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06 主打·策划 2014年10月27日 星期一 编辑：廖雯颖 美编：石岩 组版：韩舟 今 日 高 铁>>>>

戏说励志模范秋裤君的前世今生

天天冷冷啦啦，，你穿秋裤没？

深秋时节，天气乍冷，又到了秋裤君发光发热的时候，一向低调有内涵的秋裤前几年因被吊上网络嘲讽一番，一度远
离时尚界。随着各大潮牌推出的复古潮流，秋裤君再次成为时尚宠儿，不管是竹炭还是纳米材质，不管是修身还是塑形形功
能，各种打底裤也打着秋裤的擦边球刷存在感。从“大众情人”到备受嫌弃，如今再度借着时尚潮牌高调复出，秋裤君君堪称
时尚界的“励志模范”。

“有一种思念叫望穿秋水，有一种寒冷叫忘穿秋裤。”天儿冷了，你穿秋裤了么？

本报记者 高倩倩

“你们年轻人就是不知
道爱惜自己，等老了就知道
厉害了。”天气刚刚转凉，
65岁的刘希平便找出女儿
的秋裤，叮嘱她一定要穿
上，遭到女儿拒绝的她自言
自语地唠叨着。早在“十一”
前，她便穿上了秋裤，“人老
了腿怕凉，穿着秋裤膝盖热
乎乎的，舒服。”

今年65岁的刘希平老
家在德州陵县，年轻时的她
在一家棉纺厂上班，那时厂
里生产的有毛巾、毛巾被等
生活用品，也有秋衣秋裤等
内衣产品。“那时候能有一
身纯棉的秋衣秋裤都是一
件值得炫耀的事儿。”刘希
平说，那时家里娶闺女，嫁
妆里一定要有一套大红色
的秋衣秋裤。聊起这些，她
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那时候秋衣秋裤就是
白色、红色、灰色和黑色这
几种，纯棉的就是最好的
了。”刘希平说，自己的第一
身秋衣秋裤还是母亲用穿
旧的一套给改的。“别看是
改的，穿上也美得不行呢。”
在刘希平的记忆里，秋裤是
暖和和舒服的代名词，在没
有秋裤的年代里，天冷的时

候，自己都是穿两条裤子。
赶在初春，虽然天慢慢暖和
了，也担心变天不敢脱下棉
裤，“有的时候热得都迈不
动腿，没有替换的衣服也只
能忍着，等到天稳住了，母
亲就会趁着周末不上学，把
棉裤里的棉花拆出来，把棉
裤改成夹裤，再穿一段时
间。”

刘希平说，刚结婚时，
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是17块
钱，买一条秋裤需要两块
钱。“买一条秋裤得穿好几
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后
来，日子越过越好，秋衣秋
裤也不再是“奢侈品”，天气
转冷时，翻箱倒柜地找出秋
裤一穿，顿时就觉得暖和
了。冬天穿毛裤、棉裤的时
候也在里面套上一条，既软
和又保暖，“舒服着呢。”

如今，上了岁数的刘希
平更是对秋裤爱不释手，

“人老了，腿怕冷，今年我早
早就穿上了。”刘希平说，现
在的秋裤比以前的舒服多
了，还有莫代尔面料的、竹
炭面料的，“我还是更喜欢
肥肥大大的款，你们年轻人
喜欢那种紧身的，我穿着不
得劲。”

今年28岁的李畅畅是
位杭州姑娘，目前在省城一
家传媒公司上班的她总是
以时尚达人的标准要求自
己。高考填报志愿时，这位
在西湖边长大的姑娘坚持
要来看看大明湖畔的风景。
四年的大学生活，她渐渐爱
上了济南这座城市，也开始
习惯北方的生活，可她一直
接受不了的两件东西就是
搓澡巾和秋裤。

“真心不能理解搓澡巾
啊，大学的时候看着舍友用
力搓澡，都替她疼，每天都
洗澡，用得着这么使劲么？”
李畅畅说，还有一个“神一
样的存在”就是秋裤，“在我
的印象中，只有奶奶和姥姥
才会在天冷的时候穿上秋
裤，到济南之后才发现，这
里基本每个人都会穿。”对
李畅畅来说，单裤过冬天是
常态，天冷的时候，她会换
上到膝盖的长外套和长长
的靴子。在济南的几年，她
爱上了这里的饮食和文化，
却独独无法爱上秋裤，“现
在有各种打底裤，更觉得秋
裤没必要存在了。”

和李畅畅一样，很多爱
美人士都认为“有秋裤无时
尚”。2 0 0 8年年初，一场关
于是否应该穿秋裤(中国南
方人称之为棉毛裤 ) 的讨
论在网上热烈展开。被时
尚潮人嫌弃的秋裤一度遭
到诟病，越来越多的人加
入 到“ 抵 制 秋 裤 ”的 行 列
中，往年每到秋冬换季时
就找出秋裤取暖的人们为
了爱美，也开始逐渐摒弃
秋裤，即便冻得瑟瑟发抖，
也坚持不穿秋裤。一时间，
好像只要穿上了秋裤，你就
和“土气”沾了边；只要和秋
裤划清界限，就站到了潮流
前线。

可时尚界就是如此风
云莫测，曾经，因某时尚人
士发出“不应穿秋裤”之音
而备受冷落的秋裤，这两年
却由于一线品牌的T台造
型，再度回到时尚前沿。D
&G、GUCCI、Giv e n ch y、
Chane l等纷纷推出秋裤元
素的单品，秋裤也趁着潮流
大牌复古流“高调复出”。从
弃儿到宠儿，秋裤也成为了
时尚界的“励志模范”。

“以前每到秋冬换季，我妈
总是唠叨着让穿上秋裤，我也
没那么反感，后来看到网上那
么多评论，我也开始寻找秋裤
的替代品了，打底裤就是最好
的选择。”22岁的刘敏是山东政
法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国庆
节放假回家时，她悄悄地把妈
妈帮她收拾进行李箱的秋衣秋
裤都拿了出来。她的舍友中没
有一个人在冬天穿秋裤，都穿
打底裤，单层加绒，既能满足取
暖的需要，还能满足女生爱美
的心情，一举两得。“现在卖的
打底裤花色多、弹力好，比秋裤
好穿多了。”刘敏说，她的生活
中，秋裤已经被打底裤取代，其
实她也知道，打底裤只不过是
秋裤的衍生产品。

天冷了，一条单裤已经不
能满足保暖需要，打底裤和秋
裤纷纷亮相争占市场。记者了
解到，二者市场区分日益明显，
主打年轻时尚群体的打底裤目
前更胜一筹。在济南山师东路
一家售卖打底裤的店里，几位
爱美的女同学正选购打底裤。

“老板，这款打底裤给我来四个
颜色。”其中一位女生指着一款
打底裤要了黑、灰、墨绿和枣红
四个颜色，当问及为何如此钟

爱打底裤时，该同学称：“同学
朋友都穿这个，打底裤有厚有
薄，颜色也五颜六色，能配靴裤
和裙子，穿上腿显得细。实在不
行穿在里面也能充当秋裤。穿
上特别舒服，也更好配衣服。不
像秋裤，穿的时候膝盖处容易
鼓包。”

“现在年轻女孩都这样穿，
单裤里面套条打底裤，或者长
靴配靴裤、裙子和打底袜，根据
天气决定所穿打底裤的厚薄。”
在山师东路经营一家内衣店的
张女士说，“现在天气冷了，好
多顾客来了都买打底裤，买秋
裤的也有，不过很少。”张女士
在这条街上开店已有四五年
了，据她介绍，以前店里主推的
产品是整套的秋衣秋裤，“尤其
是收身塑形效果的，最受欢
迎。”可最近这两年她发现，年
轻人购买最多的还是各式打底
裤。“我们这个市场主要是针对
学生等年轻群体，货存的秋衣
秋裤不好卖，我在进货方面也
会注意。”张女士说，打底裤可
以内搭也可以外穿，看上去更
漂亮时尚一些，“其实说白了，
打底裤就是改良版的秋裤，谁
让年轻人喜欢呢，为了销量咱
也跟着赶时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有条纯棉秋裤
是件值得炫耀的事儿

●二十一世纪初期

从弃儿到宠儿
成为时尚“励志模范”

●秋裤新生代

打着秋裤擦边球
迎来各种打底裤

超链接

天气骤冷，翻箱倒柜找出毛
裤穿上，腿不冷了，浑身都觉得暖
和，可这一保暖神器却屡遭诟病，
秋裤就在那里，穿，还是不穿，是
个问题！

“有一种思念叫望穿秋水，有
一种寒冷叫忘穿秋裤”、“天冷了，
你妈喊你回家穿秋裤”……翻遍
各大社交网络和论坛，关于“穿不
穿秋裤”的讨论声此起彼伏，看一
众网友都是如何看待秋裤君的！

@刁刁不做小胖妞：天气突
然转冷，没来得及穿秋裤，下班回
来赶紧找出来穿上了，身体是自
己的，现在冻坏了腿，老了有罪
受，身体是自己的，嫌弃是别人
的，这有什么丢人的？

@陆陆gg:只要冷了，甭说秋
裤，俺皮裤也穿。

有“秋裤君”的忠实支持者，
也有坚决反对者……

@暧昧就像三后卫：没有秋
裤，但适当的时候会拿长打底裤
(就是纯色或者花色冬天穿裙子
时穿的那种)当秋裤穿……

@密斯特饼小姐：不穿秋裤
的男人才是好男人，不穿秋裤的
好男人就是man哥，遇到一个不
穿秋裤的男人，就嫁了吧！

@我叫王乐乐：秋裤是奶奶
辈的专属，我还是坚持要风度不
要温度，远离秋裤，珍爱时尚！

………………
看着网友们关于“秋裤君”的

种种评论，也是醉了！你穿还是不
穿，秋裤就在那里！

所有嘲笑秋裤是土掉渣的中
国特色的人注意了：秋裤其实是
原装进口的洋货。

若说到秋裤的始祖，不得不
提到15世纪的亨利八世。在欧洲
宫廷里，他最爱穿一种男用马裤，
羊毛材质，紧身裹腿，下搭贵族尖
头鞋。久而久之，这种裤子的实用
性和装饰性开始分化。

装饰性的那一部分，成为了
如今的Legging，即在女孩中十分
流行的打底裤，各式各样的外形
和花纹掩盖了它秋裤的实质；而
实用性的那一部分，就成了流行
于广大人民群众间的秋裤。

秋裤前身的前身——— 长内衣
裤，早在17世纪的英国就已出现。
在18世纪，它已经成为流行的睡
衣。

它 还 有 一 种 称 呼 叫 l o n g
johns，有一种解释是，它来自于19

世纪末期的著名拳击手 J o h n
L.Sullivan。每当他走上拳击台，最
爱做的事就是将他那条长形内裤
外穿。

作为秋裤的前身，它们的样
式是将人体上下身全部包住，手
脚腕口紧收，几乎等于将秋衣和
秋裤无缝结合到了一起，以便确
保保暖。

一直到1915年，一个叫弗兰
克·斯坦菲尔德(Frank Stanfield)

的加拿大天才发明了现代样式的
秋裤，并在这一年的12月7日申请
了秋裤的专利，成为现代商业秋
裤之父。

秋裤，

原是洋货一枚

七嘴八舌

秋裤就在那里

穿，还是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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