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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服饰平民化趋势和原因的分析
顾

萌，宋严萍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
维多利亚时期作为英国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期，许多

现代文明来源于此，服饰亦不例外。随着国力的增强，英国不再追随欧洲大陆的时尚，两者的宫廷服饰
似乎渐行渐远，除了重大场合，维多利亚女王也可以穿的简单朴素。这一时期大多数中上层阶级的服
饰摆脱了封建等级的规范，向平民化方向发展。究其原因，有工业革命成果缝纫机、化学染料等为服
饰走向大众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促进服饰制造技术的革新；还有贵族阶级自身思想观念的改变
对大众审美观的影响。文章通过论证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服饰平民化的特点与其原因，以此说明英国
服饰的平民化趋势是社会各方面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它也在促进着英国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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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vilianization Tendency of British Costumes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and Reas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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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ritain was the first modern country. Much modern civilization came from the fusion period of
—Victorian era, clothing was no exception. As Britain became
the British traditional and the modern——
stronger and stronger, its costumes no longer followed the fashion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and their court
costumes seemed to go far away each other. In addition to the big events, Queen Victoria also wore simple
and plain.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most Upper -middle class’s costumes got rid of the norm feudal
hierarchy and developed plebification. The key reasons we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chievement—sewing
machines and chemical dye—provided an important material basis for the popularization of clothing and
promoted reformation of the costume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changing of the
ideology of the aristocratic class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public aesthetic view.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civilianization tendency of British costumes and looked for the cause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which
showed that the civilianization tendency of British costumes was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all
aspects of society, and in turn, they also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British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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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世纪随着庄园的兴盛英国人享受着

平民化趋势服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服饰大众

恬静的乡村生活，平常所穿服饰自然适应舒适

化的前提是阶级之间服饰相互的模仿，英国民

简单的田园风格。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渐渐入

众自古就有向上看齐的传统，
“ 贵族们曾经试

侵乡村导致田园生活被打破，无论是贵族还是

图通过领导时尚潮流而使自己与众不同，但他

劳动阶级大量涌入城市，同时贵族亦将乡村风

们却总是被那些出身卑贱的人模仿着”［５］，此时

格服饰带入都市。这种风格的衣服与大机器生

贵族们发现了合体衣服的好处而自愿模仿比

产的简约、朴素的服装非常类似，一同在工业

他们等级低的阶层的服饰，譬如灯笼裤的产

革命鼎盛的维多利亚时期带领英国服饰走向

生；而实用化特征的基础是人们对自我的解

实际化、
大众化。所谓维多利亚时期，
即维多利

放，
从束缚自身的服饰中释放出来。

亚女王在位期间的 １８３７~１９０１ 年，它是英国工

１．１ 男装三件套的定型

业革命和大英帝国的峰端，随着各方面的变

１９ 世纪中叶男装已大致完成了向近代化

化，大众文化逐渐兴起，人们的服饰也随之发

的转变，因此在样式上没有过多改变 ［６］。上承

生了改变，由原来的优雅华美风转向简单自然

１８ 世纪男子三件套的简约风格，整个维多利亚

的风格。各个阶层更多地穿上了适合自己工

时期的男装仍以法国大革命时期以来的长裤
“庞

作、
生活的衣服，
即服饰一步步走向平民化。在

塔龙”
、
自 １８ 世纪流行的各种上衣、
现代西式背

这一极度重要的变革时期英国服饰如何从夸

“基莱”
外加领带与领结为基本服饰（图 １），有
心

张的浪漫主义风格转向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的

时出门还需要在大衣外面再套一件外大衣，如

服装呢？纵观此方面的专著论文，大都在介绍

图 １ 左边的男士穿了里大衣与外大衣，而右边

某一时期服饰的文化背景，譬如李当岐的《西
洋服装史》［１］。在一部系列丛书《时尚和服饰的
历史》中的第六卷《维多利亚时代》［２］和第七卷
《十九世纪》［３］中两位作者详细介绍了此时期各
个国家、阶级、生活圈之人的服饰，虽然内容庞
杂，但为我们找到这一时期服饰发展的变化规
律大有裨益。日本作家幸田来未在文章《英国
１９ 世纪末期时尚的女性西服》［４］中，描述了在
英国 １９ 世纪末女性定制男式西装的行为，这
是妇女对已完成现代改革的三件套男装的模
仿，无不说明尤其是中上层阶级女性冲破传统
羁绊追求服饰的简单化。但是学术界对于维多
利亚时期英国典型的平民化服饰没有单独整
理，产生的原因是鲜有学者从观念上深入思
考，鉴于此，本文正好弥补了此不足，希望能为
这方面的研究者所借鉴和参考。

１ 服饰平民化趋势的表现
平民从字面上讲泛指普通人，平民化指大
众化、生活化。所以本文从服饰在应用方面的
大众性和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性介绍此时的

Fig.1

图 1 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男装
Typical men＇s wear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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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男士只穿了里大衣。维多利亚时期的前期已

女也可以购买

经出现了现代西服上衣的前身，这是一种简洁

相对便宜的内

的单或双排扣常礼服，
长度基本到达小腿。
“衬

衣，她们亦成为

衣也从 １８４０ 年左右起开始流行无装饰的实用

了紧身内衣的

简练造型，
高高竖起的领子翻折下来（图 ２），形

忠实粉丝。到了

成了现在衬衫领的造型特点”［７］，电影版的《神

维多利亚时期

探夏洛克》 回归维多利亚时期调查新娘谋杀

内衣的主要材

案，图 ２ 中福尔摩斯和华生的经典服饰都是

料变成普通的

这种可拆卸的假领子，非常便于清洗。维多利

白色棉布和亚

亚时期的中期上衣一般至膝，
“ 臀部宽松越往

麻布

下裤脚越细的锥形裤不再流行。庞塔龙变成与

内衣更加倾向

现代男裤一样的筒裤。” 维多利亚时期的后期

于舒适，不用鲸

上衣长及臀部，庞塔龙越来越合身，基本造型

须而用不同形状的布纵向拼接成几乎合体的

延续至今。随着社会的进步，男装的西服三件

紧身衣，这种内衣不挤压腹部，提高了女性的

套越来越多地受到资产阶级企业家和一般市

健康率。中上层阶级女性也摒弃了特质昂贵的

民的欢迎，成为工作与外出的便装。从国家议

鲸骨衣转而换上了健康的胸衣，只不过外面的

员到市场推销员的男士，无不例外穿着西服套

衣料与花边是精美的丝绸与天鹅绒，
“ 到了十

装，单从外表上来看确实很难分清身份，只不

九世纪，许多城市中的职业女性，无论是在周

过质量不同。随着二手服饰贸易的繁荣，就连

［１１］
末还是平时都穿着紧身内衣。”

工人阶级也有一套看起来体面的西服［９］。

１．３ 裤子的出现

［８］

（图 ３），

［１０］

图3

Fig.3

由棉布制作的紧身胸衣
The Corset Made from Cotton

“１８５１ 年，
纽约女士杂志《百合报》编辑艾米
莉·詹克斯·布洛默夫人，
为女士推出了一套新的
衣服 （图 ４）：
一件夹克和
一件轻松过
膝的裙子下
穿着一条宽
松的裤子，裤
子在脚踝处
电影《神探夏洛克》中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剧照
The stage photo of holmes and watson in Movie Sherlock

图2

Fig.2

１．２ 紧身胸衣的普及
维多利亚时期以细腰为美，紧身胸衣是塑

［１２］
是收缩的”
，

这主要是为
了代替女性
不切实际的

造身形的利器，一般用特殊的鲸骨材质制成，

时尚服装而

需要专门的裁缝制作，价格昂贵而且穿脱不

设计的。中上

易，所以紧身胸衣以前一直是中上层阶级妇女

层阶级的妇

的专利。工厂的兴起，内衣也由机器制作并被

女在当时是

大批量的生产，价位千差万别允许工人阶级妇

不允许穿裤

艾米莉夫人设计的灯笼裤
The bloomer designed by Mrs. Emily

图4

Fi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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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显然这种裤子遭到保守派人士的强烈反

性职员的增加是这类衣服流行的重要因素。１９

对，但它无疑为妇女穿裤装奠定了一定的基

世纪末的女士西服职业套装（图 ６），一般是柔

础。早在 １８ 世纪，为了享受骑马、猎狐等贵族

软衬衫与简短夹克和平底长裙的搭配，夹克外

运动，妇女在裙子里面已穿紧身马裤，但把裤

套像男性服装一样变成前面有扣子的开衫服，

子露出来并大胆地穿在公众场合却是鲜有。美

像家庭教师、商店店员等工作女性为了形象与

国的艾米莉夫人在 １９ 世纪中期将此种装扮传

方便都会穿着此类职业套装。社会的发展使得

入伦敦，竟有店主把这种衣服当成店员的接待

男式女服套装渐渐普及起来，阿瑟·柯南·道尔

服，说明了英国民众对裤子的接受程度。由于

发表于 １８９１ 年《冒险史》的第一篇小说《波西

社会风气的变化，女子的地位开始提高，中产

米亚丑闻》 中的艾琳·艾德勒就有这么一套衣

阶级妇女渐渐倡导穿长裤。在 １８８８ 年自行车

服，
说明女士西服职业套装已经成为时尚。

之父约翰·ｋ·斯塔利生产出了第一辆现代自行

１９ 世纪末女性休闲娱乐活动增加，刚兴起

车后，为了适应骑行，女性终于被允许穿灯笼

的女士运动不需要太多体力，女子可以戴着帽

裤（图 ５）。１９ 世纪中期灯笼裤的产生表明了贵

子、手套、穿着特制运动服，这与往常穿的不切

族阶层妇女对劳动阶级裤装的尝试，即中上层

实际的衣服不同。这不仅仅是贵族的活动，就

阶级妇女服饰的平民化趋势的表现，女性裤装

连工人阶级由于富足的工资和机械要定期维

的合法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修致使有一段时间的假期，海边新鲜的空气促

１．４ 男式女服的流行

使他们远离城市浑浊的环境到达海边。他们可

所谓男式女服，即妇女的服装向男装靠

以只在海滩上欣赏美丽的景色不参加富人玩

拢，出现了上衣下裙套装且上衣是开衫的单排

的水上活动，因此无论对于富人还是穷人来

纽扣形式，除了运动服的需要，白领革命中女

“在
说，海边度假成为了他们共同的娱乐活动，

Fig.5

图 5 维多利亚时期妇女的骑车服
Women＇s cycling suit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图 6 女式西服套装
Fig.6 Women＇s 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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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水上活动时女性可以漏出双脚穿上简单

关的发明在推动服饰变得普及方面起到了重

的裙式游泳衣，这缓解了她们穿紧身胸衣衣和

要的作用。

多层衬裙的痛苦。” （图 ７）运动女装同女式西

工业革命推动的平面纸样的发明使服装

服套装的款式相近，并且为了灵活运动样式愈

制作技术大幅度提高。对服装的裁剪可分为立

发变得简单，
愈发追求机能性。对于男式女套装

体裁剪和平面裁剪。男装一般采用平面裁剪当

不仅工作妇女可以穿，贵族女性在参加各种慈

中的平面制图方式，而裁缝制作女装使用的是

善活动与社会活动时也穿在身，随着时代的进

在人身体上立体裁剪的制作方式，这就是最初

步，这种男式女服类的服装受到大范围女性欢

的纸样制作，纸样即是用薄纸在人体上剪出的

迎，
更被当作是有教育基础的新女性的标志。

纸样子，
它显示出了服装的基本样型。到 １９ 世

［１３］

纪中期服饰需求量的加大使女装也采用男装
的平面制作方式，首先把服装分解成多个裁
片，然后把裁片画在纸上即是平面纸样，省去
了人们制作衣服时每次都量体的麻烦。１９ 世纪
末期服装标准尺寸的确立使裁缝可以在没有
模特的情况下单独完成一件完整的衣服，也就
是所谓的成衣，至此成衣业发展进入完善阶
段，
即将走入成衣大规模生产阶段。
平面纸样的出现奠定了成衣业的基础，
“而
缝纫机的使用，不仅使服装加工的速度大大加
［１４］
快，
同时使大批量成衣的问世成为可能”
。纺

织业的发达显得手工制作衣服非常麻烦，从 １９
世纪上半期开始，欧美等国的发明家开始发明
相关的机器。经历过一次次失败的经验教训，
美国人艾萨克·梅里特·辛格 （Ｉｓａａｃ Ｍｅｒｒｉｔ
Ｓｉｎｇｅｒ）发明了琐式线迹缝纫机，并申请了专
维多利亚时期女士游泳衣
Women＇s swimming suit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图7

Fig.7

利，缝纫机被大量生产。由于工业革命使得服
饰制作地点从个体手工生产的家庭转移到了

总的来说，男装外套越来越短，裤子越来

大规模生产的工厂，缝纫机被工厂大量投入使

越宽松舒适，除了工人与农民的衣服，更多的

用，随之大规模生产出适合大多数人穿的统一

男士将三件套当做平时的工作与生活服装。女

标准的服装，价格也相对便宜。像农场的劳工

装则经历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先是紧身衣

所穿的亚麻布工作服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的简化、再是裤子的出现，特别是 １９ 世纪末期

取而代之的是成衣和现成的鞋子，这些衣物不

流行于各个阶级中的女性运动服与职业套装，

仅样子好看，
穿着也舒适，
而且价钱不贵［１５］。虽

它们奠定了现代化女服的基本样式。

然比较传统的贵妇人仍然坚持手工制作服饰，

２ 原因分析

讲究优雅的刺绣与华丽的衣料并重，然而只要

２．１ 服饰制造技术的革新

接受过基础教育的新女性定会青睐百货商店

维多利亚时期服饰的变化与 １８ 世纪末开
始的工业革命息息相关，工业革命中与服饰相

里面向大众的成衣，这显现了服装制作技术的
变革对服饰平民化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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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机从数量方面推动了服饰的普及化，

而服饰又是体现社会风貌的载体，可见思想观

化学染料的发现则从色彩入手推进服饰走向

念是服饰发展的风向标。虽然贵族的宫廷服饰

世俗化。１９ 世纪中期以前，
英国人衣服的着色

与英国民众相距甚远，但上层贵族仍然可以通

都是用天然染料制成的，如从植物、动物、矿物

过中产阶级将穿着的价值观传达给下层民众。

质中采取，因为资源有限，衣服染色的成本非

最初是维多利亚女王简朴的穿衣风格对

常之高且颜色较少，并且随着长时间的洗涤和

中上层阶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光荣革命后，

阳光的洗礼会慢慢褪色。１８６５ 年，
一个叫威廉·

君主权力渐渐萎缩，相应地，宫廷里的皇室贵

帕金（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ｅｒｋｉｎ）的英国化学家在一次

族不再追随法国夸张的时尚，开始有了自身的

做实验时意外发现了苯胺紫，这是人们发现的

特色。“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王

第一个颜色，
后来被大量生产。“１８５８ 年，维多

子是保守和认真的人，他们都相信勤奋自助的

利亚女王穿着苯胺紫颜色的衣服出席她女儿

价值观而不相信华丽的梳妆台”［１８］，应该做真

［１６］
，
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接下来又陆续
的婚礼”

实的自己，因此在服饰上要穿符合自己身份的

发现了其他的合成颜色，妇女衣服的颜色大大

衣服，不宜太过华丽，其中女王用实际行动表

增加 （图 ８），
“一个法国游客希波吕忒·泰纳在

现了质朴的穿着打扮。女王虽然是一国君主，

［１７］
参观伦敦时抱怨：
耀眼的光是糟糕的”
。这种

亦是一个普通的妻子，除了重要的场合需要穿

染料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掉色，并且化学染

隆重的礼服，衣服一般是非常朴素典雅的，并

料降低了服饰染色的成本，也就进一步降低了

且在阿尔伯特亲王去世后，女王伤心过度，在

服饰的价格，非常受英国广大民众的欢迎。至

余下的日子里几乎都穿着哀悼服，没有穿过亮

此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穿自己喜欢的颜色的

丽的颜色，
款式也较简单。女王是国家元首，
穿

衣服，服饰的颜色不再被人们认为是身份高低

着素朴，中上层阶级的服饰亦不能太过华美。

的体现。

因此整个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宫廷服饰与其

２．２ 思想观念促进大众审美的改变

他国家相比是比较简单的。

一个国家的思想观念一般是由中上层阶
级引导，它对国家的社会风貌起着指引作用，

图8

Fig.8

其后中产阶级将女王质朴的服饰风格一
方面推广为有男子气概的三件套，另一方面提

颜色鲜艳的女性衣服
Colourful women＇s clot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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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勤俭节约的作风，即要穿适合自己的衣物。

变成了实际行动。如为了符合裙子要前面平整

随着三次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当选为议

的时尚规律，将过多的织物布料移到后方作为

员，中产阶级的建议逐渐被社会认可。他们认

裙裾，制成好看的鸟尾造型，形成一个优美的

为精简实用的西服套装可以显现出男性气概，

背影，这就是维多利亚时期后期流行的巴斯尔

正如布兰特·莎伦在《男人外衣的裁剪》中曾经

箍裙，相对于克里诺林裙的硕大下身，瘦小的

提到过“西服和运动风格的服装，标志一个新

箍裙带给妇女更多的便利，这也是妇女服装史

的、典型的中产阶级男子气概，不是 １９ 世纪早

上最后一次使用裙撑，并由此进一步过渡到了

期中产阶级的严肃、
冷淡的男子气概，
或者不是

运动休闲服。

僵硬的、过于优雅的、渴求的上层阶级男子气

除此之外，艺术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概，
而是实用的、
轻松的、
运动的男子气概，
这种

了服饰的发展。服饰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所

［１９］
美国
男子气概是最持久和最具统治活力的。”

以它与艺术潮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１９ 世纪

经济学家凡勃伦曾预言：
“ 在社会制度和社会

中期英国兴起了前拉斐尔派的美术改革运动，

心理的驱使下， 人们对消费的追求将越来越

他们倡导“艺术风格是对冷淡、生硬的艺术的

高，消费将越来越奢侈，越来越远离人们的实

，希望透
一种反驳。痛斥‘人与自然的疏离感’

际需要，消费的浪费性会日益严重，社会风气

过艺术将‘人性化’
、
‘ 自然化’
、
‘ 理想美’的特

也将日渐腐化” ，这也给了中产阶级以警示，

质结合表现出来”［２５］。这种写实主义风格运用

他们与上层贵族不一样，懂得人间疾苦，意识

到服饰上追求的是符合人身体构造的流动的

到若不及时改变人们通过奢华穿着以此赢得

线条，绝对不会为了美感束缚自己，一切以舒

尊重的想法，会让英国大众陷入享乐主义而无

适为主的理念，这种贴近实际的服装风格进一

法自拔。为了社会稳定，他们控告奢侈腐败之

步拉近了中上层阶级与劳动阶级的距离。１９ 世

风会导致社会恶德，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应

纪 ７０ 年代起源于美国的实用主义虽是一个哲

穿适度得体的衣服。

学派别，同样也对服饰产生了影响。实用主义

［２０］

最后中产阶级主导的思想观念促使英国

认为人的一切活动来源于经验，对人们有用的

民众的审美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人们不再

经验会促使人们改变且慢慢成为一种习惯，实

热衷于巴洛克、洛可可式的精巧与富丽，而是

用主义即把一切有用的东西当作真理。男士在

随着工业机械和工业产品的外形和功能开始

工作的过程中，认识到长外衣的不便而将外衣

崇尚率直、简洁、大方和整体感”［２１］，英国民众

长度减短；女士在运动的娱乐中，肯定了裤裙

的服饰变得越来越简单。当时的妇女喜作娇弱

有利于骑马、射箭等具体项目，这无不显示了

状，
“白色的罩衫总是让妇女看起来很无辜，很

服饰的实用性。

少女”［２２］，简洁舒适的纯白色棉布成为了人们

不管是皇室贵族的价值观、中产阶级对服

对时尚的追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还是第

饰穿着的意见、英国民众的审美观还是其他学

一批学习时尚的人，他们甚至试图了解服饰风

科的运动思潮在推动服饰走向平民化的过程

格变化的根本原因，
紧随时代步伐。” 他们参

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考专门的时装杂志，
“ 这种时装样本一方面应

３ 余论

［２３］

季推出新的款式供人们选择，另一方面指导人

通过具体介绍具有平民化的服装例子与

们消费，对流行的形成发挥着促进作用，改变

分析其中原因，可以得出结论其实质是维多利

［２４］

了过去的流行主要来自宫廷的单一方式。”

亚时期渐渐模糊的阶级界限，人们不再以无所

所以他们渐渐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观念，还将其

事事为荣，相信可以通过努力奋斗来提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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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也即不用穿昂贵的服装来显示自己的身份

们奉行极为严格的社会礼仪标准，绝不允许中

与阶级地位。维多利亚时期是传统与变革的矛

上层阶级女性穿裤子，但是随着社会风气越来

盾期，人们一方面具有新潮的思想和作为，另

越开放与运动的普及，各个阶层的妇女逐渐适

一方面骨子里却仍是追求模仿贵族的生活方

应女裤这一装束，这说明了妇女在一定程度上

式，这是因为此时是英国走向现代化的初期，

已经向伪善的道德观挑战。⑤维多利亚时期的

保守思想并没有完全消除，但无疑为英国以后

服饰为世界各地服装做了一个好的榜样。１９ 世

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显示在服饰方面即

纪的伦敦本就是男士西服的潮流中心，男服主

是初开女装现代化的先河。

要以英国样式为模本；对于女服，虽然人们朝

服饰就像一面镜子，演变着当时社会的历

向时尚之都巴黎看齐，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

史风云，但同时这面镜子又在影响着社会的发

的设计却出自英国人之手，一般是英国人负责

展。同样服饰在维多利亚时期走向平民化的细

设计服装，而巴黎人负责销售服装。维多利亚

微变化中不仅受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反过

时期英国服饰的平民化趋势不管是从服装样

来，服饰的变化对当时英国社会的经济、政治、

式还是产生的影响来说，都说明了此时的服饰

思想观念等的变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①越来

是向现代社会转化的黎明期，透过服饰这一小

越大众化的服装在工厂被大批量制造出来，价

小的方面可以看到，它不只是推动了英国本身

格相对低廉，这就使更多的人可以买得起心仪

更是推动了世界各地的现代化发展。

的衣服，大部分中下层阶级也成为了消费群
体。成衣业的发展还使服饰以成品的方式大量

致谢：感谢《服饰导刊》编辑部李强副编审
的耐心指导，使本人受益匪浅！

出口，降低了成本，获得了更大利润，进一步增
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②越来越实用化的衣服
让人们的生活更方便，
身体更健康。例如，
下身
体积变小的衬裙避免了走进壁炉时硕大的裙
子会不小心碰到火苗而发生意外情况，以致于
减少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的死亡率。实用的
运动装大大增加了人们享受体育运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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