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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塑料开始严重破坏我们的海洋环境，现在是时候去解释可再生
塑料时装具有的价值和真正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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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而有说服力的美丽或
仅仅是别致昂贵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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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ick Gentry收集废弃软盘设计插

画   2. Larisa Katz在2013年戛纳电

影节红毯上穿着她自己设计的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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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当 Larisa Katz走上戛纳电影节的红地毯时，围

观者惊呆了。这位身材纤瘦的红发设计师在摄影师面前摆

出了庄重的姿势，但是由于她的裙子一点也不庄重，这样

鲜明的对比令人震惊。这件连衣裙像一条颠簸的瀑布一样

坠落在她的身体上，就像是用金色塑料饼干盒织成的网

一般。但是这位来自荷兰的时装设计师似乎很喜欢受到

那些打扮得更加传统的参加者对她的负面关注。

那年是2013年，也就是在五年前，从那个时候开始，

全世界已经学习到了大量可持续发展的理念。Katz也许

对于提升自己的声誉很感兴趣，因为与此同时她也可以促

进可持续发展。但是，不管是不是有意之举，对于环境保

护，她大胆醒目地用再生塑料时装表达了她的态度。也许

有人会认为这样的时装是丑陋的，但无论外界的观点如

何，至少有一瞬间，她的着装确实让旁观者停下来去思考

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建议，也就是现今被称为“减量化、再

利用和再循环”的概念。

用再生塑料制作华丽的时尚和艺术品应该不再被时

装业或公众视为放纵的消遣。当每年有超过800万吨的

塑料进入我们的海洋时，它们的价值就显得不能再重要了，

并且为解决我们的工业浪费和工业污染点亮希望。

为了增强人们的意识，这些设计往往十分引人注目，

那些艺术品或者一次性时装作品有时候甚至是有些过火

或荒唐的。不过即使这些服装不适合穿戴，但它们却能够

通过审美的方式传达信息，提醒圈内人士以及消费者必

须重视窘迫的环境污染现实。例如，在最近的伦敦时装周

上，Vin+Omi展示了52件令人印象深刻的单品，这一系

列作品几乎全部是使用重复利用的材料所制作的，这些

材料包括海洋和河流清理产生的回收物。

英国出生的Vin和新加坡本土的Omi，通过他们在

电影、电视、音乐和一次性时装设计上的创造经历，共同萌

生了他们对当代艺术的热爱。

自从2004年开始，他们一直专注于可持续纺织品和

生态过程的研究。他们花了几年的时间终于联系到了合

适的整顿清理项目。他们解释说，这实质上是一个大规模

的合作项目，因为它需要使用回收塑料来作为原材料制造

纺织物，“其中一个挑战在于寻找合适的加工厂和终端纺

织品制造商。”他们补充道。

到目前为止，设计师已经开发出11种“生态纺织品”，

其中包括栗子皮制成的所谓的“皮革”和再生塑料瓶制成

的羊毛织物。例如2018秋冬系列中的乳胶夹克和它所搭

配的热裤，都是采用来自马来西亚生态种植园的乳胶制

成的。

Vin和Omi解释说，他们经常在设计之前就开始生

产，因为他们喜欢从那些感觉不错的、已经被成功生产出

来的未加工原材料中汲取灵感。他们说：“我们发现目前

市面上缺乏真正可持续的生态织物，我们不得不开发自

己的生态织物。”

在他们看来，需求必须引领时尚行业，因为消费者越

来越关心他们打算购买的服装的制作流程。“如果客户需

要它，所有时装公司都会被迫提供，”他补充说，“大公司

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适应这些变化，但他们最终会开始接

受再生纺织品和创新时装。而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来说

就比较容易，能更加快速并且灵活地适应这些变化。”

与此同时，培养和展示年轻设计师的伦敦时装周最

近选择了Maddie Williams作为2018秋冬季的一员，

因为她大胆的设计更为突出女性特质，并且使用环保的材

料。

一位爱丁堡大学的年轻毕业生之前曾随Vivienne 
Westwood实习过，他尽量使用可再生材料或改变其原

来用途的材料，如塑料袋等，来自己手工制作服装。

“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向人们阐述一个观点：生态

时尚仍然可以从视觉上激动人心，通过这些与普通时装同

样令人赏心悦目的生态时装来普及、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精

神和理念。”她对组织这样说道。 
像Williams、Vin+Omi这样的圈外人只是用一种创

造性的方式加入到这场生态时尚的变革中。各大品牌和

世界各地的知名时装设计师近几季也都已经开始尝试使

用再生塑料，例如：在2016年，Emma Watson穿着全

部由回收塑料瓶制成的纱线编织而成的Calvin Klein礼
服；而前一年伦敦时装设计师Christopher Raeburn展
示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这个系列中，他重复

使用废料和部分充气式救生筏制作了一系列亮丽的外套、

橡胶夹克衫和配件。

像 Levi 's和G-Star这样的牛仔品牌最近也在使用

可回收再利用的瓶子中提取的纤维来制造它们的产品。

2015年，G-Star与音乐艺术家 Pharrell Williams的一

项合作就包括了一系列由大约70万个 PET塑料瓶制成的

衬衫、夹克和牛仔裤。

自2013年开始，Levi 's就开始了一项任务，即在每条

牛仔裤上至少使用8个瓶子的塑料来作为制作材料。“如

果我们能让消费者在喝完饮料后，意识到这些塑料瓶可

能会在未来摇身一变成为某样别的东西，也许他们会更

倾向于回收它们。”Levi 's副总裁 Jonathan Kirby当时

对《卫报》如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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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高级时装领域，Iris Van Herpen一直在研发技

术并探索包括塑料在内新材料。这位荷兰设计师以前卫、

高度复杂和实验性的服装著称，她也表达了对探索时装

材料可持续发展方法的兴趣。

她说 :“我很在意我的设计所留下的每一个印记，所

以我在这个领域做了很多研究。”她还说，她相信合成生

物学可能是推动时尚行业向可持续化发展的最重要的领

域。她解释说如果一件服装是用不破坏环境的生物材料

制成的话，那么它在被丢弃后就非常容易转化为生态系统

的一部分。

在高级时装领域的其他设计师也决定尝试给垃圾材

料第二次“生命”，他们就是Viktor&Rolf。他们看着他们

原有的剩下的材料，用废弃的边角布料和幕后工作室中找

到的零碎物件完成了整个2016秋冬系列的作品。这包括

将剩下的碎布料重新加工成编织好的服装，并利用纽扣、

施华洛世奇水晶，甚至塑料碎片制作精致的刺绣装饰。

荷兰设计师最近从一个让人更容易理解的角度又

一次阐释了环境保护论。今年2月，他们与在线零售商

Zalando联手推出了一个名为RE:CYCLE的胶囊系列产

品，该系列产品的核心是由零售商库存过剩的面料所制

成的手工制作服装。

设计师们说，当宣布合作时，他们就一直把高级时装

作为实验室中的试验品，他们过去的一系列时装，都是

遵循这样的一种理念，即“重新利用过去的元素，但以一

种新的、艺术的方式，来创造新的东西”。他们补充道，把

Zalando所剩的旧材料重新加工将有机会把它们制作成

别的东西，这就可以“大胆地以一种容易被人接受的方式

为那些被人遗忘的服装注入新的生机”。

而其他不太知名的品牌相较于一味专注于制作适合

穿着的服装，它们更倾向于选择大张旗鼓地来增强公众

的意识。比如摄影师 Fabrice Monteiro和服装设计师

Doulsy（也被称为 Jay Gal），他们合作展示了一系列垃

圾服装，并以此来反映塞内加尔的污染现状。

两人创作了10张名为“预言”的照片，这组照片中展

现了一系列精致的服装，其灵感来源于西非精神。他们采

用如塑料、金属、纸张等不同的材料来构成头饰和雕塑感

的服装，这些服装就像是用满是垃圾的渔网制作出的颓

废的舞会礼服。

一张抓人眼球的照片上主要呈现了一个女人穿着一

条完全由塑料橡胶制成的裙子，看上去就像是巨型章鱼的

触须穿过了一片腐烂的动物粪便。“人们需要受到警醒和

教育，才会做出积极的环保行为。”去年，他对《It’s Nice 
That》 杂志说道，并表示如果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退出

《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这会使得最不发达

国家更加难以改善环境污染情况。

该 项目历 时两年 完 成，并 得 到 生 态 基金 组 织

（Ecofund）的支持。去年，在瑞士著名的巴塞尔艺术展当

中，这一项目中的作品在巴塞尔照片展的第二版面上被展

出。这名艺术家还表示，他现在正在与不同的合作者一起

致力于创作世界各地的其他“预言”系列作品。

无独有偶，在十多年前，悉尼本土的Marina DeBris
就开始从当地的海滩、小溪和街道中拾垃圾，他不仅用这

些垃圾制作成了礼服和时装，还创作了引人注目的图像，

以此反对海洋环境污染。

虽然Marina从事了包括摄影、雕塑等在内的多种渠

道的媒介工作，但她选择时尚行业来传达她的信息和观

点，因为“时尚的魅力和喧嚣声总是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

因此它成为了教育人们关注和解决海洋污染和垃圾这一

问题的绝佳载体”。她补充说，在大学期间，她是一位“崇拜

者”式的时装设计师，并且时常受到时尚和极端风格的吸

引和影响。

她使用的所有东西都是从她去过或居住过的地方所

收集来的垃圾，因为她希望让人们意识到并反思他们通过

每次消费所产生的大量垃圾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她

的一些服装包括用从海洋收集的塑料袋制作的连衣裙以

及她从悉尼狗狗公园捡来的破碎的网球和打包袋编织而

成的迷你裙。

“原材料太过于便宜和丰富，”或许这可能就是为什么

时装行业不进一步鼓励回收的原因。“实际上，我们不应该

创造其他任何新的材料，地球上有足够的且永远不会消失

的塑料。”她认为只有完全可重复使用的植物材料才需要

被创造出来。她警告说，如果我们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在海

洋中倾倒废弃物，那么在短短30年内海洋中的塑料将会

比鱼还要多。

“关于这个社会，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从摇篮到摇篮’

的这样一种理念，就是让所有被创造出来的东西都可以

重复使用，或者在它们回到环境中后得以重生。目前，我们

面临着一个转折点，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摒弃原本基于便

利为目的生产方法，而去选择更为可持续性的生产方式。

这很令人兴奋，同时也非常具有挑战。”她补充道。

DeBris的服装于2016年由华盛顿特区史密森

学 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冲 刷 上 岸”项

目（Washed Ashore Project）借用，该 项目同 时 也

展出了大量完全由被打捞出来的海洋塑料制成的雕塑。

同年9月，她还在她的家乡邦迪（Bondi at the Bondi 
Pavillion）作为主创举办了一次摄影展。

“人们往往对塑料感到困惑，因为他们认为塑料是一

次性的，但其实恰恰相反。”多伦多出生的多媒体艺术家

Aurora Robson说。这位艺术家因为拦截废水流，并利用

其中的废旧物创作出鲜艳的雕塑作品而变得闻名世界。这

些废旧物品范围涉及被拆卸下来的高速公路安全塑料柱、

装工业洗涤剂的塑料桶以及任何你想象得到的塑料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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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essica den Hartog的

“recoloured”计划，重新诠释回收塑

料的可能性   2. 澳大利亚设计师兼可持

续艺术家Marina DeBris以废弃物

创作的时装   3. 加拿大艺术家 Aurora 
Robson将塑料垃圾制作成了令人赞叹

的雕塑   4. Vin + Omi 2018秋冬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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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初对塑料产生兴趣是由于其“形式和结构的性质

特点”，也因为塑料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艺术媒介很少被

人们开发研究。但是，自从意识到“大太平洋垃圾带”（太

平洋中有一个巨大的涡状形垃圾带，其面积大约是得克

萨斯州的两倍，充满着小片塑料和其他碎片）的存在和塑

料对环境构成的严重威胁后，她便开始寻找其他同样对塑

料十分关注的艺术家，一起“设法使他们的呼吁之声更为

响亮、更具影响力”。

这促使她想出一个名为漩涡计划（Project Vortex）
的倡议，这是一个集结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设计师和

建筑师的非营利性集体，旨在从事与被丢弃的塑料相关

的工作。该组织专注于通过拦截废水流获得材料，因为

大约80％会进入海洋并危害环境的塑料都是来源于河

流、海岸和人们普遍的忽视。参加这一计划的艺术家包

括 Ellen Driscoll、Portia Munson、Ian Trask和 Tom 
Deininger等知名人士。

但对Robson来说，无论是她的本职工作，还是为此

将艺术家们聚集在一起的举动，对于帮助传播再利用塑

料的重要性来说，力度还是不够的。2012年，作为漩涡计

划项目（Project Vortex）的一部分，她还开发了一门名为

“雕塑+拦截废水流”的大学课程，来帮助世界各地的学生

调查、开发属于他们自己的可持续性艺术、设计实践。

 “如果每年春天，这个星球上的每个学院都开设这门

课程，那么源源不断正在流向海洋的塑料就会受到控制。”

她说。这其实并不夸张，就拿她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的麦考琳艺术+创意中

心（the McColl Center for Art + Innovation）教 授

的一门17个学生的课程来说，他们在三个小时内就成功

将收集来的垃圾装满了两辆皮卡车。Robson希望更多的

学术机构能够积极采取行动来帮助转变教育范式，从而

找到能够解决这一紧迫问题的办法。

她的漩涡计划的参与者当中，有一部分是加利福

尼亚州的一个组织，叫“公民爱心”（California Based 
collective Citizen Love），他们专注于用塑料来创造艺术

品和回收袋。其中有个叫Carol Sogard的人就因她发明

的塑料坐垫装置而被大家所熟知，该装置由一系列如沙滩

球般柔软、色彩亮丽的垫子组成的，而这些垫子则是从垃圾

中获得的塑料袋融合制成的。

    与此同时，比塑料污染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响起警报

早得多，巴塞罗那的德玛诺人自1999年就开始对塑料袋

十分关心。当时，Marcela Manrique的想法不仅是通过

创造一系列附属配件赋予废弃的广告横幅、水上冲浪风筝

和其他剩余材料新的生命，而且还要把这些新产品是如

何制作的以及原料来自何处告诉那些购买产品的人。

    “整个时尚产业正在发生变化，无论是小品牌还是

大行业中都是如此。”Manrique说，他相信各类品牌都

在对回收和可持续性越来越感兴趣，未来，回收塑料将成

为必不可少的材料。

但是，在处理废弃材料将近20年后，她意识到这变

得越加具有挑战性，“重复使用比直接使用新的材料更困

难、更耗时，”她解释说，“清洗和分离筛选的过程不可避免

地需要手工操作。”

不过，她表示不生成任何新材料本身就是一个优点。 
另外，她使用当地的废弃物，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和二氧化

碳排放量，同时也可以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

就英国艺术家Michelle Reader而言，她不仅一直

在处理垃圾碎片，还在她创作的许多作品中添加了机械元

素。例如，她想出了一对会随着佩戴者走路而抖动的翅膀、

一艘带着可活动桨的小船以及一系列为孩子设计的戏剧

道具和互动空间。

“我的雕塑以审美、幽默和非对抗的方式引起人们对

环境问题的关注。”她在她的网站上说道。与大多数应该被

远远欣赏的艺术作品不同，她希望她的作品是“吸引人、可

触摸并且色彩丰富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教育和鼓励人

们提高对于他们扔掉的东西的意识。此外，她还通过在她

的社区开设艺术工作坊和交流学校来教授艺术。

她还解释说，多年来，她不得不开发出各式各样的流

程，以找出处理材料最好的方式。她说：“这是一个非常科

学的过程。”例如，她不能将所有金属片焊接在一起，也不

能简单地将所有塑料部件粘合在一起，因为即使在类别上

它们都能算作是塑料、金属或胶水，相互之间也并不完全

相同。

同样，像Robert Bradford和 Leo Sewel这样的艺

术家们也已经找到创造性的方法来探索他们有关于回收

再利用的想法，但不同于Michelle Reader，他们不是制

作可以玩的艺术品，而是用玩具等已经玩过的东西制作

艺术品。

出生于英国的 Bradford 之前是一名卫生工作者，在

进入艺术领域之前，他曾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心理治疗师。

虽然他曾尝试了几种媒介，但让他成名的主要原因是他通

常用儿童玩具和其他塑料残余物创造大型的动物和人物。

通过他的雕塑，他找到了一种方法将他之前的心理学

研究与他的创作联系起来的，例如探索构成一件作品背

后的历史以及他们逐一代表着的当时特定的文化和瞬间。

虽然 Bradford 没有说他的主要目标引起人们对于

塑料垃圾的良知，但他的3000件动物、人物玩偶却大幅

度减少了那些即将在垃圾堆中结束使命的塑料的数量。

然而，对于Sewel来说，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垃圾场附

近长大，使他在早期就萌生了对于垃圾回收的想法。正如

他在他的网站上所说的，他现在“已经和垃圾打了50多年

的交道了”，这致使他开发了自己的焊接技术。这使他能

够制作实物大小相同的动物模型，也能制造出40英尺大

的自由女神像火炬和手臂的复制品。

但是在伦敦，Nick Gentry仍依靠捐赠，使用过时的

技术，探索网络文化以及现实、生活节奏和消费主义观对

人们的影响。奇怪的是，这也使他找到了与时尚的联系。

“我们似乎永远无法满足于寻求美丽的新事物，这是

一个持续的循环，”他说，“我对我们找到的美丽的东西感

到着迷。”他还补充说他对审美感到好奇，“谁决定什么样

的东西是美丽的？”他问道，并且也想知道这是不是因为

人类进化而产生并不断变化的。

“科技也是如此，我们不断创新和加强它。当我们开

始以我们自己的想象创造生物时，我们毫无疑问地将美丽

融入其中。

但他心中所想的艺术是超越对美的探索的。“环境这一

大命题实际上才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去关心的最重要

的事情。”他解释说，他正在以此作为积极的灵感来为他的

工作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不仅仅是浪费和重复使用材

料的问题，它是关于人类如何看待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动物，

并解决我们如何能够共同生活和谐相处的问题，人类不该

一味试图开发和利用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东西。”

3

4

30_31_interview.indd   4 18/5/19   上午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