物理学二班共有 10 名女生，今年

全部参加了考研，9 人被全国知名

高校录取。其中，402 寝 室 共 有

5 名女生，有 4 人被录取，湖南人

李廷炜、左华美，山东人郎秀瑶，

以及山西人刘颖华。

作为同舍好友，每天放学回

来，她们会一起讨论问题，周末

也会一起出去自习。“一个人学习

是孤独的，很多人一起学习就会越

来越有效率。”左华美告诉记者，

大学物理让她有些吃力，“但室友

都很爱学习，还会经常帮我，有

时候我偷懒了，她们还会监督我”。

与别的寝室不同，402 寝室

有一个很特别的“寝室例会”。寝

室长李廷炜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起因是有一次寝室卫生评比

被批评了，大家开会找不足，后

来就模仿学生会的做法，每周开

一次例会，例会的内容也逐渐拓

宽——回忆自己过去一周的学习

和生活，分享自己的喜悦和苦闷。  

最终，她们考研分别被北京

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录取。

B生活：
爱运动、爱旅行、爱写诗
周末，她们常一起骑脚踏车

踏青，有时在校内，有时去湘潭

市区的雨湖公园、白石公园，有时

去更远的地方。她们也会一起去

外出旅行。大一时，她们就曾买站

票去武汉玩。最近，她们又准备

一起毕业旅行。“不管去哪里，只

要我们在一起就开心”。

平时，她们还一起运动。因为

坚持运动，郎秀瑶四年过后瘦了10

公斤。此外，身为理科生的她们还

有一个共同的喜好——写诗。

人生就像一首诗，属于她们

的诗才刚刚开始。

声音》》
湘潭大学副校长刘建平
湘潭大学有很好的学习氛围，

学生们善于把学习和生活有机结合

起来，使大学生活更充实。学校也

出台了奖励机制，对考研成功的同

学进行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

今年恰逢湘潭大学建校 60

周年校庆，“湘大精神”成为人们

关注的焦点，也在这些同学身上

闪现。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吴迪

临近毕业季，总
会 涌 现 出 一 批 考 研

“学霸班级”或者“学
霸寝室”。但是湘潭
大学的一个“学霸宿
舍”却有些特别。她
们不光学习好，而且
会学习，还会玩。这
就是物理与光电工程
学 院 2014 级 物 理 学
二班 402 寝室。

文：今日女报 / 凤网实习
记者  莫雪霈  图：受访者提供

王家卫的《花样年
华》中，张曼玉在柔和灯

光的街巷里侧首回眸，身穿
旗袍，衬出曼妙多姿的身段，
让无数人为之倾倒。

而在长沙，有一位女子，
她设计的旗袍独具一格，获
得了 27 个国家或地区的女人
的喜欢，包括菲律宾前总统
阿罗约也拥有一件她设计的旗
袍。

5 月 4 日，这个叫宋易的
女人接受了今日女报 / 风网
记者的采访，讲述她爱上旗
袍这 20年的故事。

宋易（左）和同事商讨为阿罗约设计旗袍的细节。

扫一扫，为湘妹子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