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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与美丽不是一回事
今天，模特现象早已深入

人心，也赢来无数人的艳羡目
光，但鲜有人知道，模特外形
与大众化审美之间并没有等
号。一些红得发紫的超模，若
以大众审美标准度之，除了感
觉身材比较匀称外，实在难言
漂亮。

事实上，模特选拔确有一
个约定成俗的通识标准：年轻、
白皮肤、健康的牙齿、对称的五
观。女模至少要有一米七五高，
三围接近 34、24、34。而男模要
有一米八三至一米九高，腰围
在 32，胸围在 39 至 40 之间。不
过，数字也只是数字，并不表明
满足这些硬杠杠就一定能够走
上 T 台。作为一名久经 T 台的
业内人士，阿什利也无法用一

句可操作性的准确标准加以概
括，只是觉得模特普遍“处于美
丽与丑陋之间，熟悉而又陌生，
同时吸引和拒绝它的观众”。

阿什利通过亲身经历感
知，模特行业审美存在极大的
随意性。几乎每位经纪人、客
户、摄影师，每场 T 台秀，对模
特的选择标准不一。如果不是
早就被捧红，鲜有模特能够成
为各种秀场的常胜将军。

在时尚产业的快速发展
下，特别是模特审美权游离于
大众审美体系时，模特的外形
与美丽开始出现裂痕，至而各
行其道，“在这条深藏不露的文
化生产流水线上，好看不是唯
一的标准，合适的外形才是时
尚的起源，人们接受训练、推

销、打造成珍贵的商品”。
隐约中，这又像一条悖论，

即作为时尚展示的活动“衣
架”，一方面媒体和商业希望
模特外表具备鲜明的骨架特
征，最大限度展示时尚的内
涵；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模特具
备太过出色的大众审美容貌，
至而掠走时尚风头。简单点
说，尽可能凸显四个字，即“人
靠衣装”。

外形与美丽之所以分道扬
镳，权因模特界的审美权牢牢
掌握在媒体和商业圈的少数人
手中。当话语权成为少数人的
审美特权，这种审美难免游离
大众常识，标新立异，甚至在追
求极致中异化为畸形美，比如

“瘦是王道”的模特审美律。

前卫与商业不是一回事
在常识中，模特是服装展示

的活动衣架。不过在模特圈，这
只是模特两大特征之一。模特一
方面是“前卫”的象征，而“前卫
艺术一般总是表现出一种与传
统彻底决裂的美学极端主义”；
另一方面，模特又肩负着服装特
别是时装销售的重任。

众所周知，米兰、巴黎、伦
敦时装周闻名全球，但这些地
方的时尚明显“轻商业而重视
创意和艺术”，如同阿什利所说
的“为了时尚而时尚”。“许多走
秀款的设计并不实用，或者说
并不适穿，也不是他们真正想
做的。在历史上，那些在服装沙

龙中亮相的最引人注目的展示
品从未投入生产，因为他们的
目的就是引起公众注意，提高
高级定制的声望”。阿什利将这
种现象归结为“最昂贵的公关
手段，是品牌的实践”。

阿什利称“前卫是一种不
明确的特质”，其“不是商业上
的漂亮，而是一种背离了传统
吸引力标准的外形代码”。或者
说，“前卫”更偏重精神层面的
抽象展示，所以“‘前卫’的媒体
类外表主要存在于表达品牌形
象，挑战艺术革新的极限”。从
这层意义上讲，当我们谈论模
特的“前卫”现象时，谈的不再

是商业问题，而是一种审美艺
术，如同电影界的文艺片，总是
满满的艺术气息。

除少数时尚周比较看重“前
卫”元素外，媒体大片则是“前
卫”现象的温床。相较于 T 台秀
不菲的高回报，媒体大片的报酬
则低得多，即便是在纽约这样发
达的商业城市，一天常常仅数百
美元，还不够模特打打牙祭。尽
管如此，那些具有长远眼光的模
特断然不会拒绝媒体大片的邀
约，这是因为“媒体与商业生产
者对于好的品位、好的作品、合
理的价值有着不同的理解”，媒
体往往更具前瞻性和引领性。

女模与男模不是一回事
从百多年前查尔斯开始启

用真人模特时，T 台上便是白
人女性的天下。尽管 T 台上后
来有了男性，再后来又有了黑人
等其他有色人种，但在阿什利看
来，“这些模特（有色人种）主要
在照片拍摄和走秀中被用来诠
释‘异域’主题，选择他们是为了
增加‘对于当时流行思想的额外
颤动’，这些理念是为白人而产
生的，也是出自白人的”。

阿什利认为，“在时尚界，
模特的‘外形’是社会不平等的
视觉体现”。上世纪 60 年代，随
着美国女性权利的觉醒，还有
美国黑人权利抗争取得的进
步，T 台“不得不”顺应时代的

潮流，主动或被动地加入更多
彰显政治平等的元素。这些元
素加入 T 台的审美，但更像是
一种应景的“政治审美”，事实
上也并未对白人女性的核心地
位构成威胁。直到今天，“我们
所谈论的所有高端时尚都是崇
尚白种人的”。

有趣的是，很少有哪一行
的男性能像模特这行，表面光
鲜的背后，总是充斥着太多的

“女尊男卑”的不平等现象。阿
什利的调查发现，在模特界，

“女性的收入要比男性高出 25%
到 75%”。而为了人为延长 T 台
寿命，在年龄和三围上撒谎者
屡见不鲜。尽管求证并不难，但

只要供需双方“对上眼”，对需
求方而言，谎言并不是特别重
要。然而，同样是撒谎，女性不
仅比男性多，似乎也更容易令
人接受。不过这倒不是真就说
明女性地位比男性高，恰恰相
反，在时尚展示的受众界，男性
是主体，女性是客体。或者说，
正是男权社会对异性的本能趣
味，才决定了 T 台主角与审美
标准。

总之，如果说 T 台上的模
特是前卫与美丽高点的结晶，
那么 T 台的幕后都是这个高点
的铺陈。透过阿什利展示的这
条通向 T 台的道路，读者看到
的是荆棘与辛酸。

一场秀的核心秘密在后台

作为模特们心中走秀的最佳殿堂，数日前揭晓的维密秀名单吸引了众人的目光。T 台光鲜的背
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深入探讨模特行业规则的社会学作品《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
则》，其作者阿什利·米尔斯曾在纽约和伦敦做过模特，在她看来，模特行业是外形与美丽、前卫与
商业、女模与男模之间的矛盾对立——— 某种意义上，T 台就像是社会的一块调色板，模特的遭际，本
质上是社会伦理观念的集中投射。

□禾刀

关于武侠小说，日本有这样的说法：一般书店
里，武侠小说的架子上半壁江山是司马辽太郎的；
另外的半壁，二分之一由池波正太郎和藤泽周平平
分秋色，二分之一是其他作家们的。

有人说：拼命要发迹的家伙读司马辽太郎，对
发迹死了心的读藤泽周平，想摆渊博的读池波正太
郎。

专攻英语文法史的论客渡部升一看见年高八
十的岳母读藤泽周平，便也找来读，惊为可以和日
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比肩。

我也知道一个事实：一位企业家卧病，读藤泽
周平慰藉愁绪，死后家属按遗愿资助中国翻译出版
了藤泽周平短篇小说集《玄鸟》。

文艺评论家秋山骏为藤泽周平的长篇小说《蝉
时雨》写解说：“我从事文艺批评近三十年，读书是
老油条了，这本《蝉时雨》竟然把我这老油条返回到
一颗少年心。”

继司马、池波之后，藤泽周平于一九九七年去
世。文学家丸谷才一撰文悼念，说：“通观明治、大
正、昭和三代的武侠小说，藤泽是第一高手，文章如
美玉无瑕，未有出其右者。每有新作问世，对于为数
众多的读者来说，是比政变、比股市起落大得多的
事件。”

藤泽周平出道比较晚，获得新人奖已经是四十
三岁，此后二十余年，创作量惊人。更惊人的是全集
二十三卷，可能有败笔，却没有一篇粗制滥造，我觉
得他是日本寥寥无几值得迻译其全集的作家之一。
虽然得的是直木奖，压根儿被类归为大众作家，几
乎唯有他，例如《浦岛》《玄鸟》均发表在纯文学杂志
上，可以与当代纯文学作家为伍。对人的洞察与同
情，时隐时现的幽默，美丽而严酷的自然景色，他的
作品犹如水墨画，素雅而不嫌贫，精致而不闹心，情
趣似杉林晨雾弥漫在字里行间。

常见小说家忽而写武
侠或历史，一读便知是生
活素材告罄，拿远离现实
的时代来蒙事。藤泽也写
过现代小说如《早春》，写
过历史小说如《一茶》《世
尘》，但基本上一贯写武侠
小说。他说：“我写市井，写
人情，主要把时代假定在
江户，但很少从过去的随
笔之类挖掘材料，多是以
现代日常当中所见所闻、
生活在现代的我本人平时

所思所感为启示来写。”因江户时代处于偏执的中
国化与浅薄的近代化之间，有真正的日本。藤泽讨
厌狂热，讨厌流行，而战争是最大的狂热和流行，他
也讨厌嗜杀的织田信长。他抒写的人情是现代的，
规制人情的义理看似传统，却实在是被他美化的，
由剑豪充当化身。他们保守、拘谨，用意志自律，不
明显表露情思和欲望，对女人的感情乍暖还冷，暖
的是情，冷的是理。决斗不是主题，情趣才是基调。
藤泽好似乐手，奏出人生的旅情，又好似名厨，读者
的心理被料理得苦辣酸甜。

写市井人情，藤泽周平的视角和笔调颇类似前
辈作家山本周五郎，甚至被视为一脉相承，其实，两
人迥然有异，真所谓“名流各有千秋在，肯与前人作
替人”。山本从不谈故乡，小说里几乎全是人，有情
无景，而藤泽爱谈故乡，甚而遭讥讽：如此执着于乡
里的作家真少见。他的小说里无处不见景，有鲜明
的季节感和时刻感。老作家中野孝次赞曰：“在现代
所有的小说家当中，大概藤泽最善于描写自然，像
乡愁一样对读者述说各个季节的山川街镇之美。”

藤泽家乡是山形县鹤冈，那里有《看见龙的男
人》的海，有《春秋山伏记》的山，海与山之间有一片

《蝉时雨》的原野。他在作品里名之为海坂藩。站在
海边眺望大海，水平线缓缓画出一条弧，他说，那若
有若无的缓缓的倾斜弧叫海坂。日本武侠小说最爱
把地点落到实处，这样虚构一个北国小藩很罕见。

《蝉时雨》写的是一个武家少年从十五岁的二十年
成长历程，有秘剑，有友情、亲情，也有淡淡的爱情，
那是一种“爱怜之情”，这样的恋情才强烈而持久。
昨秋观看了据之改编的电影，一时兴起，拿着井上
厦的图示（这位小说家爱读藤泽小说，居然手绘十
几幅海坂藩草图）去游览鹤冈，探寻从根柢支撑这
个作品的如火诗魂。青龙寺川就是主人公牧文四郎
晨起洗脸的小河吧，川边残留着一栋厚厚稻草顶的
老屋。日枝神社就是文四郎带领阿福看夜祭的熊野
神社吧，大红栏杆的三雪桥就是文四郎护送阿福下
船的地方吧。阿福帮文四郎用板车拉回父亲含冤切
腹的坡道在哪里呢？师傅把空钝流秘剑村雨传授文
四郎的道场遗址呢？太阳西斜，这是藤泽常描写的
日暮，我坐在圆照寺檐下，蝉噪如雨，打开刚买来的
当地特产盐渍小茄子品尝。

蝉噪如雨乡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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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声

《美丽的标价：

模特行业的规则》
[美]阿什利·米尔斯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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