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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世界各国政界名流着装的西方男装礼服变迁
与形制研究
文/张 旎
当今世界各国男性政界名流出席国家级外交场合所穿着的服装不但受到各国媒体的高度关注，
而
从西方男装礼服的发展历
且对于男装礼服的着衣规范也起到了典范作用。文章基于国际社交的着装惯例，
程、结构与工艺、
文化内涵等方面入手，按照穿着的时间顺序，解析国际主流社交场合男装正式礼服、半正
以期为热爱时尚的人士借鉴。
式礼服和便装礼服的着装礼仪，
政界名流男装；
变迁与形制；
着装规则

礼服是指出席正式场合、符合特定礼仪穿
着的服饰总称。[1]男装礼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社交提供参考。

1 日间正式礼服——
—晨礼服

17 世 纪 后 半 叶 巴 洛 克 时 期 的 鸠 斯 特 科 尔

晨礼服的英文名称是 Morning Coat。按照

（Justaucorps）——
—现代男式礼服的始祖。[2]随

国际惯例只能在下午六点以前穿用，故被视为

后，1665 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将当时的波斯风

日间第一礼服。根据西式男装礼服的着装规

格引入了男装礼服，确立了外衣、马甲和马裤

范，在当今的社交生活中，晨礼服通常作为公

三件套服式，为现代男性礼服奠定了基础。世

式化的特别礼服，如欧洲皇室成年男性在出席

界各国男性政要名流在出席高规格的外交活

如隆重的典礼、
授勋仪式、大型古典音乐指挥、

动，如国事访问、国家庆典、国宴、皇室婚礼等

特别的告别仪式等场合，

场合，为了表达对场合的尊重而行使最高的礼

一定要穿着晨礼服。

仪，他们都遵循 The Dress Code（国际着装规

1.1 晨礼服 历史 演 变和

则），穿着西式男装礼服。政要名流们由于受人

特征

瞩目的特殊身份，其外交场合的着装起到了国

晨礼服是由弗 瑞克

际主流社交着装时尚风向标的作用。然而中国

外 套（Frock Coat）演 变

越来越多成功男士渴望参与国际主流社交活

而来的，这种外套的特征

动，但对男装礼服的正确选择和着装规范知之

为双排扣、戗驳领、衣长

甚少。本文从世界各国政界名流穿着礼服的时

在膝盖线以下的长外套

间、场合、地点、礼仪隆重的程度、社交场合环

（图 1）。19 世纪，欧洲大

境气氛以及宾客的构成等因素来解析男装礼

兴狩猎之风，绅士们骑马

服的着装规范，为更多中国男士融入国际主流

时觉得弗瑞克外套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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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94 年 1 月 1 日 拍
摄的照片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
(曾祖母)怀抱爱德华八世
国王(曾孙 )，后面左边为
穿弗瑞克外套的乔治五
世，右边为爱德华七世，照
片是在爱德华八世的受洗
仪式后所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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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4 年英国皇家阿斯科特赛马会上男士穿着晨礼服作为骑马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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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年龄的男士选择不同驳领造型的晨礼服

过长的双排扣的门襟过于碍事，就把前衣襟的

翘角度较小的黑色晨礼服；而年轻的男士则会

下摆掖起。由此启发，产生了修改前摆的想法。

选择驳头较窄，
上翘角度较小的深灰色晨礼服

在弗瑞克外套基本样式上进行变革是在 1838

（图 4）。

年，英国东部纽玛克特小镇举办的赛马盛会

晨礼服的结构特征为后片中缝有明开叉

（至今仍是世界最著名的赛马大会圣地），绅士

至腰，两边刀背缝贯通，中间与侧腰至前身的

们观看赛马的服装是将弗瑞克外套的双门襟

腰缝汇合成 T 字结构，
并用纽扣在结合点上固

改为单门襟，并将前片下摆呈弧线设计，由于

定。这种结构完整地保留了弗瑞克大衣的传统

它更方便于外出和骑马狩猎而大为流行，并以

袖扣以四粒为标准。
结构。袖型宽窄适中，

纽玛克特命名，直到现在晨礼服仍有做成骑马
盛装的传统（图 2）。

晨礼服外套的裁剪是较为复杂的，它的主
体裁片由九个部分组成：衣身由后中片、后侧

19 世纪 70 年代经过这样的演变过程，晨

片、前片和下摆片四部分组成；袖子是大小袖

礼服以正式的称谓进入上流社会。到 1898 年

过面等。它的结构焦点
片，
还有领片、胸带片、

晨礼服开始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晨礼

和技术设计主要在腰部和后侧部，这些地方的

服升格为日间正式礼服，取代了弗瑞克外套。

尺寸分布和设计直接影响到晨礼服的外观造

1929 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弗瑞克外套退出，
晨

型，
这需要丰富的板型设计经验和工艺技术。

礼服成为名副其实的日间正式礼服而沿用至

1.2 晨礼服的搭配

今。

晨礼服的规范搭配是黑色上衣配专用的
晨礼服的形制仍沿袭着继维多利亚时期

灰色条纹西裤，双翼领、无胸饰的白色衬衣扎

的总体风格，其结构各个组成元素具有很强的

银灰色阿斯科特领巾，
银灰色戗驳领双排扣专

规定性。晨礼服上衣外套的标准款式为戗驳

用背心和手套，大礼帽、三接头皮鞋和勾柄手

领、
一粒扣、
前片下摆为大圆摆。戗驳领（Peak

杖或黑色雨伞是其惯例上的经典搭配。

Lapel）是驳领的一种。以串口线为分界，上面

晨礼服的主要饰品是阿斯科特领巾或领

为领，下面为驳头，如图 3 中黄色线条与红色

带。阿斯科特领巾和晨礼服组合是它的传统

线条形成的夹角。戗驳

搭配。领巾的颜色以灰色或白色为首选，它

领的领形是晨礼服外套

的扎 结方 法 有 两种 ，一 是交 叉 型亦 称 蝉型

设计中细节变化的重

巾，一是垂悬型。胸部饰巾用白色或灰色，用

点。驳头的宽度和上翘

针式领带（巾）夹（Ｔie Ｐin）装饰。晨礼服

的角度，成为彰显穿着

标准配置的背心为双排六粒扣戗驳领。脱掉

者不同年龄与气质的重

背心，裤子不扎腰带而由白色吊带固定。晨

要元素。通常年长的男

礼服的鞋和手杖是专用的。黑色三接头皮鞋

士会 选 择驳 头 较 宽，上

图 3：
戗驳领

为首选，有时也采用接头有压花或无接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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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服 皮鞋，但 不 宜 采用 晚 礼服 用 的 漆皮 皮

服，头戴黑色礼帽、手拿

鞋。手杖是勾柄型。

弯柄黑色雨伞参加皇家

根据不同的场合，晨礼服在传统搭配的基

赛马会。统一的浅灰色调

础上可稍作变化，但仍旧严格遵循 The Dress

上衣、裤子和马甲的搭

Code。

配，
在夏季的赛马会上符

(1)日间庆典和婚礼场合

合时宜又不失对传统的

晨礼服出现频率

尊重；
弯柄黑色雨伞代替

最高 的当属 在 欧洲 皇

了手杖，
适合英国乡村多

室贵族的婚礼上，晨礼

变的天气；
黑色礼帽保留

服成 为男性宾 客 们的

传统英国绅士的风范。整

必备礼服（图 5~ 图 6）。

体的着装不愧为皇室赛马会上贵族绅士的着装

例如，
2011 年 4 月 29

典范。再如图 9 中，
英国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

日，英国威廉王子和凯

和其他皇室男性则选择深灰色系的晨礼服。在

特·米德尔顿在伦敦威

马甲的搭配方面可选择浅灰色或米色。在这种

斯敏斯 特大教 堂举行
30 年来英国皇室最隆
重的婚礼。出席婚礼的

图 5：摩纳哥国家元首阿尔贝
二世亲王的婚礼(王妃的父亲
（右） 身穿正式的晨礼服牵着
女儿的手)

图 8：英国查尔斯王储（左）
头戴礼帽身着晨礼服参加
皇家赛马会

场合中，晨礼服搭配的领带颜色也可根据个人
的喜好，
稍作变化，
可以是较为靓丽的颜色。此
外，
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晨礼服外套上左侧的驳

宾客多为世界各国王室成员、英联邦国家总督

头上花眼处可佩戴鲜花做装饰，以烘托欢乐的

和总理、世界各国外交使节以及政要，多达

气氛。

1900 人。在这样的场合中，
当天英国首相卡梅
搭配蓝色暗条格领带，
出席
伦身着标准晨礼服，
婚礼庆典（图 7)。按照英国皇室婚礼庆典的礼
仪，
首相作为国家领导人着装从里到外，
从上至
下，
从整体到局部，
都按照晨礼服标准的搭配和
规范来装备，表示对皇室的
崇敬而行使最高的仪规。

图 9：出席英国皇家赛马会的其他绅士

(3)葬礼场合
晨礼服也是出席高规格葬礼上男士的正
图 6：英国王储查尔斯和卡米拉在婚礼 图 7：
英国首相卡梅伦（右）
当天与皇室成员合影
身穿晨礼服出席皇室婚礼

葬礼上晨礼服外
式礼服。遵照国际着装规则，
套和背心的颜色必须是黑色，搭配裤子为灰色

(2)传统娱乐、
竞技运动的场合

领带的
暗条纹西裤。为尊重告别仪式的场合，

晨礼服作为男士骑马的盛装礼服，
其选择

颜色也要用黑色，搭配的衬衣为白色，任何其

的颜色可为深灰色或浅灰色，而且外套细节处

他颜色是不允许出现的。2013 年 4 月 17 日，
英

也可稍作装饰，背心的搭配也可稍作变化。例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葬礼仪式在
国伦敦，

如图 8 中，英国王储查尔斯身着浅灰色晨礼

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举行。葬礼共有 2,300 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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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及夫婿菲
邀出席，

董事套装起源于

利普亲王等皇室成员和 170 个国家领袖及重

1900 年的 英 国 国 王 爱 德

要官员。图 10 为撒切尔夫人的家人出席葬礼。

华七世，本是为董事会成

图中的男士均着黑色晨礼服外套和灰色暗条

员专设的一种礼服套装，

纹西裤、黑色皮鞋，里面搭配黑色马甲、黑色领

其实更像是上层社会将晨

带搭配白色企领的衬衣，严格的着装礼仪不得

礼服大众化，职业化的产

越雷池半步。在装饰细节方面，图 11 中撒切尔

物。 [3]董事套三件套的基

夫人的儿子马克·撒切尔在饰品的搭配上做出

图 12:董事套装

本构成形式为：上衣为两

符合着装场合的示范。他选择在的黑色领带上

粒扣，
圆下摆。左胸有一手巾袋，
前衣身下方左

搭配银色饰针，晨礼服外套的胸口处搭配白色

右两侧设有夹袋盖的双嵌线口袋，
后身有开叉

口袋巾装饰，黑白的搭配庄严肃穆既表达对逝

设 计，袖 衩 有 三粒 扣 装

者的哀悼也符合葬礼隆重的氛围。

饰。背心的前门襟设有五
或六粒纽扣，四个口袋成
左右对称。裤子设有侧斜
插袋，臀部两口袋左右对
称，口袋为单嵌线或双嵌
线，通常只在左边袋上设
图 13 中
一粒纽扣。例如，
前英国首相丘吉尔身着标

图 10:撒切尔夫人的家人出席葬礼

图 13：前英国首相丘吉尔
身着董事套装

搭配黑色领结，手持
准的董事套装，
头戴礼帽，
弯柄手杖，
十足老牌英国绅士派头。
如今在国际
外交某些日间重要的场合，中外领导人更愿意
—两件
选择与之相比较更为简化的西服套装——
套的西装，
即省去董事套装的背心。
2.2 董事套装的搭配
国际着装规则规定董事套装有一个搭配
原则，即如果为单排扣西装就必须要穿着马
甲；
如果双排扣可省略马甲可系普通领带。具

图 11：马克·撒切尔（左）的黑色领带上有饰针，胸口处有白色口
袋巾装饰

2 日间半正式礼服——
—董事套装

体搭配方案如下：
(1)标准的董事套装
标准的董事套装通常

董事套装（Director's Suit）亦称日间准

与晨礼服的黑灰条纹裤相

礼服，适合白天非国家级正式场合穿着的半正

配，
衬衣以企领为主，
翼领

式礼服,例如男性领导出席白天的聚会、
谈判、
出

为辅；灰色领带成为标准

席各类仪式和考察活动等场合。董事套装是标

搭配，一般不使用阿斯科

准的上衣、
马甲和裤子三件套礼服。后来董事套

特领巾；背心为三件套标

装逐渐演化为黑色套装，
即黑色 Suit(图 12)。

准背心采用无领双襟六粒

2.1 董事套装历史演变和特征

扣或单襟六粒扣（图 14）。

图 14：标准的董事套装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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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排扣董事套装
董事套装礼服可选择都用同一种面料制作。
而选择双排扣的上衣，
即上衣的双排扣两粒扣或

单排扣董事套装的搭配大礼帽，深色条纹领带，
西装胸部的手巾袋搭配有装饰巾。
而黑色两件套西装是简化后的董事套装，
也

三粒扣门襟和成直角下摆，可省去背心的搭配。

是各国政要最常见的日间着装。由于其样式变化

如 1940 年，爱德华八世和辛普森夫人在游泳池

较为单一，
其搭配的重点放在了领带上。以美国

边的照片中（图 15），爱德华八世身穿双排两粒

领导人为例，2008 年 11 月，奥巴马击败对手

扣，
灰色暗格纹两件套西装，
搭配同色系领带和

麦凯恩 成 为美 国 历史

衬衣，脚穿白色与咖啡色拼接的三接头皮鞋，
成

上首位 非洲 裔总 统。

为 20 世纪 50 年代男装的时尚典范。而如今男士

奥巴马在 总统 就职 典

们在某些日间的重要场合，
将三件套简化为两件

礼上系的 是一身黑 色

套西装，
多以双排三粒扣为标准。例如，
2012 年 7

两件套 西装配一 条红

月 9 日，
查尔斯王储视察英国皇家空军谷，
并搭

色领带（图 18）。美国媒

乘由威廉王子驾驶的救援直升机时穿着简化的

体称，这条领带的选择

双排扣董事套装（图 16）。中灰暗条纹，
枪驳领，
双

可谓众望所归。[4]在经

排扣三粒扣，
是日间准礼服的标准示范。

济不景气的当下，美国
民众心目中正希望一个
强有力的领导者横空出

图 18：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就
职典礼上身着黑色两件套董
事套装

世，奥巴马的红色领带不仅迎合了当天的氛围，
也呼应了民众的心声，传达了强有力的领导者
形象。英国时装品牌 THOMASPINK 首席执行官乔
纳森海尔布隆就此发表评论说，
奥巴马
“具有了
不起的时尚品味，这无疑增加了他受欢迎的程
度”
。[5]2008 年，
美国著名男性时尚《君子》杂志
图 15：1940 年爱德华八世身穿 图 16：2012 查尔斯王储身穿双
双排两粒扣董事套装
排三粒扣董事套装视察英国皇
家空军谷

（3）单排扣董事套装
单排扣董事套装上衣为单排两粒扣或三粒
扣，
戗驳领；
背心的前门襟设有五或六粒纽扣，
四

选出年度十大最佳衣着男士，经常一身黑西装
配白衬衫的美国总统参选人奥巴马以其简洁而
裁剪合身的衣着风格上榜。[6]

—燕尾服
3 夜间正式礼服——
燕尾 服 是最 高 级 别 的 男 性 正 装 晚 礼 服

个口袋成左右对

（Evening Dress Coat）,国际着装规则规定在下

称；口袋是夹袋盖

午六点以后穿着。在最高规格正式的晚间社交场

或双嵌线口袋；袖

合中，
若是请柬上注明了
“White Tie”
，
男士则必

衩的装饰扣通常为

须穿着燕尾服。

四粒；后片可选择

3.1 燕尾服的历史演变和特征

中开衩和无开衩的

燕尾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789 年的法国大

设计。如图 17 中英

革命，
为了使好骑马的绅士和征战的将士更加灵

国前首相安东尼·

活方便，当时的大衣外套前襟腰部以下被去掉。

艾登乘飞机抵达视
察地，一身标准的

图 17：英国前首相 Robert Anthony
Eden（罗伯特·安东尼·艾登）右一

其结果促使了燕尾服的诞生。到了 1803 年，
燕尾
服作为礼服得以普及。1843 年，
深蓝色燕尾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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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黑色燕尾服流行。直到 1850 年，
燕尾服称谓

一般
为直开兜，
前腰省的旁边有单开线的表兜，

普及，
并作为男装正式晚礼服专用语。

没有后裤兜，
要有也只是一侧有，
是双开线的挖

燕尾服一般用黑色或藏青色的精纺礼服呢

兜。因使用背带，
故裤子前后都装有背带扣。后腰

(Dress Worsted)或驼丝锦(Doeskin)来做。其正

中央有三角形缺口，
这里保留着过去定做时代的

面造型特征为：
宽宽的枪驳头上蒙一层无光泽的

痕迹。燕尾服应搭配黑色的袜子及黑色漆皮皮

平纹绸或塔夫绸面，
前门襟的扣子也是用同样的

鞋。

平纹绸包起来的包扣，
左右各有三粒倾斜排列的

欧美领导人出席皇家最高级别的颁奖仪式、

扣子，
袖口处的三至四粒装饰扣也是同样的小包

国家级的正式欢迎晚宴等顶级夜间外交场合时

左胸前有手巾兜。肩
扣。驳头上有插花用的扣眼，

应穿着燕尾服。例如，
瑞典国王卡尔·古斯塔夫出

较宽，肩头较方，胸部

席诺贝尔颁奖仪式时，
包括所有的宾客都身着燕

的放松量较大，
有英国

尾服，
佩戴白色领结（图 20）。再如图 21 中，
2007

式西服的造型特点。前

年，
美国迎接英女皇到访，
白宫专门聘请了精通

衣片在腰围处收紧后

皇室服装礼仪的专家，
美国前任总统小布什出席

向外张，也就在这种

英女皇的欢迎国宴时，为了向女皇致以最高礼

外张的感觉刚刚开始

仪，
第一次在国宴中穿黑色燕尾服、
系白色领结，

就被切断了（图 19）。

这也体现当天的场合的隆重程度，
接待的规格之

燕尾服的后衣片长垂

高也可见一斑。

[7]

至膝部，后中缝开衩
一直开到腰围线处，

图 19：燕尾服

使其造
形成两片燕尾。后背两侧有分割线构成，
与前面的衣摆切断
型合体，
腰部有横向切断线，
线相接，
在横切断线下连接着燕尾部分，
这是维
多利亚时代男装基本裁法的继承。后腰横切断接
采用劈缝做法，
不缉明线。燕尾服的袖子很细，
袖

图 20：瑞典国王卡尔·古斯塔夫
(前右)，
出席诺贝尔颁奖仪式时身 图 21：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身着
燕尾服出席英女皇欢迎晚宴
着燕尾服

山很高，
袖窿较小，
在袖根内侧的腋窝部分有一

4 夜间半正式礼服——
—塔式多

缝上装饰着两粒包扣，
后中缝和两侧的分割线均

以增加耐磨性和吸汗
块做成双层的三角形垫布，

在男装礼服中塔式多（Tuxedo）处于象征权

性。

利着装的金字塔顶端。塔士多是夜间的半正式礼

3.2 燕尾服的搭配

服。欧美国家的社交活动如受邀时间在夜间，
请

燕尾服的搭配原则近乎苛刻，
国际着装规则

“Black Tie”
柬上标有
,即指定男性来宾穿夜间

中规定最高级的夜间正式社交场合中，
燕尾服必

[8]
准礼服塔式多（Tuxedo）。
在一些国家级的晚宴、

须系白色领结，
这成为燕尾服重要标志。衬衫应

音乐会、
庆典等场合塔士多都可作为晚间正式场

搭配白色双翼领衬衫，
而袖扣以白金或高档金属

合的礼服，
只是其级别低于燕尾服。

材质等为宜。与燕尾服相搭配的礼服裤也必须不

4.1 塔式多的历史演变和特征

同于一般的西裤，
立裆较深，
一般不用腰带，
而用

塔士多的前身在法国称为吸烟装（Smoking

背带。裤子前面有两个活褶，
裤腿从臀到膝较宽

Jacket）, 据说早期法国男士们为享受晚餐后的

松。裤略长一些，
但没有卷裤脚。外侧裤缝处装饰

香烟，在特别的吸烟室休息聊天而穿着的服装

两条与燕尾服驳头同色同质的丝带。两侧的裤兜

是其前身。塔士多礼服诞生于 1886 年，
相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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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欧洲大陆流行。

塔士多礼服是
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红毯上，

如今它成为高级晚宴、

也男性嘉宾体现个人衣着品味的同时，也通过

商务酒会等社交场合

特殊的服饰的元素符号来尊重这一高级别的

政要名流们最为青睐

社交场合。然而，
在这种场合中，
塔士多礼服的

的礼服。

颜色、面料以及搭配细节不再有很强的限制

塔士多的款式特

性。图 25 中，
好莱坞男星们选择酱红、
群青、
灰

征集中体现在领形上，
通常为戗驳领或青果
领（图 22），领 面 选 用
缎面。衣身为做工精致

蓝等色彩的塔士多礼服亮相红毯。

图 22：著名设计师汤姆·福特
（右）和事业伙伴（左）分别身穿
青果领塔士多和枪驳领塔士多
出席商务晚宴

的羊毛面料，前胸手巾袋露出白色手帕。裤子
质料与上装相同，一般使用黑色或藏蓝呢料，
但面料和色彩也可有不同的选择。
4.2 塔士多的搭配
塔士多配搭的衬衫前片有褶裥装饰，袖口

图 23：
2007 年，丹麦二皇子约 图 24：西班牙王储（右）身着戗驳
阿基姆王子在上海
“1933 老场 领礼服参加荷兰皇室晚宴
坊”
参加晚宴时着装

处配金属袖扣装饰。领结必须为黑色。塔式多
搭配衬衣正式穿法通常在腰部配有较宽的黑
色腰带，脚穿黑色平底皮鞋。[9]根据不同的场
合，如高级晚宴、商务酒会、盛大的颁奖典礼等
塔士多礼服搭配也可有不同的变化。
（1）政商界高级晚宴、商务酒会
经典黑色塔式多是政商界高级晚宴、
商务
酒 会 等 场 合 的 首 选 。 请 柬 上 标 注 的“BLACK
TIE”表明服装的社交语言所传达的符号性和

图 25：奥斯卡颁奖典礼红毯上身穿塔士多礼服的男明星

5 结语

规范性应被参与者所遵从。例如，2007 年，
丹麦

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为自己而

二皇子约阿基姆王子身穿青果领塔式多礼服

吃，
为别人而穿。”
各国领导人的着装搭配在某

应邀参加由哥本哈根皮草与东北虎皮草在上

种意义上来说是与大众之间的交流，他们如何

海“1933 老场坊”为其举办的晚宴，他选择的是

穿戴不仅影响到时尚潮流，
还是传达政治信息

双排三粒扣经典黑色塔式多，衣身为精致的羊

的重要工具，甚至成为一种有效的施政手段。

白色口
毛面料，内搭白色礼服衬衣，打黑领结，

男装礼服也是伴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随着

袋巾装饰，这身优雅高贵的搭配是塔式多礼服

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而表现出更多

的最好的示范（图 23）。又如图 24 中，
2013 年 4

的通用性。这种共通性是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

月 29 日，荷兰王室在首都阿姆斯特丹举行盛

国际主流社会所主导的。国际社交的服制国际

大晚宴庆祝新国王即将登基，来自世界各地的

着装规则成为欧美国家上流社会男装礼服所

政要名流出席了晚宴。图为西班牙王储菲力浦

奉行的着装
“圣经”
。国内的男士想要更好的融

身着戗驳领塔式多礼服配黑色领结，衬衣配黑

入国际社交场合，在着装上不仅要正确的选择

色纽扣，
出席晚宴尽显王者风范。

礼服，还要遵循其严格的“操作规程”和“搭配

（2） 盛大的颁奖典礼

密符”
，对出席的场合、时间、宾客的构成等客

服饰与文化：源流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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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条件的了解，更要对服饰的历史及绅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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