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与传播：
时尚探秘

79

2018 年“维多利亚的秘密”内衣秀赏析
梁文倩
江西 南昌 330201）
（江西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学院，
中图分类号院TS941.11

文献标志码院B

文章编号院2095-4131-（2019）01-0079-04

Appreciation and Analysis of Victoria's Secret Underwear Show in 2018
LIANG Wen-qian

（School of Fashion Design，
Jiangxi Institude of Fashion Technology,Nanchang 330201 China）

“维多利亚的秘密”
（VICTORIA'S SECRET，

色交织成苏格兰格纹纹样，意味着经典与传

）于 2018 年 11 月 8 日晚在纽
以下简称“维秘”

承。譬如图 1 中所示，
“维秘”在“Scotland

约 Pier94 盛大开秀，2018 年的大秀名叫“维多

Angels”系列中，运用了大量的苏格兰格纹面

利亚的秘密秀假日特别节目”，并于北京时间

料，
表现出很强的苏格兰格纹所特有的“家族”

12 月 3 日与美国 ABC 同步播出。
“维秘”秀至今

精神。图 1-（1）身穿格纹拼接短裙搭配编织长

已成功举办 23 届，
2018 年是第 18 次在纽约办

靴与火焰般的翅膀，充满英伦摇滚的气息，立

共分
秀。该场秀囊括 90 套绝美秀服，
“Scotland

刻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图 1-（3）夸张的泡泡袖

Angel”“Golden Angel”“Flights

Angels”

设计与经典的格纹相结合，经典而帅气，张扬

“Pink”
“Floral Fantasy”
“Down Town Angel”

而不失沉稳。图 1-（2）、
图 1-（4）更是将原本经

“Celestial Angel”七个系列，可谓一场精彩

结合绳带
典绅士的苏格兰格纹进行面料拼接，

绝伦的时尚饕餮盛宴。

的捆绑交叉设计，结合长筒靴与格纹袜相呼

“Scotland Angel”作为开场系列，独具英

应，表现出极强的英伦风格，形成经典与性感

伦风格代表的 苏
格兰格 纹为该系
列的主要设计元
素。所谓的苏格
兰格纹（Tartan），
源自于苏格兰高
地上，通常以黑、
白、红、黄、绿、深
蓝 6 种为基本
色，至少 2 色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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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场中的
图 1 2018 年“维秘”
“Scotland Angel”
系列

Fig.1

Scotland A ngel series of V ictoria's Secret show i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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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是由 2，
100 颗施华洛世奇钻石打造，中

相碰撞的视觉享受。
“Golden Angel”系列是“维秘”秀场中出

心重点装饰重量更超过 71 克拉。耗时 930 小

现频率较高的系列，多采用植物素材进行装饰

时，加入 925 纯银、黄玉装饰点缀。也是历届

以变现如女神般的浪漫、优雅、华丽的形象。

Fantasy Bra 来最便宜、
最
“小清新”
的一款。

2018 年该系列在以往的基础上除继续延续使

“Pink”系列同样为“维秘”每年的必备系

用薄纱面料外，加入了大量的缎纹提花面料，

列，
多以年轻、
活力为设计主轴，在色彩的运用

色彩较 2017 年饱和度、明度有所提高，如橘

方面多使用高饱和跳跃色彩。相比以往 2018

色、金色、粉色为 2018 年该系列的主打色彩，

年加入了许多新鲜的设计元素，譬如图 4-（1）、

并添加印花设计使整体系列充满异国情调。譬

图 4-（2）中，
在秀服中加入了银色 pvc 面料、亮

如图 2-（1）以树叶造型为元素做的翅膀，一身

片元素，
增添了秀服整体的未来感。再如图 4-

鎏金秀服与胸前的荷叶
边、领部的蝴蝶结装饰，像
丛林里的精灵一样灵气十
足。该系列中较多的使用
了紧身胸衣这一时尚元
素 ，譬 如 图 2-（2）、图 2（3） 将紧身胸衣这一复古

（1）

的服装形制与白色 T 恤等

（2）

（3）

（4）

秀场中的
“Golden Angel”
图 2 2018 年“维秘”
系列

Fig.2

现代服装相结合，较好地

Golden A ngel series of V ictoria's Secret show in 2018

展现复古与现代、雅致与
随性的相互碰撞。
“Flights Angels”系
列以羽毛主轴，譬如图 3（1）、图 3-（2），秀服整体粉
嫩的色调镶上奢华水钻，搭
配梦幻的羽毛高跟鞋，使

（1）

超模们展现如天使般华丽

（2）

（3）

（4）

“Flights Angels”
图 3 2018 年“维秘”秀场中的
系列

耀眼。图 3-（3）中，在大量

Fig.3

的网纱面料上镶嵌大量的

Flights Angels series of V ictoria's Secret show in 2018

水钻形成图腾纹样，该模
特为当家天使阿德瑞娜·
利玛 (Adriana Lima)，这
是她最后一次登上“维秘”
舞台，不禁让人感叹
“双 A”
的时代结束了。图 3-（4）梦
幻胸罩及配套连身衣 为
2018 年的“Dream Angels
Fantasy Bra”价值 100 万

（1）

（2）

（3）

“Pink”系列
图 4 2018 年“维秘”
秀场中的

Fig.4

Pink series of Victoria's Secret show in 20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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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 4-（4）中，则使用了大量的文字、赛车格
纹、彩虹条元素，速度感、年轻感应运而生，使

81

配合印花相较其他秀
服为基本廓形进行设计，
服而言更加
“亲民”
。

该次的设计更为活泼有个性。文字 logo、
赛车

“Down Town Angel”系列，在“维秘”秀场

格纹、亮片、装饰织带、彩虹条纹都为 2019 女

中首次出现，
通过秀场设计营造出模特在雨中

装市场将会流行的主打设计元素，在该系列

漫步的情景，
该系列以街头风格为出发点进行

“维秘”的秀服中，将这些流行元素通通进行展

设计，混搭运动风与休闲风，设计成一系列适

现。

合运动的单品。譬如图 6-（1）、
图 6-（2）的字母

“Floral Fantasy”是“维秘”与英伦知名

织带设计，
较长飘动的织带也是近来服装市场

的电脑绘图印花女王 Mary Katrantzou 的合

中较为火热的设计元素之一。图 6-（1）、图 6-

作系列。设计师 Mary Katrantzou 有着“印花

（3）、
图 6-（4）三套秀服中，使用了羽绒填充面

女王”的美誉，在该系列中她将自己所推崇的

料与街头涂鸦元素结合，
运动感条纹袜与鞋子

女性魅力和创新设计美学与“维秘”性感迷人

相配伍，
体现出极强的街头感。图 6-（2）中，则

的时尚风格相结合。该系列中以花卉图样搭配

使用连体紧身胸衣造型设计，
宛如带有盔甲的

利落的剪裁，推出在内衣秀中难得一见的连身

天使。该系列一改往日
“维秘”
所赋予女性的优

长裙，
譬如图 5-(1)。图 5-（2）是以食人花为灵

雅、浪漫与娇 美，更注 重表现 “Down Town

感的伞状造型翅膀，这也是自播出以来，最受

Angel”
的阳光、
帅气而有力的一面。

争议的秀服款式。图 5-（3）、
图 5-（4）是以家居

（2）

（1）
图5

（3）

（4）

秀场中的
“Floral Fantasy”
系列
2018 年“维秘”

Floral Fantasy series of V ictoria's Secret show in 2018

Fig.5

（1）

（2）
图6
Fig.6

“Celestial Angel”是“维秘”与“施华洛

（3）

“Down Town Angel”
秀场中的
系列
2018 年“维秘”

Down Town A ngel series of V ictoria's Secret show in 20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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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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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 7 2018 年
“维秘”秀场中的“Celestial Angel”系列

Fig.7

Celestial A ngel series of Victoria's Secret show in 2018

世奇”的合作系列，这也是“维秘”与“施华洛世

分析，
它所带来的变化有目共睹。首先品牌不

奇”
合作的第 16 年。
“Celestial”为天国、
神圣

断的年轻化，为了更好地迎合市场绣球，
“维

的意思，也就是说该系列为天国的天使。该系

秘”
在逐步地扩大自身年轻系列在秀场中所占

列多将“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镶于黑色的布料

的比例，譬如 2018 年的年轻运动系列就有

上，呈现出星星在夜空中闪耀，翅膀则是加入

“Down Town Angel”“Pink”两个系列进行 展

太阳、月亮、星星等元素，让该系列更充满神

示。其次品牌自身的不断包容性，在“Floral

秘、魔幻感。譬如图 7-（2）、图 7-（3）、图 7-（4）

Fantasy”系列中，
“ 维秘”与 Mary Katrantzou

三套秀服中将黑色蕾丝透视打底加上一颗颗

进行了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大胆的创

闪亮的水晶，奢华、
神秘又不失性感。图 7-（1）

新，
很好地避免了自身品牌风格停滞的状况产

为该系列的星月套装，星月相结合的翅膀造型

生。最后品牌产品在一定程度上的普及化，通

为该套秀服的一大亮点。该系列除了使用黑色

过 2018 年的“维秘”
看到的不再只是夸张的秀

蕾丝与“施华洛世奇”水晶为元素进行设计外，

服，
更多
“接地气”
的产品开始在秀场中进行展

每套秀服中都加入了星月图案，有如星星熠熠

示，如“Floral Fantasy”“Down Town Angel”

生辉，
犹如宇宙星河般星瀚迢迢。

两个系列中就展示了数件适合家居、运动时所

就在这星星缀满苍穹之际，2018 年的“维

穿着的时尚单品，在每一系列的秀服设计中也

秘”秀再次接近尾声，
“维秘”所带给众人的除

较多的运用了 2019 年女装流行趋势中所流行

了一位位完美“天使”的视觉盛宴外，它更多的

的亮片、
赛车格纹、文字 logo 等时尚元素。这

是通过作品向众人去展示当代的女性应该像

些都是
“维秘”
从自身作出的大胆的改变，而这

“Celestial

Angel”“Down

Town

Angel”

正是品牌永葆活力的重要保障。

“Flights Angels”等等那样，优雅而不失坚
强，美丽而拥有力量。通过对“维秘”近年秀场

(责任编辑：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