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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维多利亚的秘密”是美国本土的内衣品牌，它以其每年的品牌广告与独特的内衣大秀影响

着全球的服装与时尚圈。文章针对
“维多利亚的秘密”
品牌暗存的不为人知的怪象问题，
运用调查法、
分析法等，得到“维多利亚的秘密”
品牌带给众人扭曲的审美文化与变态的消费心理的结论。研究表
明：①从运营模式角度看，
“维多利亚的秘密”内衣时装秀是一种典型商业运作模式；②从女性主义的
角度看，
“维多利亚的秘密”是消费女性身体的行为；③从文化的角度看，
“维多利亚的秘密”是一种旧
时代的伪文化；④从服装设计的角度看，
“维多利亚的秘密”是一种浮夸的表现手法；⑤从产品的角度
看，
“维多利亚的秘密”
是一种工艺复杂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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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 ictoria's secret is a US -based un derwear brand that influences the world's clothing and
fashion world with its annual brand advertising and unique lingerie show. This paper revealed the hidden
problem of the V ictoria's secret brand through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and discussed how
the V ictoria's secret brand brought about the distorted aesthetic culture and abnormal consumer

psycholog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①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erational mode, the underwear fashion
show of V ictoria's secret is a typical business operation mode; ②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the

show is the behaviour of consuming women's body; ③from a cultural point of view,the show is a pseudoculture of the old times; ④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shion design, the show is a kind of exaggerated
expression technique; ⑤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s, V ictoria's secret is a piece of complex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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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

“维秘”一年一度的内衣秀和广告都在吸

内衣品牌成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1]，属于

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无论是娇艳模特的秀场，

美国本土品牌，是 Intimate Brands 集团旗

还是广告内容本身都成为亮点，
也会引起不小

下品牌，常被国人简称为“维秘”。她是由美国

的轰动与关注度。从 2001 年开始，
“维秘”
内衣

商人罗伊·雷蒙德于 1977 年，在加州旧金山

秀开始请当红歌手在舞台上担任表演嘉宾，与

创办的内衣品牌，主要经营女士内衣、文胸和

“天使”
们一起表演，
这样表演就是商演。至今，

内裤，1982 年罗伊·雷蒙德将 公司出 售给了

这样的商演已经延续了十多年，应该还会继续

The Limited 公司 ，
The Limited 公司在女士

延续下去，
而
“维秘”
的商业秘密也早已不是秘

香水、
化妆品、
内衣的基础上，
又相继推出泳装、

密，即便这样，却也没有其他任何品牌能够超

箱包等产品。
为了更好地宣传自身的品牌，
1995

越。
“维秘”一直走在自己的秘密之路上。“维

年其品牌创办了首场内衣秀，被当时的报道称

秘”作为一个内衣品牌，成功地走在商业运作

之为
“世纪内衣盛世”
，
随之人们对其关注度逐渐

模式之路上，在某种意义上她是成功的，因为

升高，
期待她每年的大秀，
以及甜美的
“天使”
们。

迄今，这样的模式其他内衣品牌是无法效仿，

针对
“维秘”
的研究，
学术界主要是针对其营销模

也无法超越的。

式的研究比较多，
如刘佳的《“维多利亚的秘密”

“维秘”是消费女性
2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

营销策略中的美学运用探究》 ；
李奕欣、
孔凡静

身体的行为

[2]

[3]

的《维多利亚的秘密内衣秀对其品牌的推动》[4]

睡衣
“维秘”最初只是一个出售女性内衣、

等。
然而，
笔者认为其成功的商业运作固然重要，

等的小商店。而在维多利亚时代，
女性的装束

但其文化的本质却令人深思。

十分复杂，对女性身体的覆盖尤为严密，人们

1 从运营模式角度看，
“维秘”内衣时装秀是
一种典型商业运作模式
运营模式是维持企业经营的各项工作的总

想一探究竟。
“维秘”
（男性）便会产生好奇心，
的创办人在此基础上创办了能够体现维多利
—
亚 时 代 的 女 性 闺 房 景 象 的 品 牌——

。从这一点来看，
“维秘”
“维秘”每年的内衣时装秀，
看似是对设计、 “Victoria's secret”
称。
无疑与女性主义脱不开关系。
文化、
时尚的推广，
但其秀场却充斥着浓郁的商
业气息，
它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商业运作模式。
1.1“维秘”
内衣的典型商业模式

2.1“维秘”
是对女性美的扭曲化宣传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维秘内衣时装秀是

“维秘”是时代的代表，且确实代表女性商

对女性身体公开的消费和贩卖。毫无疑问，维

业。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建立开始，公司规模

秘时装秀向全世界推行的是苗条文化和性感

就一直不断发展壮大。年销售额 20 世纪 90 年

文化，
用单一的模特标准桎梏真正的女性美。当

代初期已超过 10 亿美元，到 20 世纪 90 年代

然，
这种行为也遭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对。2014

末已超 30 亿美元。“维秘”的成功也在于“系

其配套的宣传海报也
年，
“维秘”
的新产品发布，

统”地有效支持，从美学的角度和市场的发展

“THE PERFECT BODY”
一同发布，
海报正中
（完美

相结合，强大的设计调研系统成功让“维秘”
成

身材）几个大字赫然在目，
而文字的后面站着一

为性感、时尚、神秘、
奢侈的代名词[5]。其实美国

排（10 位）性感的女模。代表着内衣时尚潮流的

的“McDonald's”“KFC”“WalMart”等，均是在

“维秘”
此举引来了众多人的不满，
它暗示模特的

其背后强大的信息系统、物流系统的有效支撑

很多人指控这种
身材最为完美，
是完美的标准，

下而成功的。

宣传是明目张胆地搞身体歧视。更有网友组织了

1.2“维秘”
内衣商业秘密已不是秘密

10 位女性，拍摄并在网络上发布了一款类似的

服饰与传播：
时尚探秘

山寨版海报，该款海报的主题和构图方式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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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维秘”是对女性身体的消费与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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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
通过这种天价内衣来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达到商家炒作的目的。例如 2000 年 Red Hot
Fantasy Bra（图 1）1，
500 万、
2011 年 Fantasy

事实上，每年的“维秘”内衣时装秀都充满

Treasure Bra （图 2）250 万 美 元 、
2012 年

着公开消费和贩卖模特身体的行为。每年大秀

Floral Fantasy Bra （图 3）250 万美元、
2013

前，对“天使”们的挑选，及按照选中“天使”们

年 Royal Fantasy Bra （图 4） 1，
000 万美元、

的身材定制性感内衣，从而在维密内衣时装秀

2014 年 Dream Angels Fantasy Bras（图 5，见

时大胆的表演，这本质就是男权社会男性欲望

下页） 250 万美元、
2015 年 Firework Fantasy

的体现，她吸引了众多非直接消费群体（男性）

Bra （图 6， 见 下 页） 200 万 美 元 、
2016 年

的目光，体现着女性用身体讨好男性，甜美的

Bright Night Fantasy Bra（图 7，见下页）300

模特除外表性感美丽外，只是一具具泛着男性

万美元、
2017 年 Champagne Nights Fantasy

欲望的躯壳，没有自我意识、徒有性感美丽的

这些
Bra（图 8，
见下页）200 万美元。毫无疑问，

身体。
“维秘”
内衣秀在赤裸裸地描绘着男性主

珠宝等进行装饰，穿
Bras 均是采用黄金、
钻石、

义的特点，这种扭曲化的宣传，及消费与贩卖

戴在甜美模特的身上，营造出一种奢华、梦幻

在某种程度上显示的是对女性的不尊重。

般的氛围，
阐释了当代女性的内衣之美。就这

3 从文化的角度看，
“维秘”
是一种旧时代的

种阐释而言，与内衣文化高度一致，内衣文化

伪文化

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淡化生理功能，而强调表现

“维秘”内衣与西方的内衣文化相斥，
从其
内衣设计中可以看出是与西方内衣文化背道
做
而行的，但却又在现代人类欲望的驱使下，

身体美的特性。
3.2 维密推行的是扭曲的内衣文化
笔者对这种所谓的内衣文化非常反感。一

出了不尊重女性的伪文化。

方面，内衣本质是一类贴肤的私密衣物，其主

3.1“维秘”
强调的是伪内衣文化

要功能是使人体卫生和舒适，
在卫生和舒适的

“维秘”内衣时装秀文化的本质可以从其
代表性内衣的价格上看出端倪。从 1996 年起，

前提下才能考虑其美观性。试想一件内衣上镶
满黄金、
钻石、
珠宝等，首要显示的是极端的富

“维秘”内衣时装大秀每年都会 推出一款

裕，
可谓本末倒置；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极其私

Fantasy Bra，即所谓的“天价内衣”，上至千万

密的衣物，
本身也无需过度地装饰。毕竟在日

美元，下至百万美元。“维秘”内衣时装秀正是

常生活中，
一般不会有人愿意将自己穿着内衣

图 1
Fig.1

2000 年 Red Hot
Fantasy Bra
Red Hot Fantasy Bra
(2000)

2011 年 Fantasy Trea原
sure Bra
Fig.1 Fantasy Treasure Bra
(2011)

图2

图 3 2012 年 Floral Fantasy Bra
Fig.3 Floral Fantasy Bra (2012)

图 4
Fig.4

2013 年 Royal Fantasy
Bra
Royal Fantasy Bra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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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4 年 Dream Angels Fantasy
Fig.5 Dream Angels Fantasy Bras(2014)

2015 年 Firework Fantasy
Bra
Fig.6
Firework Fantasy Bra
(2015)

图6

图7
Fig.7

2016 年 Bright Night
Fantasy Bra
Bright Night Fantasy
Bra (2016)

的身体展示给公众，毕竟我们并不都拥有维纳

与华丽。

斯般的完美身材，也都不拥有一颗愿意展示性

4.1“维秘”
内衣轻视了设计的实用性

“维秘”
内
感的心。综上两点，
从文化的角度看，

服装设计
内衣设计是服装设计的一类细分，

衣时装秀所谓的“Fantasy Bra”给我们的是一

属于工艺美术的范畴，
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相结合

种扭曲和过时的旧文化和伪文化，即以价格来

“实用性
的一种艺术形式[6]。那么，
这里所提到的

标定身份，
忽视了内衣的本原。内衣文化本应

“实用性”
一定先于
和艺术性”
从先后顺序来讲，

站在女性的角度去考虑，如何运用服装人体工

“艺术性”
，
因为服装本身是服务于人类的，
属于

程学保护女性的身体，而不是强调消费女性身

保暖等，
而
服用性的产品，
其实用性指的是遮羞、

体的伪文化。

艺术性则着重强调设计的理念、
表现手法等。如

4 从服装设计的角度看，
“维秘”是一种浮夸

每年的 Fantasy Bra（图 9、
图 10），珠宝钻石的

的表现手法

镶嵌，极为夸张的天使翅膀以及昂贵的价格，

“维秘”每年 11 月的内衣大秀都吸引着全

令内衣毫无实用性可言，完全成为了一件艺术

品
球的目光，一场“世纪内衣秀”聚集了“维秘”

品。艺术性应在实用性的基础上加以适度的表

牌的新设计、新产品及一大批时尚达人，与其

现，
而不是不顾实用性的一味地设计。

称之为一场秀，不如把其看做为一场动态的广

4.2“维秘”
内衣的过度设计

告。内衣的设计、秀场的设计无不显示出奢侈

图 8 2017 年 Champagne Nights Fantasy Bra
Fig.8 Champagne Nights Fantasy Bra (2017)

图 9
Fig.9

笔者认为
“维秘”
内衣从设计的角度看，其

2006 年 Hearts On Fire
Diamond Fantasy Bra
Hearts On Fire Diamond
Fantasy Bra (2006)

图 10
Fig.10

2008 年 Black Diamond Fantasy
Mircale Bra
Black Diamond Fantasy Mircale
Bra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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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手法尤为浮夸。设计本是在社会发展的过

有形的，能够满足大众对美的需求，同时也会

程中，出现的一种创造审美的重要 手段，而

有人愿意去购买、
去消费，甚至去使用的东西。

“维秘”却在过度地使用这种手段，运用浮夸

那么，从其产品属性来分析“维秘”内衣，
“维

的 表现手法 ，展现出 一种过 于奢侈、华丽 的

秘”内衣不能归类到生活用品，而更加倾向于

艺术效果，从而吸引大众的眼球。如每年大

艺术品。

秀 中夸张 翅 膀的 内 衣、款 式 繁复 的 内衣 等

5.2“维秘”
属于产品中的艺术品

（图 11、图 12），从视觉的审美角度来讲相当惊

笔者为什么认为“维秘”内衣是一种工艺

艳，但仔细推敲就不难发现，这种表现手法完

复杂的艺术品呢？首先，艺术品一般是指造型

全是在过度设计，且无视内衣的实用性，相当

艺术的作品，
“维秘”
内衣在造型艺术上可谓做

的浮夸。如今，大众对于带有艺术性的实用产

到了内衣中的极致，
无论是内衣本身款式的造

品格外青睐，过度的设计表现带给产品的利不

型，还是内衣整体天使翅膀的造型，无不体现

一定大于弊，
“维秘”内衣的设计已超过了普通

出艺术品的特性。其次，
艺术品分类中，
刺绣艺

的设计表现，浮夸的表现手法使内衣本应有的

术是最为典型的艺术品之一，而“维秘”内衣中

实用性越加模糊。

水钻、珠宝等的装饰属于刺绣艺术的范畴（图

5 从产品的角度看，
“维秘”是一种工艺复杂

13），
且工艺较为复杂，
那么就这一点而言，
“维

的艺术品

秘”
内衣也无疑是一件工艺复杂的艺术品。再

“维秘”内衣属于服饰的范畴，而服饰作为

次，艺术品的用途范围非常广，一般罕见的艺

日常生活中必备的生活用品，有属于产品的范

术品大多是用来收藏的，
“维秘”
内衣无论是款

畴，那么“维秘”的内衣从其华丽与奢侈的程度

式设计还是细节的处理上，
在内衣设计领域中

来讲，
可以称为是一种工艺复杂的艺术品。

都是比较罕见的，笔者认为消费者在购买这样

5.1“维秘”的产品属性

的天价内衣时，收藏的可能性一定大于实用

所谓“产品”，即是指能够满足大众需求

艺术品最终的市
性。最后，
从本身因素来分析，

的，并被大众所使用和消费的，供给市场的东

场价格，
与该艺术品作者的知名度有很大的关

西，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那么，
“维

系，作者的知名度越高，该艺术品的市场价格

秘”内衣本就属于产品大类，她是供给市场的、

就越高。
“维秘”
内衣的作者可以看做是品牌本

图 11 2014 年带有翅膀的维
密内衣
Fig.11 Underwear with Wings
(2014)

图 12 2013 年款式繁复的维密内衣
Fig.12 Complex Style of Underwear
(2013)

图 13 2013 年带有刺绣的维密内衣
Fig.13 Underwear with Embroider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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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维秘”品牌在服装界乃至时尚界的声誉尤
为响亮，其市场价格自然不会低。所以，
“维秘
密”内衣就是一件艺术品。综以上四点分析，
可
以非常肯定地将“维秘”内衣归为一种工艺复
杂的艺术品，而并不是一件实用性很强的内衣
产品。

6 结语
“维秘”在内衣行业的地位是不可小觑的，
正是这样的地位让很多人对于女性内衣的理
解更加地“维秘”化。不可否认
“维秘”品牌对女
性内衣做出的积极影响，但从某种意义上来
讲，
“维秘”可以被看作时尚界的一种怪象，一
种扭曲的现象。她的商业运作模式、消费女性
浮
身体的行为、所体现出的旧时代的伪文化、
夸的设计表现手法等，被运用在本应实用性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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