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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西方
“女着男装”的现代化诉求
文/李

楠
男女服装有一种外在的象征作支撑，这个象征就是来自社会文化的另一层面——
—性别意识。服装

中的性别差异，
不仅由两性不同的心理造成，还与社会和经济地位有关。20 世纪初，
女装致力于表现性别意
识的现代化，
即性别差的消除。本文主要就现代化进程中的男式女装、夏奈尔套装和以裤代裙等“女着男
装”现象展开讨论。
20 世纪初；
男式女装；
夏奈尔套装；
以裤代裙

“20 世纪女
安妮·霍兰德曾极端地描述过：
性服装的演变是女性服装对现代男性服装的
[1]
模仿和追寻女装现代理想的归宿的过程。”
如

1 男式女装
标准的男性服装是女装“现代化”过程上
始终模仿的对象。

果该说法成立的话，现代女装的产生应该属于

据《西洋服装史》的记载，法国男装裁缝拉

这一规律。20 世纪初西方出现了向男人一样穿

威纽（A.Lavigne）早在 1854 年就开始用男服

在现实
衣的女性，
她们在着装上刻意模仿男性，

裁剪方法制作女装，在女性的日装当中出现了

生活中有
“与男人一模一样”
的强烈愿望（图1）。

男式的女茄克和传统的裙身结合在一起的新
款式。英国男装裁缝
约翰·莱多芳则向观
看帆船比赛的女士们
提供帆船用套装，这
种衣服的上半身采用
男式裁剪，女服结构
与男服一致，因此莱
多芳被称作“男式女
服”的创始人。“1879
年他用毛哔叽给女演
员丽丽·朗格特里做
了一套帆船服，真正
使 他 成 名 的 是 1885
年贝阿特里丝公主结

图 1：20 世纪 20 年代西方女性在着装纯刻意模仿男性（左：1923 年；右：1925 年）
李楠，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

婚时他为公主设计制

服饰与文化：
时代反思

作的旅行服、
骑马服和帆船用套装。”[2]与此同

强烈。

时，英国伦敦的老字号男装店“克里德”专门为

意识
从
“现代”

一批贵族女性制作男式女服套装，他的顾客名

中派生出男式女装

单中常出现的名字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
法

既严肃又有新颖的

国王后欧仁妮、西班牙阿尔巴公爵夫人等。她

审美趣味。有图可

们都是近代欧洲服饰流行的代表人物，促使男

考最早的男式女装

式女服套装“泰拉多·斯茨”
（tailared suit）

是诺福克短外套

在上流社会得以普及。“这种男式女服就是我
[3]
们现在所熟悉的‘女西服’
。”

事实正像《西洋服装史》书中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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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folk

jacket

或 Norfolk suit），
它来源于古老的

虽然同时代许多女性仍在重复 19 世纪上半叶

英 国 猎 装（图 2）。

的传统样式与守旧穿法，但随着近代工业的兴

上衣前后有箱形褶裥，前襟双排扣，一条系扣

起与发展，
19 世纪后期西方的中产阶级时兴户

腰带,采用男士上衣的简朴风格。英国服饰历

外的社交活动，包括休闲体育运动和到避暑胜

史学家保罗·基尔斯（Paul Keers）说：
“ 它（诺

地去度假，这种生活方式促使男式女服的社会

福克短外套）最大的特点是衣服本身的颜色要

需求不断增加。那么，如何理解男式女服的流

与周围景致的色调相称，目的是不引起猎物的

行呢？

[5]
注意。”
似乎有意利用机能性创造打猎和骑跨

“上帝取亚当（男人）身上的肋骨造成女

图 2：
诺福克短外套

的紧张激烈气氛。19 世纪 90 年代，
美国插画家

人”
，这是《圣经·创世纪》和《古兰经》的一个古

查尔斯·达纳·吉布森（Charles Dana Gibson）

老传说。有些服饰研究者也用隐喻的方式把这

创造了吉布森女郎形象，
仿男式的白色衬衣搭

种观点看作是服装发展史的根本或者基础，

配喇叭式长裙的样式，因代表了新的性别观念

“亚当”象征男装；
“夏娃”则代表女装。正如安

和生活方式而迅速风靡。

妮·霍兰德所言：
“男性服装实质上比女性服装

第一次世界

更具先锋性，更倾向于引导方向，为人们的审

大战对服装的影

美品位设立一个标准，而女性时装不过是对它

响是 笼 罩性 的 。

的一个反映。”[4]笔者认为，男式女装与男装实

之前的男式女装

用、民主的现代思想密切相关，正是这种思想

仅限于上身的改

使女装频繁不断地向男性化靠拢，从男装上吸

革，战争期间裙

取裁剪和加工的技术，加速了女装的现代进

长缩短了，以军

程。

装式样为主 ，衣

男式女装深入到性别领域内对女装作出改

服更加实用和耐

革，
追求女装与男装的相似，
这种变化无疑是在

穿，
战争促使
“富

消除最明显的性别差。有的女性甚至直接穿男

有机能性的男式

装，这还吻合了此阶段出现的女性主义浪潮的

女装在女性生活中确立”
（图 3）。

图 3：
一战时的男式女装

—打破男女性别界限的理想。日后在相
要求——

以上这些早期的男式女装，大多风格硬

当长的时间里，男式女装一直占据女装发展的

生动的情调。可
朗、
厚重、
粗犷，
很难看到轻快、

主流。男式女装扎根于现代思想，
它最大特点就

见，
这种扎根于现代男装的模仿意识一直左右

是效仿男性着装，由此两性平等的人生观更加

着女装的方向和设计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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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夏奈尔套装

装观念还是服饰机能，
都不折不扣地遵循了男

男式女装发展到 20 世纪 20 年代，产生了

装，
分享了男装的现代性特质，
成为 20 世纪 20

另一种新型雅致的“现代女装”——
—夏奈尔套

年代女装实现现代化的一例经典。夏奈尔也凭

装（图 4）。1999 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 100

此名扬四海，
其直线套装的简约外观奠定了后

年来最具影响力的 20 位艺术家，可可·夏奈尔

来职业女装的基础，
直到今天仍作为日常女装

（Coco Chanel）排第二位，理由是“她没有议会

的基本样式之一，
“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发明

与国土，却统治得比任何一位政治家永久，
她
做出的每个决定，
都超越国界而在世界上具备
法律般的效果”。得到如此高度评价的依据，
就
是著名的夏奈尔套装。

电灯的爱迪生相提并论”
。
与过去的男式女装相比，
夏奈尔套装有明
优势：
显的
“现代”
（1） 夏奈尔套装深化了对男式设计的理
解。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
沙文的建筑设计思想渗透
在夏奈尔套装中。
“真理即
效用”的观念和“形式服从
功能”的准则，的确与男式
设计的精神同出一辙。有意
味的是，
夏奈尔把这种思想
成功地溶入女装，
她设计的
套装向男装单向度地贴近，
“拿来”
，造
甚至比较直接地
型朴实、活动自由、色彩素
雅，以达到实用功能的目
的，符合了实际生活的需
要。此外，简单的着装风格
利于复制，普通妇女也可轻
松模仿。这一创新设计在一
战后传入美国，最终成为一

分别为 1950 年代作品和 2011 年作品；右下两
图 4：夏奈尔套装（左：1928 年作品；
右上两款：
款：
分别为 1966 年和 1969 年作品）

夏奈尔套装的原型是对襟两件或三件套
装。品种包括上衣、套头衫和下裙。它的基本特

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经典
夏奈尔套
套装。不仅如此，

装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女性的着装习惯，男女在
视觉上趋于平等。

征是典型的 H 型，肩部自然，腰身放松，用本料

与知名男性们的交往是夏奈尔毕生追求

做腰带（不是皮带），袖子窄小到衣长的四分之

的体验。她曾用“有成堆的公爵夫人，
但只有一

三（又称四分之三套装），裙两侧各一排竖褶，

许多传
个可可·夏奈尔”
的话回绝公爵的求婚，

长至小腿，衣缘绲边处理，风格简朴，却极富精

记都记载了她的罗曼史。情人们的各种生活正

气神儿。穿着时可随意配戴各类服饰品，譬如

好满足了夏奈尔把男装用于女装的愿望。她设

小帽、围巾、手套、箱包和各种珠宝首饰。这套

套头毛织衫、宽
计的套装品种，
譬如针织开衫、

服装的各部分——
—无论衣料还是款式，无论着

松的外衣、裙摆的褶裥，全方位地引用男性服

服饰与文化：
时代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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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为了更接近男性形象，她直
接穿着男装如水手裤装出席公
共场合，像男人那样抽烟和酗
酒，纵情性爱。可以肯定，她从
男性世界中汲取了大量设计灵
感。
（2）我们从这款现代套装
中，看到一种与早期男式女服
的效仿思想有别的积极力量，
一种争取自由，改变性别概念
的冲动。夏奈尔套装启示西方
女性：取悦男性不应是着装的
目的，女性的自觉意识才是现
代衣生活的准则。
夏奈尔以女性身心的自由
为先、舒适为美作为设计的准
绳，带着一种女性的自觉，想与
男性争得同样的社会地位，
甚至
树立同样的人生目标。
这种抗争
所
最集中体现于她的创作风格。
以在她的作品中传统的娇弱的

图 5:20 世纪 20 年代兴起了现代意义上的裤子革命

女人味和多余的、
肤浅的装饰品

战争使女人有了穿裤子的机会。《男裤女

几乎不存在，
机能实用的、舒适自由的、落落大

裙》中记载：
“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由于战争

方的服饰成为她极具女性主义色彩的内心独

的需要，
1917 年，英国军需工厂的数十万女工

白。与同时代的现代舞先驱伊莎贝拉·邓肯认为

的制服中采用了裤子，当然，这首先是为了生

的那样，
“所要求的解放并不是放浪形骸的肉体

产安全，但对于被迫走出闺房参加社会劳动的

满足，而是一种渴望获得独立与完整性的生活

战争在不知不觉
女性来讲却是一种新的体验，

的诉求” 。夏奈尔套装让女性借由穿着获得期

[8]
当中帮助女性打破了传统的禁忌。”
当大量的

待已久的解放与自由。

男子在前线作战的时候，
妇女承担了男人的工

3 以裤代裙

作，
也穿上了男人的服装，
“越来越多的妇女习

[6]

以裤代裙，是女性模仿男子着装的另一种

[9]
惯制服和长裤子”
。
《欧美时尚 100 年》也有记

的观念很重，
妇
方式。20 世纪之前，
“男女有别”

录，一战期间田间的劳作妇女喜欢穿马裤，而

女不能“乱穿”
裤装。李当岐教授提出：
“女性穿

在工厂里工作时，
她们更喜欢穿那种连衫裤工

—从历史的角度看，
上了专属于男性的裤子——

作服。可见，这时期的裤子多局限于进行体力

20 世纪女装最伟大的革命和创造就在于对下

劳动的女性。

肢的表现。女性也因此获得解放，进入现代生

20 世纪 20 年代，休闲体育运动变得非常

活。” 20 世纪之初，西方兴起了现代意义上的

普遍，
女性也投身其中，
为了变成“男人中的一

裤子革命（图 5）。

员”
，进一步涉足裤子领域。一战后巴黎妇女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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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或骑自行车时，穿裤子是很平常的事。如

正式场合上出现时，竟被看成是前卫的时髦行

前所述，度假胜地成为女人穿裤的渊薮，
“（20

为。

世纪）20 年代末，欧洲和美国的海滨避暑胜地
出现了非常优雅的女裤，被称作‘海滨裤’

以裤代裙，
应该说是妇女参加社会生活之
潮流下促成的重大改革。妇女们需要行动的轻

（beach pyjamas）。而且，
年轻人还常举办海滨

便和舒适，
因此裤装成为很自然的选择。裤装

裤聚会，在避暑地这种新的冒险场所，允许人

被视为 20 世纪以来女装上的最大突破，正如

们打破常规，平时不能穿的裤子，在这里可以

它在 19 世纪中叶促成了现代男服一样。

裙裤和
招摇过市。” 运动装中也流行起长裤、

4 结语

[10]

短裤等裤装。这样，新的生活方式把裤子与女
性连在一起。
20 世纪 20 年代穿裤装成了妇女解放的重

从男式女装到以裤代裙，实际上就是把男
装的
“现代”
特征转化到女装上。西方女性虔诚
地模仿男性那裁制得体的西装，
直到今天仍然

要象征。那时法国的时尚界已经出现了变化，

没有摆脱这种效仿的欲望。笔者认为其中主要

一些艺术家和蔑视世俗的女性开始挑战传统，

的原因正如安妮·霍兰德认为的：
“男性服装的

以男性化为风气。夏奈尔的女式裤装面世以

持续力表明了视觉形态有它自身的权威性，即

后，在正式场合偶有前卫女性穿着，虽未形成

它本身能够永远存在的特性和情感上的感染

气候，但却扩充了女装的样式，是女装向实用

[11]
力。这是一种现代的观念”
。20 世纪初期的西

性现代服装进化的重要一步。朗万也曾尝试把

方女装恰恰反映了这一观念。

裤子作为一种女性时装。这种专门为女性而设
计的裤装进入了争艳斗芳的时装之列。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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