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尚，人类历史的丰富投射
———读玛尼·弗格《时尚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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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是时装权
力表达的升级版

什么是时尚？ 这似乎众所

周知， 但一两句话又很难准确

概括。

于国人而言， 时尚一词是

“舶来品”， 但历史上时尚从未

缺位， 如唐代女性着装之开放

与自由，至今令人感喟。时尚与

时装密不可分， 时装是时尚史

的主流。玛尼开门见山地指出：

“Fashion（时尚 ）一词来源于拉

丁语 ‘Facito’，字面意思为 ‘制

作’，用来表示各种各样的价值

观， 包含了诸如一致性和社会

联系、反叛和古怪、社会愿望和

地位、 诱惑和欺骗这些差异巨

大的概念。 盛装打扮的欲望突

破了历史、 文化以及地理的限

制， 尽管形式和内容可能有所

不同，但动机都是一致的，装扮

人体，表现身份。 ”

玛尼的解释很全面， 主要

意思不外乎这么几方面， 即时

尚象征一种价值， 是身份的体

现；时尚里既有对历史的继承，

也有反叛， 还常常夹杂着人们

的某些愿景； 时尚本质上是身

体的一种外在装扮。

人类文明史最初阶段的服

装颇为简陋。 大约 1.1 万年前，

人类逐渐脱离渔猎采集生活 ，

开始定居。 人类祖先当时仅用

来御寒或伪装的兽皮、植物，逐

渐演绎成服装。生存条件恶劣，

物资紧缺，人类没有太多选择，

能披兽皮者很可能是那些掌握

更大权力的“头人”。

服装被赋予权力的内涵 ，

便成为统治阶级捍卫“神圣”地

位的重要载体。为此，统治阶级

努力在服装上推陈出新， 以炫

耀权力的优越感。

“时装这个概念通常被视

作西方社会所特有，起源于 14

世纪的宫廷。 ”彼时，欧洲商业

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

新兴市民阶级地位提高，“宫廷

与商业的结合带来了现代时尚

产业的诞生。 ”为确保统治阶级

服装的优越感， 权力一方面表

现出特有的奢华， 另一方面则

是出台“禁奢令”。

通过玛尼对历史的陈列 ，

我们看到 ，“14 世纪意大利华

美的宫廷服饰体现了对奢华丝

绸装饰的渴望”；唐朝女性争相

放大衣袖，以致朝廷不得不专门

限定其大小；日本平安时代宫廷

女性服饰的“十二单”，实际上由

10 到 25 件单独的丝质组成 ，

“每一件外层衣袍都要露出里面

一件的局部”； 法国宫廷崇尚的

褶皱头巾，同样象征着财富。

禁奢令是东西方宫廷历史

上区别权力与普通百姓的重要

抓手。中世纪的欧洲宫廷规定，

平民百姓不能随意穿着来自东

方的昂贵丝绸， 日本德川幕府

亦颁布过同样禁令， 缅甸禁奢

令则偏重于首饰……

掌握权力意味着掌握资源

支配权，所以社会审美难免带有

浓郁的权力色彩。 从这层意义

上讲， 时尚也是权力美学的结

晶之一。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

内， 时装制造的焦点往往也是

权力扎堆的焦点， 所以才有了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对

权力服装的膜拜， 隐喻对权力

的臣服和接近，甚至不问所以。

透过玛尼罗列的服装式

样，我们看到，权力的服装表演

在 14 世纪前便已存在，那为什

么直到 14 世纪才开启了时装

之旅呢？ 这一方面得益于欧洲

商业的兴旺发展， 另一方面则

是文艺复兴带来的变化。 社会

物质日益丰富， 基本温饱逐渐

改善， 从而为社会普通民众对

服装的更高追求提供了重要物

质基础。 在民间模仿热情的倒

逼下， 权力中心不得不加快服

装标新立异的步伐， 这反过来

刺激民间的追捧热情，于是，服

装便实现了时装的华丽转身。

时尚是时装昙
花一现的加速版

当时装从御寒功能转向所

谓的审美意义，便注定其再如何

保暖也不可能太长久。 可可·香

奈儿是永不消逝的经典， 但未

消逝的只是品牌， 其内涵与形

式早就随着时间的脚步不停地

更新换代。 即便像苏格兰裙这

样 “被创造的传统 ”，也今非昔

比， 无论是在面料还是式样等

细节方面，区别明显。

玛尼指出，“时尚常常被认

为是一次性的，反复无常，转瞬

即逝”。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艾瑞

克·霍布斯鲍姆在 《极端的年

代：1941-1991》 中写道：“为什

么杰出的时装设计师们， 这一

众所周知不善于解析的族群 ，

有时却能比专业的预言家们更

准确地预测出事情的发展面貌

呢？ 这可谓历史上最难以理解

的问题之一； 而对于文化史学

家来说， 这可说是最重要的问

题。 对于任何想要理解剧变年

代对于高雅文化、精英艺术，尤

其是先锋派的影响的人来说 ，

这也绝对是一个关键问题。 ”解

开了疑问便不能称之为时尚 ，

时尚总是如此抽象难以捉摸。

时尚诞生于对权力身体表

演的模仿， 所以，“时尚非常善

于 ‘借用 ’，它既借鉴不同的文

化， 也会从不同的历史时代中

汲取灵感”。时尚发展于生产水

平的提高即工业时代， 在各种

新科技面料、 新技术以及媒体

的竞相追捧下，尽管仍有“百年

老店” 华伦天奴这样的定制时

装坚持手工制作， 但时尚从此

驶上了工业化快车道。 这也表

明，技术越发达，概念分支也越

多，时尚也越短命。

工业化为时装的快速发展

提供了条件， 但时尚并非流水

线自然制造出来的。 时尚里有

对历史的延续， 也有对现实的

反叛， 就像美国嬉皮士荒诞不

羁的衣着。 时尚首先是社会的

产物，技术只是因素之一。但历

史因素往往又占据着极其重要

的地位。 “1850 年至 1860 年左

右 ，当时 （英国 ）男性一天要更

衣四次 ”，而 “威尔士亲王对服

饰的沉迷———他通常每天要换

六套衣服———为时髦人士开了

个头 ”。 如果没有这些历史沉

淀，时尚没准是另外一副模样。

再如何惊艳的时尚也只是

昙花一现。 1856 年在英国获得

专利权的钢衬裙， 今天看来笨

重无比，但在当时却风靡一时。

为时尚提供加速度的作用力很

多，历史上的宫廷首当其冲，它

就像一个大舞台。 现如今，娱乐

界则坐稳时尚的头把交椅。好莱

坞无疑是上世纪时尚界的最大

推手。 在光影艺术的助推下，赫

本、 梦露等一大批明星竞相成

为时尚潮流的引领者。 时尚也

得益于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 ，

文字、照片、光影等对时尚全面

深度介入， 有助于最大限度扩

散时尚的影响力， 将更多人吸

引到时尚潮流中来。

推动时尚发展的另一种力

量不容忽视。玛尼指出，日本江

户时代对着装规定甚严，但“高

级妓女们经常按照最流行的风

尚穿着打扮”。 巫仁恕在《奢侈

的女人： 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

消费文化》一书中亦指出，作为

明清时代高收入群体，一些“社

会失足妇女” 确实扮演了追求

时尚甚至是引领潮流的角色。

有趣的是， 与史上权力刻

意制造时尚焦点不同， 随着近

代政治的去魅化， 权力与平民

距离日益拉近，通过物质制造阶

级差别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意

味着权力不再作为时尚蝶变的

主动力。 权力退出，商界、娱乐

界迅速成功补位。 今天，全球几

大知名秀场的看客中， 虽仍有

零星政界人物，但娱乐明星才是

红地毯上的常客。 娱乐界就像

是时尚的代名词， 时尚就像是

娱乐界一张永不褪色的名片。

时尚是时装权
力美学的浓缩版

审美， 仁者见仁， 智者见

智，但时尚不一样，具有明显的

大众认同特点。 什么样的时尚

符合大众审美情趣， 这极难回

答。 如果说历史上人们迷恋的

时装美本质上是权力美， 那今

天时尚所象征的又是什么呢？

1750 年， 被誉为 “美学之

父” 的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在

其专著《美学》如此定义：“美学

（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

识论、 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

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 是感性

认识的科学。 ”他之所以将美学

定性为感性科学， 是因为觉得

“既然人的心理活动可分为知、

情、意三个方面，既然专门研究

‘知’的有逻辑学，专门研究‘意’

的有伦理学，那么，也应该建立

一门专门研究‘情’的科学，否则

哲学系统就是不完整的”。 按其

定义， 美学是后天认知的产物，

初生婴儿不知何为美丑，只是当

权力明确了美与丑的内涵后，社

会才开始真正有了审美。

是权力一手缔造了美学 ，

内容涵盖社会方方面面， 时尚

只是权力美学的浓缩版。 “路易

十四认为时尚就是绝对权力的

象征”。 满人进入中原后，通过

力量碾压， 不仅在服装上改变

了汉人， 还强迫留下标志性的

长辫。然而，当初汉人死活不肯

就范的长辫，等到清朝覆灭时，

许多人又为守住这份 “祖宗家

业”拼死抗争。权力美学一旦深

入骨髓，久而久之便成了生活，

过去看不惯的后来不仅看顺了

眼，还看出了另一种“美”。

当然， 历史上有的时尚并

未具备明显的强制意义， 权力

只是进行了某些示范， 在今天

仍使人们受益。 “花花公子布鲁

梅尔还让人们都开始关注个人

卫生问题，他每天都刷牙、剃须

和洗澡 ”。 布鲁梅尔的时尚之

举， 在今天已成为绝大多数人

的起居日常。

作为一本呈现时尚发展而

非探究原因的著作， 本书也许

会引发读者产生另一些疑问。比

如法国和英国宫廷时尚中，男性

时尚曾占据绝对地位， 为什么

时尚后来成为女性的天堂呢 ？

还有一点， 时尚并非没有负面

作用，比如会导致巨大浪费，还

可能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欧洲人对皮毛服饰的狂热追

求， 曾直接催生了北美皮毛长

达三个世纪的贸易， 结果导致

那里的河狸、海狸、海獭和水牛

等物种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时尚，给人带来心情愉悦的快感乃至疯狂。人们

疯狂地追求时尚，到底是在追求什么？ ?尼·弗

格笔下的《时尚通史》，穿越幽深的历史纵深，

从公元前 500 年至今长达 2500 年， 包罗万象，

巨细靡遗，就像一部百科全书。 透过这部恢宏

画卷，读者可看到人类历史在时尚上面的丰富

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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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通史》插图，截取自纪录片《华伦天奴：最后的君王》（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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