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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
服装几乎是最容易彰显一个人性
格、身份、品位的载体。《时尚及其
社会议题：服装中的阶级、性别与
认同》近日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该
书作者是美国文化社会学家戴安
娜·克兰。克兰将法国、英国和美
国的服装变革历程进行了全面且
详尽的比较，并以此向我们演示
了服装所代表的社会意义是如何
变化的。虽然如今潮流的引领者
不再仅限于精英阶层，灵感往往
来源于一般大众，且大多数流行
趋势都十分短暂，但是服装依然
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性别、年龄
等因素息息相关。

□其然

衣服曾经很贵重

在工业革命和服装的机械化
生产出现之前，欧美世界里服装通
常是人们最贵重的财产之一。穷人
很难接触到新衣服，即使身上的旧
衣服也是辗转多次才到他们手中
的。《时尚及其社会议题》统计发
现，1780年在巴黎及其周边地区被
捕的278人中，只有28人有1套以上
的衣服。

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有钱人将
自己的大量服装视作宝贵财产，服
装甚至成为遗产，被他们的亲人和
仆人继承。当时的布料昂贵且珍
稀，以至于服装本身就构成了一种
货币形式，并能取代黄金而成为支
付方式。当资金稀缺时，衣服还能
随着珠宝和其他贵重物品一起被
典当，卖个好价钱。

在工业社会之前，服饰能揭示
出社会阶级、性别、职业、信仰和籍
贯等信息。即使在19世纪，服饰在
家庭财产中仍占据着很大比重。在
法国，工薪阶层男性通常会在结婚
时买一套西装，并希望能穿一辈
子，以用于婚礼、葬礼等重要场合。
年轻女性及其女性亲属，则一般会
花几年的时间来准备自己的嫁妆，
这是她为未来家庭所作贡献的重
要部分，其中包括她将会用上数十
年的衣服、内衣和床上用品。在英
国，一些家庭以省钱买衣服为目的
组建起俱乐部，搞起“团购”。相比
之下，富人们因为财力雄厚，实现
了“衣服自由”，能够随时购置新
衣，也顺道成了整个社会时尚的引
领者。

到了19世纪末，随着机械化生
产技术的普及，衣服变得越来越便

宜，普通人也很容易购买到。作为
率先被广泛接纳的消费品，服装对
所有人而言都是一种享受。当时，
年轻的女工往往会把多数工资花
在时装上，而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
的女性也会把家庭收入的很大一
部分花在买衣服上。时尚的款式不
再属于少数人独享，整个社会的面
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服装史学家对
此的结论是，服装在19世纪得到民
主化，因为所有的社会阶级都接纳
了相似类型的着装。

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评价
1840年时的美国，“在任何时候，仆
人都可以成为主人”。当时，移民们
一到美国，就换下自己的传统服
饰，以此作为摒弃原有身份并建立
新身份的手段。伴随东西部大迁
移，美国也经历了高度的地理流
动，这意味着大量人口在新的地方
建构起新的身份。

20世纪以来，随着成衣在各个
价格层次上的大规模扩张，服装逐
渐失去了经济意义，但并未失去其
象征意义。如今，人们更愿意通过
购置服装来寻求或创造个人风格，
以表达自己对身份的认知，而不再
单纯地模仿跟风、盲从“权威”。

帽子里的玄机

20世纪60年代以前，帽子是彰
显欧美男性社会差异最重要的配
饰。

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之初，欧
美的所有社会阶层都特别喜欢戴
帽子。在1900年拍摄于巴黎的一组
拾荒者照片中，23人中有20人戴着
礼帽或便帽。同一时期关于工厂下
班工人和波士顿示威工人的照片
均显示，几乎每个人也都戴着礼帽
或便帽。那时人们会在现在看来不
合时宜的情况下戴头饰，例如，英
国人会整天都在办公室里戴帽子。
这是因为，大家普遍相信：“拥有一
顶帽子是对进入特定公共生活领
域之准则的认可。”

《时尚及其社会议题》研究发
现，当一种新款的帽子风行时，通
常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会在某段
时间集中地戴在头上，但它最终会
找到自己的“定位”并成为特定社
会阶层的专属符号。

高顶礼帽源自19世纪初的英
国，它最初是供中产阶级和上流社
会的人戴的。高顶礼帽从19世纪20
年代开始向民间传播，其原因可能
是当时的马车夫以及警察都开始
戴这种帽子。到了19世纪中叶，它
已普及至所有的社会阶层。在1861
年拍摄的照片中，大多数英国男性
都穿着最流行的休闲夹克，10人中
有7人戴着高顶礼帽。

圆顶礼帽源自1850年的英国，
它本来是猎场看守人和猎人所戴
的一种职业帽，但很快被富人们用
于体育运动。它在不到十年内传播
至城市，并被人们广泛接纳。有研
究指出：“戴圆顶礼帽的有修路工、
报刊小贩、送奶工、磨刀工、卖兔子
的、卖果汁和水的——— 各种各样的
工人，他们似乎都把圆顶礼帽当作
城市街头的徽章。”而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戴这种帽子的主要是商
人。

像高顶礼帽一样，带有帽檐的
鸭舌帽出现于19世纪初，它最初是
军官戴的。到了19世纪中叶，鸭舌
帽开始成为“工人们最常戴的头
饰”。20世纪初，没有帽檐的布帽主
要是由年轻工人佩戴，而富商们只
在运动时才戴鸭舌帽或布帽。如果
政客们戴着布帽，人们就会认为这
代表着“激进的倾向”。

在法国，每个社会阶层戴帽
子的方式同样存在差异。在19世
纪中期，法国上流社会和中产阶
级都戴高顶礼帽；在19世纪的最
后25年里，他们会在正式场合戴
高顶礼帽，在商务和非正式场合
戴圆顶礼帽。到了19世纪末，他们
仍然戴着高顶礼帽和圆顶礼帽，
但会在夏天选择戴草帽、平顶硬
草帽和巴拿马草帽。数据统计显
示，在1875年之前，法国工人平均
每人有2 . 2顶帽子；1875年后，平均
每人有3 . 2顶帽子。在礼拜日和节
假日，这些工人中约有四分之一佩
戴了高顶礼帽。

在美国，帽子有着相似的重要
性。19世纪60年代“没有帽子的人
是不正常的”；在19世纪90年代，帽
子则被描述为“几乎总能适得其
所，即使在天太热而无法穿大衣打
领带的时候”。据估计，19世纪80年
代的美国人平均每年都会买一顶
帽子。

美国人所选择的帽子式样也
存在地域和阶级差异。19世纪中
叶，生活在美国城市通常需要戴
高顶礼帽，工人有时也会将礼帽
和工作服搭配在一起。此时“低顶
宽边软毡帽”在美国西部各州非

常流行。到了19世纪70年代，富商
偏爱戴丝绸质地的高顶礼帽，深
受铁路工人和农民欢迎的则是软
毡帽。

穿在时尚之都

在时尚界，巴黎的地位是独一
无二的。长期以来，巴黎处于欧洲
社会变革和现代化的最前沿，同时
也是法国国内移民的中心，因此对
服装有着旺盛的需求。

在时尚圈，人们经常会提到高
级服装定制，而沃斯则被称作“高
级时装之父”。他虽然是英国人，但
其时装业务却是在法国进行的。
1 8 5 8年，他在巴黎成立“价值之
家”，这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最重
要的时装屋之一。沃斯在服装设计
上很有天赋，同时也擅长营销。他
深知自己的设计华丽奢华，便将客
户定位于上流社会人士，积极向欧
洲皇室和贵族推销。

沃斯善于创新，他将传统样
式的礼服加以改造，使之更适合
日常生活，据说这是应他的客户
欧仁妮皇后的要求进行的。沃斯
还是第一个用真人模特取代时尚
娃娃的人，以便向客户推广他设
计的服装。

沃斯在艺术和经济上都非常
成功，并为欧洲许多皇室和贵族、
法国上流社会、女演员们提供服
装，这些人反过来又成为时尚的领
导者，带动沃斯的生意。到沃斯职
业生涯结束时，他的时装公司雇了
1200名员工。沃斯的成功，大大提
高了服装设计师的地位。

当时，欧美时髦女性每天要换
好几次衣服，并投身于广泛的社交
活动之中。1887年公布的统计数
字，显示了巴黎对服装的巨大需
求：巴黎拥有200名一流或二流女
装设计师、1800名女装裁缝、500家
服装店和6家大型百货公司。此后，
法国设计师为精英客户设计的高
级时装，引领了西方世界的时尚之
风长达一百年之久。在众多时尚杂
志的宣传下，巴黎设计师的影响力
至今仍不可小觑。

巴黎作为时尚之都的影响力，
在20世纪60年代日渐式微，其原因
在于媒体曝光率的提升以及各种
流行风潮涌现于街头，时尚已经不
再由少数设计师来定义。例如，嬉
皮士风格为美国和欧洲的时尚界
提供了强大的竞争对手，并拓展了
公众的想象力。这种风格的普遍风
行表明，截然不同的着装风格是可
以共存的，严格的着装规则由此不
再适用。

此后，人们更愿意从多重可能
性中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着装类
型。《时尚及其社会议题》指出，电
视受众的数量在20世纪50年代迅
速膨胀，这在态度和行为（文化阶
层）而非社会经济群体的基础上强
化了人们对社群的认同。

不过，服装设计师的光环并没
有就此黯淡下去。经过几十年的探
索，巴黎、纽约和伦敦三大时尚之
都的服装设计师们渐渐找到了自
己新的定位。

在巴黎，服装设计师更愿意把
自己定义为艺术家、艺术从业者，
在各种公开展出服装作品的场合，
他们会充分利用与艺术的关联，来
提升自己的职业声望，进而提高自
己在充满激烈竞争的市场中的地
位。

在美国，大多数服装设计师主
攻日益分散的大众市场，其成功取
决于能否找到与公众产生共鸣的
生活方式。纽约的大牌设计师都是
生活方式专家，他们擅长设计出能
够表达特定生活方式的服装。

在伦敦，较为年长的设计师大
多为艺术工匠，其客户大部分都处
于上流社会，而年轻设计师则被排
斥在外。在反抗性的街头文化和艺
术院校环境的影响下，年轻设计师
更具有反传统意识和叛逆精神。总
体来说，伦敦设计师与青年文化、
流行文化走得更近，其创作风格更
倾向于反常、颠覆、不切实际，并不
一味迎合主流消费市场。

一部服装史就是一部社会变
迁史。服装引领时尚，而时尚正是
社会发展的风向标。在越来越多元
化之后，服装又将朝什么方向走
呢？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时尚及其社会议题：

服装中的阶级、性别与认同》
[美]戴安娜·克兰 著

熊亦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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