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与艺术：
女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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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的秘密”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Ｓ ＳＥＣＲＥＴ，

的开放，朋克风格逐渐被接受，被众多追求个

以下简称“维密”
）亚洲首秀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性人士所喜爱。譬如图 １ 中所示，
“ 维秘”在

日晚在上海梅赛德斯 － 奔驰文化中心盛大开

“Ｐｕｎｋ Ａｎｇｌｅ”系列中大量地使用别针、铆钉、

秀，这是“维秘”大秀第一次在亚洲举办。该场

金属链条、流苏、格纹等带有金属光泽的饰品

３７ 对翅膀，由 ５５ 位超
秀囊括 ８７ 套绝美秀服、

对服装进行装饰，
每一个元素都很 Ｂａｌｍａｉｎ，表

模助力，被誉为有史以来天使人数最多的时尚

现很强的破坏精神，
形成强大的气场。图 １－（１）

盛宴。秀场分为“Ｐｕｎｋ Ａｎｇｌｅ”
（朋克天使）、

中，
“天使”的翅膀一改往日的“女神范儿”
，大

“Ｐｏｒｃｌａｉｎ Ａｎｇｅｌｓ”
（青瓷佳丽）、
“Ａ Ｗｉｎｔｅｒ＇ｓ

大小小的别针在不规则的几何形翅膀上错落

Ｔａｌｅ”（冬境传 奇）、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
（千

有致地穿插，像是胜利归来的女战士与其肩部

禧国度）、
“Ｎｏｍａｄｉｃ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游牧之旅）、

“天使”
身着
有力度的廓形形成异曲同工之妙。
黑色网纱透视装增添了女性的妩媚，形成了坚

（女神）六个系列。
“Ｇｏｄｄｅｓｓｅｓ”
“Ｐｕｎｋ Ａｎｇｌｅ”系列是以朋克元素为主题

硬与柔软、
强势与性感对比的视觉享受。图 １－

进行设计。Ｐｕｎｋ 最早指流行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３）、图 １－（４）中破洞牛仔、皮革、格纹等 ２０１７

的一种音乐风格，其特点表现为对传统的反

年街头大热的元素出现在“维秘”的 Ｔ 台，肆意

叛，
常被贴有娈童、
低劣的标签。随着思想观念

的涂鸦与夸张的饰品装饰相呼应，以及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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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０１７ 年“维秘”秀场中“Ｐｕｎｋ Ａｎｇｌｅ”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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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黑格纹中添入金属丝，闪闪发光，亦如行走

整体风格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没有了天价

的僧袍，性感而帅气、张扬又洒脱，充满魔力的

钻石的堆砌，像是行走的富家小姐，飘飘欲仙

诱惑。

的古典美与现代化、时尚化相融合，让人赏心

“Ｐｏｒｃｌａｉｎ Ａｎｇｅｌｓ”系列是以中国青瓷花
纹元素为主题进行设计。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对

悦目，
可见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强大。
“Ａ Ｗｉｎｔｅｒ＇ｓ Ｔａｌｅ”系列是以冬季为灵感

的代表便是瓷器，尤其是青花瓷的温润典雅，

进行主题设计，其灵感源自于 《冰雪奇缘》，

完美地诠释出独特的东方美，深受西方人士喜

Ｗｉｎｔｅｒ 常让人想起雪花、梅花、雾凇等洁白纯

爱。在这次”Ｐｏｒｃｌａｉｎ Ａｎｇｅｌｓ”
系列中，
服装、

洁的梦幻景象。图 ３－（１）是冬日仙境里最特别

鞋子、配饰上都出现了大量的青花瓷花纹元

的造型，在众多白色造型中唯一一套以红色为

素，尤其是服装中的印花都是由手绘艺术家

主的造型，红色的毛绒球翅膀和英气十足的表

Ｊｅｆｆ Ｆｅｎｄｅｒ 手绘而成，含蓄婉约地对中国风

情，让人联想起京剧中的穆桂英挂帅，具有十

图 ２－（４）中浪漫内敛的东
进行表达。图 ２－（１）、

足的中国戏剧韵味，在众多“天使”中形成冰火

方式风格真丝面料与黑色的性感蕾丝内衣混

两重天的景象。图 ３－（２）、图 ３－（４）中，
“天使”

搭，青瓷花纹的鞋子、手套等配饰设计为天使

身穿白色的薄纱拖地裙与背后开出花朵的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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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２０１７ 年“维秘”
秀场中“Ｐｏｒｃｌａｉｎ Ａｎｇｅｌ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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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场中“ＡＷｉｎｔｅｒ＇ｓ Ｔａｌｅ”系列
图 ３：２０１７ 年“维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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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将清澈的颜色穿在身上，就像是从冰雪世

（４）服装的色彩大胆地选用了蓝色与橙色的对

界中走出的精灵女王。图 ３－（３）中“天使”的翅

比色搭配，使其整体赋予积极向上的年轻活

膀采用了蒲公英为元素进行设计，在寒冷的冬

力，
充满生机的韵味。

季肆意绽放，带来一丝暖意，垂荡在腰间的流
苏装饰性感而神秘。

“Ｎｏｍａｄｉｃ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系列是以非洲草原
为灵感进行系列设计，整个系列散发着浓郁的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系列是以每年都会

异域风情，像是一场神秘而久远的旅程。每一

出现的 Ｐｕｎｋ 系列设计，整个系列无论是款式

套服装中都有着鲜艳的色彩、丰富的图案，如

还是色彩都充满了青春俏皮的气息，运动风格

同置身于部落中。譬如图 ５－（１）中，
是施华洛世

与年轻化的内衣、夹克衫通常为其主打款式。

奇与“维秘”
的合作款，
这件服装中共使用了 ２９

图 ４－（１）、图 ４－（２）、图 ４－（３）都运用了色彩饱

中不同颜色和材质的水晶，共计 ２７５，
０００ 多

和度较高的网眼纱面料，在款式上增添了俏皮

颗，重量达到 １２ｋｇ 重，在秀场上引起广泛的关

感，并在服装中加入了大量的缘边饰带装饰及

身穿带有印第安风格
注度。图 ５－（２）中“天使”

带有字母图案的缘边装饰增加其整体的运动

图腾纹样、彩虹线条围绕的环形纹理的服装，

感。色彩的搭配上多使用饱和度较高的撞色设

活力四射的羽毛在“天使”们的演绎下栩栩如

计，如蓝、红、粉、橙等鲜艳的色彩，譬如图 ４－

生，
仿佛回到那个遥远而野性的国度。图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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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２０１７ 年“维秘”
秀场中“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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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２０１７ 年“维秘”
秀场中“Ｎｏｍａｄｉｃ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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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２０１７ 年“维秘”
秀场中“Ｇｏｄｄｅｓｓｅｓ”
系列

中，
“天使”的翅膀由五彩斑斓的羽毛拼合而

颗珍贵宝石镶嵌而成，重达 ６００ 多克拉，总价

成，
像是性感的部落女首领，
充满率性。

值高达 ２００ 万美元，
最终亮相惊艳全场。

“Ｇｏｄｄｅｓｓｅｓ”系列是以希腊罗马神话为灵

２０ 分钟左右的时尚大秀转瞬即逝，但其留

感进行系列设计，该系列中“天使”们化身高贵

给众人的确是久久难以平静的心境，及在脑海

优雅的希腊女神，头戴金色的橄榄枝王冠，披

在上海开
中不断闪现的视觉享受。随着“维秘”

着轻盈灵动的披风，演绎更加柔美的女性。这

设“旗舰店”
，对中国的关注度不断高涨，越来

个主题中，腰间、手臂的配饰细节，以及植物或

越多的著名品牌选择将秀场设在中国。中国的

天使造型的翅膀都非常精致美丽。图 ６－（１）中，

传统文化元素也受到了越来越多设计师的关

“天使”身穿淡黄色的连衣裙，背后用白色的翅

注，进行再设计与现代时尚完美融合。这不仅

膀进行点缀，演绎令人心动的缪斯形象，知性

是对中国时尚发展现状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未

浪漫而优雅。图 ６－ （３） 是整个秀场的亮点

来趋势的美好展望。相信不久的将来属于中国

Ｆａｎｔａｓｙ Ｂａｒ，上面镶有钻石、黄色蓝宝石、蓝

的特色设计将会被更多的人所热衷、
喜爱。

色托帕石以及 １８ 克拉黄金，总共有 ６，
０００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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