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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视角下民国女性服饰变革探析
文 / 郭丰秋
面对亡国灭种的社会危局，
民国社会精英将女性身体推到历史前台，通过废缠足、天乳运动塑造健
文章认为：民国时期服饰成为女性
康而文明的女性身体。基于此情境下，
通过文献与图像信息的对比研究，
身体与社会变革之间的连接点，通过对三寸弓鞋、内衣和外衣的结构改造，女性服饰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
的转变。
女性服饰；
身体视角；
民国

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认为：
“一部服装史

及用何种方式被社会和文化所建构，
其中社会

所涵盖的问题，包括了原料、工艺、成本、文化

话语和文化习惯在女性身体建构中起着举足

性格、流行时尚与社会阶级制度等等。如果社

轻重的作用，而身体的建构离不开服饰的包

会处在稳定停止的状态，那么服饰的变革也不

“ 这三者——
—衣装、身体和
裹，如乔安妮所言：

会太大，惟有整个社会秩序急速变动时，穿着

自我——
—不是分开来设想的，
而是作为一个整

才会发生变化”[1]。在政治和社会秩序急剧变动

体被想象到的。”
目前，
学界对民国女性服饰的

的近代中国，服饰成为女性身体与社会变革之

考察大多从艺术、
社会、
政治等方面入手，
本文

间的连接点。正如社会巨变时人们将道德沦丧

试图则以身体为视角，
利用文本、
图像等资料，

的焦虑投射到女性身上一样，当社会危机出现

结合历史学、
艺术学、
社会学研究方法，
探究民

时，
“身体的救亡图存”运动也迁移到历来被排

国女性服饰变革背后的丰富内涵。

斥在人力资源之外的女性身体上。面对前古未

1 民国之前的女性服饰与理想的女性身体

有之大变局，
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各界将女性

近代之前的中国女性被压制在男权为中

推向了历史前台，女性身体成为社会关注的热

心的性别体制中，
对“家”的皈依一直是社会对

点，在思想、政治与文化的跌宕起伏中被多维

女性身体建构的核心内容。社会要求男性应该

度地建构，而这些建构直观地显现在女性服饰

平天下”的
致力于求取功名，
承担“齐家、治国、

的变革当中。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身体成为西

社会角色，
而女性应该以照顾丈夫和养育子女

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英国社会学家布莱恩·

为主要职责，
贤妻良母是她们的人生课题和追

特纳指出，这是一个“身体社会崛起”的时代，

求目标。女性身体也从来不是自由而主动的物

“在从艺术、人们科学、社会科学到生物科学的

理存在，
而是从属于伦理纲常的社会身体。

众多领域里，我们对身体的认知都取得了进

在宋明清时期的文艺作品和生活民俗中，

步”。女性主义者一直在思考女性身体为何以

理想的女性身体是拥有一双秀美的三寸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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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三寸金莲成为表现其性别特征的重要身

便露出‘中袄’
。‘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

体部位。邹英在《葑菲闲谈》中谈到，浙江宁波

袄’
，
上床也不脱去……削肩，
细腰，
平胸，
薄而

各地，每年上元节前夕，妇女们都要参加一种

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

—作走七条桥之举——
—自第一条
集体活动——

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

桥至第七条桥止，路忌重行，道宜绕越。双钩瘦

[4]
罢了”
。这里所说的女性身体不仅仅指代物理

小者，高其外裙，务使金莲毕露，以供月下堤者

层面的身体，更指代社会学意义上的女性身

评其前后。[2]男权社会对足部的畸形审美和性

体，
层层叠叠的服饰俨然一副副枷锁将民国之

隐喻的想象促使女性幼年时期便开始忍受折

前的女性身体禁锢在家庭这个小天地中，与世

骨之痛，然而缠成的小脚从外形上看呈三角

隔绝；
在公共空间里，
女性则缺乏话语权，只不

形，足尖如锥，足跟却十分肥大，第二至第五个

过是被欣赏和凝视的对象。

脚趾向下弯折到足底，前后脚掌因为挤压而形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甲午战败，以及一

成一个横向的凹槽，第五个脚趾便被压折在这

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
面临民族衰亡的

里，足背是向上弓起的，类似猪蹄，视之惊心动

中国精英阶层认识到，国家生存与否的关键因

魄。为了避免
“外部纤窄，内容腐败” 的视觉尴

素是“人的改造”
，有关身体改造的内容在清末

尬和心理落差，满足男权社会对金莲的美好想

及民国时期主导着社会精英阶层的思想和行

象，缠足女性对包裹之上的鞋子极尽雕琢。例

为，
一向被排斥在社会人力资源之外的女性身

如，晚清的绣花鞋名称繁多，如并蒂金莲、钗头

体被重新发现，
前所未有地与家国政治联系在

金莲、红菱金莲，而不同地区的绣花鞋也不同。

一起。较之于西方女性富有曲线的身体轮廓，

总之，一双合格的绣花鞋，必然要在鞋面绣上

纸片样的中国女性身体甚至有碍国家的进步。

各种图案，鞋帮上也需要绣上精致的花朵，或

“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

者在鞋头缀上蝴蝶、花鸟、铜铃等饰物。为了达

衣服独异，
则情意不亲，
邦交不结矣”[5]。为了能

到步步生莲的效果，有些女子甚至在鞋底上镂

够跟上世界步伐，必须摒弃传统的服饰样式，

便有
空出朵朵莲花，并装上香粉，莲步轻移时，

融入世界潮流中去。在社会的注视下，女性身

香粉从鞋中漏出，
形成莲花形状。

体被赋予“保国强种”的政治期待，
经历了物质

[3]

—乳
然而，女性身体上真正的第二性征——

还原和身体再造过程，这一切直观而生动地体

房在传统社会中被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的部

现在女性服饰变革浪潮中。

分，社会期待的理想女性形象应该是平胸的，

2 民国女性服饰的变革与女性身体再造

于是，女性乳房被禁锢在窄而小的肚兜里。传

2.1 从三寸弓鞋到高跟鞋

统女性外衣则分为上衣下裳和上下连属两种，

早在清末，
维新人士已经意识到三寸金莲

无论是旗人女子的旗袍，还是汉人女子的袄衫

对女性身体以及家国的危害。康有为在上书光

纷繁复
长裙，一律属于平面剪裁，以宽大为主，

绪帝的奏折中说道：
“ 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

杂的镶滚以及花鸟之类的刺绣加诸其上，
色彩

壮，
为其母不裹足，传种强也。迥观吾国之民，

艳丽，变化多端，如一幅幅精巧的工笔花鸟图。

羸弱纤偻，
为其母裹足，
故传种弱也”[6]。在维新

张爱玲曾写道：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

人士看来，缠足不利于女性身体健康，只会生

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
—在满清三百年的

出不健康的子女，整个中华民族沦为“东亚病

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

夫”
的根源就在于此。因此，废除缠足陋习，还

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穿

原女性天足便是构建新型女性身体的首要步

在外面的是‘大袄’
。在非正式的场合，
宽了衣，

骤。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
立刻公布《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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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明令妇女放足。

的鞋子与缠足女性穿的三寸弓鞋迥然不同，只

广州和上海开风气之先，天足运动在这两个地

是一双黑色平底便鞋，从纵深的尖口中，观者

方发展得最为迅速。到 1927 年，
“迄今城区女

可以看到大面积的脚部皮肤。这样的足部装束

子，缠足者已不多见”[7]。但在乡村，根深蒂固的

在明清时期的女性着装中是有伤风化的行为，

社会习俗难以清除，于是，积极从事女权运动

因为冒然将天然状态的足部描画出来可能会

的团体诉诸于武力。
“汉口妇女协会，鉴于乡村

引起观者的心理不适，可见，图片作者对该女

女子，仍多步步生莲，知理不可喻，乃使女党员

性足部的放大还处于试探的阶段。1919 年的

立命脱
侦骑四出。逐户查察，见有弓鞋三寸者，

“五四运动”
爆发后，
时事媒体上出现的女性足

去，不从，迫之，亲自动手，将长条之布，层层剥

部形象已经褪却了之前的羞涩，如图 2 所示，

净，则如拳之驼峰立现，奇香四溢，聚布焚之，

几名女性正在观看一名男子悬挂题为 《醒狮》

施者相顾笑，而受者辄引为奇耻大辱，泪流满

的牌匾，牌匾的含

面，百般挣扎，有呼妈者，一家既已，他家知之，

义暗示着东方睡狮

多相率避地他去”[8]。民间
致各处之小脚姑娘，

将要醒来，借以警

团体的极端做法虽然有失偏颇，但对民国社会

醒世人。离观众最

下层的思想冲击是重大的，还原天足的努力促

近的女子身着改

使女性主体意识逐渐觉醒。镌冰女士在文章中

短的中式袄，下着

指出脚对女性身体的重要性：
“因为脚是支持

用西式纽扣装饰

全身的重量的，如果脚部不得当，这足以损害

的 长裙 ，一 手 叉

到全身的美点，如果我们看见一个缠脚很小的

腰，
从其神态和姿

女子，伊走路都走不稳，有时候必须扶着墙壁，

势上看，
她们属于

那么伊各部分自然的美的姿态，几乎全被那走

关心国家危亡的进步女性。她身边的两位女子

不动的两只脚牵制住了” 。

穿着平底布鞋，
展示出的足部已经是与身体比

[9]

由于放足者的脚部尺寸不一，有的被称为

图 2：
观《醒狮》牌匾的天足女子

例相称的天足。

假天足，因此，民国初年的放足女性大多选择

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末，
“纽约的脚”成为

圆头和方头的布制或皮制鞋。纸质媒体上，丰

中国时尚之典范，被高跟鞋包裹的天足成为新

富多样的绘画作品向社会展示天足的美丽和

女性的标志。
“最流行的要算是仿高跟式的平

健康，传达新的女性身体观。如图 1 所示，
1918

底鞋，用软质的花缎做面子，也是只有一个鞋

年发表的《图注尺牍初步》中，画面中的女性端

尖和后跟，中间用搭襻扣住，穿在脚上既舒服，

坐在椅子上，姿态含

式样也极好看。其余像那些圆头搭带式的，只

蓄内敛，保留着传统

有普通女学生才穿，尖口便鞋的势力，却大半

女性温良恭顺的神

[10]
被高跟鞋抢得所余无几了”
。

态，上衣较清朝女装

2.2 从肚兜到西式胸衣

短小，色彩简单，没

女性内衣的变
与高跟鞋的急剧变化不同，

有装饰，最关键的是

革十分艰难。民国初期，社会上欣赏自然挺拔

大方露出的足部貌

的乳房风气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不加捆绑的天

似天足，因为根据身

然乳房仍被视为丑陋粗鄙之行为。引领时代审

体比例来看，比自然

美风气之先的都市女性和知识女性更加以平

生成的脚要小。脚上

图 1：
《图注尺牍初步》中的天足妇女

胸为时髦，
“束乳之风，于民气先开者为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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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僻陋之乡则无见焉”[11]。“各地女学生，均以

出来，因为这是关于社会的一个大问题，不仅

束胸为美观，前行后效，相习成风，虽明知妨害

[16]
是妇女装束里的部分问题而已”
。

身体发育，然以环境所趋，不肯独异”[12]。而此

经过报章杂志上社会舆论的激烈讨论，女

时，能够压制自然乳房的服装便是紧身内衣

性乳房从私密空间转向公共空间，加诸在其上

了。当时女性的内衣是一种特质的小背心，
8寸

的内衣也因此出现了变革。1927 年 7 月 7 日，

来长，两肩不过 4 寸宽，上面缀上 10 几个扣

广州市代理民政厅厅长朱家骅在广东省政府

子。民国初期流行的女性内衣来自古代的马

委员会上提议《禁革妇女束胸》，经决议通过，

甲，
“只胸前纽扣甚密，俾能紧束胸部”
，而当时

于是解放妇女胸部的天乳运动正式开展。1927

的时髦内衣是抹

年 10 月 19 日的《北洋画报》上刊登出西洋女

胸，其变化在于

性的胸衣结构图 （图 4），
“图中所示之两窝，为

纽扣和肩带的变

藏乳之处，
故乳受托住束住而不被压迫。衣带

化，
“纽扣多开于

中间，
并有带可以收缩放宽。衣上有两带，
藉悬

旁边，复加挂带

肩上。衣之后面，
有扣可以扣紧。此其构造之大

两条，以防其下

概也。此物有托持双乳之利，
而无压迫胸部之

坠”[13]（图 3），但

[17]
弊”
。

是这种时新的内

图 3：民国初年的抹胸

衣仍旧是以压平乳房为目的。
对于这种束缚女性乳房的内衣，医学界给
予科学的引导。1925 年的《广济医刊》刊登了
《不束胸的四大优点》，其中一条就明确指出，
不束胸可以救国救民。“乳为婴儿之主要营养
品，乳部不发达，则乳汁必缺乏；卒之应（影）响

图 4：
《北洋画报》上刊登的西洋女性胸衣结构图

婴儿之身体，结果终成弱小之民族。所以欲解

但内衣的改革并不如理想中那么顺畅，并

决支那病夫之弱点，惟有希望束胸之女同胞实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或接受小马甲的退出。如杨

行解放，以达民族之强盛” 。

将解放
石癯在江苏镇江妇女补习学校授课时，

[14]

思想较为开放的精英分子更是对此深恶

女性乳房放入课堂讲义，
但她在讲台上讲得口

痛绝。有“性学博士”之称的张京生大加鞭笞，

干舌燥，
却引来学生和同事的嘲笑。某县党部

他认为性欲开放乃社会进步之始，而妇女平胸

开会时，
“一个女同志，没有穿小马甲跑进，许

“把美的奶部用
充分反映了礼教社会之丑陋：

多男同志督刺刺地说个不休！也难怪女子不肯

内窄衣压束到平胸才为美丽！这样使女人变为

[18]
解放”
。可见，
民国社会的落后审美阻碍了女

男人，而使男人不会见奶部而冲动，虽说礼教

性身体的再造进程。而电影明星在某种程度上

的成功，但其结果的恶劣则不堪言说，这不但

促进了审美趣味的改变。1929 年末，
《北洋画

丑的，而且不卫生，女人因此不能行肺腹呼吸，

报》记载：
“自女影星杨耐梅于去岁赴湘奏技之

而因此多罹肺痨而死亡。又压奶者常缺奶汁喂

后”
，长沙女性一度流行穿着电影明星杨耐梅

养所生的子女，其影响于种族甚大” 。也有人

的内衣款式，
“耐梅装为袒胸露背，长不愈膝，

呼吁公开讨论女性束胸问题：
“这个问题，
我是

下无裙裤……形若长筒，自乳上起至膝上止，

要公开讨论的，若果女同胞们——
—就是男子，

以双带悬诸肩际。在平津沪时髦妇女界，
盖已

也甚欢迎——
—对于这问题有何高见，不妨发挥

风行多年；自去岁提倡填入，打到小马甲之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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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日高之后，此类内

上下宽度趋近一致，
女性身体轮廓仍旧掩藏未

衣，
今年益见普及”[19]。

露。张爱玲在《更衣记》里指出此时女性旗袍流

报道出现四天后，画

行的社会原因，
“五族共和以后，全国女子突然

家便立即将其款式

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

用图像表现出来。从

复辟运动，
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
。她

图 5 所见，杨耐梅的

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

内衣款式与前文所述

说”
“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
，

西洋内衣有相 同之

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

处，胸背露出许多，用

图 5：
杨耐梅所穿内衣款式图

具有清教徒的风格”[20]。

肩带连接。但二者也有差异，西洋内衣注重其

真正让女性身体曲线得以突破的是上衣

功能性，而杨耐梅式内衣的观赏性更强；前者

下裙（裤）分段式服装造型。如图 6 所示，
该女

属于私密性的内衣，后者属于可公开的服装。

性身着传统衫裙，但上衫腰部收紧，衣襟两侧

总之，内衣结构和穿着方式的变化体现了民国

有从下到腰部的开

社会对女性乳房的观念变革，这在身体再造进

衩，下摆则提高到膝

程中的重要意义不容忽视。

盖以上。由于民国初

2.3 女性外衣的变革与女性身体曲线的重塑

期仍流行束胸的缘

女性身体的曲线是由生理结构上的胸部、

故，胸部轮廓尚未凸

纤细
腰部和臀部的凹凸轮廓构成。古今中外，

显，但下裙宽大，腰

的腰肢是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普遍期待。“楚王

臀之间出现明 显的

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表现了古代中国对美女

曲线。有些新式衣衫

身体曲线的要求。而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开

紧贴身体的程度已

始，到 20 世纪，束紧腰部，显示其纤细的紧身

经引起守旧人士的

内衣一直是西方女性深爱的服装衣具。但中国

“新式衣
关注，
《上海竹枝词》就婉转地批评过：

到了宋明清时期，
“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伦

衫孰剪裁，
这般窄小不应该。倘逢腹内孩儿大，

理观要求掩藏女性性征，将女性规训成温良贤

[21]
纽扣全然钮不来”
。

淑、安静肃穆的母亲角色。瘦弱的女性审美观

图 6：民国时期上衣下裙（裤）分
段式服装造型

随着解放女性身体运动的逐渐深入和服

腰、
念则将女性身体紧束在宽松的服饰中，胸、

装改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女性服装开始了从传

臀之间的自然曲线被人为地消解，缩化为纤巧

统的平面构成向立体剪裁转变，
最突出的变化

柔弱的平面美女形象。

“所谓‘改良’，
便是省道在改良旗袍上的出现。

民国时期，摒弃传统伦理规范，重塑自然

使袍身更为适
就是将旧有不合理的结构改掉，

健康的女性身体是社会身体建构的一项重要

体和实用。改良旗袍从裁法到结构更加西化，

内容，前述的天足运动和天乳运动为塑造女性

采用了胸省和腰省，打破了传统旗袍无省的格

身体曲线提供了基本的生物性条件，而女性服

[22]
局”
。1928 年上海一家时装剪裁学校的广告

装结构的变化则推动着女性身体的重塑进程。

宣传道：
“法国金乐福女士（Mme.Gin.Geroff），

但在民国初期，滞后的社会身体观念和服装剪

，教授各
最近在沪创办唯一之‘时装剪裁学校’

裁技术促使女性身体曲线的重塑也经历了曲

种时式之外衣内衣及帽之制法”[23]，并配有一

折的历程。上下连属的满族旗袍此时在汉族女

幅改良旗袍的时装画，该旗袍的腰线和下摆收

性中十分流行，但平面剪裁结构让初期的旗袍

紧，
胸部、
腰部和臀部成柔和的 S 曲线造型，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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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华梅
明显运用了西式剪裁中的省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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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话语体系。近代中国人被国际社会打上“东

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无论男女老

亚病夫”的标签，中国女性的身体形象被简化

幼，
逐渐改变其上衣下裙的着装形式，
女子都改

为三寸金莲。受到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影响的社

穿旗袍，
旗袍进入其发展盛期。1929 年，
国民政

会精英阶层自然将长长的裹脚布和三寸弓鞋

府公布的《服制条例》将旗袍列为女子礼服，
与

视为束缚和损害女性身体的象征，
甚至是种族

此同时，教育部也规定高级小学和中等以上的

野蛮落后的符号。在激烈的政治动荡中，
三寸

学校女生校服为旗袍。随着阴丹士林布、
薄绸等

弓鞋也逐渐退出舞台，
拥有一双天足成为社会

针织面料在旗袍制作中的应用，民国女性的身

对理想女性的身体期待，新女性的尖口布鞋、

体曲线便在旗袍的包裹下愈加显露。如图 7 所

圆头布鞋、
各种各样的高跟鞋便成为革命和进

示，广告画中的女子身穿柔软而半透明的针织

步的符号象征。

面料旗袍，
剪裁合体贴身，胸、
腰、
胯之间的比例
突出，里面的吊带式

（2）身体话语。民国女性服饰变革实质上
是对女性身体的重新建构。苏珊·桑塔格指出：

衬裙与外罩旗袍相得

“现代疾病隐喻使一个健全社会的理想变得明

益彰，将女子的身体

确，它被类比为身体健康，该理想经常具有反

曲线完美展现 出来。

政治色彩，
但同时又是对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

广告画一般表现出社

[27]
呼吁”
。近代社会语境中，
束胸、
缠足的女性

会对理想女性的身体

代表旧秩序，
而新的政治社会秩序需要健康自

期待，对民众也有极

然的女性身体。天足运动、
天乳运动带来的足

强的观念引导 作用。

服和内衣的革命让民国女性得以昂首挺胸，女

在日常生活中，身着

性外衣结构的变化则让这种身体状态能够外

窄腰紧臀旗袍的女性

图 7：民国广告中女子着旗袍装

也不少。例如
“穿起华尔纱的短旗袍，而有意隐

显，
从而塑造出一批文明进步的新女性形象。
（3）性别权力话语。民国女性的服饰变革

约地显露出两条衬衫的坎肩带……乳峰耸起，

是建立在不平等的两性权力话语之上的。福柯

深
是时行之一” ，
看“这一位密斯穿的全身红，

在《规训与惩罚》中说道：
“ 肉体也直接卷入某

红的旗袍，淡红的颈，桃红的丝袜，粉红的高跟

种政治领域；
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

皮鞋……春笋般的臂，
美满的足，
太阳般圆的臀

它打上标记，
训练它，
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

部，配以苗条的身材”[25]，曲线毕现，令观者拜

任务，
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28]，剥离

倒。

了国族政治话语的包裹，我们看到，对女性身

3 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三重语境

而非女性的
体的解放起始于男权社会的主动，

[24]

笔者认
通过对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考察，

主动。男权话语通过废缠足运动、
天乳运动、
曲

为，有三个重要因素构成了本次服饰变革的本

线重塑完成对女性身体各个部位的重新建构，

质面向：
政治话语、
身体话语和性别权力话语。

与之伴随的服饰变革则推动着男权社会完成

（1）政治话语。“在人类活动中，也许没有

对女性新一轮的身体规训。一些精英女性虽然

比选择穿着更鲜明地反映我们的价值观念和

出现了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觉醒，通过服饰

生活方式了。个人穿着是一种传递一系列复杂

选择、生活道路的选择等行为积极投入女性身

信息的‘符号语言’，并且也常常是给人以即刻

体的建构，但在公共空间内，她们又成为男性

印象的基础” 。民国女性服饰变革与当时的

凝视的对象。

政治变革是桴鼓相应的，承载着沉重的时代政

4 结语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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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审美中，服饰应该与身体和谐相

[8]汉上放足热[N].北洋画报.1927-10-26(2).

处，合二为一，
“没有人的身体，衣装就缺乏它

[9]镌冰女士.脚的装饰[N].大公报,1927-05-11.

[29]
的完整性和动感；它还是尚未完成的。”
在传

[10]镌冰 女 士 .妇 女 装 饰 之 变 化 (下 )[N].民 国 日 报 ,

统服饰情境下，中国女性身体退缩成悬挂服装
的衣架，缺乏自主权。经过近代政治和社会秩
序变动的冲击，中国女性身体被重新发现并塑
造，自然而健康的身体是民国社会的理想女性
身体形象。作为身体的第二皮肤，女性服饰也

1927-1-8.
[11]林树华 .对于 女界 身体 残毁之 改 革 论[J].妇 女 杂
志,1915(12).
[12]内政部提倡天乳运动[N].大公报,1929-12-15.
[13]绾香阁主.中国小衫沿革图说[N].北洋画报 ,1927
-6-29.

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变革，并蕴含着丰富的

[14]不束胸的四大优点[J].广济医刊,1925(2).

政治、
社会和权力话语信息。首先，足服和内衣

[15]张竞生 .裸体 研 究[N]（新文 化）上 海 创刊 号 ,1926

的变革打破了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的规训，高

-12:52-68.

跟鞋和西式内衣的出现表达了社会对女性身

[16]绾香阁 主.妇 女装 束的一 个大问 题——
—小 衫 制 度

体的现代性想象，也是社会精英试图摆脱落后

应否保存[N].北洋画报,1927-5-4.

愚昧的国际印象，利用女性身体救亡图存的实

[17] 绾 香 阁 主 . 胸 衣 构 造 说 明 [N]. 北 洋 画 报 ,1927-

践。其次，女装结构的变化体现出身体审美的

10-19.

现代化转向。直线而平面的传统服装结构形成

[18]杨石癯.妇女束胸问题零感[N].民国日报(上海),

的宽衣无视女性身体的存在，服装是为了遮蔽
身体，遵循礼制，而民国女性服装开始讲究以
人为本的精神，立体结构的适体型旗袍塑造出
具有现代性审美趣味的女性身体。

1930-6-28.
[19]释耐梅装[N].北洋画报,1929-7-23.
[21]胡祖德 .上海 竹枝 词,沪 谚外编 [M].上 海 ：上 海 古
籍出版社,1989:207.
[22] 包 铭 新 .中 国 旗 袍 [M].上 海 ：上 海 文 化 出 版 社 ,
19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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