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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盖与展露的身体游戏
——评朱利安 - 鲁宾逊的《人体包装艺术》
文 / 齐志家
与一般服饰作家的中规中矩不同，朱利安

裳，归根结底应被认为是心灵的衣裳，而不是

- 鲁宾逊的服饰研究往往饱受争议。这不仅因

人体的衣裳。衣着本身具有某种力量，
诸如煽

为他具有享誉国际的著名时装设计师、作家、

情、呵护或是震慑，人们往往就是运用这种力

学者和历史学家的众多身份，而且在于他具体

量传递性别信号和社会信息。在此，鲁宾逊思

研究中的激进立场。但不可否认，鲁宾逊关于

考的衣裳连接着身体和心灵，并且衣裳就是心

人体装饰、服饰心理及审美的研究给予我们独

灵对身体进行包装的成果。

特的视角和发人深思的意义。
《人体包装艺术》

“历史的视角”
部分是在社会历史的层面

被认为是一部内容丰富博学、图片精彩绝妙的

探讨衣着与性关联的具体历史。具体到从兜裆

关于人体装饰的著作。[1]当然，其对服饰研究的

布到领结，
从紧身胸衣到撑架裙，
从制服、
婚纱

根本贡献还是应该在于其特有的“身体意识”

到牛仔裤这些具体的身体包装。鲁宾逊注意

与“基于身体的立场”。

到，在西方文化中，不同时期展露不同人体部

传统服饰著作，往往过多地把服饰作为一

位的性信号区域，
而又同时掩盖其它部位。这

种观念和象征来考察；而鲁宾逊则从“包装身

种转移性感展示部位的现象又被时尚作家们

体”的角度来强调服饰中的身体意识。他认为，

称为
“性感部位转移理论”
。衣着的目的就在于

服饰从来都是人类改变身体的欲望的结果 。

发出性能力信号，引发性需求，并展示财富与

正如在引言中所说，
“从着装中所产生的身体

权力。即使财富和权力也可引起性兴趣。在两

意识的提升感很可能是植根于我们内心深处

性上，男装则是为了取悦女性，而女性则为了

的”，
“我们从穿衣中得到身体乐趣——
—”
。正是

相互攀比性的魅力。诸如，
紧身胸衣提供了性

基于这种服饰观念，
《人体包装艺术》在衣着行

诱惑的工具，它能立刻凸显女性的第二性征，

为与性心理之间建立起密切的深层联系，认为

鲁宾逊认为，
上面的胸部和下面的臀部。在此，

服饰是既掩盖又突出地传递着性信息。

人类历史中曾经创造出众多性吸引的手段，而

“心灵之衣裳”部分是在心理学和人类学
的意义上，探讨衣着、衣裳、身体以及心灵的联

作为人体包装的衣着从来都是从根本上希望
增加身体的性魅力。

系。指出衣着的根源在于人类的心灵，
并最重

“标志与象征”
部分是基于符号学和文化

要地在于创造性的吸引力。作为人体包装的衣

学的意义，
探讨性信息及社会信息传递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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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身体的展露方式通常被用于向观众传递性

人类的服饰行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最

别、文化归属及其社会地位等信息。通过一系

原始的愿望，
这就是愿望装饰自己并显示性感

列繁复的标志与符号，服饰可强化身体特征，

鲁宾逊的这种揭示既
与增进性魅力。很显然，

标志性成熟以及激发性的兴趣。在西方，这个

更为重要的是，
是独特又是卓有成效的。然而，

符号信息系统经历了数百年的渐变和演化，
形

这些直白的研究内容与问题背后所隐含着的

成了服饰与性的关联方式。作为一种除了表

研究视角与立场应该值得我们格外的关注。这

情、姿势之外的身体语言，作为一种身体装饰

是因为，鲁宾逊采取的“身体立场”对于时尚与

的服饰，作为一种交往的信息符号，服饰往往

衣着研究来说具有某种开拓性的意义。在《人

传递着性信息内涵以及民族性内涵。不同时代

体包装艺术》中，鲁宾逊最突出地强调了衣着

有着不同衡量性吸引力的标志。服饰不仅本身

是身体的衣着，身体是衣着的身体。他也试图

与身体部分有着联系，
服饰本身也充满着性信

在更潜在的层次为我们展示衣着中身体的诸

眼晕
息。诸如，女鞋与阴道；蕾丝与阴唇阴毛；

多面向激发我们关于身体问题的思考。这就是

与性兴奋的关联。
“现时与今日”部分主要探讨当代的服饰
与时尚，特别是 1950 年代以后的民主化的时

与身体以及遮盖和展露
“遮盖”
与身体，
“展露”
游戏中的身体。
首先，衣着就是被遮盖的身体。这个身体

装进程。人们可以随意打扮，而设计师则无拘

被作为人性化的身体，而区别于动物的身体。

无束地炮制出年轻性感的形象，但地球村的现

在鲁宾逊看来，遮盖不是因为羞耻，而是因为

实也使得人们往往可能被商业化所操纵。
“观

需要创造吸引力。他主要追溯了羞耻感的起源

念的变化”部分则主要分析当代衣着审美观念

以及羞怯感的原因。羞怯感被认为是被有了穿

的变化。研究认为，我们显然不愿意长时间地

衣模式的结果，
而不是其原因。在古希腊，
裸体

持续一种穿着样式，往往以不断的变化来显示

是种公开认可的行为，
而对于裸体的羞耻感则

我们的永不满足。但是，这种变化也永远是由

是后来的一种认识。借助人类学家的观点，首

羞怯和展露之间的永恒妥协达成的连锁反应。

先是出现了用以吸引对性感带的注意力的服

我们从来不认为存在完美的样式，我们永远在

饰，再开始有用作遮掩方式的服饰，也就是所

追求新的样式的途中。观念上的变化还在于，

谓的对人体包装的穿衣模式。实际上，对待服

新的流行样式往往是极其具有美感的作品，
人

饰的文化态度往往各有不同，羞耻感的标准也

们穿着的目的在于炫耀服装本身，而不是旨在

各异。诸如，
在西方的当代，
穿衣模式是为了高

将它们穿得多么性感。当然，那些希望展示自

佻、性感和年轻而穿着；在部族习俗里可能是

身性魅力的人们仍然可以选择全新的性感服

为了传递标识信息。而在另一些时候，
穿着仅

饰。

仅就意味着按照祖先的方式来包装身体。在鲁
鲁宾逊的《人体包装艺术》一书又被副标

宾逊看来，就服饰的起源而论，服饰在很大程

题为“服装的性展示研究”
。这一标题更直白地

度上是用来增强性吸引力，
并主要将他人的注

表明了作者的写作目标 --- 服装与性的深刻

往往
意力吸引到性器官上。在西方很多样式，

联系。正如，
上文所述的那样，鲁宾逊深入探讨

通过掩盖住能唤起性欲的部位，而设计出特别

了人类衣着行为产生的深刻原因就在于性吸

为刺激观众的想象力的作品。由此，并非由羞

以来，
引力的诉求。即使在所谓的“穿衣模式”

耻感而穿衣，
相反，
穿衣的结果形成了“裸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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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的羞耻感。实际上，人类的社会历史表明，

们也可能对服饰所传达的性信息一无所知，但

在罗马人哪里认为裸体自由。罗马人对裸体影

在选择服饰时，性编码信息仍会发挥重要作

响道德没有任何概念，他们也根本没有基督教

用。并且，
这些编码信息也正是我们喜好某种

传教
道德的基础。而当罗马人皈依基督教后，

服饰的真正原因。

士开始传播裸体为恶魔的作孽，将其与原罪联
系，这才是羞耻感的来源。

最后，衣着就是身体遮盖和展露的游戏。
恰恰是羞怯培育了欲望，
服饰既是展示身体的

其次，衣着就是展露的身体。这个身体被

手段，
又是遮羞的一种方式。在此，
羞耻感本身

作为欲望的身体。尽管我们的祖先曾为裸体而

存在自相矛盾，它同时满足着人类的两种倾

着迷，甚至在一些艺术里仍然崇拜裸体，裸体

向，
亦即我们穿衣方式和我们的行为方式。一

也不可否认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但掩盖

方面，羞怯感要求遮盖身体；另一方面遮盖的

裸体对于公开场合仍然显得相当必要。绝大多

部分往往吸引了注意力。正如，
沃德所说，
隐匿

数人们还是摒弃了裸体状态。人类历史中，
以

是好奇心的食物。弗吕格尔的性感带理论也指

服饰美代替身体美的趋势早已出现，穿衣已

出，
女性时尚的历史就是基于性感带的不断转

成为公认的传统习俗，而裸体或几近裸体被认

换。并且，
我们往往倾向于截然不同的角度来

为是不道德的，或至少被认为是性挑逗行为。

看待服饰，
对于羞耻，
它既是遮盖又是展示。西

大多数人类学家认为，服饰的原始目的是吸引

方服饰就被弗吕格尔认为是“人性外表永恒的

对性感带的注意力。但随时间的推移，作为吸

羞耻心”
。而实际上，
比正常的害羞夸大了的羞

引注意力的服饰转变为作为遮掩方式的服饰。

耻心满足了人们无意识的展示欲望。如上所

我们看到，当今时代的许多服饰风格在很大程

述，
羞耻感的起源可能在于早期基督教对裸体

度上体现着最原始的愿望，装饰自己并显示性

自由观念的抛弃，
而急于与“肉体”相斗争。但

感是最重要的理由。服饰的目的就是增强我们

教堂却把作为主观意愿的性欲和客观存在的

身体意识和感官享受。服饰的历史也表明，
不

裸体混淆起来。以此来认为掩盖身体就掩盖了

是所有类型的身体展示和包裹在本质上都具

欲望。但却不了解这样的掩盖非但压抑不住对

有明确的或象征性的性含意。有的服饰只是社

人体的渴望，
反而由此造成了神秘感而更加提

会文化的象征，有的只是保护功能的需要，有

高了欲望。服饰的历史也显示，女人改变衣着

的则是用于装扮的目的。这些样式往往并不要

是为了保持男人的
风格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突出性感区域，而是有多种动机，诸如地位标

性趣。最有效手段之一也就是把性感区关键部

示、地域民族、炫耀财富、延伸肢体、职业特点、

位的展示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而如果

羞怯防护、个性表达、
性别区分等。但在穿衣的

兴趣的关键特征是公开地进行炫耀的，那么这

动机中，与性生活有联系的动机占据着重要位

种特征的新奇价值很快就会消退，
所以这部位

置。正如弗吕格尔认为的那样，就服饰起源而

一般又都是要求被遮盖着的。

言，服饰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增强穿衣者的
性吸引力，并将他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身体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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