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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文化研究要拓展视野，提升高度，
更新理念
文 / 华 梅，任云妹，刘一品
世界上关于服饰文化的专门研究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从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开始的，而中国早在春秋
战国时即有哲学家以服饰现象为论据的记载。20 世纪 80 年代，服饰文化研究在中国境内蔚然成风。如今，
必须采用新理念，如世界人眼光、多维空间、非线性
要想使研究向更纵深方向发展，
就不能固守以往的理论，
思维以及零和关系等，
这样才能使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世界人；
多维；
非线性；
零和；
服饰研究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已经快过半，服饰文化

体形式的增多，
服饰作为视觉形象越来越牵涉

但是，究竟有
研究队伍也已经壮大且遍及中国，

进政治态度和生活理念之中。这就等于说，服

哪些突破呢？这是一个需要有识之士思考的问

饰是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与角色，不能仅限

题。如果我们反复重复别人的话或自己的话，
哪

于艺术，
而应该放在哲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

怕是再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也已跟不上新的时

畴中，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促使我们的服饰研

而今我们
代步伐。以往的理论高度是一个台阶，

究向纵深发展。

需要站在原有的高度上再向新目标攀登，当务

1983 年，
教育部决定在高校设立服装设计

之急便是更新理念。起点便是走出服饰去研究

专业，
各类服饰教材相继推出。这一历史阶段，

而首先
服饰，
研究服饰也不能仅限于服饰本身，

对于服饰的研究主要限于服装历史沿革或索

是社会文化，
因为服饰是人创造的，
又与人一起

性就是对于服饰品的考证。这一阶段的工作是

构成服饰形象，
从而进入社会生活的。

功不可没的，
它实质上是为服饰的全方位研究

服饰，泛指衣服与佩饰。以“服装”二字概

奠定了一个基础。

括，与此同义。服饰与服装实际上都包括衣服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人不再满足于服饰

(主服、首服、足服)、佩饰、化妆和随件四个方

考证上的惊喜，
“时装”作为又一个服饰研究课

面。它既具有物质属性，又具有精神属性，
也就

题占据了相当的空间，
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

是说既可保暖御寒，又可表示喜庆与悲伤，同

趣。与此同时，
以大文化为背景来研究服饰的

时标识着民族、
区域与时代的特征。这样看来，

呼声愈益增强，笔者（华梅著）拙作《人类服饰

服饰绝不只是物质产品，它同时渗透在人类生

文化学》就是在 90 年代中期问世的。当时以百

活中的各个领域，祈福求祥，除灾去病。随着媒

万字的体例，提出一个新的服饰研究理念，即

（12BG063）；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研基金（52WT1107）；天津师范大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东方服饰设计审美研究》
学青年科研基金（52WU1313）
华梅，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任云妹，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助理研究员；刘一品，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
设计学院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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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饰史、服饰社会学、服饰生理学、服饰心理
学、服饰民俗学、服饰艺术学的框架，组构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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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簇拥之下的，
依然认为自己是中心。
西欧也存在这样的中心论，所谓近东、中

研究服
个新的研究体系。这就提出了一个观点，

东、
远东之说，
即始于西方国家向东方扩张期。

饰要从立体去着眼，
去探讨。因为服饰并不是悬

距西欧较近的东方地区被称为近东，
较远的称

浮在社会生活之上的，它本身即是社会活动的

中东，虽然有时界限不是很明显，但被普遍认

一部分。

为属于中东地区的有西亚的伊朗、巴勒斯坦、

新世纪已经越过了 13 年，
对于任何一个研

以色列等十余个国家，东方的中国、日本则被

究领域来说，
目前都处于一个新的起点。时代不

称为远东。这种称谓就是以西方为主而形成的

容许人们再以旧有的理念去维持现状，甚至说

语言习惯，
一直延续至今。在生于 1885 年，逝

再以陈旧理念行事连现状都无法维持了，这是

于 1981 年的美国著名通俗哲学家威尔·杜兰

一个严肃的话题。摆在研究者面前的机遇与挑

的《东方的遗产》一书中，就将内容分为“埃及

战是我们必须以现代理念去研究服饰。政治术

与近东”
“印度与南亚”
、
“中国与远东”
、
。[1]在过

语中有一句话是“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社科

去的近百年间，西方人著书立说，凡称为世界

领域或说艺术门类中的研究工作，同样需要我

的，
实际上主要是西欧。在美国人爱德华·麦克

们与时代同步。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不进步

诺尔·伯恩斯和菲利普·李·拉尔夫著的《世界文

就是倒退，时代已容不得迟缓，迟缓就等于在

明史》中，提及中国的文字篇幅极小；[2]在美国

竞争中自动出局，迟缓就等于丧失生命。

华盛顿大学教授布兰奇·佩尼著的 《世界服装

今日研究服饰，亟需拓展视野，更新理念，
这已经是迫在眉睫的社会需求和时代需求了。

史》中根本就没有中国，
甚至连东方也没有。
世纪之交的西方学者，
已经逐步摒弃了这

现代理念不是空话，它是有所依据有所归属

种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开始客观地以全球观点

的，施行起来也需要符合这个大数据时代。

来研究文化。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家教授 L·G

1 以世界人眼光研究服饰

在他
斯塔夫里阿诺斯是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

众所周知，拥有悠久文明的中国人为什么

著述并已被社会承认为权威著作的 《全球通

选择“中国”
作为自己的国名，即是源起于华夏

史》中，
特别强调
“走向全球化”
。中国学者张广

民族主要聚居并建都于中原，而中原之称又因

勇在该书导论中说；
“纵览今日的世界，人们的

“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礼记·王制》)，而形

‘全球村’的预
时空观念在发生着急速的变革，

成“中土”、
“中州”、
“中夏”之说。《诗经·小雅·

言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各个

六国序》里写道：
“《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

地区的人们，再也不能互相回避，或者奉行闭

国微矣。”
中国古人总认为自己是居于中间的，

关自守的孤立主义政策，
整个世界在愈来愈大

少数民族分别居于中原的四周；中原人是开化

的程度上联系在一起了。”[3]是的，西方学者在

文明的民族，而边远的少数民族则是野蛮落后

他书中的第二编即安排了关于“欧亚大陆的古

的。
《礼记·中庸》里说：
“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

典文明”
，
而且不仅提到希腊和罗马，
同时提到

《史记·天
施以蛮貊。”
将中原四夷统称为中国。

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

官书》 中写道：
“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

出生于 1945 年的英格兰人保罗·肯尼迪

国。”
从那以后，尤其是到了 19 世纪，中国专指

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
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

我国全部领土了。其实，那时葡萄牙航海家麦

史学教授。他在轰动世界的《大国的兴衰》一书

哲伦证实的“地圆说”已经问世三百年了，可是

—第一章：西方的兴
中，
刚提及
“前工业社会——

中国人在近现代依然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在众

起”时，即首先提到“明代中国”
，而后是“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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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林世界”，再后是“两个特例：日本和俄国”

本书中已经完全以世界人的观点来看问题了，

一章的最后论述才是“欧洲的奇迹”。 不难看

这本书的名字叫《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

出，当代西方学者已经关注这种世界人的角色

建》。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说法，如“普世

与视点，十分重视全球事实，而不再拘泥于原

文明”
，如“核心国家与断层线冲突”
，如“文明

有的狭小的“自豪点”
。

的集结”
，
都是从全球政治的角度去考虑的。我

[4]

名
有一本当代美国女学者李露晔著的书，

们不能说他已经将西方尤其是美国那种霸道

为《当中国称霸海上》，主要是论述郑和七下西

的思想行为舍弃彻底，但至少可以说，他在作

洋。本来笔者感觉她掌握的资料和论述的深度

为学者去研究国际政治时，尽可能站得高一点

无法与中国学者相比，但认真读过以后，发现

客观。[6]
并力求全面、

她的世界人学术态度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研究服饰也需要这种全新的学术理念，这

的。她不是中国人，她对郑和功绩的了解也许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之一。

不如我们的学者深刻，但或许正因此，使她成

2 按人类史断代思路研究服饰

为从外部世界来探究这一事物本原的陌生或

多少年来，
历史断代已形成了一种固有的

尤为
说崭新的人。 冷静的态度，客观的立场，

较为稳定的模式，人们习以为常，认为不如此

触动笔者的是她将郑和与达·伽马加以比较，

就不是规范的历史书籍。具体到服饰发展史来

丝毫没有贬扬，没有西方人过去那种傲慢的态

说，
人们(包括著书人和读者)已经习惯了一种

度，
这才是当代学者所应该具有的研究精神。

断代方法，
并以为这就是恒定的符合规律的最

[5]

由此我们想到服饰文化，我们研究服饰文
化也不能再拘泥于过去那种先论中国，再论西

佳模式。
在中国服饰史中，
有史前说，也有先秦说。

方的惯性模式。虽说如今不能再以中国为中心，

由于一般工艺美术史中原始社会陶器、石器非

中国的衣冠大国雄风确实也属昨天，但主要是

常丰富，奴隶社会青铜文化又十分灿烂，所以

不能再将中国与西方或其他地区割裂开来，这

这两个阶段以后才到战国。而服饰品由于衣服

已经显得有些陈旧。今日的教材还在延续这种

织物不易留存，因此先秦遗物较少，有以先秦

思路，
那是为了让学生一目了然，
可是研究服饰

魏晋南北朝、
隋唐
为第一章的。总之是以秦汉、

却不能再以这样的思维来确定模块。世界人研

五代、
宋辽金元、
明清等为基本断代格式。

究服饰，
就应该以全球观点去分析。在 1995 年

在西方服饰史中，总是起始于埃及。然后

出版的《人类服饰文化学》中，笔者（华梅）已尝

是美索布达米亚，再以后为希腊、罗马、拜占

二十年后
试着将中、
西服饰史写成人类服饰史，

庭、
文艺复兴、
巴洛克、罗可可。人们认为史是

再来看，
笔者（华梅）的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
具

不可改变的，再细分，还忘不了哥特或维多利

西及非洲撒
有一定的前瞻性。只是还限于将中、

西方则习惯
亚时代。中国习惯以朝代来断代，

哈拉大沙漠以南、美洲原生地以及太平洋岛屿

以民族国家或艺术风格来断代，这种方式已延

几个区域拼接起来的思路，未成熟到将其综合

续了很多年。

当时尚未开放到这种大
论述的地步，
也就是说，

如今学术界开始审视这个问题，回想起历

胆的探索阶段，或说还不具备这种以世界人眼

史上许多名家早就提出过各种不同的观点，如

光论述的能力。

公元前 2 世纪欧洲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波罗比

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学院教

阿，
他生活在罗马统治地中海的时代。他在所著

授，曾任美国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

的《通史》中认为，倘若试图从那种仅与特殊事

划顾问的美国人塞缪尔·亨廷顿在他有名的一

件有关的历史来了解这些活动，那么则与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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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访问最有名的城市或观察各个彼此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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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多维空间概念研究服饰

计划来获得有关整个世界的构成、性质和秩序

说起多元来，似乎大家已非常熟悉，这说

的观念一样，
都是毫无希望的；那种认为仅仅根

明近二十年来人们已经认识到事物并不是呈

据研究个别的历史，便能求得关于整个世界历

直线发展的，
社会现象也在说明社会事物不可

史的正确认识，
这种观念只能是一种幻想。

能按照原来的那种单一模式运行。通讯的发达

断代问题与世界人问题是一致的，都牵涉

信道的缩短与多样
使一切联络显得简单便捷，

到新的学术角度；都存在着如何改变国别史或

化已使人们从刚开始时对信息的应接不暇而

地区史拼凑组合的思维；都向人们提出了一个

变得沉稳老练了，
人们已善于从铺天盖地的信

思考，即如何在社科研究中将社会事物或社会

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东西，
以此作为自己事业

发展史作为一个有机体的整体性或全球性研

发展的资源。

究的方法问题。我们在《人类服饰文化学》中曾

在世界如此绚烂多彩又瞬息万变的时候，

尝试着设定了一个人类服饰史的断代方式，那

社科研究人员已发现我们工作思路不能再停

就是“服饰晨曦”作为第一部分，因为全人类都

留在原来的一维空间。过去的研究中，有许多

存在着一个服饰起源的问题。第二部分是草裙

例子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如 19 世纪在世界

时代，第三部分是兽皮披时代，这也是全人类

范围内影响很大的法国丹纳著《艺术哲学》，曾

都曾经走过的路。尽管在公元记录年代上人们

经引领着人们的艺术思维，
那种富有哲理的思

的着装存在着先后的差异，但就人类服饰的发

辨与批判，
对人们震动很大。可是现在想起来，

展来看，
这种早期特征是共有的。第四部分是

在丹纳论述的艺术发展中，没有适度地提及生

“服饰成型时代”
，下面依次是“服饰定制时

产力和生产关系。艺术是有自己的特性和特殊

、
“服饰
代”、
“服饰交会时代”
、
“服饰互进时代”

的规律，
但是不可能脱离开社会生活。同样的

更新时代”、
“服饰风格化时代”
、
“ 服饰完善化

问题也显现在我们的科研中，如中国 20 世纪

时代”
，
最后是“服饰国际化时代”。这在二十年

作者显然过分地强调
70 年代出版的人文书籍，

前的中国，应该说是比较新的断代方法，现在

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因此削弱了艺术的真正

看来虽然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还属于较早

性质与表现力。[8]

运用现代理念的科学研究态度。[7]

笔者（华梅）在教学中发现，
笔者（华梅）的

运用了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

研究生由于有些出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或 80

“欧亚
一些宏观的断代法，如“文明前的人类”、

年代，没有经历过中国“文革”十年，因而在摘

“1500 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
大陆的古代文明”、

引资料时难辨正误，
故而在 21 世纪的论文中，

世界”
等章节。在“革命的西方文明”一章中，
有

仍出现按照阶级或阶级成分论来分析事物的

“信仰
“发展中的经济”
、
“民族君主国的崛起”、

偏激言辞。再有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研究生教

的时代”
“西欧的扩张主义”等小节，并提出历
、

学单位，
注重让学生早早确立较为狭窄的研究

史对今天的意义，如“人性的本质”、
“文明：是

方向。笔者（华梅）不反对学生进行专项研究，

“历史
、
祸还是福”、
“发达社会和‘遏止领先”’

学生的未来也确实应该成为专家。但是，
以专

中的民族”
等。这种断代法已经说明，由各自国

项课题来带动学习与科研的方法是可取的，过

家或地区的断代法过渡到拼凑式断代法是一

早将学生固定到某一专项的做法却是不利于

个进步，但还有明显缺憾，再由拼凑式向有机

学生发展的。我们强调了三十多年，欲建事业

结合式过渡并趋于全球一统式，才是当前所需

大厦必须有宽大而且厚实的基础，否则的话，

要的研究态度。

沙漠上立一根竹竿，既不会太高也经不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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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这些都在提醒我们，科学研究中的一维思

2004 年开始，
笔者（华梅）萌生了一个服饰

路是行不通的，尤其在现今这个多元的世界。

跨学科研究的想法，
并随之拟成学术计划的腹

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多维空间的思路，论述一个

稿。2005 年 9 月，
笔者（华梅）利用在京开会的

问题，需要考虑到多主线、多平台，比如说，如

相对安静的环境，将深思熟虑的计划正式拟

今市场力量在左右着社会的变迁，人们的思潮

出，
这就是一整套以一级学科为基础的服饰跨

虽说时变时新，但同时还是立体交叉的，因此

学科研究的学术著作，待这部书出版之后，还

我们的研究也必须相应以多维空间概念去进

可有更深入的如服饰信息学、
服饰生态学等二

行工作。

级学科的交叉研究。需要研究的还有很多。多

笔者（华梅）曾认真阅读了一下文化艺术
出版社在 2005 年 8 月出版的 《自由之路》与

维空间是学术研究的新思路，
非线性思维也是
一种历史的必然。

《西方的智慧》。这两部书的作者都是英国著名

立体组构，
交叉互进，多维空间，
已经展示

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其中的《自由之路》完成

出一种学术研究的新动向，只有这样，才符合

于 1918 年；
《西方的智慧》 则出版于 1959 年，

新时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需求。

20 世纪 90 年代被译成中文。爱因斯坦曾说过：

4 零和关系与服饰研究

“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在中国学者张广勇 1999 年为斯塔夫里阿

之一。”
从年代上看，
两部书著述与出版都比较

诺斯《全球通史》写的导论中，专门提到如今政

早，可是罗素的学术思想已经超前，他完全突

治经济界经常谈到的“零和”与“非零和”的关

破了惯用的一维空间，
而向多维进发。在《自由

系。作者写道：
“零和关系就是一方之失与另一

，又
之路》中，
既提到“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学说”

方之所得相等。以往人类始终生活在短缺世界

说到“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在第二部分中，

中。所以，
以前的各种社会都是一方得益引起

既涉及 1894 年出生于俄国贵族家庭的米哈伊

另一方受损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可资利用

尔·巴枯宁，又引出中国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庄

的自然财富是有限的，
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导

子。笔者（华梅）姑且不去评论罗素说的社会主

致个人之间和国家之间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

义是否符合事实，但必须承认他掌握的资料太

行损人利己的争夺和战争。在当代，由于人类

丰富了，而且不是生搬硬套，他将这些有助于

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研究主旨的资料深入研究以后，论述起来纵横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物质财富能满足所有

捭阖，
融汇贯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立

人类需求的非零和关系的世界。这种新世界必

体的多维世界的理论，它绝不是线性的。多主

将引发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和前景的进一步

线、多平台的研究方法已经进入社会科学研究

思考。”

主流，线性思维明显囿于过去的时代。[9]

“零和”问题
从目前的学术研究动态来看，

这就要求我们，
必须注意观察社会动向与

常被人们提起，
这是新形势迫使人们必须做出

各种事物的运行轨迹，注意搜集相关的各种资

的新思考。在国际政治中，
人们正在讨论中国

料与最新信息。当然，能够做到这些的前提是

与美国的“非零和”关系，也就是一方强盛，不

具备一定的洞察能力或吸纳意识，能够主动摄

一定另一方受损。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劳动

取本专业所需的“营养”，在此基础上，才有可

力跨国界自由流动的态势越来越明显。我们能

能具有专业研究的主动性和时效性。事业心是

不能在服饰研究中考虑到这一与“零和”有关

保持事业发展的原动力，而主动意识和工作效

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处理好了，或许可以打

率就是这种原动力的直接表现。

破原有的理念，使事物向着更有力的方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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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一项就耽误了另一项，有能力的人可以驾驭

展。
从研究者身份来看，如今人们发现一人身
兼数职，精通互不相关的几个研究领域或是出

多项，
而且往往因为这种优势促进了事业的发
展。

生与成长历经几个国家、区域，这些原来被认

回想美术史上有名的意大利画家莱昂纳

为不可思议的人物、经历，在过去的年代里常

多·达芬奇，
他被誉为文艺复兴三杰之一，
给我

“奇人”。如果是正常
被认为只会属于少数几个

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绘画作品 《蒙娜丽

人，那将意味着他专业思想不巩固。中国有句

莎》和《最后的晚餐》。可是，
他远不止是一位画

老话：一心不可二用，荀子在他的《劝学篇》中

家，
他同时在艺术、数学、
机械工程、
医学、
地质

特别强调：
“螾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

他被
学以及物理学等几个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八跪而二螯，非虵

人们总结为一个有探索精神和创造智慧的通

蟺之穴，无可寄托者，
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

才。当然，
举这个例子也许离我们太远。再翻开

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惽惽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自由之路》，会看到作者罗素是英国著名哲学
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两视而明，

家、
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同时还是数学家。通

耳不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
鼫鼠五技而穷。

常我们认为搞绘画的一般不大识数，事实证

《诗》曰：
“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
其仪
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
荀子的《劝学篇》曾长时间时刻给我们以

明，
不完全是这样。这些例子似乎已经说明了，
不一定在一个领域有造诣，
就势必会影响他在
另一个领域成为佼佼者。我们从这一固有的认

鼓励，其中很多名言也被我们当成座右铭。我

识框架中将思想解放出来。也许思想放飞了，

们至今告诫我们的学生们：
“不积跬步，无以至

我们会有很多新发现。

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们在强调专

比较学在中国兴起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

业形象时也常说：
“相传鼫鼠能飞不能上屋，
能

了，人们惯用的出发点是中国，因为中国学者

缘(爬)不能穷木(爬到树顶)，能游不能渡谷，

所谓的比较
了解本国文化较深、
较多、较全面，

[10]
能穴(掘洞)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我们

学实际上是从中国的窗里向外看。但后来就不

的意思是说，在如今这浮躁的社会中不要干着

然了，
出现一些“边缘人”
，如《中国人·日本人·

这个想着那个，
到头来哪个都不行。今日看来，

韩国人》的作者金文学。他出生于中国辽宁沈

荀子说得没有错，我们的理解也没有错。问题

任教。他的
阳，
是朝鲜族，
又多年在日本留学、

在于，时代发展了，我们也必须以一个新的视

多重身份、
多重经历以及所受到的多重文化教

角去辩证地看待古人的教育思想。

、
“狗熊掰棒子”一
育，并没有像“邯郸失本步”

比如说，我们不能再强调“两耳不闻窗外

样，得一方失一方或索性都失掉，而是成功地

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也不能“躲进小楼成一

体现出“非零和”的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

当然也不能整天东忙西
统，管它冬夏与春秋。”

是一名“知识牧民”，哪里有知识的草原，他就

忙，毫无主旨。由此引发我们的思考，这些问题

往哪里游动。用一位日本翻译家蜂须贺光彦的

那
是相对的，如果我们的研究人员能力较弱，

话说，
他是一个文化边缘人。蜂须贺光彦很风

还是就干好一项工作，不要想得太多，只是这

边缘人
趣又很严肃地说：
“用动物来比喻的话，

样的研究容易落入肤浅或一维，不容易把事业

非蝙蝠莫属。从前(20 世纪)人类社会比较忌讳

做大。如果我们的研究人员有能力涉猎多项，

而现在对边缘
或蔑视这种脚踏两只船式的人，

那就可以一专多能。从这里，我们理解了服饰

认为边缘人才
人的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研究人员面对的零和关系，那就是，不一定多

是构筑两种文化和社会桥梁的人，随着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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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展，边缘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说到边缘

不是空对空的，不是纸上谈兵，服饰研究直接

人时，日本学者指出“民族学上的边缘人是一

作用于社会科学领域，诸如心理学、民俗学和

个‘跨文化’
的概念，特指生活在两种或两种以

史学等等，
并会对广大民众产生深远的素质影

上文化之间，却不隶属于一种文化，而是共有

响；服饰研究还可以作用于工商业，通过总结

两种文化，并以此为生和创造根基的人”。他讲

分析来指导一线人员更顺利、更便捷地取得胜

到 21 世纪时，专门指出“以中国的林语堂为代

利，
其中获得信誉支持或赚取商业利润等都是

表的脚踏东西文化的人物，为东西文化共存和

胜利的体现。在过去的岁月里，哲学家论述一

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家之言时总也少不了引用服饰或利用服饰。有

以上涉及的只是研究人员本身的零和关

一次，孔子去访问子桑伯子，子桑伯子既不戴

系，
当我们研究服饰时，
会发现服饰设计、
制作、

冠，
也不穿会客的衣服。孔子弟子说，
夫子为什

营销以及宣传等各个环节，实际上都存在着零

么要来见这样一个人呢?孔子说，这个人质美

和关系。在过去的多少年里，
人们在技术上或在

而无文，
我要说服他，
使他文起来。孔子走了以

客户联系上都防备着同行，生怕另一方获知以

后，
子桑伯子的门人问：
先生为何要见孔子?子

后会使自己受到损失，
包括师傅带徒弟，
都不敢

桑伯子说，
这个人质美而文繁，我要说服他，使

把最拿手的绝技传给徒弟，唯恐徒弟掌握了会

他去掉文。这个故事出自汉代刘向的《说苑·修

使师傅失掉饭碗。如今一些服装企业也存在这

文》中，估计根源于《论语·雍也》，那里有孔子

样的问题，技术倒是因流水线等进口先进设备

认为其礼仪过简的论述。这样一段有关服饰形

而难以保密，但一些原料供给和销货渠道都不

象的对话为什么被古籍反复记载并加以发展

愿意让同行知晓，认为交给另一方就会使自己

呢?原因就在于孔子认为服饰形象体现思想倾

自然地失去一部分利益。曾经有一句时髦的

“文胜质则野，质
向。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

话，叫“分蛋糕”，形容获得财政项目或赚取利

胜文则史，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这些显然在

润为切得一块蛋糕。如果用固定的狭隘的眼光

突出儒家的道德标准，即中庸之道，而且孔子

来分析，当然是分蛋糕的人越多，每人得到的

的一系列关于服饰的引申或论述都在强调儒

也就越少，而且一方切取得多，肯定另一方或

家的“仁、
义、
礼、智、信”
，特别是“仁”这一儒家

另几方就会比预想得少。但是换个思维方式来

思想的核心以及“礼”这一体现仁的表现形式。

思考，如果大家携起手来把蛋糕做大不是对各

、墨子说：
老子讲“被(披)褐怀玉，是为圣人”

方都有利吗?也可以这样说，零和关系与非零

“衣必常暖，
然后求丽”
都在以服饰来说明一种

和关系是一个新时期的新现象，不一定能显示

我们能说服饰文化
关乎国计民生的哲学思想，

或说明所有问题，但至少在说明我们从事科学

与实际生产无关吗?服饰无处不在，只要有人，

研究或具体到服饰研究，确实可以拓展视野，

无衣也有饰件，
世界上的人无论皇帝、总统，还

放开思路。如果能够在理论研究上对服饰文化

就会被服饰包裹起
是平民、乞丐，
只要一出生，

学进一步实践的话，
那将意味着更大的成功。

来，或说被各种服饰文化层层包装起来，包括

5 服饰研究要与时代同步

能说服饰仅是物
民俗，
也包括生理学、
心理学，

在这里，首先要确定服饰研究的宗旨，它

加
“清史稿”
质或普通产品吗？中国
“二十四史”

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面向哪些部门和受众?服

中，
有 10 部专设《舆服志》，即政治制度中的车

饰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哪些形式?我们如何将模

旗服御部分，
能说服饰仅是艺术吗？

块化研究和视觉传达、信息接收、市场运作结

叫做
日前在科研中搞得很火的一种理论，

合起来，
并使之与时代同步?首先说，服饰研究

“混沌学”
，
这是一门以确定性非线性系统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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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貌似混乱无规则，而实际有深层规律性与

么会在百余年中保持着旺盛生命力?人们无法

定常性的运动形态——
—混沌运动为研究对象

解释，
只能将它归为时装流行中的
“神话”
。神话

的新兴学科。混沌学正式发端是 20 世纪 60 年

从如今的“混沌
即是无法破解的，也无须破解，

代，最初起始于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对大气湍

学”
与
“蝴蝶效应”
等新理论的分析方法看，
似乎

流的研究，80 年代已成为当代科学的一大“热

解释起来也不难。这些说明，
时代在前进，
新理

门”，
新世纪尤为引起大家关注。混沌学特点有

念在不断生成。它势必引导着研究的前行。

几个：
（1）具有内随机性，系统出现随机性，而

再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今的社会科研成

（2） 对初始条件的极其敏
且根源于系统内部；

果形式不再是单一的，
不但有纸质著作和媒体，

感性，在随时间的变化中会“差之毫厘，失之千

微博、
微信已无
同时又有电子读物和网络通道，

；
（3） 非周期性；
（4） 整体稳定而局部不稳
里”

处不在。新时代的科技日新月异，
社会科学研究

定；
（5）有一定的定常性和深层的规律性，这具

微至服饰研究怎能固守原有的模式与思路呢？

体表现为存在一系列普适性和自然常数。

6 结语

另一个多被应用的就是“蝴蝶效应”
，
它与

进入 21 世纪已经十几年，很多新事物的

“蝴蝶突变”有一致之处，主要是说在社会领域

生成与发展不是在沿着原有的轨道前进了。时

中有政策受各种因素影响下出现的突变。
“蝴

代在向服饰研究提出新的要求，
笼统地说就是

蝶效应”
在 21 世纪的社科研究中屡屡被提及，

需要一种新态度，但实际上还有许多有待探讨

它也是源于气象学家洛伦兹的研究，因而与

的问题。本文提到的世界人问题、历史断代问

“混沌学”是相关联的。洛伦兹在研究“模型天

题、多维空间问题，零和关系问题以及服饰研

气”时发现，天气中一个极小的变化，有时会导

究如何借鉴新的研究成果的问题等等，只是我

致气象的巨变。如巴西某地一只蝴蝶扇动翅膀

们目前需要思考的一部分。我们还有很多研究

引起的微小气流，与周围微风不断汇合，可能

理念必须更新，
必须跟上时代，
否则就落伍了。

触发一场席卷美国某一州的大风暴。在地震爆

在中国，
“常规主义”
已成为创新思维的桎

发、冰川运动、股票涨落、心脏颤动、生命繁衍

梏。学者赵东海在《天津日报》理论版上撰文

等随机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现象。它们有着相

说，明代有一人叫万户，他曾设想人能像神仙

同的变化机制：系统的输入和系统的输出之间

一样在天上飞，
并利用风筝和火箭的原理予以

有一种随机关系，并以误差的形式表现出来；

试验。当试验失败时，
人们只是嘲笑他白日做

系统输入初始值的极微小扰动，经过无数中

梦，
却未能鼓励地将试验继续做下去。而美国

介，到输出时会变得面目全非。这种现象称为

人莱特兄弟通过反复试验，修正前人数据，终

对初始值的敏感依赖。它多存在于具有内在随

于在 1903 年 12 月 17 日，成功地完成了动力

机性的非线性系统中，其实际运算的结果是无

飞机“雏鹰”的试飞，
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赵

规则的。以前我们总试图对服饰流行给予规律

东海认为：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趋向保守的，

性的总结，
并由专门机构做出预测。事实上，
这

理性的，不愿接受那些尚未成为事实的事物，

种预测常常会遭遇“突变”，一些流行也实在找

……有时候，创新的机遇就在我们面前，可惜

不出时装流行的规律。于是，人们只能对此目

因为思维定势的干扰，
让我们无法看到创新的

瞪口呆。美国西部淘金工人的帐篷布裤怎么会

意义，
甚至还会因为自己产生创新的念头而惭

流行于全世界?又怎么会以牛仔服的粗犷与率

愧。要改变这种状况，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转换

真征服了上层人物，诸如美国的卡特、克林顿

自己的观念，
摆脱旧有想法的桎梏。”

和小布什等几位总统?作为时装，牛仔服为什

客观地分析中国三十年的服饰研究，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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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的认识确是十分欠缺的，甚至说整个社科
界的研究氛围都是沉闷的，不喜欢也不愿意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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