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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期流行媒介对现代服装变革的影响研究
文 /李

楠
要认识现代服装变革何以源自 20 世纪初期，必须深入到 20 世纪初期的历史背景中，发现时代转

型期的流行媒介境况以及它在所有方面留下的进步烙印，否则就无法了解服装现代化进程中媒介显现的
采用平行比较的方法，综合考察报刊、
具体意义。立足于 20 世纪初期的历史背景，对这一时期展开回顾，
电
影、广告等媒介形态对现代服装变革的影响。研究认为：在对服装流行性和商业性的认识上，20 世纪初期的
中、
西方服装界都与时代紧密贴合，
追逐服装流行的观念已经形成。
20 世纪初期；
流行媒介；
服装变革

《时髦的身体》一书中指出，
20 世纪 20 年

印刷术同时发展起来，
在服饰传播中有相对稳

代的西方女装强调变化和时新，使得从设计到

定的媒介功能。18 世纪欧洲已经出现了涉猎各

生产、
销售的转换十分迅速。 李当岐也提出，

类时事的报纸和杂志，
1798 年德国人发明了平

进入 20 世纪后，在工业化的进程下，流行不再

版印刷术（中国称胶版印刷），
适用于彩色印刷

局限于小规模的模仿现象，而朝着跨越地域、

和图画印刷，
画报时代到来了。1830 年左右，
依

国界、阶层的限制，大规模、快速度的加速发

赖于视觉图像吸引读者的时装杂志在欧洲应

展。 而杨越千把这种服装中的流行称为
“现代

运而生。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
时尚类报刊主动

社会的流行”
。《中国近代社会史》也有这样的

地将阅读内容服务于大众，在上至贵族富商，

变
记载：
“民国以后女性服装发生了较大变化，

开创了一种关注
下至普通民众的广阔范围内，

化节奏加快，
（20 世纪）20 年代以后年年有变，

女性生活和视野的传媒产业。进入 20 世纪，时

甚至一年数变”。[3]这四句话共同阐明了一个道

装报与杂志凭借其图片报导和易被传阅的优

理：进入现代社会（即 20 世纪初期，以第一次

势，
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传媒载体。

[1]

[2]

世界大战为分界线）以后，受到新媒介的影响，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冲击了高级时装业，

中西方都呈现出日趋兴盛的时髦服装——
—即

但时装杂志似乎未受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时装，服装流行具有了新的特色。本文分别从

间，法国的《世界》
（Les Mode）、英国的《皇后》

报刊、电影、月份牌广告等媒介形态对现代服

依然大篇
（The Queen）几乎连战争都没有提及，

装变革的影响展开论述，以期认识现代服装变

美
幅地报道时装流行的样式和动向。[1]1916 年，

革源于 20 世纪初的深层次原因。

国《VOGUE》杂志的出版商泰纳仕公司创办了英

1 报刊发展对服装变革的影响

国版《VOGUE》，随后在 1921 年又发行了法国版

纸质媒介包括报纸、杂志和书籍等，它与
中国传媒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工程项目（YXJS201524）
李楠，
博士，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

《VOGUE》。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时装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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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
（VOGUE）、
（MODES
发展迅速，
《今日时装》

来表彰。[3]画报成为传播时装的大
报的
“始祖”

ET MANIERESD'AUJOURD'HUI）、
《高贵品味》
（LA

好途径。

GAZETTEE DU BONTON）、
《美观》
（BEAUTE） 等杂

《申报》①（全称《申江新报》
）创办于 1872

志在法国国内外都很畅销，连刊内的装饰艺术

年，
是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新闻类报纸。
《点石

风格的时装插图也广受民众追捧，后来成为一

斋画报》就是《申报》的附刊。20 世纪 20 年代是

个独立画种（图 1）。

《申报》的黄金期，
在史量才推陈出新的办报理
念下创造了发行量的顶峰。
《申报》在广告中启
用大量的时髦女郎，成为当时一道亮丽的风
景。譬如 1927 年 1 月 1 日《申报》刊登的华成
烟草公司的广告，使用了 95 个美女头像组成
“美丽牌香烟”这 5 个字就是一个明证 [4]：广告
也成了传播服装时尚的有效途径。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了一本影响广泛的
—《良友》，
它是伍联德于 1926 年在上海
杂志——
创办的一本百科全书式的画报。它密切关注流
行，
有
“准时装杂志”之称。《良友》的时尚意图
很鲜明：一是报道国内外时装新款。譬如 1927

图 1：
20 世纪 20 年代的《VOGUE》杂志和一组杂志封面

年 3 月总第 13 期上介绍了“美国女子体育服

从时装杂志看，传播媒介对服饰的意义主

装之变迁”
（图 2），为民国的体育服饰酝酿雏

要有三层：①加速流行。这一媒介功能使用得

“欧
形。再如，
1929 年 3 月总第 36 期上开辟了

最频繁，及时地传播服饰信息，服饰的更新速

美时装”专栏，刊登“巴黎、纽约春夏时装展览

度必然加快，缩短了流行周期。②引导审美方

，并附有“出门旅行
会中几种简单而美观之服”

向。杂志推广的是时新的生活理念和装扮技

、
“简便美观春夏咸
郊外散步此装束甚见精神”

巧，当妇女们去参考和借鉴时，也逐步改变了

[5]
宜中年妇女喜用之”
的注解。二是利用名人来

她们的审美观。③进入消费时代。随着新的都

社会
推广流行。《良友》的封面以刊登女明星、

市消费理念的兴起，时装在杂志上的意义越来

名媛和女运动员为主，
这些人亲身亲为的时装

越被固定在推销商品和维系顾客上。

打扮经验，
本身就在引领服饰潮流。

清末《点石斋画报》是中国最早的“图像”
报纸，图说新闻、图说时事的手段符合大众的
阅读习惯。它有专栏刊登优秀画师的仕女图，
“最早有吴友如的百美图，此后有沈伯尘的百美
图、丁慕琴的百美图，继之即有杜宇的百美图，
杜宇所作，
新颖妩媚，
大有后来居上之概”
。[2]这
些美女图直观地呈现了世俗生活的大众趣味，

图 2：
《良友》1927 年 3 月期上介绍的“美国女子体育服装之变迁”

与其说它在传播时事和新知，不如说它更乐于

可以看出，时装主要发生在上海等传媒较

体现娱乐性和视觉性。1926 年创办于天津的

发达的城市。相反，在信息闭塞或经济不发达

在第 6 卷的卷首号刊出武越所撰
《北洋画报》，

的内地，妇女们不仅接触不到时装，也无力消

的《画报进步谈》，将《点石斋画报》作为中国画

费时装，因此服饰的交流相对滞后。这也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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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了传播媒介在服饰交流中的重要性。

神的克莱拉·宝（Clara Bow）④通常被认为是 20

2 早期电影的明星效应对服装变革的影响

世纪 20 年代大众偶像的代表（图 3）。她们在银

电影将开辟一个
电影理论家巴拉兹曾预言，

幕上下的生活都奢靡放荡，
具有强烈的性吸引力

纯粹通过视觉来体验事件与思想的新方向。[6]显

是她们的共同特征，
至今好莱坞女星仍是如此。

然，
1895 年电影的到来，带给人类的不仅仅是

时隔不久电影就传入了中国。一开始电影

一种声光影电下鲜活的视觉奇观，还有直指心

作为“奇技淫巧”被排斥，而且不允许女性露

灵的、生动的情感满足。它与众不同之处在于

脸。1895 年上海女伶开始上台表演京剧，
1912

使用了活动影像的技术，把其他一切艺术样式

年北京的戏班子里出现了坤角，到了 1914 年

综合起来。电影是现代科技的成果，给大众传

女演员开始在上海的文明戏中演出。20 世纪

播媒介带来的影响不可小视。

20 年代初期，
当电影成为上海最新的娱乐方式

在社会传播方面，电影对时装的流行起到

之后，电影女明星继女伶、舞女成为最受关注

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表 1）。作为视觉的

的欲望偶像。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电影明星出

先导，
电影给女性在服饰和容颜上以示范，
现代

现的时间几乎与西方同步。

女性需要感谢电影的恩惠，因为银幕发现了女

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电影带给以上海为

性美。的确，
电影的普及使女性更加关注自己的

代表的中国都市女性以新的视觉冲击，在现代

形象和身体，这一定程度上也有唤醒女性自我

着装和行为举止方面都成了可资模仿的对象。

意识的作用，对现代女装的推广有着不可磨灭

中国电影女明星的银幕表演和包装宣传都

的贡献。另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影坛的

在有意识地仿效各色好莱坞女星。前面所述的

第一次造星运动中，
女明星取代了贵妇成为引领

路易斯·布鲁克斯就是中国第一位女星殷明珠

流行的代言人。出演情色电影的路易斯·布鲁克

的原型。殷明珠于 1921 年在上海影戏公司拍摄

斯（Louise Brooks）②和因影片《IT》③成为性感女

了故事片《海誓》，其身上所体现的时髦美艳与
好莱坞电影中那些充满现代主义色彩的“飞波
妹儿”
可相比照。艳星杨耐梅则以玛琳·黛德丽
（Marlene Dietrich）⑤来对号入座，
黛德利那着
男装和神秘的私生活成为杨耐梅大胆放浪行为
的范本。电影公司对黎明晖的角色定位就是像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
“飞波妹儿”
一样的青春撩
还进行了
人。1926 年上海举办了电影博览会，

图 3：
路易斯·布鲁克斯（左图）和克莱拉·宝（右图）是 1920 年代
的大众偶像

选举⑥，
“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女明星”
处处可见对
好莱坞女星的亦步亦趋（图 4，
见下页）。

表 1：20 世纪 10 年代、20 年代美国社会事件、娱乐节目与时装流行的相关反映
社会事件

娱乐节目

流行时装

社会事件

20 世纪 10 年代
现代艺术兴起；
《一个国家的 诞生》；“吉布森女郎”走向现
各种游乐专用
《啊！我 代化；松腰身式样；超
《绝不宽容》；
服装出现在街
的心尖》；
《让我叫一声 薄面料的时装；一步
头；芭蕾艺术和
甜蜜的心》；
《亚历山大 裙；帝国时代的高雅
美术活动影响
的滑稽乐队》
廓型
着时装

娱乐节目

流行时装

20 世纪 20 年代
颁布禁酒令；迪考艺
术盛行；出现贩运私
酒的违法行为；
“ 演艺
船”在百老汇献技；在
纽约黑人区成立棉花
俱乐部

《爵士歌手》；
《风流小
生》；
《城市之光》；
《午
短裙；可装卸的女用
茶》；
《老人的界 河》；
内衣；短发发型；流行
《小天鹅》；
《我爱的男
在膝部搽粉化妆
子汉》；
《仅为哈 雷放
纵》

原载于美国 1985 年 11 月增刊号
“75 Years in fashion”
（注：
引自杨越千的《时装流行的奥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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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0 世纪初婉约的古装仕女、
个时代，
20 年代
清纯的女大学生，还有 30 年代新潮的摩登女
郎。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后，
影像记录的明星
照出现在月份牌上，开创了中国女明星“代言”
图 4：
20 世纪 20 年代上海女明星（左至右）：王汉伦、黎明辉、
殷明珠、
杨耐梅

如前所述，
《良友》、
《玲珑》 等杂志对好莱
坞电影大肆报道，20 世纪 20 年代初登银幕的

产品的先河。一方面月份牌描绘的多是新时代
的生活，如温馨的家庭、大学校园、驾驶汽车、
户外球赛、游泳、骑马以及参加慈善活动等画
面，
也都折射出女性地位提升的时代风采。

中国女明星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充满了这好

有
另一方面，
月份牌作为流行的广告绘画，

莱坞式的现代性和时尚感，她们日益发挥着对

趣的是它的商品处于边缘地带，却多用美女作

社会时尚特别是服装方面的巨大影响。

为画的主角，
起着
“时装画”
的作用。鲜艳的月份

必须看到，外在形象上日益西化的中国女

牌画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服装，为 20 世纪

明星，仍然无法背离传统道德意识下的银幕角

20 年代现代女装的发展和普及起了推动作用

色，柔弱、忠贞、坚忍一直是这个时期中国电影

（图 5）。

对女性形象的习惯定位。

3 月份牌广告画对服装变革的影响
月份牌原是上海一带民间的年历画，
在 20
也是
世纪初成为引入商业广告的一个新品种，
民国时期别具一格的一种新媒介。在工商业发
展的黄金时期，外国商人和民族资本家为了促
销商品，聘中国画师绘制商业画，在形式上借
鉴月份牌，保留了传统美女题材和年历，在内
容中增加了要宣传的商品与商标，每逢春节都
赠予顾客，因适于家庭装饰而广受欢迎。当时
投资在月份牌上作宣传的商品多为香烟，也有
酒类
肥皂、化妆品、布料等日用百货以及医药、
甚至化学剂等。上海的英美烟草公司、
南洋兄
弟烟草公司、华成烟草公司、商务印书馆、
信谊
制药厂等中外厂商还设有广告部，专门为商品
绘制月份牌。受上海大量发行月份牌的影响，
香港画家关薏农也仿效之创作月份牌，被誉为
。文史专家张伟说：
“月份牌开
“香港月份牌王”
启了中国现代广告的先河。它是中国艺术与商
业正式结合的开始，其绘制技法在当时是突破
性的创新，所展示的内容对研究中国近代史、

图 5：20 世纪 20 年代的月份牌

4 结语
20 世纪初期的历史是一部中、
西双方碰撞
交流的历史。中国所处的正是由近代向现代的
过渡期，而西方所处的恰好是历史上有名的现
代艺术较兴盛的时期。前者成为中国服装变革
的重要契机，
后者则具备了现代服装产生的时
代空气。可以说，在这个时代转型期里，中、西
方都留下了服装现代化进程的进步烙印。在对
流行性和商业性的认识上，中、西方都与时代
紧密贴合，
追逐流行的观念已经形成。
注释：
①《申报》历经了清代同治、光绪和宣统三个朝代，又经

美术史、商业广告史乃至服装、民俗，愈来愈显

历了辛亥革命、五四 运动、北伐 战争 、抗日 战争 和解 放

示出重要的文化价值”[7]。

战争等历史阶段。它见证了中国从帝制走向民主，中国

月份牌青睐“美女”
。被入画的女性涉及各

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程。至 1949 年上海解放，因

72

服饰导刊 2016 年 2 月第 1 期
FASHION GUIDE 服饰与传播：传播方式

历史原因停刊，前后经立了 77 年，共出版 25600 号。最

的气节、智慧与勇气，更让人敬佩。

初由英商安纳斯·美查（Ernest Major）所有，1912 年史

⑥1926 年 8 月至 9 月，上海新世界游乐场举办了一次

量才收购，开创《自由谈》等副刊，发表民主言论。

电影博览会，有 35 家影片公司参展。那期间，张织云、

②布鲁克斯是 20 世纪 20 年代好莱坞新女性的代表人

杨耐 梅、王汉伦 、宣 景琳被 评为 20 年 代最具 影响力 的

（Lulu in Hollywood，
物。她拍摄了 《露露在好莱坞》

的四大电影女明星。其中，明星公司的女演员张织云名

1982 年）、
《潘 多 拉 的 盒 子》
（Lulu or Die Buchse der

列榜首，荣获“电影皇后”称号。这是中国电影史上首次

（Das Tage buch
Pandora，1929 年）、
《堕 落 女 孩 日 记》

影后选举。

einer Verlorenen,1929 年）3 部名片。这 3 部电影都与
荒淫糜烂的生活密切相关，从此她便以“露露”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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