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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雅皮士文化对服装消费者行为的研究
张紫妍，古

怡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基于以美国雅皮士文化，
采取调查法和文献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从分析雅皮士的内涵和社会

背景的角度，对当时的服装消费者行为的表现进行归纳分析并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其行为表现的原因，
从而揭示了文化因素对服装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以突出强调文化对研究一个时期的人类行为的重要
性。文章弥补了雅皮士文化对服装消费者行为影响的研究这一空缺，为雅皮士文化研究方向注入了新
鲜血液，也为研究服装消费者行为提供了更为清晰的方向。研究认为：文化因素对消费者的影响一旦
产生是根深蒂固的，它是指根植于一定物质、社会、历史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习俗
的综合体，它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内容和消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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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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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Yuppie cul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ombination of investigation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yuppie,
the performance and reasons of the clothing consumer behavior at that time were analyzed,then the cultural
factors of influence on the clothing consumer behavior were revealed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cultural
importance on the study of human behavior during a period. The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Yuppies culture on clothing consumers behavior was made up for in the article , and fresh blood was
injected into the direction of yuppies culture research. The article held that once the impact of cultural
factors on consumers was ingrained,it referred to the combination of values, modes of thinkingand customs,
whichwere rooted in certain material, social, and historical traditions. It affected people＇s concepts of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contentand consump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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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嬉皮士”而言，
“雅皮士”一词较为
陌生。雅皮士是美国人根据嬉皮士而仿造出的

他们只爱品牌，只穿品牌，以此来突出自己的
高品质生活。

一个新词，由《芝加哥论坛》专栏作家鲍勃格林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受股市大崩盘和石油危机

于 １９８３ 年首先使用［１］。１９８４ 年皮尔斯曼和哈

的影响，欧美的服装产业出现发展停滞的危

特利在《雅皮士手册》一书中给予雅皮士 ４ 个

机。不过到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热衷于奢侈品

基本特征：①居住在大城市或附近；②年龄在

的雅皮士为高端的服装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

２５~４５ 岁之间；③过着拥有金钱、荣誉地位和

其中不得不提的是阿玛尼，阿玛尼凭借着高雅

权利的生活；④周末吃早午餐并且经常加班。

节制的形象、优良的剪裁和考究的面料，迅速

著名作家戈云分析，真正的雅皮士占战后婴儿

获得了欧美中高收入人群的青睐，当然雅皮士

潮人口的 １∕６，大约 １２０ 万人 。在经历了以

首当其冲。阿玛尼的设计在经典的高雅和随意

追逐摇滚乐、群居、吸毒、奇装异服和非暴力等

的浪漫之间徘徊，它一直秉承着低调奢华有内

为特色的嬉皮士文化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人

涵的风格导向，而这也正迎合了雅皮士所追求

们发生了颠覆性的逆转，物质主义成为生活的

高品质的质感，既奢华又不显得那么粗俗，正

中心。雅皮士文化对服装消费者的行为产生了

符合他们的所想传达的形象［７］。

［２］

直接的影响，雅皮士重视奢侈品牌过于服装品

如图 １ 所示，图 １ 来自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质本身，他们选择奢侈品不仅在于产品的品质

的电影《美国舞男》中男主人公日常穿着的服

优良，更在于向他人炫耀，以彰显其身份和地

饰图片，这部电影也是促成阿玛尼成功的主要

位。国内专家学者对雅皮士文化的研究多集中

电影。图中男主人公所穿着的是由亚麻材质做

在对其文化的根源、与美国主流文化的联系亦

成的男士西装款式，轻柔飘逸的大地色系亚麻

或是简单地谈谈雅皮士的消费观等等

外套搭配灰色衬衣和灰色褶皱裤子，整体看似

，而少

［２－６］

有专家学者对雅皮士文化对服装消费者的行

不精心的打扮，给人以慵懒、随意的浪漫气息。

为进行研究。本文基于雅皮士文化之上，从其

由于意大利亚麻面料极易弄皱的面料特性，所

根源来研究文化对服装消费者具体行为的影

以很少人将它作为日常基本款穿着，而也正是

响，以期强调文化背景对服装消费者行为的决

这种不常见性的原因，使得亚麻成为像男主人

定性作用，为专家学者研究特定时期消费者行

公这种想要引人注目的消费主义者展现自己的

为提供参考借鉴。

一种途径，
这也是阿玛尼所想传达的，
低调的奢

１ 雅皮士文化影响服装消费者行为的表现

—拥有一件适合日常穿着的低调奢华亚麻
华——

１．１ 对高品质服装的追崇

服装，
证明有能力负担的起这种奢华的面料，
也

雅皮士文化的本质就是对高品质生活的
追求，然而对高品质的追求落根于服装上则是
对奢侈品牌服装的追求。然而崇尚使用价值的
人，他在服装上的消费绝不会注重服装的品
牌，而是更加注重服装的功能性；而对于向往
奢靡生活的人来说，品牌效应至关重要，他们
在注重服装品质的基础上，更乐于用服装来表
明自己的社会地位，来彰显自己。而注重彰显
自己的雅皮士们更是如此，他们高人一等的生
活需要炫耀，因此在服装的消费上更是如此，

图 1 电影《美国舞男》剧照
Fig.1 Stills of the movie“American d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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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设计奖。影片的背景设定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由于雅皮士对奢华和品质的追求，成就了

代初期的美国，如图中所示，两位男子穿着典

诸如阿玛尼、雨果·波仕等服装品牌的成功，也

型的权利套装，大地色系的西装外套，配以英

成就了高级成衣市场的成功。为了满足雅皮士

式宽领衬衣，肩部配以加大、加厚的垫肩，使男

对品牌和品质的疯狂追求，原本高不可攀的奢

士们更具力量，更显魁梧阳刚的男士气概。而

侈品牌纷纷加入生产高级成衣大军，由于规模

女性也有属于自己的“权利套装”
，如图 ３ 所示

和产量的扩大，使得高级成衣更加亲民化、普

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阿玛尼“权力女装”
，女装

及化。由此看来，一个文化风暴带来的巨大影

借鉴了男装宽大的垫肩、男性枪驳领礼服元素

响不容小觑，文化影响着人的思想，思想操控

以及阔腿裤的元素，再加以利落的剪裁，整体

着行为，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动向和发展产生巨

服装简约中又透露着华贵，完美地造就了强势

大的改变作用。

职业女性的果敢形象。阿玛尼对女装进行了前

１．２ 对权利着装的追崇

所未有的大胆创新，颠覆了以往典雅的女性美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导致人们的价
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大相径庭，三观的不同

感，从而使阿玛尼的“权利套装”备受雅皮士女
性的青睐。

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消费心理与购买行为。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人们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已达
到极致，而这也充分体现在着装上：人们更喜
欢通过着装来展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所以穿
着象征着权力，是雅皮士的追崇。权力着装具
体体现：由服装品牌的价值、服装款式以及服
饰配件等服装整体造型所呈现出的一种高人
一等的着装形态。
然而，在雅皮士文化的影响下，在服装上
也透露着对金钱和权力的欲望。无论是男人还

Fig.2

图 2 电影《美国骗局》剧照
Stills of the movie“American hustile”

是女人，都喜爱高贵、优雅的着装风格，充分向
人们展示自己的优越和身份地位。于权力的着
装而言，不得不提的是风靡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
“权力套装”引领了
阿玛尼“权利套装”的问世，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正装的风潮，也成为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独有的服装标志。
“权利套装”
象征着一
种超然的社会地位，是由宽肩西装外套和阔腿
裤组成，特点是强调宽肩以及整体造型的硬线
条。由于想达到宽肩的视觉效果，垫肩成了权
力套装不可缺少的部分，
垫肩的使用也成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特有的记号。肩部的强调和整体
给人硬朗的线条，会给人一种特有的力量感，

图 3 20 世纪 80 年代的阿玛尼
“权力女装”
Fig.3 “power ladies”series of Armaniin the 1980s

雅皮士着装除了在服装上尽显权贵，服饰

因此称之为权利套装 。如图 ２ 所示，
图片来源

配件也作为着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达到

于电影《美国骗局》，该片被提名奥斯卡的最佳

奢华效果，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流行造型夸张的服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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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配件，整体给人以奢华大气的视觉效果。此

图片来
加丰富多变，
而不再单一。如图 ４ 所示，

时的人们喜爱戴闪亮耀眼的大配饰，从服装到

自于美国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热播电视剧《．．．Ａｎｄ

服饰，整体造型均呈放大感，金属质感的项链

Ａｌｌ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图中的两位男士的穿着就

和巨型耳环都格外的流行，自带奢华效果的亮

是典型的雅皮士风格。左侧的男士穿着标准的

面缎料、毛皮、钻石、珍宝等都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三件套，草灰色三件套和干净的白色衬衣配上

代服饰搭配的主角；手提袋是显示自己身份的

灰色宽领带，整体着装呈净色性，简洁而干练，

重要工具，特别对于那些管理阶层的女性来说

尽显低调的奢华；右侧的男士身着笔挺的垫肩

更是如此。

深色条纹西服外套，浅蓝灰色调的衬衣再配以

１．３ 对中性化着装的追崇

稍细的深色领带，在突出强调男士宽厚的肩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受女权运动的影响，雅皮

轮廓的同时，加以稍纤细的领带，毫无违和感，

士一族的兴起，女性对自身权利的诉求越来越

这无疑是男女装元素相互借鉴和充分融合的

大，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定位也发生了变化，由

证明，
是男女着装趋于中性化的最好表达。

原来的家庭主妇向职业女性转化，从而改变了
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社会定位［９］。在此社会背景
下，刮起了一阵模糊性别界限的中性化服装风
潮，男女装设计元素相互穿插运用导致男女装
界限不再那么明确。随着女性思想意识的觉悟
提高，使得女性要求男女平等以及要求同等的
社会地位的呼声越发强烈，也因此需求女性必
须展现出与男性一致的精明能干的职业形象，
然而服饰对于塑造强势女性形象有很大的辅
助作用。男装也运用了女装的设计元素，使得
男装多了一份柔和之美，
也更加丰富多彩。
在当时，设计师阿玛尼带领他的同名服装

电视剧《...And All the Justice》剧照
Stills of the TV series“...And all the justice”

图4

Fig.4

而女性她们的服装也借用了男装元素，

品牌阿玛尼，在全世界刮起了一阵模糊性别界

垫肩就是最好

限的中性服装风潮，使得男女雅皮士都为之喜

的例子，女性穿

爱不已，也成为日常必备着装之一［１０］。阿玛尼

着宽肩的服装

等设计师通过使用垫肩的方法，使男性看起来

尽显女性的阳

更加有棱有角，更加男性化，但是他们也通过

刚之美，使女性

设计使男装具有一定的女性化特点。比如他们

看起来更有力

使用优柔而飘逸的面料、狭小的皮质领带、色

量和有权威性，

彩鲜艳的鞋子设计男装，当然就赋予了一种女

更增添了一丝

性的味道。在男士日常着装中，具有女性柔美

严肃、庄重感，

质感的丝绸、天鹅绒等华丽的面料也深受男士

甚至有时对于

们的喜爱，但设计师们将男士西服外套的垫肩

肩部的夸张运

做的更大更厚，使得男装在融入女性特征的元

用超过男装。

素时使男士具有挺括的肩部廓形，不失男子气

如图 ５ 所示为

概。可见，
在细节处加以女装元素，
使得男装更

阿玛尼 １９８７ 年

阿玛尼 1987 年秋冬系列中的长
裤套装
Fig.5 Trousers Set in Armani＇s 1987
Fall Winter Collection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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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系列中的长裤套装，典型的男装式传统西
装结构，上衣整体为宽松的版型，再配以宽大
而圆润的垫肩设计以及西装式翻领，下装为宽
大的阔腿长裤；服装整体色调为单一的基本
色，服装整体简约却不单调，低调却华美，营造
不需加以渲染的奢华。阿玛尼对女装款式进行
了大胆的颠覆，是引领男女装迈向中性风格的
重要设计师之一。

２ 雅皮士文化影响下服装消费者行为表现
的原因分析
２．１ 价值观影响服装消费者的行为
价值观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评价，

图6

Fig.6

麦当娜“Material Girl”(物质女孩)MV
Stills of Madonna’
s“Material girl”

生活的内容，业余生活的中心是购物，爱打扮

它是文化的基本内涵，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着

自己、健身，穿着讲究，他们喜欢奢靡的生活以

人们不同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取向。它赋予人们

彰显自我［１１］。

社会活动一定的思想感情，形成对人生、生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美国人在经历了越南战

特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人们的物质生活

争、恐怖主义活动、能源危机等动荡的 ２０ 年，

是对具体精神追求的表象反应，对于服装选择

终于从伤痛中走出来，回归到正规、平稳的时

的消费，不仅是一种爱好选择，更重要的是一

期，
开始追求高品质的物质生活。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种文化的体现。价值观的差别体现在人们社会

代是一个物质的年代，如图 ６ 中“物质女孩”的

消费活动的各个方面，雅皮士的价值观是“享

状态是对当时社会状态最好的诠释。图 ６ 是来

，所以在服装上
受主义”和“多赚钱、猛花钱”

ＭＶ 中的图片，在 ＭＶ 中
自于麦当娜“物质女孩”

的消费必然也是如此。

麦当娜身穿粉色缎面材质的抹胸礼服，身上挂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是享受的年代，是物质充

满了白金钻石首饰，边舞动着身体、挥舞着钻

裕的年代。整个社会的思潮是追求个人的成

石首饰，边高唱着“我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

功，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婴儿潮时期的青年到那时

我们是物质女孩”
，大肆的宣扬我们都要做个

希望挣钱，渴望富有，注重个人主义的发展以

“物质女孩”
，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享受物质生活

及自私自利的价值发展观，工会慢慢消退，人

的热爱。由此可以看出，对物质生活的迷恋并

人都只考虑个人利益，而不再考虑社会的价值

不是个案，而是当时整个社会的风向，人们在

和利益了。此时的时髦形式自然是“雅皮士”
，

经历了战争等磨难的煎熬，转而追求奢靡的物

雅皮士们喜欢穿西装、
打领带。他们喜欢单身，

质生活。这不仅是对物质生活的迷恋，更主要

即便同居也不要小孩，喜欢在证券交易所、律

的是寻求一种战后的慰藉，充分享受当下安定

传媒中工作。
“多挣钱，
猛花钱”
成为
师事务所、

生活的心理状态。

他们的座右铭，赚了就花，花的比赚的还快，消

２．２ 生活方式影响服装消费者的行为

费主义是社会精神的中心。工作 １２ 个小时，
玩

生活方式是文化所赋予的一种社会活动

一个通宵，是他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而要

方式。文化与生活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实现多赚钱，就要找好的工作并拼命工作，加

文化规定了人们一定的生活样式，教育人们以

班是他们的常态。他们缺乏社会责任感，仅仅

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

只注重自己的收入和时尚，纵欲和消费是他们

下，生活方式会大相径庭，生活方式的不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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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会产生不同的消费心理与购买行为。

有不同的审美观。在服装行业来说，审美观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年轻人既没有经历过战

不同直接对服装消费者的需求产生影响，从而

争，也没有经历过苦难，连经济衰退对他们来

对市场定位、消费者定位、服装的设计等都产

说都仅仅是教科书中发生的事件，他们没有反

生直接的影响。

叛精神，也没有思想意识上的信仰，务实的实

在经历了以追逐摇滚乐、群居、吸毒、奇装

用主义是他们的信条，事业的成功、个人的物

异服和非暴力等为特色的嬉皮士文化后，到了

质享受是他们的奋斗目标所在。物质主义成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雅皮士文化。从一个动荡、
叛

生活的中心，人们缺乏责任感，他们仅关注自

逆、挑战回归到平稳、保守和安于现状的时期。

己的收入和时尚，纵欲和消费是他们的生活方

这时的人们反对嬉皮士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２０

式，打扮自己、健身是他们的主要业余生活，因

世纪 ８０ 年代与 ６０、
７０ 年代形成鲜明对比，在

此讲究的穿着也是他们的生活的内容。如图 ７

这种文化的氛围下，对人们的审美观造成了直

所示，
３ 个青年们在度假村的网球场中享受着

图 ９ 所示，图 ８ 为典型的嬉皮
接影响。如图 ８、

运动的假期时光，而他们都身着 Ｒａｌｐｈ Ｌａｕｒｅｎ

士形象，图片中多数人穿着波西米亚风格的服

的 Ｐｏｌｏ 衫，整体服装感觉为自由舒适而华贵

装，整体着装色彩鲜艳。值得注意的是图中多

内敛；
“ＰＯＬＯ”
（马球运动）令人联想到贵族般的

名男子蓄着大胡子、留着长发，长发在当时人

休闲生活，而这与雅皮士所追求的高品质的生

们的共识是意味着不整洁或者代表女性，是一

活不谋而合。

图 8 典型嬉皮士的形象
Fig.8 Typical image of hippie

穿着 Ralph Lauren 乡村休闲运动 Polo 衫的青年们
Fig.7 Young people wearing Ralph Lauren＇s Polo

图7

由此可以看出，生活方式对消费者的消费

种冒犯的表现，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它与嬉
皮士文化所追求的反叛不谋而合；图中一男子
穿着破洞的牛仔裤，

心理和消费行为有较为直接的影响，而对于服

这也是典型的嬉皮士

装消费者在服装上的选择亦是如此。生活方式

着装风格，他们喜欢

对消费者心理的影响之深，这体现在当人们

穿着旧旧的外套再配

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时，人们的消费行为也会

一条破牛仔裤，看似

产生改变；从嬉皮士文化到雅皮士文化的戏剧

像个拾荒者。图 ９ 为

性转变，
也足以证实这点。

阿 玛 尼 １９９０ 年 秋 冬

２．３ 审美观影响服装消费者的行为

系列拍摄的杂志图

审美观是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和

片，图片中的人物整

政治、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不

体风貌整洁而优雅，

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社会集团的人具

服装整体色调为沉稳

阿玛尼 1990 年秋冬系
列拍摄的杂志图片
Fig.9 A picture of Armani＇s
1990 autumn and winter series
图9

服饰与产业：
消费行为

的基本色，内着干净的白色衬衣，外穿黑色的
西装长外套配以黑色的阔脚西裤，脚穿黑色皮
鞋。这是典型的雅皮士风貌，这也是雅皮士审
美观的服装表现，在雅皮士文化追求高品质的
生活基调下，追求高品质的时装和塑造干练的
精英形象是雅皮士的审美主要方向。这两幅图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审美观的不同，直接造成
人们对服装有不同的审美，从而也直接造成服
装消费者对服装的不同需求。

３ 结语
从“雅皮士”文化案例中我们可看出，文化
因素对消费者的影响是巨大的，研究认为：文
化因素对消费者的影响一旦产生是根深蒂固
的，它是指根植于一定物质、社会、历史传统基
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习俗的综合
体，它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内容和消费
方式。文化背景对人的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
文化因素决定着人的思维，而思维会直接反映
在行动上，这也就间接解释了文化因素对服装
消费者行为的决定性作用。从“嬉皮士”到“雅
皮士”的转变，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同一批人
受不同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产生完全不同的价
值观、人生观、生活方式以及审美观，可以从反
主流思潮到回归主流思潮，最终直接反应在对
服装的选择以及购买行为上。
“雅皮士”
文化的
内涵就是追求高品质的奢靡生活，从雅皮士文
化的角度去研究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服装消费者
的喜好和消费行为，答案就一目了然。在追求
物质主义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奢侈品和
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也毋庸置疑，大家也因此
乐此不疲。
致谢：感谢《服饰导刊》编辑部的李强博士
的指导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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