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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乐的视觉传达：迈克尔·杰克逊
演出服饰及其影响
郭书源，李 楠
（中国传媒大学 戏剧影视学院，
北京 100024）
摘 要：[研究意义]迈克尔·杰克逊作为世界级流行天王，他的音乐与舞蹈、演出服装等自成一体，形成了流行乐的视觉化
表达，这些元素被业内和潮流所吸引，产生了独有的迈克尔·杰克逊时尚风格。[研究方法]文章基于杰克逊的时装设计
师迈克尔·布什以及丹尼斯·汤普金斯的描述研究其服装造型，结合他的音乐创作，总结其最负盛名的服装造型元素以
及后世各领域的致敬与运用，研究其演出服饰的传播影响。[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①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出服饰
富有英国皇家与军事风格色彩；②基本的七种剪裁之上加以丰富的水钻、珠片等装饰物点缀；③金属质感的未来元素服
饰成为时尚界的流行风格；④众多文娱产业、品牌、名人等在迈克尔·杰克逊创造的时尚风格之上加以致敬和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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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Communication of Pop Music: Michael Jackson's Costumes and Their Influence
GUO Shuyuan，LI Nan

（School of Theater Film，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As a world-class pop king, Michael Jackson’s music, dance and costumes have formed a visual expression of popular
music. These elements are attracted by the industry and trends, and have produced a unique Michael Jackson fashion style.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s of Michael Jackson’s fashion designers Michael Bush and Dennis Tompkins,combined with Jackson’s
music creation, this article studies his costume styles and summarizes his most prestigious costume elements as well as the sa⁃
lute and tributes in various fields of later generations and studies the spread of its costumes. The research holds that : ①Michael
Jackson’s costumes are rich in British royal and military styles; ②The seven basic cuttings are decorated with rich rhinestones,
sequins and other decorative objects; ③Metallic future element costumes have become popular styles in the fashion industry;④
Many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ies, brands and celebrities salute and recreate the fashion style created by Michael Jack⁃
son.
Key words: costumes for performances; Michael Jackson; dissemination of costumes

迈克尔·杰克逊是 20 世纪下半叶欧美流行乐

装都成为了独特的、传奇遗产中的一部分。迈克

和流行文化最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对于当今的音

尔·杰克逊力图传达一种整体的美学信息，并为后

乐、演出艺术创作、文娱产业、服装品牌以及名人服

来的流行明星都树立了标杆。他通过音乐、舞蹈和

饰等各个艺术领域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

时尚，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神秘感，并被世界认可。

职业生涯的后期一直受到争议的困扰，但是杰克逊

在当今的流行文化中，有着诸多迈克尔·杰克逊风

发出的每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高音、跳出的每一个

格的影子，例如富有华丽装饰的军装剪裁夹克、未

被视为不可能的舞步以及穿上的每一套疯狂的服

来主义的金属紧身衣、华丽闪耀的水钻装饰元素
……可以说，迈克尔·杰克逊正在以一种潜移默化
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同时他的时尚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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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整体的美学思想也作为无形的遗产留存。那
么，迈克尔·杰克逊是如何产生和创造出具有他独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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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个人风格的服饰，这些服饰又有哪些成为了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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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深刻的记忆点以及后世的品牌、明星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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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元素加以整合和致敬，本文会从这三部分加

授、
博士生导师。

以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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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行乐视觉化与杰克逊的服装样式
1.1 迈克尔·杰克逊的七种服装剪裁样式
迈克尔·布什（Michael Bush）和丹尼斯·汤普金

斯（Dennis Tompkins）是迈克尔·杰克逊的个人服装
设计师，他们与杰克逊合作长达 25 年之久。二人
于 1985 年开始为杰克逊进行服装设计，有着明确

的分工：布什关注于服装样式与装饰部分，汤普金
斯更多的负责机械与制作部分，偏向服装工程师的
角色，例如杰克逊著名的 45 度倾倒装置就是汤普
[1]

金斯的一手设计并制作而来的 。

在为杰克逊打造他独特舞台时尚的 25 年之

中，布什和汤普金斯更多把精力投入到装饰杰克
逊的演出服装而非设计和剪裁之上。自 20 世纪中

叶开始，美国的流行乐开始呈现一种多元化的创
作方向，50 年代的“猫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60

年代的披头士（Beatles）、70 年代百花齐放的流行
乐盛况[2]都是杰克逊良好的创作土壤。如何将杰克

逊创作的富有众多曲风的歌曲搭配合适的服装便
是布什和汤普金斯的任务。他们创造出了许多为
杰克逊量身定做的服装艺术品，捕捉到了迈克尔·
杰克逊这位流行巨星的独特魅力。
除却少数的例外，可以肯定的是，在与杰克逊
工作期间，布什和汤普金斯用同样的七个款式作
为迈克尔所有衣服剪裁基础（图 1）。这七种剪裁
分别是：

图 1 七种服装剪裁样式
Fig.1 Seven paper patterns

（1）休闲裤。歌曲《Billie Jean》
（比莉·珍）的旋

图 2 休闲裤（笔者自绘）
Fig.2 Casual pant

图 3 军装夹克（笔者
自绘）
Fig.3 Military jacket

（2）李维斯 501 型号舞蹈裤。杰克逊是唱跳歌

手，都市流行乐与黑人音乐占据了其创作的主流，
李维斯 501 的经典黑色直通牛仔裤能够搭配杰克
逊极具装饰性的上衣并且满足他招牌踢腿、前倾等

舞蹈动作的需要。
（3）及腰短款军装夹克。由于杰克逊对于军事
史的热爱，布什和汤普金斯选择了及腰的短款军装
夹克的式样。在杰克逊《HIStory》
（历史之旅）专辑
宣传片中身穿军装夹克的杰克逊可以说是让人影
响深刻的形象之一了。这样的剪裁可以让杰克逊
的肩部更加宽阔显示出腰身，起到了修饰身形拉长
腿部的效果。干练的剪裁为布什繁复装饰品起到
了中和的效果，使得杰克逊在硬朗之中又兼有柔美
的女性元素（图 3）。
（4）西装外套。如果军装夹克是干练明快之
风，那么西装外套则代表了杰克逊的温柔一面，传
统无扣的西装样式既避免死板又满足杰克逊正式
场合的服装需求。
（5）宽松皮质夹克。在 1982 年发行的《Thriller》
专辑（
《颤栗》
）中充满着街头与摇滚的曲风，迪斯科
节拍与电音穿插其中，这要求在 MV 和演出中需要
搭配彰显街头风格的服装[3]。
《Beat it》MV 中的 V 字
夹克为代表，宽松的版型体现了休闲性 ，红色与 V
字则是杰克逊自己的标志性元素，这样服装搭配可
以说完美的体现了杰克逊想要传达的音乐情绪。
（6）时装 T 恤。以《Dirty Dian⁃
na》音乐短片中为代表。
（7）休闲体恤。红色灯芯绒，
多应用于排练时期（图 4）。
布 什 和 汤 普 金 斯 在 1985 年
的时候跟随杰克逊的巡演，在充

律流畅且富有节奏感极具流行风格，为搭配这样的

分的观察和体会他在舞蹈动作、

曲风，布什和汤普金斯选择 20 世纪 40 年代风格的

演出换装等各个层面的需求下，图 4

褶裥装饰的白色裤线休闲裤，整体黑白的颜色搭配

测量和记录了杰克逊的具体裁衣

以配合杰克逊的令人眼花缭乱舞蹈动作（图 2）。

尺寸，并且用测量得来的数据在

宽松皮质夹克
（笔者自绘）
Fig.4 Boxy leather
jacket

服饰与传播：
传播媒介

斜纹纸上画出了相应的服装剪裁图。自此的服装

最离奇的例子当属在

设计工作中，布什和汤普金斯便以此为尺寸基础进

《黑 白》短 片 中 首 次 亮

[1]48-49

行设计与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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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的白色护臂了，这一

1.2 迈克尔·尔杰克逊的 4F 制衣法则
合身（Fit）。在材料的选择上，需要满足光滑、
有弹性、轻质且透气的紧身衣。杰克逊的歌曲充满
律动、密集而有节奏地节拍以灵巧快速的舞步来体

装饰的灵感来源于治
疗腕管综合症的医疗
支架（图 7）。

图 7 白色护臂
Fig.7 White arm guard

1.3 个人风格强烈的袖章与肩章

现，布什和汤普金斯便制定了合身的基本需求。在

迈克尔的风格是街头的，与此同时，布什和汤

满足杰克逊作为舞者的能够完成动作的同时观众

普金斯又想要将这一风格穿出高级定制服装气质

也能清楚的观察其肢体语言。

且不丢失反叛的味道。布什和汤普金斯对“潮流”

功能（Function）。在布什和汤普金斯的观察下
发现，服装需要能够满足杰克逊的伸展动作。杰克

高度警惕，这也是杰克逊所极力避免的——“我想
让他们追随我”。

逊最为津津乐道的便是他的脚部动作了，喇叭裤虽

“当 屋 子 里 有

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引领了时尚风潮却从来没有

五十件夹克的时

被杰克逊在舞台上穿戴过。这就是没有符合功能

候，什么东西是唯

原则的缘故，其巨大的裤摆会遮挡住杰克逊的舞步

一能将杰克逊的夹

并有摔倒的可能。

克 与 其 他 的 49 件

乐趣（Fun）。布什和汤普

相区别开来的呢？
”

金斯会有意的在服装中加入

布什和汤普金斯意

视觉和听觉的元素：织物之间

识到迈克尔的服饰 图 8

杰克逊穿着有 C-T-E 标志的肩章
和袖章的黑色衬衫与卡特总统见
需要具备标志性，
面
一种可以使其脱颖 Fig.8 Jackson wore the C- T- E shirt to
meet President Jimmy Carter

的摩擦声、拉 链 拉 动 时 的 声
音以及金属撞击的声音等。
杰克逊的音乐充满工业化的

而出的装饰物，在

1988 年，他们灵光乍现一般的加入了袖章这一服饰

电子节拍与混音，加之他配
合音乐的舞蹈，如何将他的

元素。袖章有八英寸长、二点五英寸宽（20.3cm×

舞蹈更大范围的表现出来，
增加可以抓取眼球的饰物是

图 5 刀叉元素夹克
Fig.5 The dinner jacket

九十年代初被创作出来（图 8）。

能够使他驾驭一件衣服，把

2 迈克尔带来的视觉狂欢记忆点
2.1 军装夹克

衣服像乐器一样表演和弹
奏。以刀叉为设计元素的
黑色皮质夹克就是典型的

杰克逊历来最喜欢的衣服是一件珍珠装饰的

例 子（图 5）。 甚 至 ，在 舞 台

乳白色军装夹克，装饰着珍珠和米色的玻璃军号

灯光的反射下，伴随舞蹈动

作带有反光材质服装的光线 图 6
切为了使整个舞台更加的融
合为一个整体。布什和汤普

色和面料与材质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基于同袖章

相同的设计意图，杰克逊的 CTE 肩章也在二十世纪

解决方案。这些元素的碰撞

也能够成为操控对象——一

6.3cm），基于演出主题和演唱歌曲的不同袖章的颜

口香糖包装纸元素反
光军装夹克
Fig.6 Reflective military
jacket with gum
wrappers element

金斯以口香糖包装纸为灵感，追求彩虹反射的金
属效果，他们选择了三层的全息面料制作了这款
军装夹克（图 6）。在 2009 年，这件夹克曾在洛杉
矶的格莱美博物馆展览[1]26-27。

第一（First）。在以上三个法则之上，布什和汤
普金斯还需考虑的如何能够跳出固有思维将从未
有过的元素应用于服装之上。这一法则最有趣也

珠。珍珠固定在织物之上，既有着珍珠柔美的女性
元素又在剪裁上极具男性的
硬朗气概。创作这件珍珠军
装夹克的初衷是为了与麦当
娜一同参加 1991 年的第 64 届
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当
天麦当娜穿着搭配珍珠的白
色晚礼服，为与其相配，布什
和汤普金斯便制作出了两件
以白色珍珠为主题的服装，
图9
其 一 为 传 统 无 扣 西 装 外 套 Fig.9
（图 9），另一则为军装风格的

珍珠传统无扣西装
Pearl traditional un⁃
buttoned suit

114 服饰导刊

FASHION GUIDE 二零二一年 十月/第十卷

第五期

夹克（图 10）。为了配合麦

2009 年，布什和汤普金斯准备入殓服装时，这件最

了珍珠装饰无扣西装外

除珍珠装饰的乳白色军装夹克之外，布什和汤

当娜在 1991 年杰克逊选择

套。两年后的 1993 年杰克

逊穿着珍珠军装夹克在洛
杉矶的圣殿礼堂接受格莱
美当代传奇奖[4]。
在 25 年间，布什和汤普

图 10 珍珠军装夹克
Fig.10 Pearl military jacket

金斯创作了众多的服装，然

而这件珍珠装饰的乳白色

军装夹克始终是杰克逊的最爱。从剪裁来说，这并
不稀奇，这是上述 7 种服装剪裁方式的一种——经

爱的军装夹克毋庸置疑的穿在了杰克逊的身上。

普金斯还创作出了众多不同装饰风格的军装夹克
（图 11）。

2.2 水钻与珠片装饰
2.2.1 水钻手套
迈克尔·杰克逊最具辨识性的
标志便是第一次表演《Billie Jean》
的时佩戴的镶满水钻的白色手套

（图 12）。在表演之前会基于麦克
风的类型以及编舞等各种原因决

肩章，而布满衣服的白色珍珠与军号珠则不断反射

定哪一只手佩戴手套。在摩城 25

耀眼的光芒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对于英国王室与

经有佩戴手套的习惯。

典的军装夹克剪裁，短及腰、宽及肩，配有装饰性的

军事史的痴迷是杰克逊尤为钟爱军装剪裁的原
因。布什和汤普金斯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游历欧

周年纪念演唱会之前，杰克逊便已
佩戴手套的原因，在于杰克逊
觉得白色手套有一种演艺圈的味

图 12 演 出 款 白 色
水钻手套
Fig.12 White rhine ⁃
stone glove
for
perfor⁃
mance

洲，参观白金汉宫、伦敦塔、议会大厦等地点，学习

道，并且镶钻手套在舞台灯光的照射下能够吸引观

和吸取王室和指挥官们的经历与内蕴，感受其中的

众注意力。后来杰克逊的好友西西莉·泰森 Cicely

浮华、魅力、与荣耀。创作杰克逊奢华闪耀风格的
服装，布什和汤普金斯着重研究了欧洲历史上臭名
昭著的君王——英国亨利八世。从这一奢靡君主
的历史资料和油画画像中找到了珍珠的元素，并创
作出了这样富有装饰性的军装夹克。
杰克逊的音乐曲风纷繁杂糅，摇滚、流行、放克
（Funk）、R&B 等等，而节奏却多鲜明轻快，可以说这

Tyson（两人曾于 1984 年之前共用一个造型师）曾说
戴手套的原因——是为了掩盖白癜风的症状。无

论基于何种原因，大众已经普遍认为镶钻手套就是
《Billie Jean》的同义词。

关于如何制作镶满水钻手套也有着严格的制

作步骤（图 13），首先布什和汤普金斯会购买商业化
生产的手套，并沿着手套的缝合线将其拆解成平

件珍珠军装夹克是其音乐视觉化的最好展现——

面，将拆解好的手套伸展拉平并固定到特定的架子

服装上繁复的珍珠装饰碰撞干练的军装剪裁。在

之上,在手套的里面逐一用线缝制好网格，再将大
小不一的水钻逐规格的排列并缝制，最后将手套从
平面缝合至整体 [1]32-33。值得一提的是，迈克尔·杰
克逊的手套区分为演出款和展示款，这二者的区别
在于内掌部位是否镶钻。在 1987 年 BAD（真棒）主

题巡回演出的演唱中，杰克逊发现手掌内部的镶
钻会在他舞蹈的时候与麦克风碰撞产生杂音。在
布什和汤普金斯的尝试下，去除了内部的镶钻从

图 11 各装饰元素的军装夹克
Fig.11 Military jackets with various clothing elements

图 13 制作水钻手套
Fig.13 Making rhinestone glo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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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解决了杂音的问

后那场未竟演出的氨纶织带设计……这样的材料

题，产生了这两版手

赋予了舞蹈动作细化和放大的作用，在其后的明星

套的区别。为了配

中也不乏选择同样的材料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合不同的服装和演

2.3

出主题，水钻手套具

金属质感服饰
在 1992 年 Dangerous

图 14 各装饰样式水钻手套
Fig.14 rhine ⁃ stone gloves of multistyles

tour（危险之旅）世界巡演演

在时尚界有着这样一句话语“不要用黑色皮鞋

基于上述 4F 制衣原则以及

有众多的样式与颜
色（图 14）。

2.2.2 白色袜子

配白色袜子，除非你是迈克尔·杰克逊”。在 1988

唱会舞台上杰克逊穿着金色
金属质感的击剑服（图 17）。
古典元素的运用，布什寻找

年准备当年的格莱美音乐奖时，杰克逊正于纽约的

到击剑服这一服装形制。他

无线电城市音乐厅进行排练，随行的布什发现杰克

的灵感来源于意大利文艺

逊的黑色裤管会与背景混合在一处，这样会让观众

复兴时期的剑术，这是一项
图 17 金色击剑服
包 含 了 浪 漫 和 律 动 的 运 Fig.17 Golden fencing suit
动。布什和汤普金斯在洛杉矶的击剑学校观察学
生的训练和比赛中发现击剑运动在手臂横扫式发
力、步法等与迈克尔的舞蹈动作是相似的。
传统的击剑连体衣上部是一种立领的斜门襟
设计，配合白色帆布材质的及膝短裤（类似于如今
骑行裤的款式），搭配长袜以及击剑鞋。为了彰显
杰克逊的街头气质和与众不同，布什果断选择了具
有金属和荧光感的颜色布料进行制衣。在此基础
之上将传统的立领剪裁改变，做成斜门襟翻折的式
样，翻出的内里布料颜色与击剑服颜色不同以追求
跳色视觉的冲击感[1]136-138。
同为金属材质的服装，如
果击剑服的灵感来自于中世
纪的文艺复兴，那么迈克尔的
未来主义服饰则是源于外太
空的启发。在历史之旅（HIS⁃
tory tour）的开场秀开始于一部
描述迈克尔游历于世界七大
奇迹以及历史上著名时刻的
短片，旨在创造一种充满未来
图 18 空山基《性感女机
科技感的气氛。为了配合具
器人》
有太空感且富于未来主义的 Fig.18 Hajime Sorayama
Sexy Robot
舞台效果，布什和汤普金斯受
到日本艺术家空山基（Hajime Sorayama）
《性感的女
机器人》作品的启发[5]（图 18）。力图创造出一种如
第二层皮肤般的面料效果。
他们寻找到一种名叫双面弹性氨纶的材料，这
是一种薄如纸、轻如无物且可以承受镀铬的面料。
随后，布什和汤普金斯根据迈克尔的尺寸进行剪裁
成衣。伴随着材料的优点，其欠缺处便是不能够长
期维持金属的颜色，随着运动与舞蹈，金属会氧化、
脱落。彼时能够做到的最好方式就是制作尽可能

看不清他的脚部动作。所以，白色袜子作为解决这
一难题的方案出现，在此基础之上，配合水钻以反
射灯光抓住观众的吸引力是便必然的了。这不仅
解决了服装颜色与舞台背景含混的问题，而且还成
功的成为了迈克尔·杰克逊著名的标志性服饰之
一。布什和汤普金斯会采取与
缝制水钻手套大致相同的方式
将商店购买的白色运动袜拆解
为平面，在运动袜的每根坑条中
缝制 114 枚水钻，与常规手套的
圆形水钻不同，在袜子上会选择
更具强反光效果的方形水钻，并
且利用其四角加以更好的固
定。所有水钻都缝制结束，
并且

图 15 水钻袜子
Fig.15 Rhinestone sock

还原为整体之后，一双袜子的重量大约是 2.51b 重

（大约 1.1kg）。布什和汤普金斯还会在最后一步缝
制一圈松紧带用以支撑和保护脚踝（图 15）[1]57-58。
2.2.3 黑色珠片开衫

在上述的水钻手套与袜子中就能看出，杰克逊
作为一个唱跳流行天王对他舞蹈动作是否能被观
众所捕捉十分在意。为了满足这一条件，在舞台服
饰的材料选择上便极为重要。早在 1983 年摩城 25
周 年 纪 念 演 唱 会 表 演《Billie

Jean》时迈克尔穿着的黑色珠片

开衫其实是他母亲凯瑟琳的衣
服。杰克逊看中这件衣服是覆
满黑色珠片并且能在灯光下不
断反射的特点（图 16）。多年以

来，经过布什不断在材料上的尝
试，除了在衣服上缝制黑色珠片

图 16 黑色珠片开衫
Black sequin
cardigan

的方式不曾变化之外，开衫的材 Fig.16
质从网眼变成了醋酸纤维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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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金属布料以满足巡回演
出的高强度工作（图 19）。可
以说，杰克逊对于舞台服饰效
果的大胆想象，以及布什和汤
普金斯在实践上的不断尝试
与努力创造出了众多的时尚
遗产，在之后的时尚界历久而
弥新。
图 19 未来主义金属服装
Fig.19 Futuristic metal
costume

3 流行乐符号的可视化
与风格影响
3.1 电影与游戏

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
舞蹈、
MV 在世界上已经

成为一种符号化的象征，经历过那个疯狂年代并深
受影响的艺术家们会有意无意的将这些艺术遗产加
以运用与致敬，
与观赏者和受众获得共情（表 1）。
在 1988 年由布莱特·拉特纳（Bratt Ratner）指
导，成龙与克里斯·塔克（Chris Tucker）主演的动作
喜剧片《尖峰时刻 1》之中便在服装和舞蹈上致敬了
迈克尔·杰克逊。影片中克里斯·塔克穿着类似于
杰克逊在 BAD（真棒）世界巡回演唱会中穿着的黑

色丝绸风衣，表演了标志性的杰克逊踢腿动作。同
为电影，周星驰自编自导自演的《功夫足球》同样致
敬了杰克逊在《颤栗》音乐短片中身着红色夹克与
僵尸共舞的桥段。
不仅是电影，在游戏中也频有杰克逊对流行文
化的影响。游戏植物大战僵尸中的舞王僵尸一角
色就来源于《颤栗》MV 中与僵尸共舞的红色 V 字夹

克形象；无独有偶游戏《侠盗飞车 5》
（GTA5）中的野

兽人角色也来源于杰克逊身着红黄撞色棒球夹克
变身狼人的形象。

3.2 品牌
杰克逊并不追逐潮流，希望自己创造拥有个人
风格的服饰，强烈的个人风格与独一无二的时尚品
味不由使得众多品牌纷纷以他为灵感创作设计。
巴尔曼（Balmain）的 SS09 系列可以说是对杰克

逊亮片风格的最好致敬。彼时克里斯托弗·迪卡宁

（Christophe Decarin）是巴尔曼的艺术总监。该系列
充满了高垫肩、街头风格等浮夸元素，实际上，杰克
逊也着实穿过许多出自迪卡宁的外套。另外，现任
巴尔曼创意总监奥利维尔·鲁斯坦（Oliver Rouste⁃

表 1 迈克尔·杰克逊的流行乐符号可视化及其影响（电影与游戏）
Tab.1 Michael Jackson's pop music symbol visualization and its influence in movies and games

黑色丝绸风衣

MV《颤栗》

红色 V 字夹克

红黄棒球夹克

电影《尖峰时刻》致敬

电影《功夫足球》致敬

游戏 植物大战僵尸
舞王僵尸角色

游戏 侠盗飞车 5
野兽人角色

Balmain 军装夹克

表 2 不同品牌对迈克尔·杰克逊时尚元素的运用与致敬
Tab.2 Different brands use and pay tribute to Michael Jackson's fashion elements
BOSS 白色西装

LV 以杰克逊为元素的服装

YSL 金属元素服饰

金色链甲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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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依旧延续了迪卡宁的硬朗街头风格，他在社交

叉样式（图 21）。2017 年阿里

克的照片。

穿着子弹夹克上台表演。在

网站 Instagram 上发布过杰克逊穿着标志性军装夹

巴巴在 18 周年庆典时马云也

在 2018 年德国奢侈品牌 Hugo Boss 限量发售了

中国，模仿秀的舞台上总会有

一套以《颤栗》专辑封面白色西装为灵感的服装。

一位或者几位身穿黑色珠片

适年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60 岁诞辰，杰克逊遗产公

开衫、白袜子搭配黑色乐福鞋

逊：墙上艺术》的展览，Boss 作为该展的赞助商发售

各路明星都曾在舞台上致敬、

司联合英国国家肖像馆，于 6 月举办《迈克尔杰克
了限量带有编号 100 套白色西装外套，杰克逊逝世
的近十年后，
依然具备着这样的影响力。

同样的在 2019 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秋冬男

装 发 布 展 上 ，其 艺 术 总 监 维 吉 尔·阿 布 洛（Virgil

的模仿者，张国荣、郭富城等
模仿杰克逊，可见他在中国的
图21 碧昂斯身穿子弹夹克
Fig.21 Beyoncé wearing
bullet jacket

影响也是很大的。

4

结语

迈克尔·杰克逊作为无可争议的流行之王不仅

Abloh）设计出以杰克逊为灵感的秋冬男装服饰，其

在歌曲、舞蹈等创作上留下了深刻的作品，开创了

及印有他招牌脚步动作的体恤关注度最高。可以

演出服饰上也探索出了许多独特的设计与风格。他

中以杰克逊表演《Billie Jean》时佩戴的水钻手套以

MV 这一富有情节性故事性的艺术传播手段并且在

说，
杰克逊不仅在上世纪创造出了自己的时尚文化，

不追逐彼时的流行文化，探索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

更在今天成为了一种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时尚元素。

流行风格并通过各种方式持续的影响至今……无论

最后，在主流时尚的梯台之上永远不缺少具有

是利落的军装夹克、华丽充满科幻感的金属皮肤元

太空金属感的那一抹闪光。圣罗兰（Saint Laurent’
s）的时尚总监安东尼·瓦卡雷洛（Anthony Vaccarel⁃

lo）也在女性韵味和男性的硬朗元素之间取得平衡

素还是水钻与珠片元素的叠加都使得如今的主流时
尚界更加丰满。迈克尔·杰克逊超越了作为歌手的
影响力，
在艺术等诸多方面持久的影响着世界。

创作出了具有杰克逊气息的服饰。法国时装品牌
帕科（Paco Rabanne）的设计师朱利安·多塞纳（Ju⁃

lien Dossena）将金属元素融合并重制了其帕科经典
的链甲裙。

3.3 个人
作为众多明星的偶像，
明星对于杰克逊的致敬也
十分常见的。2016 年美国
说 唱 歌 手 坎 耶·韦 斯 特
（Kanye West）就在纽约大都

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

（Met Gala）身穿一件巴尔曼

Balmain 的银色珠片装饰牛

仔夹克，这不可不看做是对 图 20

于杰克逊的致敬（图 20）。Fig.20
同为美国超级碗的中场秀，

杰克逊水钻装饰夹克
Jackson’s rhinestone
embellished jacket

1994 年杰克逊作为演出嘉宾身穿胸前交叉的金属
子弹夹克引爆了现场；2016 年碧昂斯作为超级碗的

中场歌手的舞台服饰也选择了黑色皮革的金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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