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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风尚的圭臬
——基于晨礼服案例分析
何远骏，刘瑞璞
（北京服装学院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029)
摘 要：[研究意义]基于解决我国业界对国际着装规则（The Dress Code）的礼服知识系统认知程度不高、系统性研究和
设计研发专业性不足的现状。[研究方法]文章针对于英国皇家赛马会历年的着装规则及现实案例分析，结合重要服装
类历史文献研究，分析晨礼服经典形制的发展历程及简化趋势和“由常至礼”的发展过程，探究晨礼服在国际着装规则
中作为日间第一礼服的重要地位。[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表明，晨礼服的身世承载着贵族血统，其经典形制的演化轨迹
体现了稳固的社交准则，
被绅士风尚奉为圭臬。因此，创新（美）不能忽视规则（善），
而规则必须以科学（真）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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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ndard of Gentleman's Fashion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Morning Dress
HE Yuanjun, LIU Ruipu

( School of Fashion,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

Abstract: The Chinese apparel industry has a low level of awareness of the dress code.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professional
design of the dress knowledge system are insufficient. On the basis of several years' study of dress code of the Royal Ascot, actu⁃
al dress case analysis and some import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clothing, the article explor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simplification trend of the classic form of morning dress, the change from casual attire to formal attire and its importance posi⁃
tions as the first dress of the day in the dress code.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history of morning dress carried aristocratic ances⁃
try, and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its classic form embodied a solid social norm, which was regarded as a standard by gentle⁃
man fashion. Therefore, innovation shouldn’t ignore the rules, and the rules must be based on science.
Key words: morning dress; Royal Ascot; gentleman culture; the dress code

英国皇家赛马会（Royal Ascot）是英国一年一

国伦敦近郊的阿斯克特镇举行，所以又被称为阿斯

度最具传统与历史的绅士嘉年华。多少年来由于

克特赛马会。根据当年安妮女王制定的规矩，赛马

绅士文化的积淀，形成了以贵族为主的核心区、以

会要求皇室成员必须参加，并且女王也要亲自参与

中产阶级为主的缓冲区和以大众为主的娱乐区为

其中，所以赛马会被赋予了“皇家”的桂冠。时至今

结构的经典社交范示，核心区社交便成为全球绅士

日，它不仅是一项皇家构成的赛事，还是英国夏日

流行文化的风向标，而这种文化的宗旨“规矩”却是

里最令人瞩目的名流社交盛会，吸引了世界各地的

硬 道 理 ，最 具 标 志 性 的 就 是 晨 礼 服（Morning

绅士名流和时尚人士，享有“全球最奢华赛事”的盛

Dress）。它由安妮女王（Queen Anne）创办于 1711

名，即使是平民百姓获此邀请也是莫大荣幸，中产

年，至今已有 300 多年历史，每年 6 月的第 3 周在英

人士或许有挤进上流社会的希望，那么“规矩”也就
成为他们模效的圭臬。
英国皇家赛马会每年都会在年初颁布三个区
域着装风格指引（Royal Ascot Style Guide），其中核

收稿日期：
2020-10-12；
修回日期：2020-11-21。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科规划项目（B2020-13）。
作者简介：何远骏，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硕士
研究生。通信作者：刘瑞璞，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
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心区有严格的着装要求和规范的着装示例，且赛马
会中三个围场的级别不同，亦要严格遵循绅士着装
规则（The Dress Code）[1]。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
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的时尚与纺

织品馆长伊丽莎白·默里(Elisabeth Murray)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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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皇室成员的出席为英国皇家阿斯克特赛马会

白色领巾配马裤”。这是英国皇家赛马会首次颁布

严格的着装标准奠定了基调”，并解释道“皇家围场

着装规定，这也为皇家围场的男士宾客们至今仍在

（核心区，Royal Enclosure）的宾客需穿着最正式的

坚守的着装规范定下了基调。要知道“束腰外套”

服装，其他区域的宾客也需穿着得体，是为了
‘以示

就是指“维多利亚结构”[3] 的外套，它正是晨礼服的

对盛会及其历史的尊重’
”。皇家围场中，男士所着

标志性结构（图 1）。

最正式的晨礼服也由此成为了一年一度英国皇家
赛马会的绅士盛装，那么它的“规矩”是怎么炼成
的？

1 英国皇家赛马会的绅士盛装与布鲁梅尔
英国是绅士文化的发源地，同时也是现代赛马
运动的发源地。同属于英国这片传统的土地，两者
自然有着不解之缘。其中，如今作为绅士着装中日
间第一礼服的晨礼服与著名的英国皇家赛马会渊
源颇深，晨礼服是英国皇家赛马会绅士的标志性服
饰，但这种礼服形制并非与英国皇家赛马会同时出
现，想要探究这种礼服的形制首先要弄清楚两者的
身世。
历史上，英国赛马的传统起源自 15 世纪。15

世纪的蔷薇战争（Wars of the Roses）对英格兰造成

图 1 理查德·迪顿 805 年所作的插画《博·布鲁梅尔》
Fig.1 Richard Dighton's 1805 illustration：
Beau Brummel

2 晨礼服的贵族血统

19 世纪，英国贵族们的交通开始流行骑马。传

重创，马群锐减以致骑兵窘迫。因此，亨利七世

统弗瑞克大衣的双排扣前襟太长不便骑马，生活方

（King Henry VII）和亨利八世（King Henry VIII）两代

式的变化促使着人们不得不改变服装的形制 [2]。

国王大量引进世界各地的良种马，为了培育和挑选
良马以提高骑兵的战斗力，还亲自组织贵族比赛。
赛马便成为一种增强国力的事项注入到了英国皇
室血脉中，并且逐渐发酵成英国绅士圈中不可或缺
的社交活动。
追溯至英国皇家赛马会创立之初，当时的安妮
女王同样痴迷于骑术。1711 年她在温莎城堡附近
策马时，相中了阿斯克特镇（Ascot）这片宽阔平坦的

1825 年骑马外套（Riding Coat）[4]的出现巧妙解决了
前襟阻碍骑马的问题，其单排扣、平驳领、下摆由前
襟腰部至后倾斜的形制非常利于骑行。到了 1830

年，这种形制成为当时流行的户外服，被称之为晨
间散步外套（Morning Walking Coat）[5]。1838 年，又

被称为纽马克特外套（Newmarket Coat）[6]，这个名字
来 源 于 英 国 的 赛 马 之 乡 —— 纽 马 克 特（Newmar⁃

ket）。 早 在 1665 年 ，安 妮 女 王 的 伯 父 查 理 二 世

原野，于是决定在此修建赛马场。同年的 8 月 11

（King Charles II）便 在 这 举 办 了 纽 马 克 特 银 盘 赛

杯”
（Her Majesty’s Plate），宣告阿斯克特赛马会正

是唯一一位在位期间获得赛事冠军的英国君主，所

日，阿斯克特赛马场落成，并举办了第一届“女王
式成立，但当时并没有颁布相应的着装规定，晨礼

服也并未诞生。直至近 70 余年后的 1780 年，燕尾

（Newmarket Town Plate），并于 1671 年获得冠军，这
以 赛 马 也 因 此 被 誉 为“ 国 王 的 运 动（Sport of

Kings）”。在 19 世纪初至 70 年代出现的这种下摆

服与晨礼服的鼻祖——单排扣裙式下摆外套才首

由前襟至后倾斜的形制成为现今晨礼服经典形制

次登场，它由 18 世纪初的裘斯特克外套逐渐发展

的原型，但尚不具备礼服属性，此时弗瑞克外套依

纪初的日间礼服——弗瑞克外套（Frock Coat）的诞

要用于出行、狩猎和骑马等户外活动，是非常流行

到了 19 世纪初，英国皇家赛马会因 1807 年金

关于颜色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城市中骑马多用黑

而来，后经乘马服演变成最初的燕尾服，并为 19 世
[2]

生奠定了基础 。

旧保持着日间正式礼服的地位[7]。纽马克特外套主
的户外服，且款式多样、颜色丰富，称谓亦不固定。

杯赛（Gold Cup）的引入而初具规模，英国皇家赛马

色，在乡村城外则颜色更加休闲，喜用棕色、绿色和

摄政王（未来的英国国王——乔治四世）的密友、大

入上流社会。19 世纪 80 年代，阿斯克特领巾（As⁃

会逐步发展成为一项享有盛誉的绅士社交。当时，
名鼎鼎的名绅博·布鲁梅尔(Beau Brummell)提议由

国王下令，
“优雅的男士应该穿着黑色的束腰外套、

蓝色等。直到 1870 年代，才首次以晨服的称谓进
cot Tie）的流行成为了晨服的经典搭配。由此可见，
晨礼服是从户外休闲服一步步走到今天第一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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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从 20 世纪初以来赛马会的影像史
料中发现，皇家围场（核心区）中的绅士
们穿着着清一色的晨礼服可以得知，它
已经成为英国皇家赛马会皇家围场的
标准着装。而在这整个世纪中，黑色和
灰色的晨服一直互相竞争 [9]。1910 年，
爱 德 华 七 世 国 王（King Edward VII）逝

世，按照规定国王逝世本应取消当年的
皇家赛马会，但由于爱德华七世国王也
是资深的赛马迷，所以当年的赛马会如
期举行，但全员观众皆穿着全黑的晨礼
服以表达哀悼，该年被称为“黑色阿斯
克特（Black Ascot）
”。一战后，晨礼服被
确立为日间正式礼服 [10]。1928 年经济

危机，弗瑞克外套退出，晨礼服成为名
副其实的日间正式礼服 [2]。形制上，晨
礼服由 19 世纪的众多款式沉淀为今天
单排一粒扣、前襟至后膝弯处呈大圆摆

的形制，并且为了从休闲服进阶为正式
礼服，还吸取了弗瑞克外套的元素，将
平驳领改成更正式的戗驳领。颜色上，
抛弃了不够庄重的彩色，采用黑色上衣
和黑灰条纹相间的裤子，保持弗瑞克外
套的风格，成为今天晨礼服的标准搭
配。到了 1935 年，灰色三件套搭配的晨
礼服成为皇家赛马会的主色调，灰色逐

渐成为更受绅士欢迎的颜色，且在其他
夏季赛事中尤甚 [9]，所以全灰搭配的晨
礼服又称为阿斯克特版晨礼服（Ascot
Morning Coat）。在随后的几年里，灰色
的晨礼服已经变得很普遍。然而，传统

并没有改变，黑色仍然是晨礼服的标准
色，黑色晨礼服虽然是两者中正统且正
式的形式，但它们同时出现也不是禁
忌，而成为风格的选择，不变的是对形
制规则的坚守。
在距离布鲁梅尔颁布着装要求的
Fig.2

图 2 从弗瑞克大衣到晨礼服的贵族血统，
散步服（实用）是推手
From the frock coat to the morning coat, the walking coat (utility) is the pushing
hands

的，不变的是它们无论是骑马、散步还是赛事，都承
载着贵族血统（图 2）。

200 余年后，英国皇家赛马会于 2012 年

正式出文，向观众颁布了正式的着装指
引，其中明确了皇家围场的绅士必须着

黑色或灰色晨礼服的着装规则，并概述其他围场的
相关着装规则以及相应的服装规范图示和视频。

3 晨礼服经典的诞生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晨服开始盛行 。英国皇
[8]

家赛马会于 20 世纪虽未对着装要求颁布明文规

此后，每年的英国皇家赛马会都会根据社会与时尚
的趋势调整绅士着装规则，一年一度的英国皇家赛
马会成为绅士流行文化的晴雨表，而敬畏晨礼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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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百年来皇家赛马会中的黑色和灰色晨礼服成为经典
The black and gray morning dresses in the Royal Ascot have become classics for a century

血统却成为绅士的标签（图 3）。

4 晨礼服简化趋势从奉为圭臬而来

自尊、意志 [2]。个性价值若想要体现必先要服从于
共性价值，遵守一定的集团规范是融入社会和进行

礼服作为国际着装规则的核心内容列载于男

社交的首要条件，当环境和人群认为你与其秩序脱

装史册上，其稳固的形制是绅士所遵循的经典，象

节则会被驱逐出圈 [2]。前卫时尚虽然可以天马行

征着绅士的社会地位，所以“稳固”便也成为了男性

空，但也并非漫无边际，正所谓“无知者无畏，甚知

社交所追求的准则。服装的社交语言，所传达的符

者颠覆”[12]，时装的创新必须遵循着一定之规，服装

号性和程式化信息，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规则，被普

规则（TPO）便是这其中的脉络和骨骼。

[2]

遍认可和接受 。其中礼服社交规则所表现的正是

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晨礼服的造型仍然是经

人的基本尊严和行为约束，这种规则是在长期地历

典和稳定的，但从服装整体的发展历程来看，晨礼

史发展中逐渐累积而形成的社交伦理。在这伦理

服的发展确实呈现出简化的趋势。晨礼服的身世

中任何细微的变动都会非常惹人注目，都可能带来

意味着追求功能性是服装发展的整体趋势，礼俗性

社交风险，因为在这套语言内部的“传达形态符号

的稳固是基于着装规则的秩序性的体现，是局限于

[2]

系统”中不变是硬道理 ，这也被视为国际主流社交

某个发展阶段的相对静止。这是因为礼服始终在

的潜规则。

以科学性否定礼俗性为原则进行更迭，礼俗让步于

百年来皇家围场中晨礼服的着装规范充分体

功用，去繁入简是礼服的趋势，也是时代不断发展

现了其“稳固”的社交准则。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的必然结果。但这一趋势并没有改变服装的本质，

晨服开始流行，到 20 世纪 20 年代晨礼服正式确立

而是使构成部件的变化变得更加活跃。绅士气质

为日间正式礼服，时至今日晨礼服依旧保持着维多

毕竟是低调而内敛的，作为其物化的礼服，同样需

利亚结构的经典形制，个性的展现在这个场合变得

要散发出与此相匹配的气息，所以在礼服日益简化

[11]

非常含蓄和内敛 。因为，在正式的社交场合中，

和功能化的同时，不同形式的搭配、颜色、配饰的多

男性普遍希望展现出稳重的绅士风度，于是在服装

元化，变得更具个性和设计感。这种局部的改变和

上也追求与社交氛围、场合环境以及社交人群和谐

精致被绅士们作为个性在着装中显现，当然这种个

共处，若是因为装束不恰当而被心理排除在社交圈

性并不是以牺牲章法为代价[2]。这种变化在百年来

外，则会陷入的尴尬或轻浮的窘境。从人格求上欲

皇家围场中在绅士的背心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款式

的心理看，礼仪中礼服的秩序性标志着教养、地位、

上从双排扣戗驳领的传统版演变至单排六粒扣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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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不难看出，从前的绅士出席皇家围场中规

淡雅的高级灰。如果说背心的变化是潜移默化的，

范的形式到现今逐渐演化出许多个性化的表现，即

那在白纸黑字的着装规定中简化趋势也同样有所

使在严禁格律的程式化正式礼服中也正在逐渐接

体现。2012 年皇家围场正式出台的关于着装规定

纳时代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多样性，以一种更实用

的松动，宣布了阿斯克特领巾在皇家围场成为历

“便利化”的构成形式诠释着晨礼服的经典，但不要

史，接替它的是穿法更简单方便的领带。2014 年着

忘记她是从奉为圭臬而来。

装规范中手表的出现，使蕴含着丰富贵族文化和传
统气息的怀表成为了非必要的饰品。侧面来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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