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

服饰导刊 2014 年 6 月第 2 期
FASHION GUIDE 服饰与产业：产业观察

浅议皮鞋在服饰整体美中的作用
文 / 熊玛琍，
董

炜，陈安琪

文章重点研究皮鞋与服饰整体美的关系，深入分析男、女皮鞋的分类与不同风格服饰搭配的艺术表
现，为当代人们追求服饰整体美提供选择皮鞋、皮靴的美学参考依据，提升人们对皮鞋在服饰整体美中的
理论认识与实践指导，
以期引起更多的人关注服饰的整体美，使服饰的统一美成为当代人的共识。
男女皮鞋；
服饰整体美；
艺术搭配

以往人们对服饰的审美，只强调服装本身

男式正装皮鞋，又称绅士鞋，
为舶来品，它

的美，对服装以外的色彩组合、纹样图案的形

是一种常见的男式皮鞋，它充分体现了外观造

式和装饰配件的点缀审美意识淡薄，尤其忽视

型庄重、
大方、
无过多装饰的典型特征。男式正

鞋靴在服饰整体美中的作用，与西方服饰文明

装皮鞋一般与西装相搭配，
“西装革履”
常用来

发达的国家相比，具有明显差距。2001 年期刊

形容文质彬彬的绅士、俊男。因此如何把握

《中国鞋业》上刊出一篇《请给模特穿上鞋》的

“装”
跟
“履”
的和谐搭配，能更好体现出男性的

文章[1]引起了人们对服饰搭配的新思考，该文
对橱窗中展示的模特常是光头光脚、无头赤

绅士风度、
文化修养以及权威感。
正装皮鞋的概念原先并不存在，
由于服饰

脚，身上穿着洋溢时尚的衣装，却裸露着双脚，

的演变，鞋款也跟着变化，正装皮鞋与过去的

提出了服饰整体美的质疑。由此可见，研究鞋

绅士鞋涵义相近，能较好地反映一种穿着风

靴在服饰整体美中的作用非常必要。基于服饰

格、
气质。从设计角度出发，
对正装皮鞋的概念

美学、色彩美学的科学理论，本文探索各种皮

给予界定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也是有必要的。男

鞋和服饰的搭配效果，以期对追求服饰美的大

式正装皮鞋以

众群体起到参考借鉴作用。

内耳式三节头

1 男式皮鞋的分类及与服饰的关系
男式皮鞋主要有正装、休闲、运动、舞蹈等

（图 1）和外耳式
三节头 （图 2）

鞋种，男式皮鞋的特征有别于女式皮鞋的秀气

最为典型。两

与典雅，更显男人商务、大气、休闲的一面。目

者的区别主要

前男式皮鞋的款式种类多至上千种，但根据鞋

考量：
（1）鞋耳

款设计风格、使用穿着场合等，男式皮鞋总体

是否在前帮口

分为三大类：男式正装皮鞋；男式礼鞋；
男式休

门 内 或 外 ，在

闲皮鞋。

内为内 耳式三

1.1 男式正装皮鞋与服饰的搭配

节头，
在外则为

图 1：内耳式三节头

图 2 ：外耳式三节头

熊玛琍，
广东白云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教授；董炜，广东白云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教师；
陈安琪，
广东白云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教师

服饰与产业：产业观察

主持：刘岳屏

表 1：
男式正装皮鞋与服饰的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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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耳式三节头；
（2）前后帮叠缝的位置，如果前

接 缝 处 凿 有 花 孔 ，没

帮叠缝在后帮上面则为内耳式三节头，后帮叠

有鞋舌，用鞋带系住

缝在前帮上面则为外耳式三节头。无论内、
外

帮面；而流苏翻舌式

耳式三节头它们都是鞋款造型庄重、帮面素雅

鞋, 在中国没有正式

大方、形状挺括、无过多装饰，与西装简洁、干

的叫法，从式样上看

练、挺拔的线条相呼应，突出男性挺拔的线条

可以叫流苏翻舌式

美和阳刚之气。

鞋,是把翻出的长鞋
舌割成条带状，并且

在西方随着时代的
发展和雅皮士阶层的产

把边缘剪成锯齿状，

生，造型有个性的准正

或是加上冲孔、打洞

图 7：
流苏翻舌式

等花俏装饰手法。

装皮鞋也随之出现。这
种皮鞋在秉承传统正装

图 6：
燕尾包头花孔三节头

图 3：铲头式楦型

男式礼鞋的款式造型特点是鞋的帮面装

皮鞋的基础上，在造型

饰有冲孔、
花边和流苏，
风格高贵、
华丽、
古典。

式样上追求一种个性极

一般选用优质高档的全粒牛皮，这种皮质肌理

其独特的品位。一般楦

细密，
光泽感适度，
特显高贵。男式礼鞋颜色搭

型不过分怪异，有时紧

配很少采用冷色系，最常见和理想的单色是棕

跟正装皮鞋楦造型的
流行式样，如铲头式

色、黑色、驼色、白色等；男式礼鞋双色搭配也
图 4：方头式楦型

能取得很好的视觉效果，典型的双配色有黑与

（图 3）、方头式（图 4）、

白、
棕色与白色、
深棕色与浅米色。深浅不同的

斜头式（图 5）等，但 在

颜色位置处理：包头式后帮颜色深，中帮部位

结构的式样、材质的选

颜色比较浅，这种搭配曾经在 20 世纪 30 年代

择搭配、配件的装饰等

风靡一时，
至今仍受人们欢迎。越来越注重品

方面进行一些独特且
有个性的设计。

质的今天，
选择一双合适礼鞋搭配礼服成为男
图 5：斜头式楦型

人们必备的服饰，
不仅在特定的环境中能享受

男式正装皮鞋色彩设计除常用的黑色、咖

它的尊崇品质，
平日里也会使男性的形象更加

啡色之外，还可以使用棕黄色、米色、白色等较

优雅、展现与众不同的高贵气质 （表 2，见下

鲜艳与明亮的颜色。这些颜色在色彩上将男式

页）。

正装皮鞋塑造得具有个性感，表现出独特品

1.3 男式休闲皮鞋与服饰的搭配

位。常见颜色搭配详见表 1（见上页）。
1.2 男式礼鞋与服饰的搭配

休闲皮鞋的概念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后期，
它是人们追求休闲生活方式的产物。休

除男式正装皮鞋外，与男式西服或比较正

闲皮鞋在当代人生活中往往变成了一种时尚

式的男式服装搭配的还有男式礼鞋，它是出席

符号，
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散步、
运动健

宴会、颁奖典礼等商业化重要场合穿着的，
它

身、旅游、
购物等。它不受结构样式的限制，可

就像中国古代的舄一样与冕服搭配，平日也可

以是耳式的（图 8，见 86 页）、
“ 包子”式（图 9，

以与西服或其它比较正式的服装相搭配穿用。

见 86 页）、
拌带耳扣式（图 10，
见 86 页）等。前

典型的男式礼鞋样式为燕尾包头花孔三节头

文已对耳式皮鞋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相关介绍，

鞋（图 6）和流苏翻舌式鞋（图 7）。燕尾包头花

下面主要对“包子”式和拌带耳扣式做详细解

孔三节头鞋，其鞋包头的形式象燕尾一样，
在

释。包子鞋，
又称烧麦鞋、
包底鞋、
饺子鞋等，主

服饰与产业：产业观察

主持：
刘岳屏

表 2：男式礼鞋与服饰的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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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点在于这种鞋是

不使用纯度较高的冷色（如蓝色、绿色、紫色

用一整块皮料 （围条）

等）。随着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会有更多的

从鞋的底部往上包裹

人选择能显示自己一种较高品味的高明度低

并与帮面上的一块皮

纯度的暖灰色，如茶色、奶咖啡色、棕黄色、深

料（围盖）缝合，上下

图 8：耳式休闲皮鞋

棕色、
黄灰色、
米色等。在具体搭配时要注意颜

两块皮 料缝合时 在

色要有主次大小之分，对定位与年龄较大、社

帮围和 帮盖镶 接处

会地位较高消费者一般要略浅些；对定位于年

会有一 些均匀的褶

龄小、社会地位较低的男士消费者，所用类似

皱出现，外观上很像
包子，通常设计为

色之间明度差可略大一些，以显得活泼、朝气；
图 9：
包子式休闲皮鞋（饺子鞋）

为新潮前卫的年青人设计男式休闲皮鞋时另

围盖式，因围盖与

当别论，
高纯度冷色可以获得强烈的色彩对比

鞋舌相连，也叫围

效果，满足年青人追求热烈、新鲜和个性张扬

盖鞋或舌式鞋。拌

的心里要求。

带耳扣式鞋，主要

图 10：
拌带耳扣式休闲皮鞋

男式休闲皮鞋与服装搭配较为自由，除西

特征是在内腰耳式鞋的鞋耳和鞋舌上有一向

装、
礼服外，
没有特定的搭配要求。一般男士选

外口的宽鞋带，造型朴实大方，穿着舒适牢固，

择休闲皮鞋可根据鞋款式样、颜色、皮料等元

抱脚性能良好。

素，选择适合自己年龄的休闲皮鞋，搭配商务

男式休闲皮鞋与男式正式皮鞋在工艺手

休闲装、牛仔裤、休闲裤等，
用于日常生活或工

法和外观设计上有所不同。休闲皮鞋是沿底处

作场所。

缝有加强帮底结合的外线，凸显粗犷、自然风

2 女式皮鞋的分类与服饰搭配的关系

格；结构式样多用缚脚性较好的耳式系带结

女式皮鞋与男式皮鞋相比，集秀气、
典雅、

构，外底为整底式较低的后跟，材料耐磨、轻巧

时尚为一身，
种类各异，千奇百怪，可以从鞋的

并具有弹性；鞋在口沿处借用旅游鞋、运动鞋

风格、
功能、
穿着的场合等多方面进行划分，目

做法，加有软的填充物，使脚在活动中感觉舒

前从商品端发布的女式皮鞋风格属性有 15 种

服。近几年出现了休闲鞋与其他鞋类结合的倾

之多，
为了便于研究概括为：
日韩甜美风格、
欧美

向，使休闲鞋的功能不断拓展。出现了休闲鞋

潮流风格、
OL 时尚风格、
休闲舒适风格四大类。

正装化，集结了正装鞋严谨、大方、典雅的外观

2.1 日韩甜美风格

风格，又有较厚和柔软的大底，楦型饱满，使脚

日韩甜美风格包括了日本、
韩国及少女甜

在鞋腔内放松自在，鞋口沿处包有薄薄的软填

美感的皮鞋风格，装饰特点通常有流苏、蝴蝶

充物，即使长途行走，脚踝附近也没有不舒服

结、水钻、花朵、裸色、串珠、波点、糖果色等装

的感觉，满足了人们在正式场合也感到舒适的

饰。日系、
韩版鞋多为模仿或进口日系、
韩版的

愿望。

鞋子，与甜美和欧美风格的皮鞋有许多交叉，

男式休闲皮鞋常用色有咖啡色、驼色、棕

除了与甜美风格的少女皮鞋的装饰特点相同

色、褐色、土黄色、沙滩色、米色等，还可用这些

外，
还有铆钉、
雪纺、
松糕、金粉等装饰特点，温

颜色相互搭配，形成同类或类似色搭配，能取

馨柔和，
清纯可爱，
青春方面的装束，
都应该属

得较好的色彩效果。类似色相搭配较之单一色

于甜美风。日韩甜美风格女式皮鞋与服饰搭配

搭配更能显示出色彩的魅力，它的主要特点是

见表 3（见下页）。

类似配色既具有变化性，又具有协调性，一般

2.2 欧美潮流风格

服饰与产业：产业观察

主持：
刘岳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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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日韩甜美风格女式皮鞋与服饰搭配

欧美潮流风格指模仿进口欧美款式的潮

风的味道，主要标志

鞋。常见的有复古、怀旧、英伦、朋克、潮流、性

是牛津鞋，常见品牌

感、中性等风格的鞋，细节上有金属、拼接、撞

Ochirly （欧时力）、

色、荧光、松糕、罗马、动物纹、亮片等。其中英

ZARA 、
Levi's ( 李 维

伦风格，以自然、优雅、含蓄、高贵为特点，
源自

斯) 、
VIEWAKEN 维肯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贵族气派，运用苏格兰格

（VK）等；朋克风格鞋

子、良好的剪裁以及简洁修身的设计（图 11），

靴 金 属 质 感 强 （图

体现绅士风度与贵族气质，个别带有欧洲学院

12），夸张具有机车动感，常见细节镶嵌铆钉，

图 12：
朋克风格

骷髅头等重金属；性感风格，常见有超高超细
鞋跟，动物纹材质、镂空工艺、蕾丝装饰等，穿
上后比较性感；
中性风是无显著性别特征的鞋
子，男女都可以穿，常见款式系带、尖头与甜
美、
优雅、
简约风格交叉。
总之，欧美风格主要是指事物在整体上呈
图 11：
英伦风格、英伦中性

现出的欧美事物的面貌，
或者具有欧美面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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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它是一种风格，但不局限于一种风格，
而

适性能。年轻女性层的女性休闲皮鞋要适当添

是欧美许多风格的统称。后期，服饰品中则根

加流行元素设计，大众、成熟的女性层一般选

据意大利建筑代表，把服装和鞋靴等服饰分为

择较为简洁、
颜色单一的款式。在与服装搭配

四种风格（表 4，
见下页）。

中，
除正式场合外，休闲风格鞋款尤其黑色、黄

2.3 OL 时尚风格

棕色、白色等大众色可任意搭配日常生活着

OL 时尚风格的女式鞋靴体现简约、优雅，
是白领女性办公室穿着的首选鞋款，与甜美风
格有一定的交叉重叠。常见细节：中高跟、平

装，
但高明度有彩色鞋款搭配的服装一般要与
上装或下装或背包、帽子等配饰颜色要相呼应
（图 15）。

跟、金属饰扣、水钻等，其中又分为简约干练、
端庄典雅、华丽高贵等风格，基本款为单色中
高跟浅口鞋，夏季也可搭配鱼嘴式浅口鞋（图
13），但鱼嘴形状不
宜过大，将传统正
装女鞋与时尚相结
合。皮鞋颜色以黑

图 15：
休闲舒适风格

色、白 色 、蓝 色、黄

3 皮靴、松糕女式皮鞋在服装搭配中的整体

棕 色 为 常 见 色 ，年

美体现

龄跨度较大，适合
都市白领、上班族

皮靴分为长筒靴，中筒靴和矮筒靴，适合
图 13：鱼嘴鞋

与牛仔风格、小脚裤这类较紧裤装的搭配，不

或参加正式场合穿着，突出女性成熟稳重的特

宜与西裤、阔腿裤搭配；装饰较多且时髦的高

点。搭配简洁大方的裙装、
裤装均可，一般以下

筒靴适合个高腿长的女性，对于腿型好看者，

身颜色为基准，搭配与之相同颜色的浅口鞋，

短裙搭配中筒靴最为洒

整体简单明朗，最能体现女性的干练、知性美

脱，而矮筒靴对中年女

（图 14）。

性及职业女性尤为适
合，不论穿裙装还是裤
装（笔筒），矮筒靴 都显
得稳重成熟，而对年纪
较大的中老年妇女更增
添了几分活力，显得年

图 16：中老年妇女着靴

轻有生机（图 16）。
松糕女式皮鞋，不太高的三公分的粗跟，
图 14：OL 风格服饰

2.4 休闲舒适风格

配上双肩吊带中式长裙，别有一番东方美人的
味道。[2]松糕女式皮鞋看上去较为厚重，
许多女

女式休闲皮鞋是大多数女性消费者必备

性之所以对它情有独钟，主要想拔高自己的物

的日常生活鞋。鞋楦多采用圆头、
方圆头、
大圆

理长度，松糕皮鞋若搭配得当，可穿出别具一

头居多，平底或坡跟，以各种布类、牛皮、搭配

格的美感来，它与长裙或长裙裤搭配效果更

动物皮毛材料，帮面设计多以包子鞋、耳式设

佳。但对于身材娇小的人若穿上厚底松糕皮

计，搭配牛津、橡胶等鞋底材质，突出鞋款的舒

鞋，
会使原来的玲珑、纤巧、细弱的美感荡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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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常见欧美风与鞋服饰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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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把自己不理想的身材更加夸张的展示在众

通过对皮鞋靴与服装搭配主要美学原则的探

人面前，而身材本来就高大的女性在日常生活

究，明确了服饰整体美的特征。某一时代服饰

中，则不宜选择厚底松糕皮鞋搭配日常服饰。

审美是社会思潮的反映,不可否认皮鞋靴与服

4 结语

装搭配没有绝对的评判标准，
但有特定的社会

皮鞋靴产品具有不同风格的分类，在穿服

与之相一致的审美观，与所着风格一致的皮鞋

装的时候需要考虑与之相搭配的鞋款，在色

靴，体现人的精神气质、仪表风度、民族文化特

彩、款式、风格上讲究协调统一，才能表现服饰

质。本文对皮鞋靴与服装搭配提出了作者浅显

的整体美，体现着装者的服饰文明修养。尤其

的看法，希望引起更多的人关注服饰的整体

是女装，即便是撞衫，搭配不同的皮鞋款式即

美，使服饰的统一美成为当代人的共识，让更

可表现不一样的美感。例如：一套黑色的晚礼

多的人重视皮鞋靴在服饰整体美中的作用，选

服配上红色的皮鞋与大红的唇膏相呼应，与穿

择皮鞋靴集功能与装饰、物质与精神、形式与

上其他色彩的皮鞋效果截然不同，展现给人们

内容为一体，
让服饰文明之花在古老的衣冠王

的是一个俏丽性感的形象。又如，穿上一套花

国永不衰败。

俏的服装，脚下就不宜再穿一双与其服装色彩
不同的皮鞋款，会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应搭
配一双与上装服饰图案中色彩使用面积较大
颜色的皮鞋款式，对整体形象起到协调统一的
作用，
展示着装者较高的服饰品味。
服饰之美是一种整体的美。[3]鞋从护脚保
暖最原始的功能上，延伸到了表现人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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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特色、艺术风格、服饰品位等精神文化层
面，鞋在服饰审美中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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