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FASHION GUIDE 二零一六年

十月 / 第五卷

第五期

身体与服饰美的探析
文 / 廖江波，
杨小明
人体有着天然之美，
在文明伊始人类就开始懂得用服饰来修饰人体。服饰能彰显人体的美，也能禁
锢人体的美。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下，
服饰开始冲破性别伦理的歧视，
回归身体的本源。服饰消费承载着社会身
体的符号意义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意义。基于身体的视角解读服饰美，
它提供了服饰装扮的一个理论立足点。
人体美；
服饰美；
装饰

服饰美跟人体美的发展是同步的，
经历了

人类身体在形式上和谐统一，从腰部最细

漫长且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在长期

处到小腿的踝骨与全身的比例符合黄金分割

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人类渐渐地发现自身是

女性人体呈 S 型，
比例。人体性征明显，
前凸后

最完美而复杂的自然形体，它富有生命力、
体

翘凹凸有致；
男性人体由两个肩点和肚脐点构

态匀称、自然和谐、
情感丰富。人类身体有着如

成一个倒立等边三角型，整体伟岸挺拔、健壮

此的绝妙之美，作为包裹在人体身上的服饰，

有力。人是自然界的一员，持进化论的达尔文

也应该相映生辉。服饰不应是成为束缚人体的

认为人是猿进化而来。人类社会意识形态扮演

工具，也不应是消极地附属于人体的美，它应

人能克服动物
着由猿演化成人的催化剂角色，

该有所作为地促进人体的美。长期以来，
在儒

的原始欲望，
上升到对美的追求上来。人体在

家道德和禁欲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中国人

视觉上给人美感，对人体的赞赏，可能产生欲

的身体一直被压制处于欲遮还羞的状态。在今

念，也可以超越欲念产生情感。黑格尔认为：

天的消费语境下，重视“颜值”的时代，重新审

“任何对象都不能像最美的人面和体态这样迅

视自己的身体，是人对身体的开放和自我意识

速地把我们带入纯粹的审美观照，一见就使我

的觉醒。遵循身体美学的基本法则，顺应时代

们立刻充满了一种不可言状的快感，使我们超

的发展规律，运用人类美学的智慧，在我们身

[1]
脱了自己和一切烦恼的事情。”
人体以其完美

上“做秀”
，设计良好的自我形象，展示身体与

的比例性、
艺术性、和谐性，
蕴藏着丰富的美学

服饰的和谐美是设计师与时俱进的表现。

价值。[2]这些因素使人体成为中外艺术家所喜

1 人类对人体美的认识

欢表现的一种题材，譬如古希腊的雕刻《维纳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之身体是客观的物

斯》、
戈雅的油画《裸体的玛哈》、徐悲鸿的人体

质存在，它有着天然之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

素描等等，
均为不朽的人体艺术杰作。

对人体的认识都有所不同。

1.2 人体美是自然历史的产物

1.1 人体自身的美

人体美在各个时代，有着不同的审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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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以对女性身材审美的变化为例。对于体型

汉子的形象。阿玛尼职业女装弱化性征差异，

标准的青年来说，女性腰臀比是 7:10，男性是

挺括圆垫肩、简洁的线条展现职场女性像男

9:10。腰臀比最能展现女性性别的特征。《诗

自信。
性一样刚强、

经》中说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淑女

2 服饰美的起源

是体型苗条、有品行的女子代称，进而是君子

人类最早的服饰起源应该是从身体装饰

梦寐以求的好配偶。《韩非子·二柄》记载：
“楚

开始的，它追求实用的同时，伴随着人类自身

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楚国的士大夫

爱美之心的憧憬。人类学家发现，人类的祖先

为了细腰，节食减肥，以致“坐在席子上的人

在与大自然搏斗中，学会了将树叶树皮、兽毛

要站起来，非要扶着墙壁不可”。在封建社会，

兽皮、牙齿、石珠等制成原始的简陋服装和装

小脚、削肩、细腰、平胸、纤弱的女性形象一度

饰品。在距今 25,000 年北京周口店遗址中发

成为社会对女性审美的主要标准。在今天的

现的山顶洞人骨针，证明原始人们在旧石器时

“厌食症”者为了“窈窕”，最后弄得骨瘦如柴，

代就开始穿针引线了。原始人用植物的韧皮、

真是得不偿失。然而追求苗条，并不是在所有

树叶，动物的皮毛来御寒与保护身体，但是那

的时代都是一脉相承的。旧石器时代，
在奥地

些经过人工打磨、穿孔的饰品，以及身体上的

利威廉多夫发现的维那斯石灰岩小雕刻，塑

纹身，则更多的是起到美化身体的作用。这种

造的女性身体肥胖夸张，它省略了脸部，手部

蒙昧时代的装饰，
还带有诸如护身符之类的意

细小，刻意夸张

念。但不管怎样，
这毕竟是先民身体装饰的萌

胸部、腹部和臀

芽状态。人类装饰的原因是有实际意义的。一

部，象征多产，

方面是作为吸引的工具，
另一方面是叫人惧怕

是对生育的崇

的工具。无论哪一种，
都不是无足轻重的赘物，

拜(图 1)。因为

而是一种最不可少的和最有效的生存竞争的

多产的女性是

武器。[3]普利汉诺夫在他的名著《没有地址的

原始部落人丁

信》 第一封信中转引并分析了这样一个例子：

兴旺的一个重

北美洲的红色人种非常喜爱用当地最凶暴的

要条件。另外，

—灰熊的爪子做装饰，红种人的战士认
野兽——

从中唐时期绘

为，灰熊的力量和勇气，会传给用它的爪作装

画作品中仕女
的形象，看到丰

饰的人。在这些尚处狩猎时代的原始部落的红
图 1：
威廉多夫的维纳斯

种人那里，
“爪”成为他们的护身符，也是勇敢

腴、臃肿、细眼

也不可
战士的象征。即使在刀耕火种的年代，

睛、单眼皮的贵

否认先民对“美”
的希冀，这种“美”夹杂着许多

族妇女形象，放

复杂的观念。

在 今天 是 怎么

3 服饰与人体的关系

也 不会 被接 受

3.1 服饰对人体的禁锢

的（图 2）。20 世

服饰对人体的禁锢，表现在两个方面：①

纪 90 年代 ，意
大 利设计师 乔

服饰扭曲了人体的自然形态。在传统儒家伦理
图 2：
周昉的《簪花仕女图》

观念下，
中国女性人体一度沦落为悬挂衣服的

治·阿玛尼(Giorgio Armani，1934~)挑选女模

衣架，缺乏个性与自主权。民间女子四五岁开

特的标准是，五官轮廓鲜明，身体健康，有女

始，
就要缠小脚，
到成年以后脚长不超过三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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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缠足的女性步履艰
美其名曰“三寸金莲”

的腿。”[6]20 世纪 30 年代，夏奈尔（Channel，

难，
脚板变形，
甚至可能导致残疾。女性的乳房

1883~1971），摒弃束胸、夸臀凸显女性身材呈

被认为是女性的第二性征，唐以后大胸女性是

现沙漏形状的样式，采取简洁的线条，以实用、

难登大雅之堂，乳房被禁锢在窄而小的布肚兜

朴素、活泼为原则，将女性服饰从奢华的装饰

里，用以抑制乳房的正常成长，塑造大众化平

中解脱出来。

胸形象。这种封建社会的滥觞，一直到民国初

3.2 服饰对人体的彰显

期，几无改观。
《大公报》曾记载：
“各地女学生，

对人体美的挖掘，实质是性别意识的觉

均以束胸为美观，前行后效，相习成风，虽明知

醒，
是自我意识的强化。在绝大多数场合，
人类

[4]
妨害身体发育，然以环境所趋，
不肯独异。”
在

社会文明规范已经不允许人们赤身裸体地展

西方社会，服饰对身体的残害，也有过之而无

示自己的身体美。这就使得人体美越来越依赖

不及之处，洛可可时期服饰就是一个典型代

于服饰去表现。恩特维斯特尔曾说:“衣着的实

表。洛可可贵族女装，上身穿着用鲸骨、铁架箍

践唤醒了不同性别的身体，将人们的注意力转

成的紧身胸衣，为了追求苗条的腰肢，勒紧腰

向男女之间的身体差异，
否则人们可能不会意

部，甚至会导致人短暂的窒息。女性追求沙漏

[7]
欧洲就形
识到这种差异。”
在黑暗的中世纪，

般的“蜂腰”
，让紧身胸衣风靡欧洲，直到 20 世

成了男裤女裙的格局。从 15 世纪中叶到 18 世

纪初，才有所改观；②服饰对人体活动的约束，

纪，服饰更是夸张男性与女性生理上的差异。

限制了人体活动的自由。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

下半身
男性服饰上衣肩部和胸部用衬垫托起，

国就有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的故事。《史

穿紧身裤，并用绑腿扎住小腿，形成上重下轻

“十九年正月,大朝
记·卷四十三赵世家》记载：

的感觉，
体现男性身体的伟岸与阳刚。而女性

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遂下令易胡

臀垫、
裙撑、束腰等，塑
则通过裙装、
紧身胸衣、

服，改兵制，习骑射。”中原华夏汉服宽衣博带

造前凸后翘的 S 型曲线，展现女性人体柔弱与

“胡
大袖，在行军作战时，不够利索。而当时的

妩媚的感觉。

—西北戎狄之衣短袖窄的服装，利于骑
服”——

在表现人体美时，
人们对性感的部位认识

马射箭。在欧洲，16 世纪后期英国伊丽莎白一

也不同，
服饰在裸露和再现上有许多形式的变

世和 17 世纪法国路易十六在位期间崇尚“衣

化。非洲摩尔西族 10 多岁少女会在长辈的要

多为贵”
，各自掀起了贵族服饰竞相奢靡之风，

求下往嘴里塞盘子，成年后唇盘会穿透下嘴

让服饰繁琐、
笨重，
行动极为不便。女性下穿用

唇，
故被称为唇盘族（图 3）。有人认为这是女性

上
裙撑来撑起的多层裙摆，里面还要穿裙子，

美的装饰，
有人认为这是女性为了保护自己不

身外罩多件衣服，用胸垫、臀垫分别垫起的胸

受异性伤害的自残行为。伊斯兰教义认为服饰

部和臀部，肩膀披羊毛披肩，头上带插着羽毛、

首要功能是遮住身体保护自己，
嘴巴同胸部一

花朵的高帽。繁复着衣，对人体进行美化包装，
却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对人体的束缚。[5]20 世
纪 时 装 设 计 改 革 者 波 尔·波 阿 莱（Paul
Poiret,1879~1944）摈弃了紧身胸衣，然而，让
人诟病的是波阿莱设计的名为“霍布尔裙”
的
紧口裙，由于裙摆较长，群口较窄，仍然无法
让女性活动开来，以致他不无惋惜地说到：
“我把女性身体解放出来，但是却束缚了她们

图 3：
非洲唇盘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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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模画部分

样同属人的性感部位，带面纱可以遮住自己性

4 身体消费语境下服饰美

感的嘴巴。在遮与露的问题上，魏晋隐士褒衣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服饰慢慢超越功利性

博带、披发跣足，展现的是放荡不羁、明哲自保

的御寒护体，
开始兼顾美饰身体与符号象征的

的高士风度(图 4)；唐代女性穿着袒领衫露出

双重意义。人的身体本来就不纯粹是自然物，

若隐若现的胸部，展示的是女性的开放与自

服饰成
它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消费经济时代，

信。在今天，
“性感”
是一个褒义词，而服饰则是

为身体消费的派生物。

女性再现性感身体的利器。1946 年的夏天，
美

4.1 服饰美与人体美相得益彰

国人在太平洋上的比基尼小岛上试爆了原子

在儒家的思想中，服饰属礼的范畴。《论

弹，半个月后法国人路易斯·里尔德(Lewis

语·雍也》记载：
“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文

Reard，
1916~)在同一个岛上，推出由应招女郎

然后君子。”如果文化人不讲究服饰礼
质彬彬，

展示的胸罩上衣和三点式泳装，像比基尼上爆

仪就粗野了，
而只注重文饰且没有“仁”
的品质

炸的原子弹一样产生巨大的轰动，让这种叫做

是人们对
就显得浮夸了。当然，
穿出人的气质，

“比基尼”的泳装风靡欧洲，它让女性可以大胆

“美人当
服饰的基本要求。清代诗人袁枚说：

展示魔鬼一样性感的身体。20 世纪 80 年代初，

前，
灿如朝阳。虽抱仙骨，
亦由严妆。匪沐何洁？

内衣外穿属于叛逆。而当麦当娜穿着让·保罗·

不洗澡不洒香
非熏何香？”
美人如果不加装饰，

戈 尔 捷（Jean Paul Gaultier，
1952~）设 计 的

。民间有俗语：
水，蓬头垢面何来“灿如朝阳”

尖锥胸罩内衣作为演唱会的服装时，内衣外穿
变成了一种上流社会的时尚，这让我们很难定

“三分人才，
七分打扮。”就十分形象地说明服
饰打扮对美化人体的重要。

义服饰的内衣与外衣界限了，因为它诠释了另

服饰美不可以与人体割裂开来，两美结

样的裸露。同为裸露，既有短裙又有旗袍，
既可

合，
才能达到完美的统一。服饰美不仅是人体

以对性征部位(譬如袒胸)也可对其他部位（譬

更是人类
美的一种相对独立的外在形式表现，

如露膝、背、腹、臀、肚脐等），正是由于追求形

内在文明的一种显现。人的身体处处显露出人

式上的变化，
促成了人体性感部位的扩展。[8]当

的内在精神、
情感和个性。理所当然，
装扮人体

你还在惊讶广场上年轻的女性穿着低腰裤露

的服饰的美也应是人内在美的一种外在感性

出臀沟时的风尘与世俗时，只要你走进菁菁校

显现。身体构成了我们在世界中存在的外壳；

园看见青春少女穿着露脐装，那青春少女婀娜

我们的自我意识就从位于身体的地方产生出

多姿的腰腹尽显眼前，
该是见怪不怪了。

来。[9]服饰应该而且能够将人的精神、
情感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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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只有这样，服饰才会

那么怎样打扮对才合美的要求和规律呢？

美。汉乐府《陌上桑》塑造了一个外在美和内在

服饰是意义的携带者，由于视觉语言传达的模

美相统一的形象——
—罗敷。她“青丝为笼系，
桂

糊性，知觉者倾向于从整体的观念建立起着装

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

者印象，
并加以判断。[11]所谓整体观，
就是将人

裙，紫绮为上襦”。如此姣姣美人，使得所见到

类的审美放置在人类整个实践活动的背景下

她的人都不由自主地被她的美貌所吸引。她不

加以考察，把审美活动与人类的其它活动联系

仅有诱人的容貌，更有美丽的心灵。当使君遣

起来，并在这种联系中把握“美”的特征。知、

吏向她询问姓氏芳龄时，她不卑不亢，对答稳

情、
意构成了人类实践的基本内容。知是认知，

重。当使君提出“共载”的无理要求时，她以有

它以追求真为最高原则；意是意志道德，善的

夫和夸夫进行自卫和反击，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范畴，
它与人欲求利益和一定人群的道德伦理

和操守。罗敷的美是相貌、服饰，
品行三者的统

观念密切相关；而情就是人的情绪和情感反

一。

应，是人对外界事物的情感体验和评价，它与

4.2 服饰美的时代性

人的审美判断和审美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

服饰对身体的装扮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

知、
情、
意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真、
善、
美。凡是

而变化。社会心理的更新首先表现在人们的服

美的东西都具有真、
善、美统一的品质，如果我

饰上。服饰有其独特的表达语言，是与其所处

们学会了感知它、认知它、创造它，继而能把

时代的审美特征、价值判断相关联的，是处在

真、
善、
美引进自己的精神世界。服饰美和整体

一个变化的系统之中并且有其深刻的内涵意

着装的形象美，在所有着装者心目中和所有着

蕴。[10]服饰追求时髦，这是人类社会与时俱进

装形象受众心目中，有两层含义，而且人们确

的正常心理，
这种追逐可以使社会永远保持朝

实也是常常这样去观察和分析的。这就是有外

气蓬勃的青春活力。近代西学东渐，西方立体

在形式的美（单纯的），
还有通过外在形式显示

裁剪手法传人中国，它比中国传统的平面裁

出的内在意蕴的美。[12]我们所谓的身体美学而

剪，能够传递更多的身体信息。中山装开始取

言，还要引导人们的自身的生产，要防止人的

代长袍马褂，改良旗袍能够尽显女性的修长大

自身生产的过度商品化、平面化、娱乐化，使得

第
腿。20 世纪 80 年代，西服开始在中国流行，

人的自身生产成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

二代领导人集体在政治局常务会议上着西装

维度。[13]就像我们常说，
简约而不简单。服饰应

亮相，更是对外传递改革开放的决心。当牛仔

该体现人体的自然之美，
更能传递人正面的精

裤在中国乍然露面时，曾被斥之为“奇装异

神气质。

服”，但爱美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几年之内，

服饰可以弥补人体的某些缺陷与不足。服

牛仔裤风靡全国。牛仔裤具有现代性，适应了

饰要依从人的高矮胖瘦的身体特征，量体裁

改革开放的现实，以及现实带来的人们价值观

衣，
做到熨帖合身，
衬托出身体的美。体型矮小

念、时间观念、
思维模式的转变。同时它最能显

的人穿西装，可以将上衣做得稍长一些，颜色

示青年男女优美的体态，中年人穿上去也显得

稍深一些，鞋底穿厚一些，同样能给人以修长

年轻，这就适应了现代人普遍崇尚青春活力的

的感觉；体型瘦小的人，在选择首饰时不应选

美好愿望。牛仔服冲破了男女的性差，弱化阶

那些过于宽而充满耀眼色彩的胸饰挂件，
不然

级的差异，服饰迎接一个大众审美的时代到

会失去身体的平衡感；皮肤黝黑的人，应选择

来。

亮丽的白色、银灰色、淡黄色、鱼肚白等，借服

4.3 身体消费语境下的服饰装扮原则

饰的反光使皮肤产生视觉上的亮度，
而不宜选

服饰与艺术：
服饰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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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黄褐色；脸大脖子短的人，可选择穿 V 型领

离不开服饰的装饰。基于身体的视角解读服饰

服装，从而使脖子增加了视觉上的长度，产生

美，它提供了服饰装扮的一个理论立足点，服

美的效果；佩戴首饰，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脸型

装设计更应该重视个体身体上的差异。

与指型。方下颚的脸型应佩戴长形或花枝型的
耳环，三角型脸型可选择圆型耳环；青年人选

参考文献：

择戒指，手指长的可选择宽边型；男人要讲阳

[1] 黑 格 尔 . 美 学 ( 第 一 卷 ) [M]. 北 京 ：商 务 印 书 馆 ,

刚美，服装要穿得笔挺、简练，颜色不宜花哨；

1979:156.

女人要讲阴柔美，要穿出女人的曲线美，穿得

[2]郭子瑤 .人体 美 学 与 设 计 艺术 [J].艺 术设 计 ,2010

掩盖了人的天然美。总
过于肥大，则显得臃肿，
之，选择服饰要从实际出发，要扬长避短，
让长
处锦上添花，
让短处完美无瑕。

5 结语
人类文明伊始，人体也不再是单纯的肉

(3):16-18.
[3]汪 民安,陈永 国.后 身体 :文化、权 力和 生命 政治 学
[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80.
[4]内政部提倡天乳运动[N].大公报,1929-12-15.
[5]燕平,傅成.中华 服饰文 化的传 承与 发 展 [J].江 西
社会学,2014(9):224-228.

体，而是一种符号的载体。服饰对人体的装饰

[6]李 当 岐 .西 洋 服 装 史 [M].北 京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

包括人类性别意识的觉醒、审美观念以及身份

2005:165.

的追求等。尽管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对人体美

[7][9]恩特维 斯特 尔.时 髦的 身体:时 尚、衣 着和 现 代

认识有所差异，但无疑服饰能够彰显人体的

社会 理论[M].郜元 宝译.桂林 :广西 师范大 学出版 社 ,

美。这种彰显应该建立在，不是对身体的摧残，

2005:179、30.

而是应该冲破性别伦理的歧视，回归身体的本

[8]马大力 .服饰 美的 自律 [J].东 华大学 学报（自 然 科

时
源。在物质丰富的前提，消费文化的影响下，
尚人士是更乐意于通过服饰展示自己的身体，
服饰服务于身体。在消费形态中，身体不只是
个人拥有的肉身，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和

学版),2003(6):47-49.
[10]邹游.无时尚,不设计[J].装饰.2015（01）：33-35.
[11]廖江 波.基 于符 号学 的新 现代主义 服饰 语境 分 析
[J]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15(8):4-7.
[12]范铁 明.关 于服 饰美 标准 的几点 认 识——
—兼 谈 人

流通符号，更是一个人“购买”和“使用”的消费

类寻求 着装 美的 心理轨 迹[J],齐 齐哈 尔大 学学报 (哲

以其时
品。当代文化所塑造的身体美学规范，

学社会科学版),2000(3):49-50.

尚的形式，
悄悄潜入每个追求现代生活时尚的

[13]马玉 能.人 的自 身生 产与 身体美 学 的 建 立 [J].吉

个体观念中，成为控制其消费行为和取向的观

林大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41-48.

念。身体的消费突出了社会身体的符号意义和

[14]汪民安.身体的文化政治学[M].开封:河南大学出

意识形态特性”[14]。服饰美与人体美相得益彰，

版社,2003:140.

方可显示人的穿着气质。人们对身体的关照，

（收稿日期：2016 年 3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