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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张贤根专著《遮蔽与显露的游戏》理论思想的
破洞牛仔裤研究
尹志红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
摘

要：基于对张贤根的专著《遮蔽与显露的游戏：服饰艺术与身体美学》的阅读感受与思想回应，论述和

分析了当今破洞牛仔裤存在的现象。首先，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服饰制度的瓦解导致现代服饰进入一种无序
状态，
社会的富足诱发人们的破坏欲望，科技的进步使得制作破洞服饰成为可能；其次，对穿着破洞裤的人
群进行了分析，基于美国历史角度分析了牛仔服装经典魅力；最后，以大学生为例，分析破洞裤展示性魅力
这一最大功能。破洞裤是社会富裕和科技进步的产物，
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符合当代年轻人的着装意愿，
代
时尚和活力，
破洞裤还将在社会上广泛流行。
表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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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地球仿佛是一个小

出人体等等。后现代设计也将身体的在场与显

小的村落，从国内到国外，从南极到北极，比几

露，置入到一种解构主义的艺术、审美与文化

百年，甚至几十年前的人到趟省城还方便，世

［２］
语境里。”

界相互融合、重构，原有的风俗习惯、规章制度

１ 破洞服饰诞生的条件

开始大规模地瓦解，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着剧

１．１ 社会服饰制度的崩塌

烈的变化，
颠覆着，
重建着，
德里达在 ４０ 年前首

中国从黄帝“垂衣裳而治天下”开始，直到

次提出“解构”这个概念，他这样理解解构：
“一

大清帝国瓦解，服饰就是服务于政治的，是最

个东西处于崩塌瓦解的过程中，不是被（外力）

高阶层用来统治社会的工具，顶层设计师就是

摧毁，而是（自己）分解成许多部分——
—甚至变

唯我独尊的皇帝，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就是

成废墟。
‘去解构’
某物意味着，
把这种某物拆开

在这种“一家独言”的服饰规章制度下发展的。

［１］
的行为可以成为重新理解它的第一步”
。如今

西方社会虽然跟中国有所不同，但也几乎经历

解构已随处可见，在学术领域、艺术领域、电视

了相似的服饰发展道路，服饰的流行趋势都是

和电影中频繁出现，服饰领域也不能独善其

由最高权利统治者规定的。中国古代的人们只

身，对传统服饰的解构已深入我们日常的生

需根据皇帝的规定着装就可以了，从士大夫到

活。
“对于后现代的设计师而言，
他们设计的时

庶民皆“望而知之”
。新中国成立后，在推翻封

装可以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放在一起而不

建社会制度的同时也摧毁了封建社会建立起

考虑连贯性，也可能将服装反面的线迹外露，

来的服饰规章制度，但新中国并没有建立起自

留毛边，或者在服装上做出各式各样的洞，露

己的服饰规章制度，中国服饰从此脱离政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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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的统治，正式进入古今、中西混穿状态，改革

位置看出贫富差距，穿破的洞肯定出现在衣服

开放后，中国服饰逐渐与世界同轨。但西方服

经常受力的地方，如膝盖、臀部、大腿内侧等容

饰在二战后演变到现代服饰，也进入到无序状

易磨损的地方。故意做出来的破洞一般出现在

态，由最高权力规定的服饰制度进入到由少数

不怎么受力的地方，如大腿上面、两腿外侧、裤

服饰权威集团倡导，
大众媒体鼓吹，
消费者进入

子底边等，这种破洞的主要功能是展现叛逆、

被迫选择服饰的状态。所有阶层的人失去了明

不羁和性吸引力。穿破洞裤的不一定是有钱

“服饰黑洞”
，
确的服饰方向，
世界人民一起进入

人，一般的学生也穿得起（买不起的，还可以自

没有政治权利制约的服饰流行非常任意、
随性。

己改造、破坏），但一定是有闲人，或者说一定

１．２ 社会的富足和技术的进步

是从事脑力劳动者。主要原因是破洞服饰不耐

脱离贫困的中国人已经在迈向小康的路

穿，经过大量人为处理的服饰已经很腐朽了，

上，这也就意味着“衣食住行”解决了排头兵

一不小心可能就报废了，穿这种服饰的人绝对

“衣”的保暖问题，接下来考虑的是怎样穿好的

不能干体力活，一次剧烈的劳动，可能几百上

问题。服装工业化大生产导致中国现阶段成了

千的服饰就没了。从心理学上分析，体力劳动

服装生产过剩的国家，每一阶层都可以轻易获

者也不会喜欢破洞服饰，因为他们得到破洞服

得远远超出自己需要的服饰，普通人都可以穿

饰太简单了，一次劳动可能成就一件破洞服

得整整齐齐、体体面面。但是人们喜新厌旧的

饰，轻易得来的东西，人们往往都不会珍惜和

心理根深蒂固，衣服太耐穿了，人们渴望破坏

向往，体力劳动者每天考虑的是怎样才能让衣

它；每天穿整洁的衣服，人们又开始向往破烂

服不那么快破掉，怎样才能多穿几次。破洞服

服饰。在耐穿的牛仔面料上进行化学仿旧处

饰在有钱、有闲阶层流行，主要的心理原因就

理、经纬纱挑断处理、破洞处理，让崭新的面料

是现在的服饰一般是化纤的或结实耐用的牛

呈现出破旧的效果，以满足现代人对服饰的破

仔服，要想亲自把衣服穿旧穿破基本不可能，

坏欲望。这些带有破洞、
印花、
刺绣等特殊服饰

一件衣服穿久了，就会产生厌倦情绪，希望快

的流行，得益于纺织技术的进步，新技术的诞

点破旧，找个“合理”的理由心安理得地丢掉，

生和推广促进复杂服饰的流行。

破洞服饰不仅满足他们穿新衣的感觉，也满足

２ 穿破洞裤的人群

了他们的破坏欲望，还可以因为衣服不耐穿，

人们爱穿破洞服饰有其心理原因。穿破洞

过了新鲜期找个丢弃的理由不会那么难（在资

服饰的只有两类人，一类是有钱人，一类是有

源匮乏的年代，就是有钱购物，心理上多少也

闲人，更多的时候这两类人可能是重合的。破

有点自责）。

洞服饰花费了更多的人力、物力，
相对于规整的同款服饰在价格上
昂贵很多，穿得起破洞服饰的自然
是有钱人了（图 １）。大学校园流行
这样一句话：
“ 家庭条件好坏可以
从学生牛仔裤上的破洞个数看出
来，
一个破洞的肯定是家庭条件差
的，是穿破的；几个或很多个破洞
的就是故意为之的，
是有钱人家的
孩子买的。”
其实，
还可以从破洞的

图 １：穿牛仔破洞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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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破洞牛仔裤的经典历史魅力

破旧的牛仔服不但不影响实用功能，还有

破洞服饰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露着大洞的

着特殊的味道，另类、叛逆、不羁，同时满足人

牛仔裤，自从牛仔布诞生后，全世界对牛仔面

内心深处的破坏欲望。牛仔服特别适合年轻人

料的改造就从未停止过，无论科技变换出何种

乃是因为牛仔服天生与年轻人心性一致，年轻

牛仔面料（带弹性的牛仔面料、仿牛仔面料、化

人渴望改变世界、渴望摧毁已经建立的规章制

学处理过的牛仔面料等），原始的斜纱粗纺无

度，渴望另辟蹊径，渴望真实而野性的欲望，这

弹性的牛仔面料始终岿然不动，引领主流时

些牛仔服统统能帮助实现。你可以任意撕扯、

尚，
延伸牛仔精神。

拉拽、剪切、磨损，它不仅承受得住，还呈现给

牛仔面料因为厚重、耐磨和结实而格外受

你意想不到的别样风情。具有这样面料的只此

到美国社会工人阶级的喜爱，进而受到社会底

一种，
全世界的年轻人怎能不爱？
“不同样式的

层人士的追捧，特别是受到社会具有批判精神

服饰与身体的关联，又以其特有的符号象征性

的年轻一代的推崇，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美国战后

特质，表征着人的身体极其欲望与诉求，以及

一代“坏小孩”为了追求所谓的“民主、自由、平

与这种欲求相关联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即使在

，与代表权利的政府对抗，他们就是
等、博爱”

现当代，激进与反叛的社会行为往往也是以奇

穿着这样的牛仔服游荡在社会各地，爆发大规

装异服来表达诉求的。服饰符码的混乱既颠覆

模的游行示威，
甚至暴动活动。
“朋克装饰本身

着社会与文化秩序，因此又会受到既有服装制

就是对社会与传统的一种反叛方式，它经由对

［４］
度与文化的压制。”
对牛仔服的处理、
创新、
发

身体的独特装扮来表达一种非主流的社会情

泄，也就是年轻人想对社会为之的，年轻人对

［３］
绪与文化态度。”
朋克式的牛仔服代表了美国

社会持批判、改变、破坏和重整的态度，服饰是

迷茫一代青年对政治的失望和反抗，对权威的

心理的反映，年轻人对社会的态度在牛仔服上

破旧、
胡乱搭配的牛仔服主宰
挑战。他们肮脏、

小试牛刀。

了那个时代的潮流，进而漫延到世界各地的年

４ 破洞牛仔裤展示性魅力

轻人，引领世界年轻人的服饰潮流。服饰体现

毕淑敏曾说过：
“ 年轻的最大资本意味着

了文化的认同，世界服饰文化同一化的同时，

你有生育能力。”
延续后代不仅是动物的本能，

也是对各国自身服饰文化的摧毁，几乎在同一

也是人的本能。别人羡慕你年轻，从根本上就

时刻，世界同时陷入服饰文化的紊乱中，经济

是羡慕你旺盛的生育能力。年轻意味着能孕育

高速发展的美国主宰了世界服饰流行趋势，特

生命，孕育生命就要找到合适的伴侣，寻找伴

别是年轻人的服饰流行趋势。

侣就要展示性魅力，年轻男女着装的最大目的
就是为了吸引异性。
“进入当代以来，
时装设计
的性与性感的话题日益突显出来。甚至可以说
‘经过数千年的演绎和变化，性在服装上的表
现已跨越了原始的朦胧阶段，成为当今时装设
计大师乐意表现的最重要的艺术主题之一，同
时也被越来越多的时尚青年所接受’
。如何使
性与性感恰当地融入到设计之中，并得到可认
同与接受的审美与文化效果，应当说是服饰设
［５］
计重要的审美与文化诉求”
。牛仔服虽然代表

图 ２：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美国青年的牛仔装

了青春，展现了玩世不恭的态度和旺盛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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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分裤或长的牛仔裤应运而生，这
种破洞裤子不像热裤那么夸张，招
人瞩目，并且适合的季节比较长，除
了下雪 的冬天 和刺 骨 的 寒 风 刮 起
时，其他天气，只要你不怕冷，可以
尽情穿。破洞牛仔裤体现了牛仔面
料的一切优点，强化了牛仔的玩世
不恭，更展现了性魅力，它比其他破
洞的化纤面料来的要直接、热烈和
赤裸。
“时装是人们处于持续不断的
图 ３：牛仔短裤

性吸引力的原因而用人体的不同部

力，但是对性吸引力似乎还少了点，仅仅依靠

位进行性诱惑的载体，这也是许多服装都会被

牛仔服的紧身、俏丽是不够吸引异性狂热的眼

打上男、
女生殖符号标记的原因所在”［６］。牛子

球的，还要依靠牛仔服的短小精悍和巧妙暴

裤破洞的最佳设计位置是在靠近大腿根的地

露。现在的牛仔短裤在极限短的情况下还到处

方，越接近，越刺激人浮想联翩，激发异性的强

露洞，这才能把女性的性魅力发挥到极致，杀

烈欲望，破洞的牛仔裤在行动上也更利索、干

伤力爆表（图 ３）。

练。有夸张的破洞牛仔裤，从裤脚口一直破到

但是炎热的夏季对爱美的女性来说毕竟

大腿根，一条裤子前面几乎全是洞，就靠着洞

还是短了点，远远满足不了她们炫耀的需求，

和洞之间可怜的几缕纱线连接，很让人担心随

天气稍冷点，短小精悍，到处露风的热裤就有

时会全部垮掉（图 ４）。这种极度夸张的裤子，
只

点不好意思穿了，就算你不怕冷，看你的人也

有特别胆大、前卫的年轻人才敢穿，一般人也

觉得冷啊（爱美的女孩是不知道冷为何物的）！

仅仅是惊叹一下罢了。著名影星范冰冰有一次

异样的目光虽然具有吸引力，但是如果过头

就穿了四条腿的牛仔裤，惹得人们热议不止，

了，也同样具有杀伤力，女孩们虽然想展示性

如何引起人们的关注是明星们必修的功课，服

魅力，但是也不愿被指责为浪荡女子（现在的

装给了她们不少机会。

夏天，仅从穿着极暴露的年轻女性身上，已经
不能明确判断出谁是好女孩，谁是坏女孩了，

破洞牛仔裤最大的销售对象不是明星艺
人，也不是有钱的时尚青年，而是当代大学生。

这无形中导致犯罪率不断上
升）。着装不受法律制约，
但起
码要受到道德的制约吧，在道
德底线日益下降的今天，越来
越开放的着装不断突破穿着
的极限和人们心里承受的极
限，
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
为了满足女孩们含蓄、优
雅地炫耀性吸引力，既能穿得
隐约暴露，又不会被当成异
类，那种做成破洞的五分裤、

图 ４：牛仔破洞长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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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正受着高等教育，一般着装不会太过

再也回不去的青春。

分，裤子适当露几个洞就可以了。他们处于少

离开开放的大学校园，时尚可能就变味

年和成人的过渡时期，穿破洞裤无论心理还是

了，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人对破洞牛仔裤持

生理都恰好。中学生年龄还比较小，正处于升

有不同的看法。经常有同学抱怨说：
“我放假回

学压力最大的时候，主要精力应放在学习上，

家，我妈或者我姥姥看见我裤子上的破洞，乘

防止早恋是家长和老师首要的任务，心理上不

我不注意的时候，
帮我把破洞补起来了。”
有的

够成熟，把控能力不强，不适合穿那么暴露的

说：
“我奶奶看见我穿破洞牛仔裤可心疼了，说

服装，父母和老师都会严防死守，防微杜渐，在

她孙女在学校过的太可怜了，连衣服都买不

服装上要全副武装，把青春的懵懂扼杀在严密

起，裤子穿破了这么大洞的。”虽然是说笑，但

包裹的服装里。毕业后走上社会，在职场上虽

也透露出不同年龄人对时尚的理解，或评价服

然也要体现性魅力，但那又是另外一种含蓄、

饰好坏的标准有天壤之别。再次证明，时尚仅

淑女的雅致，不能像大学时代那样玩世不恭、

是一个圈里的事，超出这个圈，时尚不仅变得

飞扬跋扈了，职场需要的是成熟稳重，靠实力

不时尚了，
还严重变味了。

取胜，而不是仅靠魅力投机取巧。并且在职场

５ 结语

上，所有年龄段的人都有，不是每个年龄段的

在所有破洞服饰中，破洞牛仔裤是最有魅

人都可以接受你前卫的服装，有时候反而会弄

力、最有生命力、最持久、最纯真、最洒脱的，其

巧成拙。“经过服装消费调查与分析发现，‘大

余的破洞服饰仅是它的延伸、
变异，
无论怎样变

学生服装态度：对性魅力最重视，其次是心理

化，
味道终究不纯正，
难以持久。破洞牛仔裤天

依存性和夸示性，对协调性和流行先导力不大

然适合大学生，也只有他们才能穿出破洞牛仔

” 。大学生穿破洞牛仔裤刚刚好，
就年龄
重视’

裤最醇厚的味道，年龄小则太嫩，年龄大则装

来说，正处在年轻人想谈恋爱，也可以谈的年

嫩。大学生没有几条破洞牛仔裤，
大学简直白过

龄；远离父母，穿着暴露点没有父母的唠叨；大

了。在该暴露的年龄你不露，
错过了天价也买不

学老师一般也比较开放和易于接受新鲜事物，

回了，
尤其这种昂贵的青春和难得的勇气。

［７］

宽容度也高些，一般不会干涉学生的着装；大
学最大的优势就是有着装的氛围，破洞牛仔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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