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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無用
带一个时代“回家”

已经很难说清楚这到底是一场时装发
布？一场现代舞表演？还是一出艺术剧？

农历八月十六的圆月下，北京东城区美
术馆后街曾经的老厂房四楼天台上，一百多
位观众观看了由现代舞舞者、民族舞舞者以
及戏剧表演艺术工作者演绎的，上至70多岁
老人下至6岁儿童构成的——马可之“無用·
回家”作品发布会，这也是神秘的“無用”品
牌在国内的首次发布亮相。

这场与众不同极其低调的发布或许正
好让人能更了解什么是“無用”和“無用”是
什么，虽然有些恋旧的人们依旧把它和2008
年在法国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上那场名为

“奢侈的清贫”的发布会联系起来，但同时也
感觉到，無用和以前我们所认识的已经又不
一样了——虽然发布的只是服装，但早已跳
脱了服装的范畴，内容愈加丰富和饱满，包
含有更多的东西：艺术、理念、精神、生活态
度，以及其它。正如無用品牌创始人、设计
师马可所说：“我不满足于服装在生活中的
实用性及装饰性的功能，我渴望服装之于我
如同油彩之于画家，石头之于雕塑家一样，
拥有作为一种单纯的艺术创作语言的独特
表达，让人们不停留于对其表面形态的观
赏，而走向内心世界最深处的交流与思考。”

而马可想要用在無用的创作表达的语
言便是：在现今这个已被过度耗费资源的地
球，我们可以透过主动的选择，拒绝无意义
的华丽与消费欲望，以“自求简朴”的生活态
度，追寻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

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儿空，甚至过于理想
化，然而，这位圈内才华横溢、因中国“第一
夫人”御用服装设计而被中国人所熟知的设
计师仍在不遗余力地推广着她的理想。为
此，她甚至在北京找了一个一千多平米的空
间，花了 9 个月的时间，建立了“無用生活体
验空间”，希望人们能更直接地了解和感受
到她这种近似“理想国”的生活理念。

作为無用的第一个“家”，“無用生活体
验空间”由展厅、家园两个部分组成，摆放着
马可收藏的诸多能代表“無用”精神的藏品，
也通过家的形式，展示着無用所能给人提供
的——服装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还有家
居用品、家饰品、家具，甚至是家的装饰和布
置等等，将传统和现代融会贯通，让人感觉
到亲切而舒服。

“無用并不是真正的无用，而是代表着
经久耐用的品质，是生活里的必需品。”马可
说，她希望更多人从無用空间中发现自己内
心的真实需求，学会区分什么是真正的“需
要”以及“想要”，“少一些欲望和物质上的占
有，多亲近自然和直面本心，不需拥有太多
的物质，人会活得更轻松些。”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無用”和它的
家，那么，2008年那场发布的主题“奢侈的清
贫”或许最合适不过，在闹市中的清静，退去
繁杂欲望后的简约，在占有之间的取舍，有
所用而有所不用，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或
者，这才是“無用”的真谛。

新京报：在2006年的时候，你
为什么离开例外，去做了“無用”？

马可：因为我无法放弃在例
外未曾实现的品牌梦想和初心，
最早创建例外的时候就认定，要
做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精神、呈
现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品牌。但
是几年后，例外逐渐壮大，在销
售上取得了很好的市场业绩，两
个创始人在品牌的发展方向上
也产生了差异。

新京报：提到無用，很多人记
忆里的就是07、08年，你在法国做
了两次秀，当时为什么没有趁热打
铁推出無用这个品牌，而是停止了？

马可：其实我一开始做就没
有打算做下去，因为我不想进入
时尚的体系，但巴黎作为一个发
声的平台还是挺不错的。

新京报：为什么当时把無用的
概念推广开来，而是要等到今天？

马可：我不急于求成，内在的
沉淀和积累是需要时间的，就像
女人怀孕一样。我 2006 年到珠
海建立無用，2007 年 2 月第一次
在巴黎做发布。我清楚一个更大
的课题等着我去全心投入：如何
将中国传统精神价值观在设计与
生活形态上得以呈现？我需要很
长时间去探索、思考、沉淀。

我对这个家很满意
新京报：相比起以前的经

历，给彭丽媛设计出访时穿着的
服装让更多中国人认识了你，你
们之间是怎么认识的？她为什
么会选择你？

马可：我们相识于 2002 年，
那时她穿我设计的服装有两三
年了。广东电视台的一位记者
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一见面还
蛮聊得来的，她邀我为她 2003
年春晚设计服装，这样我们就
有了第一次的合作。我们相识
十几年，她很了解并欣赏我的
设计风格。

新京报：你现在会不会庆幸
她选择的是你？

马可：庆幸她选择的是中国
本土的设计师。中国真的很需
要一个能很好地体现国家形象

的第一夫人，她的穿着不是她一
个人的事情，而是对中国民众的
穿着方式和价值导向都有着巨
大的影响力。

新京报：你对这个“家”还满
意吗？

马可：我喜欢老北京，喜欢
老城区的这一部分，这里处处有
历史、处处有故事，而且很生活
化，我很满意。

新京报：無用推出产品的周
期是怎么样的？

马可：没有硬性的规定，我
觉得有必要就去做。商业化的
运作太急功近利了，那不是我的
方向，我也不感兴趣。而且我也
不想开发出很多产品，我们提倡
的是一种特别简单的、有品质、
精神内涵的家庭状态。

無用提倡买“够用”的东西
新京报：有没有设想过無用

的目标客户是怎么样的？
马可：没有，我做设计的时候

从来不想客户。我不会去想我要
把衣服卖给谁，或者是什么样的
人，从来不想这些问题。我觉得
最重要的是我要做一件我自己都
喜欢的东西、我需要的东西。

新京报：無用的东西，很多都
是从原料就开始自己制作的，那
么，从织布开始，做一套衣服需
要多长时间？

马可：纺纱织布的话，大概一
个月织一匹布，但我们也有一小
部分机织的面料，主要是考虑到
购买者的经济能力。但即使布
料是机织的，也依然是纯手工制
作和植物的染色。织布大概一
个月，裁剪、缝制到后处理，这个

过程大概要半个月以上的时间。
新京报：可以看出来，即使作

为一个品牌，你也是不大鼓励大
家多消费。

马可：我们是根据订单来按
需制作。無用的衣服都有“出生
证”，把它交给客人的时候，就像
把一个孩子送到客人的手上，让
它有了个家，去陪伴客人。

新京报：你一方面反对买太
多，但一方面产品总是要进行商
业销售的，这两者之间其实挺矛
盾的。

马可：其实并不矛盾，無用不
提倡购买很多的东西，提倡的是
买你够用的东西，并且希望这种
观念会影响到更多的人，而無用
空间所在做的和所传递的也是
这种观念。

新京报：从無用空间里可以
看到，很多都是回归自然、返璞
归真的设计，你为什么会选择走
这样的路线？

马可：我觉得应该是自然给
我的一种召唤，我一直觉得：我
是自然的女儿！我在寻找根源
的时候，发现可能跟我小时候
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有关。当
时外婆在乡下，每到寒暑假，我
会回去看她，后来我发现很多
童年的记忆都是在农村。我不
得不承认，人是自然的一分子，
只有回归自然，身心才能得到
最大限度愉悦，所以我们可以
不很仰赖人造的物质，只要回归
山林、回归自然，就可以找到内
心的轻松。

新京报：但现在很多人觉得
这应该是那种“有钱又有闲的人

的生活”。
马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

你自己的想法和追求，也有人
说，你很幸运，因为你有这样的
条件，但我觉得条件是要靠你
去营造的，如果没有这种追求
你不会去创造条件实现它，所
以最终的根源还是在于你内心
的需求。

新京报：现在你在做自己喜欢
的事情，同时也要养一批手工艺
人，压力大吗？

马可：我觉得最大的压力还
是来自不理解，这其中就包括
我妈妈，她开始很反对，说我做
这个没有顺应历史潮流，而是

“倒行”。但她现在也穿無用的
衣服，觉得很舒服，所以我觉得
这个更多是一种慢慢地改变观
念的过程。

最大的压力来自于“不理解”

我一早就明
确标准：無用不
在商业区、不进
商场也不想在消
费区，包括不进
时尚的地域，因
为我觉得“無用”
是一个需要人们
慢慢去体会的地
方，它并不是那
种在商业区里大
采购的场所。它
必须是闹中取静
的，無用的理念希
望被更多人去认
识和传播，所以我
希望它在一个很
中心的地方。

巴黎不是無用追求的方向

真正无用的是人造的东西
新京报：有没有人说过，你

现在的状态和以前相比感觉有
些不一样了，感觉你放开了很
多，更加轻松自如了。

马可：因为现在有家了，有老
公有孩子，和以前状态是不太一
样的，那个时候只有工作。我女
儿 6岁了，她给我带来很多东西，
一开始是觉得父母教育孩子，后
来觉得是孩子教育了父母，大家
共同成长。因为现在我有一个很
完整的家，所以做無用“家”的时
候就会有这样的需要：除了家人
生活的空间，大人的生活之外，
孩子要有孩子的衣服。我发现
给我女儿在外面找衣服很难，所
有的衣服不是卡通图片，就是有

大 logo，找不到一件看起来干干
净净、天然材质的衣服。这也逼
得我要设计童装。她也跟我说好
了，说妈妈，無用的童装应该是让
我来介绍，我说好。

新京报：所以说，虽然名为
“無用”，但無用却不真正都是无
用的东西。那你觉得什么东西
才是真正无用的？

马可：無用是生活里的必需
品，一定要有的东西。無用还有一
层含义就是无所不用，我们木材家
具都是使用的回收木料，不会为了
生产产品而砍伐新的树木。而真
正无用的东西，我觉得都是人造
的、化学的东西，它们在自然里不
能降解，不能回归到自然中。

無用家园厨房餐厅 無用家园书房 無用家园细节 無用家园庭院 無用家园卧室 無用家园二楼走廊

马可“無用·回家”作品发布会在位于东城区美术馆后街77号的無用（北京）生活体验空间举行。

马可無用作品

>>> 無用生活体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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