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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紧身胸衣时尚回潮的解析
陶

辉，施 晴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文章旨在深入挖掘新式紧身胸衣回潮的时尚语言，探寻其在现代化审美下更多的可能性。[研究方
法]通过文献查阅、图文对比等研究方法，对新时代紧身胸衣时尚回潮的表征在时装品牌中的具体应用形式进行梳理，并
分析成因。[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①新时代的紧身胸衣时尚回潮的表征体现在款式及装饰、纹样及图案和面料及
材质三方面；②紧身胸衣的时尚回潮现象是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青年亚文化群体树立以及紧身胸衣的成衣化日益精
进的结果；③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设计师们以超前的目光与极富深度的设计力量为女性权利持续斗争，如今越来越多的
设计师加入这场紧身胸衣的时尚回潮，传达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时尚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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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Fashion Resurgence of Corset since 1980s
TAO Hui, SHI Qing

(School of Fashion,Wuhan Textile University,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ims to research in depth the fashion language of the resurgence of new corsets, and to explore more possi⁃
bilities under modern aesthetics. This paper mainly adopts literature review, graphic comparison and other methods to sort out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forms of the new era corset fashion resurgence in fashion brands, and analyze the causes.The results
show that：①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ashion resurgence of corsets in the new era are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style and dec⁃
oration, patterns, and materials and fabrics;②The fashion resurgence of corsets is the result of the improvement of women's so⁃
cial status, the establishment of youth sub-cultural groups, and the increasingly ready-made of corsets; ③Since the 1980s, de⁃
signers have continued to fight for women's rights with advanced vision and profound design power. Nowadays, more and more
designers have joined the fashion resurgence of corsets, conveying their own fashion expression.
Key words: corset; fashion resurgence; women's liberation; case study

紧身胸衣的时尚回潮，是指自从 20 世纪初西

已成为人们的审美追求之一，解读紧身胸衣的文化

80 年 代 起 由 Vivienne Westwood、Jean Paul Gaultier

新，从而探寻更多新颖独特的思路来凸显现代紧身

方传统式紧身胸衣退出历史舞台后 ，又在 20 世纪

变迁现象、国内外时装品牌对于紧身胸衣的灵巧创

等设计师开启了新式紧身胸衣内衣外穿的先河[2]，

胸衣的别样魅力是必要的。然而目前国内对于紧

紧身胸衣的回归与再一次流行一直持续至今日的一

身胸衣时尚回潮的关注仅限设计层面，如 MÄRCH⁃

[1]

种现象。一般来说，传统式紧身胸衣如今留下的印
记更多地展现在现代婚纱礼服、洛丽塔服装以及塑

EN、
SHUSHU/TONG、
Nodress、
MING MA 等中国新锐

服装品牌正带领国内设计师将紧身胸衣这一时尚元

身内衣上，但近几年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设计师

素推向高潮，但是并无关于紧身胸衣时尚回潮的论

品牌将目光锁定新时代的紧身胸衣，我们也会发现

文及系统学术研究。正是基于此，
本文将归纳 20 世

紧追时尚的女性甚至男性正在以开放的心态将紧
身胸衣作为一件单品来进行穿搭，这就是紧身胸衣

纪 80 年代以来紧身胸衣时尚回潮现象的表征，
举例
分析品牌设计紧身胸衣的巧妙典例，对比当代紧身

的时尚回潮现象。毫无疑问，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胸衣于传统紧身胸衣的变革；再总结紧身胸衣时尚

的紧身胸衣通过设计师们的“变形再创造”在当下

回潮的成因，以期为今后我国国内的时装设计尤其

已具有更为多样化的表达意义。如今内衣外穿早

是紧身胸衣的创新设计研究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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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紧身胸衣时尚回潮
现象的表征
1.1 紧身胸衣款式及装饰回潮的表征
款式及装饰的创新是首先将紧身胸衣从原来
的桎梏中脱离出来的最为重要的设计方式，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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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紧身胸衣的款式改造

艺思想都始终追索那个

或装饰物的添加，使其各方

时代的历史印记。不同

面都更加适应现代化的审

的是，设计师在维持基

美要求及穿着需要。然而

本造型不变的情况下，

无论如今紧身胸衣在设计

尽其所能利用各种现代

师的重塑下变幻出怎样的

时装所及的创新手法将

花样，原型都是源于欧洲

紧身胸衣拆分解构，展

16-20 世纪紧身胸衣最基

现紧身胸衣的全新魅

本的倒三角或沙漏造型，
前中央下端锐角向下突出
修饰腰身，无袖低胸，纵向
横向或者放射状在布料中

图 1 18 世纪紧身胸衣
Fig.1 Corset of the 18th cen⁃
tury

安插鲸须、钢条等定型支撑物，主要目的是强制性
塑造女性胴体 （图 1）。那么它到底是如何在消亡
[3]

后又走向回归的？

力。英国小众品牌 IM⁃

MORAL 专 职 从 事 紧 身
胸 衣 创 新 设 计 ，图 3 这

款紧身胸衣作为其店铺的经典款式，沿用 Vivienne

Westwood 的短款胸衣廓形，衣身部分从腰部向胸部

放射状穿插鱼骨。然而其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罩
杯造型以褶皱元素处理，通常使用不同于衣身的柔

（1）Vivienne Westwood 拉开紧身胸衣时尚回潮

软材质，并装饰宝石挂

的序幕。
“紧身胸衣”再一次回归大众视线就不得不

坠和亮色丝带，这是在

提到英国“朋克女王”Vivienne Westwood。上世纪

过去的款式中所不曾有

系列与 1987 年推出的“哈里斯粗花呢”系列中 [4] 又

褶皱的蓬松形成鲜明对

末期，西太后首先在其 1985 年推出的“迷你衬裙”

的。衣身的笔直与胸部

一次将古典主义的女装款式造型再度拉回现代时

比，给予了胸部更多自

尚浪潮之中。虽然西太后同样坚定地强调女性腰

由空间。此处设计更是

部的曲线美，然而这时紧身胸衣与衬裙的回归已与

让笔者能联想到帝政时

传统意味上的完全不同。她一改历史中紧身胸衣如

代后期开始出现的的紧

盔甲般的僵硬外形，
打破过去分体式裁片拼接[5]的复

身胸衣（图 4），为了突出

杂结构，创造出简洁的三片式作为其系列胸衣的经

IMMORALLONDON 紧 身
胸衣
Fig.3 IMMORALLONDON corset
图3

乳房和臀部、穿着更加

典款式，
前胸呈倒三角形的衣片延续古典造型，
凸显

合体舒适而在这两处部 图 4

了腰部纤细。简化后的胸衣不再机械性地将女性身

位添加三角形裆布的改

体向内部束缚勒紧，而是采

良 技 术 [6]。 古 与 今 的 思

用富有弹性的莱卡、丝绒等

想碰撞的确有异曲同工

面料安全地贴合了女性自然

之妙，IMMORALLONDON 网店受到潮人的热力追

曲线，既保留了紧身胸衣的
基本造型，又通过这样的柔

胸部与臀部施加三角形
裆布的紧身胸衣
Fig.4 The corset with triangular
pieces of cloth applied to
the chest and buttocks

捧，像这样专注于紧身胸衣创新的独立设计品牌正
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

性处理手法，使女性也可以

（3）款式的变形以及融入现代时尚元素与装

在自由伸展的同时达到性感

饰。不管是将设计师个人风格进行诠释，还是利

的 穿 着 效 果（ 图 2）。 Vivi⁃

图 2 Vivienne Westwood
1990A/W“肖像系列”胸衣
enne Westwood 开 启 了 紧 身
Fig.2 Vivienne Westwood
内衣外穿的先河，随后 Jean
1990A/W“Portrait”
collection corset
Paul Gaultier、John Galliano、

Versace 等众多设计师也相继推出以紧身胸衣等古
典服饰为灵感的作品。这场 20 世纪末的“古典主

用解构、镂空、多元文化的杂糅等方式，我们越发
能感受到设计师们在向着更深层次挖掘紧身内
衣的可能性。土耳其裔天才设计师 Dilara Findik⁃

oglu 将其独有的宗教色彩倾注于作品中，擅长古

典风格的她对于紧身胸衣的设计与装饰并没有
固定套路，不仅款式随时变异，字母印花、亮片、

义异变”引发了更多人对于性解放的思考，也推动

撕裂布条等装饰元素也是五花八门。她似乎更

了 21 世纪新式紧身胸衣持续升温的新风尚。

多的是将紧身胸衣作为部件安插在整体造型中，

无论当下人们如何玩转紧身胸衣，其基本造型和技

系套装，似乎在诉说着中世纪那肃穆下的不羁与

（2）巧妙借鉴古代制作紧身胸衣的先进技术。

将紧身胸衣与短款坎肩式外套搭配成一套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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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ARA FINDIKO⁃
GLU 2020 S/S
Fig.5 DILARA FINDIK⁃
OGLU 2020 S/S
图5

FANCì.club“加百列”紧
身胸衣
Fig.6 FANCì.club Gabriel cor⁃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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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Urte Kat 紧身胸衣、
KIMSHUI 紧身胸衣
Fig.7 Urte Kat corset、
KIMSHUI corset

图6

狂妄（图 5）。而随着亚文化现象的流行，来自越南

衣风格复古甜美，但又彰显着一丝热辣与叛逆，以

风格塑造着新式紧身胸衣，蕾丝、流苏、五金吊坠、

的自信、
性感与美丽。

的新锐设计品牌 FANCì也以其暧昧缱绻的女性化

期使穿着者在穿着体验过程中更能展现其独一份

珍珠挂链等装饰经常出现在其设计中，例如图 6 这

1.2

紧身胸衣纹样及图案回潮的表征

款“加百列”挂脖式紧身胸衣同样维持倒三角廓形

西方传统紧身胸衣虽大多以面料本色为主，色

不变，但却巧妙地利用衣片与繁密绑带之间的关系

彩没有太大的起伏 [7]，但也不乏典雅生动的印花图

显露腰部肌肤，搭配同风格的绑带袖套，虽使人眼

腾。但毕竟纹样并不是那个时代紧身胸衣的重心

花缭乱，却同样能感受到其重工与俏皮可爱。更有
像 Urte Kat 和 KIM SHUI 等品牌将东方元素融入紧
身胸衣的设计（图 7），Urte Kat 创造性地将本来无领

的紧身胸衣与旗袍领相联系，以多元文化视角诠释
了紧身胸衣。
图 8 取名为“樱桃炸弹”的紧身胸衣是笔者针

对此部分的表征特点所做出的设计实践。其在款
型上依然延续倒三角造型，样式类似抹胸背心，可
任意搭配裙装或裤装。而

所在，对于纹样的审美当然也跳不出那个时代所持
有的美学理念。而如今紧身胸衣已转化为展示个
性的媒介，其花纹设计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也能在
第一时间左右胸衣的整体基调。
（1）图案风格种类的广泛性。自从上个世纪末
紧身胸衣经过“二次重生”，浪漫狂热的 John Gallia⁃

no、Vivienne Westwood 等设计师就已经成功将繁复
前卫的印花与紧身胸衣大胆地结合在了一起。波

普艺术图案的挪用是他们在设计中最常见的创作方

创新之处在于前片与腰侧

法[8]——新闻报纸、
扑克牌、
毛笔书法、
性感红唇等一

衣片的拼接处用古铜色的

切现有艺术与本

金属拉链进行分割，款型
胖瘦便可随拉链高低自行

该典雅内敛的紧

调整，拉开拉链时，里层拼

身胸衣之间的化

接的桃红色蕾丝便会露

学反应是超乎想

出，给整体偏暗的色调增
添一抹靓丽与火热的氛
围。另外还增加了一条可
拆卸的金属挂脖链条，这

图 8 “樱桃炸弹”紧身胸衣效
果图
Fig.8 Effect drawing of Cherry
Bomb corset

样就能在紧身胸衣和挂脖背心间任意切换，提高了
穿着的自由度。受 Vivienne Westwood“哈里斯粗花

呢”系列的启发，笔者自行设计了一款以桃红色为
主色调的格纹图案运用在这款胸衣中，与黑色天鹅
绒面料拼接，尽显华贵却又俏皮感十足，以及腰侧

象的（图 9）。 这

些经典作品也带
给后世全新的设
计思路——英国
独 立 品 牌 Ashley
Williams 以 轻 松

诙谐的风格闻

图9

Christian Dior“受害者”
紧身胸衣
Fig.9 Christian Dior Victim corset

名，擅长使用波普艺术图案，他们在 2020 年成衣
系 列 推 出 的 唯 一 一 款 紧 身 胸 衣 就 吸 睛 无 数 ，将

的弹力网纱面料更加贴合身体线条，便于活动的同

可 爱 纯 真 的 斑 点 狗 肖 像 印 在 胸 口 ，搭 配 亮 眼 的

时也若隐若现地展示了性感的躯体。整件紧身胸

真丝面料，优雅中是藏不住的可爱，这款取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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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你”的紧身胸衣（图 10），斑点狗的标语项圈

的方式将那个年代的美丽叠

漫。笔者看来其似乎是致敬了 Vivienne Westwood

今的碰撞正如蓝色冰块尘封

和身上的爱心斑点都诉说着这个品牌的独特浪
1993 年的“狗”紧身胸衣（图 11），都将人类的好伙

加于现代风尚之中，这种古
着数百年来紧身胸衣的风

伴印在紧身胸衣上，庄重的紧身胸衣也增添了一份

流。此外不管是紧身胸衣底

俏皮。

部的碎布流苏、蓝色天鹅绒
的鱼骨包边，还是胸口的蓝
色绸带装饰，都无一不体现
着一定的设计细节。

1.3

图 13 “蓝色记忆”紧身胸
衣效果图
Fig.13 Effect drawing of
Blue Memory corset

紧身胸衣面料及材质回潮的表征

在内衣外装化的背景下，内衣面料的发展越
来越趋向于“以人为本”[10]，紧身胸衣对面料的要
求也从耐磨、定型等压抑女性身体的功能中脱离出
来，更多样、更舒适的面料更能展现女性的动态美
Ashley Williams“我 爱
你”紧身胸衣
Fig.10
Ashley Williams I
Love You corset
图 10

Vivienne Westwood 狗狗
紧身胸衣
Fig.11 Vivienne Westwood Dog
corset
图 11

（2）纹样视图或布局的变形。印花图案不仅能

从视觉上满足人们装饰自我、追求改变之需要，同
时又由于其侧重点不同从而能更好地体现服装风
格的视觉体验 [9]。THE LABEL RAE 就常以宁静悠
然的自然风光或动植物花纹作为其招牌纹样，这些

纹样都以放大成局部的视图或者颠倒方向的方式
填满前胸部，非完整的视图留给了人们更多的遐想
空间。更值得称赞的是他们坚持使用废旧回收布
料制作所有紧身胸衣，这样的花纹图案似乎正迎合
了他们的可持续理念。

感。18 世纪之前只有贵族妇女才能使用紧身胸衣，
当时的紧身胸衣面料通常为亚麻、棉布、帆布等厚
制织物，随着资产阶级沙龙文化的兴起，其装饰及
面料也是越发极尽奢华，出现丝绸、提花锦缎、羊
毛、丝绒等材质 [11]。而视线转回当下，如今紧身胸
衣的面料创新也是设计师在设计创作过程中的重
点挖掘对象。
（1）现代时装常规面料的应用。虽是常规面
料，但在那个时代也并不会出现在紧身胸衣上，如
此一来，当现代时装的
常见面料应用在紧身
胸衣上时，复古魅力与
现代化成衣之间便会
碰撞出奇妙的化学反
应。例如，在欧洲服装
史上只是作为点缀装
饰的蕾丝如今也成为
了紧身胸衣的主要面
料之一（图 14、15），其
更接近于现代女性内
衣，这种紧身胸衣也似
乎充当了罩衣的角色，
紧身胸衣里面还能再
叠穿俏皮内衣，整体效

图 14 Totally Devin 紧身胸衣
Fig.14 Totally Devin corset

果由原来的封闭变为
现在的透视、质地由厚
图 12 THE LABEL RAE 紧身胸衣
Fig.12 THE LABEL RAE corsets

图 13 的这款紧身胸衣是笔者针对此部分的表

征特点所做出的设计实践。将 19 世纪的紧身胸衣

图片作处理后印在白色帆布上，试图通过这种直观

变薄，设计师用蕾丝展
现了独特的浪漫情
调。而英国独立品牌
1XBLUE 将 织 有 波 普

艺术图案的针织衣片

图 15 Charlotte Deneux 紧身胸衣
Fig.15 Charlotte Deneux cor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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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这类非常见的材料应用于紧身胸衣之上，
都无不

律地拼接在一起，并故意

散发着超现实主义的趣味性，
更是设计师将可持续理

将毛边露在外面，柔软又

念践行于新时代紧身胸衣上的典例。
图 20 的这款紧身胸衣是笔者针对紧身胸衣面

保暖的针织面料却制作成
了无袖无领的紧身胸衣，

料及材质的回潮表征特点所做出的设计实践，其所

带给了人们全新的视觉体

采用的的设计方法即现代

验与穿着体验。

时装常规面料的使用。在

（2）非 常 规 材 料 的 奇

图 16 1XBLUE 紧身胸衣
Fig.16 1XBLUE corset

思妙用。除了上节介绍的

面料方面，采用同色系皮
草与蕾丝花边将胸部围出

利用各种废旧布料复合而

一个爱心造型，罩杯部分

成 的 可 持 续 面 料 ，有 趣 的

使用光泽感十足的醋酸面

是，如今运动品牌也开始紧

料；束腰部分以黑色天鹅

跟上了紧身胸衣这场热潮，

绒包边鱼骨，将前腹部褐

设 计 师 品 牌 HARAM（ 图

色醋酸面料与腰侧的褐色

起初都利用 Adidas 和 NIKE

扣形式开合，垂下的天鹅绒丝带与肩带也丰富了设

图 20“栗”紧身胸衣效果图
Fig.20 Effect drawing of Chest⁃
nut corset

17）和 Paolina Russo（图 18）

蕾丝分隔开来，前中线钩

这两大运动品牌的复古球

计细节。将这些常规面料以拼接的形式组合在一

鞋与球类用品作为自己的
设计材料，将球鞋切割按

图 17 HARAM 紧身胸衣
Fig.17 HARAM corset

起，整体造型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感，是当下颇为常
见的设计手法之一。

装成为紧身胸衣，现如今

2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紧身胸衣时尚回潮
的成因

品牌方甚至找到了他们本

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今天，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与

人进行合作推出联名款

身份认同也在这种多元化的文化交错中发生着变

式。废旧球鞋变废为宝成

革。近年来，不难发现许多国内

为紧身胸衣，这样的结合是

独立设计师品牌以及淘宝店铺也

人们着实意想不到的，
设计

开始直面这种颇具争议的时尚元

师对于快时尚行业都有着

素（图 21、图 22），以各自独特的

压成平面，进行解构再组

抵 触 情 绪 ，在 强 烈 的可持
续理念下将上世纪的古典
束腰与怀旧运动风结合，却
激发出了未来异域感氛

图 18 Adidas x Paolina Russo
反光针织紧身胸衣
Fig.18 Adidas x Paolina Rus⁃
so reflective illusion
knits corset

围。而法国设计师 Lou de Bètoly（图 19）将其最新一

季的服饰系列材料限制于废弃的眼镜，
将眼镜腿排列
整齐缝制在法国特制的乔其纱上，
前卫感与怪诞风并

视角挑战西方传统服饰。我们也

会发现网络上的青年亚文化群体
正在以开放的心态将紧身胸衣作
为一件单品来进行穿搭，在淘宝
上搜索“紧身胸衣”关键词得出
的商品就有 1 000 余条。分析成

因也是在成长自己，如何以东方

图 21 MING MA
2021 S/S 紧身胸衣
Fig.21 MING MA
2021 S/S corset

审美更好地解读西方时尚、迎合国内消费者的现实
需求是需要我们设计师共同努力的。

Fig.19

图 19 Lou de Bètoly 眼镜腿紧身胸衣
Lou de Bètoly corset with distorted glasses templates

图 22 Nodress OnlineShop 紧身胸衣
Fig.22 Nodress OnlineShop cor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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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女性主体意识的巩固提升

被包含其中，因此越来越多的设计品牌开始将目光

衣着是一种社会现象[12]，自从上世纪女装现代
化的完成，在服饰上女性的自我意识也有了显著的

投向紧身胸衣的时尚回潮。

2.3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以包豪斯为代表的“经

提高，女性对穿衣打扮逐渐有了真正的自主掌控
权。当 Vivienne Westwood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推

出的系列激励女性将这种“智慧”的产物穿到最外
[13]

紧身胸衣的成衣化日益精进

济、美观、实用”为宗旨的现代工业设计思想贯穿整
个西方工业设计进程，同时期罩杯的发明也使得现

层，
让他人能直接地看到时 ，
这种最私密的贴身衣

代内衣的造型逐渐明朗。女性胸型、围度虽各异，

物从此就有了鼓舞女性展现身体的颠覆性作用。而

但 20 世纪中期随着人体工学研究、内衣结构款型

当 Madonna 在演唱会上穿上 Gaultier 为其设计的尖
[14]

的精进以及莱卡弹性纤维发明的出现，使得内衣

锥胸衣时，
僵化的社会性别观念也开始解冻 ，这便

穿着的舒适度与码数的标准性大大提升，这些都

是一场绽放女性力量的伟大革命。紧身胸衣的时

为 20 世纪末紧身胸衣的时尚回潮提供了技术保

尚回潮现象体现的正是一种女性正在从社会普遍

障。当内衣的生产逐渐进入工业化、批量化阶段，

的价值取向挣脱出来的越发成熟的穿衣观念，当女

女性消费群体并不再仅仅满足于内衣的功能性需

性不再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当女性从繁重压抑的束

求。如今的紧身胸衣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角色

缚中解放出来，这种看似粗野的着装方式实际上是

及功能都发生了翻转，俨然已成为 21 世纪最为流

她们顺从身体与内心的双重召唤所做出的自主选

行的时尚元素之一，其发展到今天，已不再具有单

择。如今的紧身胸衣设计更加注重穿着的舒适性，

纯的内衣形象，它们更像是类似抹胸、吊带背心或

那种完全尊重人体自然腰部曲线而不是将腰部塑

腰封的时尚单品，搭配西装

造成非自由状态的表达方式，正是对于女性自我意

外套与裤装可以展现干练

识觉醒的诉求以及对过去时代残体美学的反讽。

的女强人形象，而搭配裙装

如今整个社会对于内衣外穿这种现象的包容力大

又能散发性感娇俏之美，或

大提升，可以说内衣与外衣的界限似乎已不再那么

是被时尚达人叠穿混搭以表

明确，女性对于身体的自我肯定与绽放使得紧身胸

达个人色彩，其风格的传递

衣在现代仍闪耀着迷人的光芒。

随着不同的服饰搭配而变化

2.2

青年亚文化的传播与复古思潮的流行

（如图 23），这种兼具美感与

当代青年亚文化视域下，社会群体朝着更加多

实用价值的单品正是快生活

元化的方向分散，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开始自发追

节奏下的今天人们想要追求

寻一切主流文化以外的边缘价值，表现在服装上，

的一种时尚方式。内衣的成

则是通过个性的穿衣打扮与偏僻的审美需求以获

衣化为紧身胸衣的时尚回潮

得自我认同感。其中，
“古着”文化，即 vintage cloth⁃

奠定了基础，人们更有理由寻找最能展现美丽身体

图 23 Dion Lee 2019 F/W
Fig.23 Dion Lee 2019 F/W

ing，这种由欧美传至日本并在 20 世纪末期在东亚

的方式，而这又催促了设计师在“内衣外穿”领域进

圈流行开来的服饰文化正在深刻的影响着一批特

行更深一步的探索。

殊的消费者群体 [15]。而其中上世纪末已经火热一

3

时的 Vivienne Westwood、Dior 等品牌的经典古着款
式也被这些时尚爱好者们不断挖掘出来，Vivienne
Westwood 的经典款紧身胸衣如今在市场上甚至已
经炒到了五倍高的价格。在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
代的文化交融下紧身胸衣的回归热潮究其原因，在
笔者看来其实正是部分青年群体在文化差异下对
西方宫廷风格的持续好奇与探索，正如洛丽塔服饰
的流行一样，这类服饰文化可以带领向往欧洲文化
的小众群体走进与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的艺术氛围
中 [16]。紧身胸衣以其紧窄的形制与华丽繁复的装
饰彰显了一种来自那个时代欧洲古典文化的独特
魅力，当人们逐渐开始迷恋复古时装，紧身胸衣也

结语
“回潮”具有经济和文化的双重意义，并且具有

选择性记忆，被重新注入了新的气息[17]。复古的事
物总是迷人的，
紧身胸衣的时尚回潮还在继续，
但它
已然从性把玩工具脱胎为新时代自由展现性感与美
丽的万千时尚单品中的重要一环，这种时尚的转
换来之不易。本文针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紧身
胸衣时尚回潮的表征及成因进行了解析，研究认
为：①新时代的紧身胸衣可以通过变形款式、增加

装饰、纹样创新以及面料活用等多样的设计方法呈
现设计师想要表达的独特主题，在当下给消费者更
多的选择性。②紧身胸衣的时尚回潮现象是当今
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与青年亚文化群体树立以及

服饰与文化：
源流考据

紧身胸衣的成衣化日益精进的结果，其内在文化价
值的转变正将我们推向新一轮的流行风暴。③国
内独立设计品牌对紧身胸衣潮流的跟进激励我们
在文化差异下以更加多元、成熟的视角传递紧身胸
衣的现代美。穿我们想穿的，做我们想做的，我们
有勇气和信心在当下以新的审美视角赋予紧身胸
衣新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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