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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期间妇女社会角色的变化及其服饰表达
文 / 郭丰秋
本论文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女装时尚入手，探讨期间复杂的女性形象,揭示法国妇女社会角色的变
化。在革命前，
大多数人对女性的期待停留在男性的取悦品角色上。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传统的社会性
别秩序遭遇强烈冲击，
两性关系出现变化，
妇女们开始关注时事，甚至发出追求男女平等的呼声，通过服装
从而造就不同的妇女形象。
行为表达其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热情，
法国大革命
妇女社会角色；
女装时尚；

大革命（1789-1794）前的法国是一个男权

男女关系的和谐发展[2]。为了博取男性的青睐，

社会。在传统性别体制下，除了极少数如“贞

妇女们想尽办法装扮自己，用紧身胸衣、裙撑

德”或有所作为的王后、宠妃外，妇女的首要职

弱不禁风的形
等衣具将自己塑造成纤弱柔美、

责是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政治是男人的专

象，这种着装方式严重损害了女性身体健康。

利。在基督教文化中，夏娃是为了取悦亚当而

除此之外, 大革命前的妇女缺乏公共话语权，

被上帝创造的。相应地，妇女着装方式往往围

她们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低下，
只有少数精英女

绕着男性审美趣味的变化而变化。到了法国大

性通过沙龙认识世界。即使在沙龙里，
精英女

革命时期，传统的性别体制遭遇重创，妇女们

以优雅
性的工作也是掩盖自己的个性和才情，

不安于家庭角色，积极参与社会和政治运动，

精巧的举止和谈吐激发他人的灵感。

甚至发出女权主义的呼声。服装作为一种符号

18 世纪欧洲技术和医学的发展促使人们

语言，能够将抽象的思想具象化，有助于推动

在着装上注重健康和机能性。人们认为，男性

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改革。因此，大革命时期妇

在生理层面较为强壮，适于参加户外活动，如

女们利用服装表达其政治热情，努力改变其社

散步、
跑步等运动，因此，他们可以穿着便于走

会角色，向男权社会提出挑战。

路的鞋子，
男装的结构更便于活动。女装的廓

1 法国大革命前作为取悦品的妇女及其服

形和结构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进入洛可可时

饰形象

代，
但她们依旧要穿着十分标准的高跟鞋。这

法国大革命前，人们认为，女性的天职是
取悦男性，启蒙运动领袖卢梭也持这种观点[1]。

些鞋子彰显出她们温顺、柔弱的天性，抑制了
妇女参与运动的热情和能力

。

[3]

这个时候，女性装扮自己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炫

尽管如此，
大革命前法国妇女的自我意识

耀财富，而且是顺应这种天职。
“时尚几乎一天

有所觉醒和提高。随着法国被卷入工业革命的

几变”，
其目的便是帮助女性取悦男性，以实现

洪流，商品经济冲击着法国传统的社会结构，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社会性别视角下女性服饰文化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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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妇女摆脱传统社会角色的束缚。在服装

形、质具
自然美。而古希腊和古罗马女装的色、

行业里，最初的设计师、裁缝等职业基本上由

洛可可风格女
有健康、
自然的审美特点。于是，

男性占据。随着服装市场的扩大，许多女设计

装开始向新古典主义风格转变。

师和女裁缝获得了就业机会。一些女商人因其

图 1 是 1790 年的时装画，画中女子穿着

个人能力和产品，获得业界的肯定。最典型的

时兴的修米兹长袍，
该长袍是用白色细棉布制

例子就是露丝·博迪。她是巴黎极具天分的服

作而成，
服装面料十

装设计师之一，
“她的职业生涯证明了业界声

分轻薄、柔软，裙子

[4]
誉的重要性”
。并非所有的妇女都像女性从商

很长，往 往垂 到地

者一样成功改变其社会角色，但后者的成功激

上。从画 中可以 看

励着其他妇女，并预示着女性社会角色在大革

出，
洛可可末期夸张

命期间会得到进一步改变。

她
的头饰已经消失，

2 法国大革命期间女性社会角色的变化及

解下了紧身胸衣和

其服饰表达

笨重的裙撑、臀垫。

大革命期间的妇女形象有些复杂,原因在

图 2 是 1791 年的女

于大革命产生的思想和政治激荡使妇女社会

性，
图中修米兹连衣

角色发生了变化。影响女装时尚的因素很多，

裙的腰际线被提到

时人对妇女社会角色的期待各不相同，因此，

胸部内侧
乳房底下，

妇女着装方式也十分大胆和混乱。

有护胸层，袖子很

2.1 古典女性形象与新古典主义女装

短，可以露出玉臂。

图 1：
http://www.blastmilk.com/

古典母亲形象源于法国人对古希腊、古罗

整 体 造 型 简 洁 、流

马文化的向往。18 世纪中叶，意大利那不勒斯

畅，
如同希腊女神一

附近的赫库兰尼姆和庞贝两大古代都市的发掘

样高贵，又如希腊

引起人们对古代文化的重新关注，
“朴素、
高尚、

世界里恬静、祥和的母亲，这正是反奢侈潮流

平静而伟大”
的古典文化吸引着好奇的法国人。

下法国社会所呼吁的女性形象。

此外，
工业革命使法国服装制造业和服饰
加工业更加兴旺，服装制造较以前更为迅速，

图2:http://www.blastmilk.com/

2.2 革命妇女与爱国女装
法国大革命前，服装时尚与政治潮流之间

服装时尚周期相对缩短，大多数女性沉迷于购

有着一定的距离。但到了革命时期，
在反奢侈、

物，这令法国社会的理性人士十分忧虑。一些

反阶级差别的压力下，
服装行业改变以往的营

知识分子指出，
妇女天性中的柔弱和虚荣容易

销策略，
将政治观念与着装方式联系起来，讨好

使她们道德沦丧。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

顾客和政府。于是，
女装时尚的政治色彩浓重起

瓦内特就是个生动的例子，她的挥霍无度为法

来，
成为标识着装者政治态度的符号。正如服装

国带来灭顶之灾。据此，人们希望自然而质朴

杂志所宣传的，
如果你想表明对新制度的拥护，

的母亲形象来稳定家庭和社会秩序。

就应该穿上平纹棉布制成的长裙，佩戴由白、

法国启蒙运动中卢梭提倡的“回归自然”

红、蓝三色组成的花朵。如果你想支持教士等

也对法国女装时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

级，
那么就穿上小丑似的红黑两色的短上衣[5]。

认为，服装产业正用狂热和华丽的东西腐蚀着

大革命期间，
古罗马和古希腊故事以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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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美德对女装时尚影响很大。红色是罗马共和

小红帽表示可能建立起新的性别秩序。1791 年

国的经典颜色，
代表着自由。大卫在《帕琉斯和

9 月，女作家奥林普·德古日发表《妇女与女公

海伦》中塑造了一个头戴红色弗里几亚帽的资

民的权利宣言》，强烈抗议压迫妇女，主张妇女

产阶级形象。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这种帽子是

应享有一切男人的权利。小学教师萨尔在 1790

自由的象征，也是团结人们反抗专制的信号。

年成立了一个“男女友爱社”
，
准许妇女在那里

不久，小红帽和三色徽成为法国大革命的象征

出席会议、
参加表决并走上讲坛发表演说[6]。

符号，三色服装和装饰在女装时尚中迅速流行

一份署 名“B．B．夫人”的陈情书写道：

起来。图 2 中的女性腰系三色缎带，正在向国

“妇女的准则是勤劳、
服从和沉默，
这确实是一

民公会捐献珠宝，支持革命。她们面容圣洁，
使

种与无知的世纪相符的制度。今天，知识和理

人联想到罗马故事中伟大的妻子或母亲形象，

性已经证明了它的荒谬。妇女有理由要求获得

后者将家中男人送往战场，
保卫罗马共和国。

选举权，因为她们和男人一样，承担缴纳王国

此外，
也有穿着英式罗布的时髦女性。如

赋税和履行雇佣合同的义务。”另一份自称为

图 3 和图 4。这种服

“三级会议的组
《法兰西妇女的陈情书》 写道：

装受到英国军事着

成，
就概念来说，
它既然能代表整个民族，也就

装 风 格 的 影 响 ，这

应该代表我们。可是，民族一半以上的人口却

种服装便于行走和

而这一问
被排斥在外。先生们，
这是一个问题，

骑马。但有意思的

题伤害的是我们这个性别。”
还有一份致国王

是，图 3 中的女装

的请愿书写道：
“我们要求受到教育，要求获得

装饰着三色缎带和

工作，不是为了侵犯男性的威望，而只是为了

三色徽，她手中耍

受到尊重，
为了使我们获得摆脱厄运的谋生的

弄的玩具悠悠

[7]
手段。”
这说明，
一些妇女已经认识到传统的

（YoYo） 也 是 红 、

性别体制对女性造成的歧视和伤害，希望从法

图 3：
http://www.blastmilk.com/

白、蓝三色。图 4 用简洁的白色和红色传达出

律层面消除自古以来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实现

大革命时期常见的共和主义气息。

男女之间的真正平等。

2.3 平等妇女与女着男装行为

确实，
大革命期间，对女性的称谓出现了变

较之以前，大革命期间的法国妇女更加关

化。之前用来称呼男人和女人的“先生”
（Sir）

下
注政治局势和国家荣誉。当大革命爆发时，

和“小姐”
（Lady）被斥为封建遗瘤，人们用“男

层妇女和男人们一起

公民”
（citoyen） 和“女公民”
（citoyenne）代

走向街头，为了面包、

替。但要注意的是,在之前的法语中，
“公民”只

平等和自由而战。除

有阳性形式，
专指男性。这说明,女性不再囿于

了消灭等级差别的

母亲或妻子的形象，
而是与男性比肩而立。

平等外，妇女们也呼
吁实现两性平等。
对法国人来讲，

图 4：
http://www.blastmilk.com/

1793 年春，
有不少妇女获准加入无套裤汉
“两性无
的各民众社团。1793 年 7 月，
一个名为
套裤者社会和谐社”的民众社团明确规定：
“将

小红帽代表民族的

一视同仁地接纳女公民参加本社的爱国主义

再生，对妇女而言，

活动。”
更有甚者，一位名叫克莱尔·拉孔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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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演员还成立了清一色由妇女组成的“革命共

[10]
身穿长裤等行为
的价值”
。妇女头戴小红帽、

和派女公民俱乐部”[8]。该俱乐部并不专门讨论

预示着她们将要打破性别秩序，争取在政治事

妇女问题，
而是像男人的政治俱乐部一样大谈

务中与男人平等，
而这是违反造物主的安排的。

国事，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曾积极投身于 5 月 31

但
可见，
大革命虽然扫荡了封建传统的旧意识，

日至 6 月 2 日的起义，为从国民公会中清洗吉

性别歧视的幽灵始终回荡在各种场合。男人们

伦特派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方面追求他们自己的“天赋权利”
，另一方面

在着装方面，革命妇女认识到，三色徽、小
红帽、
无套裤不应该是男性的专利。1790 年的

将妇女视为其天然附属品和潜在的
“敌人”
。

3 结语

一些时装报刊甚至向妇女们推出了一种被称

法国大革命对传统社会性别意识产生了

作“制宪服”的朴素时装，到 1792 年这种时装

强烈冲击，
为妇女社会角色的转变提供了有利

又被配以流行于共和派中的小红帽而成为一

条件，
服装所具有的政治符号意义则有助于为

种“平等装”[9]。政治热情极高的平等女性往往

妇女塑造强烈的趋向于男性的革命认同感，也

头戴小红帽，佩戴三色徽，甚至身穿长裤参与

促使广大妇女社会角色意识逐渐觉醒，争取与

民众社团的议事活动。这些行为表明，
大革命

男性同等的权利。然而，传统性别体制的历史

期间，妇女的社会角色开始出现了短暂的转

影响在短时期内是难以消除的，法国女装时尚

变，
“女公民”的流行说明，妇女摆脱了纯粹的

女性身体
在大革命后又向浪漫主义风格转变，

家庭主妇的角色，具有与男人同等的参与国家

又被束缚在紧身胸衣和裙撑的牢笼里。即便如

政治生活的权利，她们在传统社会性别制度中

此，
大革命期间妇女社会角色的短暂转变是现

的消极形象出现变化，而女装时尚则是妇女社

代女权运动的先声。

会角色的媒介或载体。
然而，法国大革命期间，并非所有人都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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