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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装饰艺术运动和现代主义运动背景下的
直线形女装刍议
文/李

楠

装饰艺术运动和现代主义运动都对一战后出现的直线形女装产生直接影响。装饰艺术运动提供女
装以直线外形与色彩、
装饰图案的结合，而现代主义运动则为直线形女装提供了更多有关新型材料、内部
结构和使用功能的探索。文章通过解读一战前后文化思潮转型期出现的两大艺术运动，
提出直线形女装的
出现实为必然，
并阐释了战后女装在裁剪、廓型、结构上的发展方向——
—否定曲线而强调直线、否定装饰而
强调功能、否定形式而强调内容，
为服装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现代设计；
直线；
女装

线条的功能是勾勒轮廓、连接形状和分割

出现的直线形女装产生直接影响。本文首先论

空间，它可强化人的视觉反应，线条笔直或弯

述装饰运动与直线形女装的关系，
进而强调现

曲往往显示出更具活力或婉转的特征。服装中

—新建筑与直线形
代主义设计运动的缩影——

的曲线与直线，有三层含义：
（1） 不同的裁剪

女装的关系，最后详细介绍以直线构成为中心

法，即直线裁剪和曲线裁剪，它们分别代表了

的各种女装外形，以期对直线形女装的起源作

中西方不同的两大服装体系。大相径庭的剪裁

一个系统的梳理。

方式让悬垂的中式服装像一副装饰画片，
而古

1 装饰运动与直线形女装

典的西式服装则更像一具人体的身壳，呈曲

1.1 装饰运动的现代风格

线；
（2）服装的外形线，在现代表述流行的概念

1925 年，巴黎举办了一场“国际现代装饰

中，
常见 line（线、
线条）这个词，其实在服装术

与工业艺术展”
（The exposition des Arts

语中它是轮廓线的简称；
（3） 服装突出强调的

Decoratifs），
“ 装饰艺术运动”
（Art Deco）的

两性人体差。曲线强调女性的胸、腰、臀，
进而

名称由此而来。
“装饰艺术”
受新艺术、
立体主

将曲线作为女性的性别符号，通过直线强调男

义、包豪斯、俄国芭蕾、古埃及艺术、非洲和南

性的笔挺，进而将直线作为男性的性别符号。

美洲原始艺术的影响，
形成新奇和富丽的艺术

本文所提出的直线形女装指压平胸突、腰节下

风格。现代主义兴起以后，
转向更为简洁的装

移、臀部束紧的平直女装，即是直线裁剪、
直线

饰方法。
“装饰艺术”
在 20 世纪 30 年代达到顶

轮廓线、突出阳刚之气且呈 H 状廓形的女装。

峰，由法国影响到了其他欧美国家，其设计范

装饰艺术运动和现代主义运动都对一战以后

围相当广，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塔玛拉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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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汽车海报，从流线感的法

对矫饰的有机形态和单纯的手工艺品是反对

国灯具到美国纽约的克莱斯勒大厦，都属于这

的。
（4）
“装饰艺术”
风格如果能够普及，
必须考

个运动的作品，甚至当时上海都出现了“装饰

虑批量化生产，
几何样式的现代特征使成为可

艺术”风格的石库门建筑和室内设计。

能。

这一阶段的设计家们，没有全盘否定其他

1.2 装饰运动的现代风格与直线形女装高度契合

艺术样式，而是既采纳工业化的特征，又保留

装饰艺术运动对曲线与直线、
具象与抽象

豪华的工艺，像是对“现代主义”和“新艺术”两

的形式探索，特别是对简单的几何外形的热

种风格兼有，设法把东方与西方、手工艺与机

衷，给予服装设计师们很大的启发。装饰艺术

械化、简洁与装饰这些相反的元素结合并发展

运动以一种积极的态度从工业生产中汲取设

出新的风格来。这些尝试使得现代工业产品具

计精华，
它那清晰的线条和潜在的现代精神正

有装饰感很强的外表，颇具个性魅力。有人认

好适应于女装的直线外形，
说明了服装的直线

为这是设计上的折衷主义立场，但更多的理论

形与当时的艺术风格是高度契合的，从当时舞

家们认为，
“装饰艺术运动”是一种现代风格。

台服装、时装、服饰品都在借鉴印第安人的几

希利埃在《艺术装饰风格》一书中提出，艺术装

何图案即可见当时人们对直线形（包括造型和

饰风格是一种明确的现代风格，它最终的目标

图案）的喜欢（图 1）。

是通过使艺术家们掌握手工艺和使设计适应
于批量生产的需要。[1]李当岐教授指出，装饰艺
术运动那简洁、明快、强调机能性和现代感的
艺术样式，显示出对工业化时代适应机械生产
的积极态度，形成现代设计的基础，也被称为
“现代风格”
。[2]甚至美国的一些学者还因为它
被用于批量化生产的家具和汽车，而称之为
“流行的现代主义”
（popular Modernism）。
装饰艺术运动之所以具备“现代风格”
：
（1）20 世纪初的设计家们敏感地认识到新时代
的需要，他们承认机械的形式，吸收现代艺术

图 1：装饰运动时期舞台服装、
时装、
服饰品的
印第安几何图案风格 [4]

思想，采用新的材料（比如钢筋混凝土、玻璃

还可以用反证法证明装饰运动的现代风

等），以适应新的市场。例如，以维也纳分离派

格与直线形女装高度契合，
我们只需要证明直

和麦金托什为代表的新艺术中的直线派波及

—女性的
线形女装在西方出现并非由内因——

法国的装饰艺术，立体主义在绘画上的发展与

身体需要决定，
而是由外因决定即可。
（1）女性

装饰艺术的图案也进行了结合。[3]（2）装饰艺术

身体对服装的需要排斥直线形服装。直线和曲

运动与德国兴起的现代主义运动几乎同时发

线分别代表了女性少年时期和发育成熟两个

生，又几乎同时于二战时在欧洲大陆消失。无

阶段的体型。女性少年体形柔韧而富有弹性，

论从造型上、色彩上，还是装饰动机上，
都有明

因体质紧实而呈现出形体苗条、健练、轻捷的

显的现代主义痕迹。（3）对机械特征的主张使

形象，
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和力量感。这种精神

它排斥纯手工。虽然这个阶段的装饰手法与

表现在服装上，就是简约的直线构成。虽然对

“工艺美术运动”和“新艺术运动”有些相似，但

直线形服装的追求是对青春女性的赞颂，
也是

从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看，它承认工业化，所以

对短暂青春的留恋。然而，
女性大多时间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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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绘画、
音乐、
服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直线形服装的排斥，
追求曲线型服装。
（2）除了

现代建筑诞生于 1851 年伦敦的万国工业

年龄，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女性也表现了不同的

博览会。其主题馆“水晶宫”第一次使用了钢

形体。西方女性胸、腰、臀落差比较大，曲线符

铁、
玻璃的新材料，
开创新建筑的先河，
这一建

合西方女体的体表特征，因而曲线美的古典模

筑对直线形女装的轻、薄、
透产生深远影响（图

式成为西方女装的传统。从这方面证实直线形

3）。此后，
建筑界越发使用工业技术带来的新

服装并非符合西方女性的自然体态，可见直线

发明，
从新的材料、
设备、
机械再到观念上都与

形女装在西方诞生是受外力作用——
—装饰运

时代变化相一致，与当时炽盛的古典建筑拉开

动的现代风格而出现。

距离，
也启发着直线形女装的设计。

2 新建筑（现代主义运动的缩影）与直线形
女装
2.1 直线形女装中新建筑的因素
现代主义运动从时间上看，是指 20 世纪
初到二战结束后的一个历史阶段；从立场上
看，它的革命性、民主性和现代性观念都非常
突出；从形式上看，它则广泛涉及到哲学、
艺
术、文学、
音乐、
舞蹈、诗歌等范畴。这场运动为
战后女装彻底抛弃传统审美、转而强调服饰的
机能性提供了丰富的设计理论支持（图 2）。

图 3：玻璃建筑对直线形女装
“薄”
“ 透”
、
的
轻装特性产生了很大影响

被称为“现代建筑三大支柱”之一的建筑
设 计 先 驱 勒·柯 布 西 耶 （Le Corbusier，
1887-1965） 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刻地表现出现
代主义建筑设计的新原则，他的现代建筑理论
集中反映在他 1928 年设计的萨伏伊别墅上，
这是柯布西耶的建筑杰作，与装修繁琐的古典
住宅大异其趣。设计之初，柯布西耶原本想用
一种工业化的、
适合复制的方法去建造大量的

图 2：现代主义运动倡导简单线条、几何立面和单纯色彩，
带给服装设计很大的启发 [5]

低成本民宅，没想到民众尚未接受，却让亿万
身价的年轻女子萨伏伊选中，
故称为萨伏伊别

很多现象证明，现代建筑设计就是现代主

—
墅。萨伏伊别墅简单到几乎没有任何装饰——

义运动发展的缩影。20 世纪初欧美各国的建筑

外形简单，
方正纯粹，
装修简洁。水平长窗是为

师纷纷为新时代寻找合理的建筑形式，从建筑

了房间最大限度地采光。螺旋形楼梯和折形的

方面探索出了现代主义的精彩理论：重视功能

坡道是开放式的室内设计。空间布局成了别墅

要求，即设计的方便、舒适和效率，功能与形式

的主角，
各部分相互穿插，
因此拥有“不同角度

不能本末倒置；采用新结构、新材料，并与建筑

看能获得不同印象”
的室外景观。屋顶花园是

结构的特性相适应；注重空间设计，考虑合理

补偿自然的一种概念，
“意图恢复被房屋占去

的使用效果；简化建筑装饰以突出经济原则；

的地面”
。这幢别墅所表现出的现代建筑原则

设计上目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注意建筑与

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建筑走向，
甚至深刻影响着

周围环境的和谐等等。[6]这些理论对一战以后

直线形女装（图 4，
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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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装饰艺术运动和现代主义设计都对
战后出现的直线形女装产生直接影响。不同的
是，
装饰艺术运动提供给女装以直线外形与色
彩和装饰图案的结合，而现代主义设计则为直
线形女装提供了更多有关新型材料、
有关内部
结构和使用功能的探索。直线很有代表性地反
图 4:萨伏伊别墅的直线外观与同时代的直线形女装相协调

2.2 直线形女装向现代主义运动靠拢
装饰艺术风格对直线女装的影响十分强
烈。直筒形女装的发展，早期掺杂着装饰艺术
对线条的探索，到后期，则开始更多地靠向现
代主义风格。

—否
映出女装在裁剪、廓型、结构上的方向——
定曲线而强调直线、否定装饰而强调功能、否
定形式而强调内容。

3 以直线构成为中心的各种女装外形
20 世纪的女性追求独立，
一战以后直线形
风格成为女性自觉意识苏醒的缩影。与中国女

将直线形的西方女装推向现代化的是现

装相比，战后西方女装的直线形，呈现出特别

代主义设计运动。现代设计运动的许多思想是

丰富的样式（图 5），这些样式充满了年轻的气

从包豪斯发展来的，它从提倡新建筑开始，
目

息，大都折射出童年和少年的影子，因此被史

标是要彻底打碎古典的华丽和繁复（不像“装

学家以各种体型命名。可见，
西方女装对直线

饰艺术”那样从古典中借鉴素材），转为追求简

形的探索十分深入，直线的处理因分割、宽窄

约和舒适，弧形线条代之为挺拔的直线。

和装饰的不同，造成各种各样的视错觉，使穿

受此影响，人们生活中的日常服装，也在
悄然发生改变。这些改变都是在直线造型的前

着者有时像男孩，有时像女孩，或分明，或柔
和。

提下进行的：
（1） 包豪斯的教师科布西耶强调
“机械美学”
，他把古典的形式语言完全剥除，
变成最基本的几何结构单体，
“用这些几何结
构单体，形成简单的结构组合，特别反复运用
纵横几何结构，基本原色和中性色”。[7]这给予
现代化的女装很大的启发，事实证明，以简洁、
朴素的直线形为特征的服装样式深受其影响。
（2）除了直线条的明朗造型外，还强调使用新
的工业化材料取代传统材料，例如建筑上的钢

图 5：
一战后时装插画中的直线形女装[8]

铁、水泥和平版玻璃取代了传统的木料、石料

直线形成为一战后女装设计的焦点，设计

和砖瓦。同样地，科技的发展促成了新型化纤

师们围绕直线构成展开各种各样的女装设计。

布料的出现，化学染料和人造纤维都在 19 世

（1）一些脱胎于童装的款式引起了女性极

纪问世，这些新型面料使直线女装全然脱离了

大的兴趣。最早出现在 1919 年的直线形女装，

与传统有关的任何可能。（3）现代设计的产品

外表更像未发育的小男孩，所以叫做“男学生

通过流水线大批量生产，让普通市民都能品尝

式”
外形（School boyi type）或者“男童式”外

到工业时代的果实，与这种结果相符，简洁的

形(boyish)。这是直线形女装的基本款式，乳

直线女装恰能通过工业化制作并传播到世界

房被压平，束腰被放松，不显露女性的体形曲

各地，
从而迎来生活方式的变革。

线，外轮廓造型呈棱角柔和的直筒形；低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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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穿着者平坦结实的腹部。为何选择低腰线

和越来越纤细的穿着。夫拉帕（flapper）样式

来表现直线外形呢？在服装的视错觉中，高腰

（图 6）也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流行代表。夫拉

更可爱、更天真稚嫩。相反，低腰则显得更阳刚

帕比夏奈尔套装在外观上更追求非成熟的男

气、更男性化，低腰既有男性的姿态，又包含对

孩子形象。在套装造型上同夏奈尔套装一样，

胸部放松的关照。这与现代职业女性采用的宽

轮廓线由单一的线条取代了女性的曲线，都属

肩垫、前门襟裤子和西装等男性化设计颇为相

于 H 形。法国人称夫拉帕样式为“garconne”。

似。低腰线下移到了臀围线附近，正可以拉直

夫拉帕套装与夏奈尔套装都比以前的套装简

下摆，强化直线视觉。这种服装搭配男孩式短

洁和实用。大部分人着迷于这种新样式，也因

发，带袢皮鞋，以运动、童真和率性取代娴静、

为它模糊了中产阶级与上流社会的装束区别。

成熟和柔美，
时称“杰尔逊奴样式”。

不可忽视的是，虽然服装不强调胸部，但

①

一战后还有一种很受欢迎的款式，
“ 那是

是自然的褶皱、
长长的腰带、
柔软的布料、
袖口

一种裁剪成衬衫的衣服，配上十或二十年前在

和裙摆的不规则边缘线，
造就了非常混合的外

小男孩身上看得到的特大号衣领和邋遢的蝴

表：
既梦幻又刚强。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审美

蝶结，另一种是小飞侠领 （Peter Pan Col-

描述。

lar），是以詹姆斯·巴里的书中男主角彼得潘

（2）直线形流行的同时，伴随着女性味的

—而彼得潘因拒绝长大而闻名。” 此
而命名——

复归。
“男学生式”
是此时女装的发展基调，
“女

外，还有“模仿过去二十年小女孩的衣服，女性

学生式”则是其中的女性味道的怀念和穿插，

穿着宽松、
类似罩衫的连衣裙，裙长到膝盖，或

两者基本都保持着直线外观，
并向机能性和实

者没有腰线，……在穿戴几乎一个世纪合身或

用性迈着一致步伐。“女学生式”
紧随“男学生

紧身的长袍之后，宽松简单的罩衫使女性看起

式”
，
是传统女性气质的些许反复，
这时的代表

来像小女孩穿上妈妈的旧衬衫。大尺寸的边

设计师简·帕特选用了双绉、山东绸之类的柔

饰、用丝或天鹅绒制作的人造花、沉重的珠串

软面料，
试图重拾女性优雅含蓄的美感。虽然

等，都使穿者看来比例缩小，更增加孩子气的

胸部趋平，但开大的领口和柔美褶皱的增加，

效果。”[10]从当时的服装史料中，可以看出女装

还是平添了女性特征。

[9]

的孩童情节之深。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直线形的女装一方面

这种服装的流行趋势“迫使”女性们追求

避免女性特征，
另一方面又不断暴露身体部位

发育不完全的少年身材。而当时穿着这种服装

（尤其是四肢）以造成性感。这或许就是现代性

的大胆女子，被称作“flappers”，这个词原意

特质在女装上的真实反映。所以，直线形是对

是“苍蝇拍”
，稍带嘲讽地形容女性扁平的体型

女性特征的抹杀，还是故意强调性别，需要以
后再作深入探讨。
（3）除以上两种形式外，还
存在一 些比较 特殊的 女装 款
式，从另一个角度诠释直线的
“机能实用”
，如“水手装”
（jumper-blouse），
它的不同思
路在于：
从穿衣方式上更方便、
更实用、
更现代。
至 1926 年，
擅

图 6：
夫拉帕（flapper）样式（左：1925 年；右：1927 年）

长在褶皱结构 上做文章的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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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安·鲁伦推出的活动式外形 （Kinetic sil-

腿）。但直线形女装一旦流行，
又过分强调线的

houette)备受推崇，因为他所运用的普利兹褶

形式，以至后来失去了之前的自然状态，反倒

和波浪褶方便了女性的运动，强化出女性的腿

人为地约束成直线，这种整改人体的做法，使

部动势，同时良好的悬垂感又在静止时保持了

得西方女装虽然反抗了束缚人体的曲线，却也

外形的平直轮廓。这种手风琴式褶裥多运用在

没有彻底解放人体，所以，直线是现代化女装

下裙处，其规则的直线形排列，体现了气质上

的过渡形。

的理性、明晰、利落与秩序感，这也暗示着直线
女装对于“机械风格”、
“功能主义”的更多层面

注释：

的运用。

① 1922 年 ， 法 国 作 家 维 克 塔·马 尔 葛 里 特（Victor

总之，直线是一战后西方女装的重要特
征，它以丰富多变的形式确立了流行的主题
（图 7），
正如琼·娜所称“苗条的直管”。

Margueritte，1866-1942）出版了小说《拉·杰尔逊奴》，
人们便把穿短裙、留短发的职业妇女称作杰尔逊奴
（garconne，
假小子）。
“杰尔逊奴”
这一形象在以后的时
代多次被运用，
1973 年，日本著名设计师川久保玲用
该理念创立品牌“科姆·戴·杰尔逊”
（Comme Des Garcons，
意为男孩子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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