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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的辞藻

通过包覆和装扮身体

我们在不断创造着表象。

当今，所有的一切再次上升到表象。

《意义之逻辑》  吉尔·德勒兹

　　在当今，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家中

还是室外，我们的身体无时无刻不被衣

物所包裹。现在的这些衣服由袖子、前

后身片等多个部分缝合而成，结构非常

复杂，而最初的衣服的结构相对就要简

单得多了。除此以外，衣料的情况也是

如此。如今，布料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

了，可以非常简单的得到。但是，只要想

象一下自己亲手将线纺成布匹，你就会

知道织布是一件多大的工程了。

　　都说人们最初穿的衣服是用动物的

皮毛制成的，但你可知道皮毛这种材料

是在什么时候经过怎样的加工而变成衣

服的呢？当我们的祖先们通过狩猎而获

得动物的皮毛时，我们不难想象他们将

其包裹在身上的情形。没错，“包裹”正

是我们穿衣服的本质行为。

　　从我们的祖先包裹自己的身体开

始，便赋予了这一行为以无数的意义。

如：人们穿衣服的目的有保护、装扮或者

代表巫术以及权利或身份的象征等等。

无论出于哪种理由，可以肯定的是用衣

物包裹身体这一行为带来了一些次要作

用。其中之一便是“隐藏”，通过用衣物

包裹身体，使得原先暴露在外的身体部

位被隐藏起来。而当某些东西被隐藏起

来时，必定会催生出一种窥探的欲望。

换言之，如果没有把身体包裹隐藏起来

的行为，就不会引来充满色欲的眼神。

可以这样说，在身体上下游移打量的色

欲眼神正是起因自包裹身体的行为。

　　此外，另一项因包裹身体的行为而

产生的作用则有着深远的意义，这就是

与形态有关的作用。不论是皮毛还是纺

织品（为方便起见，统称为“布料”），其

本身都是平面的，但是，通过包裹身体，

赋予了布料立体的形态。而当布料离开

身体之后，有将重新回到平面的状态。

布料可以就这样轻松地在二维空间与三

维空间之间转换。但包裹这一行为也并

非布料的独家专利。比如化妆品就具备

了相同的功能。在整个脸上涂化妆水、

乳液或粉底等等的行为有时可以淡化表

情，有时又可以使五官更加鲜明。与之

类似的还有直接用针刺入身体以在皮肤

上描绘新的纹理的刺青。无论是化妆也

好刺青也罢，当然也包括穿衣，这些行

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创造出新的

表象。我们并非静止的存在，而是时刻

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将体现于

表象。变化总是显现于表象，而我们的

眼睛也只能看到表象。要看透本质，就

必须剔除衣物、化妆等所有的包裹物。

但是，即便如此，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也

只不过是另一个表象而已。而我们口中

所谓的时尚，也许就是与这些不断涌现

的表象之间的嬉戏与互动罢了。



太阳眼镜

Jeremy Scott × Linda Farrow

外褂长袍

FULL NELSON

荷包 

THEATER PRODUCTS

围巾

Faliero Sarti

由拥有众多名流顾客的太阳眼镜品牌

Linda Farrow 与 Jeremy Scott合作设

计。从指缝间向外窥视的设计让眼睛

成为焦点。

太阳眼镜 20000日元（参考价格）

Jeremy Scott×Linda Farrow （Diptrics）

类似和服外褂的设计。使女性所拥有

的柔美与庄严展露无遗。

外褂长袍 35700日元

FULL NELSON

（AGOSTO INC.）

荷包配以亮片装饰，给人以都市的感

觉。可以通过内侧的纽扣和系绳方式

来根据用途改变荷包的形状。

荷包  黑色／银色／棕色

各 23100日元

THEATER PRODUCTS

（THEATER PRODUCTS OMOTESANDO）

手镯

AMBUSH®

m-flo的verbal造就的流行饰品品牌

AMBUSH推出的钢铁质感手镯。

18690日元

AMBUSH®（AMBUSH®）

高跟鞋

United Nude

由荷兰建筑家与英国老牌制鞋厂

“CLARKS”联手打造的皮鞋品牌。相同

的图案覆盖至鞋跟的设计让双脚成为

瞩目的焦点。

高跟鞋 19950日元

UNITED NUDE（UNITED NUDE）

意大利老牌纺织品品牌Faliero Sarti设

计的颜色鲜艳的围巾。触感轻柔，舒适。

围巾 32550日元

Faliero Sarti (GUILD PRIME涩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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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腰裙

PHENOMENON

清爽格子花纹的裹腰裙在上半身突出

出男性般的刚毅，下半身则尽显柔美。

马德拉斯格子花纹裹腰裙

19950日元

PHENOMENON

（THE CONTEMPORARY FIX）

衬衫

yohio kudo

用围巾遮挡前部的优雅设计。将与左

肩连接的拉链打开后，围巾被打开，给

人一种随性的感觉。

围巾衬衫 30,450日元

yoshio kudo（yoshio kudo）

戒指

YOSHiKO CREATiON

室外凉鞋

NIKE

包袱巾

TABAYAMONO UNITED ALLOWS

以动物以及植物为概念的人气饰品

YOSHiKO CREATiON。缠绕的玫瑰花

藤，让优美的手指更添魅力。

黑色/金色　各 23,100日元

YOSHiKO CREATiON

（RE.BIRTH information desk）

将灵感来自于NIKE SB登山背包的带条

应用于凉鞋。让双脚舒适地接触自然，

同时拥有稳健的穿着感觉。

NIKE AIR DESCHUTZ     8190日元

NIKE（株式会社NIKE JAPAN）

采用流行图案点缀的现代版包袱巾。可

以当作围巾围在脖子上。

包袱巾 条纹M  3150日元

包袱巾 条纹 L  3675日元

包袱巾 圆点 L  4725日元

TABAYAMONO

（UNITED ARROWS原宿总店Women’s）

伞

senz × minä perhonen

即使强风也无法掀翻的SENZ雨伞的划时

代设计与Mina Perhonen纺织品的完美

结合。使您免受雨水的纷扰。

折伞（左）6825日元

长伞（右）9240日元

senz×minä perhonen

（minä perhonen）

连衣裙

L'histoire se repétè

一直给人以活泼印象的沙罗佩裙通过

舒适的垂坠质感彰显女性魅力。

沙罗佩裙 27300日元

 L'histoire se repétè 

(UNITED ARROWS 原宿总店Women’s)

摄影●内藤 SATORU　撰文●古泽 大

为了隐藏而包裹。

为了凸显而包裹。

进行“装扮”时穿戴在身上的物品（衣物以及饰品等）



如海螺的剖面般螺旋形

状的短裤。其特点是具

有复杂交错的褶皱。如

和服裤裙般的长度，无

论男女都可以选择自己

喜爱的穿着方式。

63000日元

以复杂的结构性形状折叠的上衣。

毫无生机的灰色在微微的红色和彩

虹烫金的衬托下与肌肤非常相称。

折叠时、展开时、穿着时，时刻都有

不同的惊喜。29400日元

红褐色的布料与棕色烫金完美调和，

裙子的腰围被故意放大，可以通过

相同线条的皮带勒紧以带来变化。

44100日元

不断旋转的同时逐渐缩小的矩形形

象的礼服。穿着时，褶皱展开，呈

现立体膨起的效果。通过揿钮的不

同扣法，礼服的轮廓形状也会改变。

36750日元

与裙子有几分相似的上

衣。展开时的不规则形

状可以让你自由选择多

种不同的穿着方式。

3360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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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内藤 SATORU（P.04）、矢吹健巳[FEMME]（P.05）  撰文●小泽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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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5. ISSEY MIYAKE

让人心情激动的事情

　　品牌名冠以如同符号般的数字，想

要表达的是“将一块布料展成立体形状

（三维），再叠成平面（二维），然后在半

角空格后向五维（超越了四维（时间）的

阶段）飞跃”。这种不可思议形状的服装

脱离了人们包裹身体的衣物的本来面

目，有别于迄今为止所有衣物的形态。

它可以展开成各种各样的形状，而这一

过程本身就足以让人赏心悦目。

　　让人联想到折纸的形状在被提起

时，会在扭转中展开，并最终变幻成让

人意想不到的形态。而变化过程的趣味

性也正是它的魅力之一。一旦要将其折

叠回原来的形状时，你可能会感到手足

无措，但只要你忠实地遵循采用了形状

记忆加工的褶皱进行折叠，就会非常容

易地使其重新回到它的“二维世界”。看

到a piece of cloth你就会发现，在三宅一

生的设计中，以平面性为特征的设计是

如此之多。与其说是“洋装”，不如说它

更接近和服。

　　折叠时的平面性不仅在于其形状的

优美和崭新的理念，还体现在存放和携

带时的便利性。产品所使用的纤维是从

聚酯材料循环利用而得，无论经过多少

次的循环再利用也不会退化。在现代生

活中，除了作为实用品，服装更是一种

“符号化”的东西。特别是在被称为华丽

时尚和高端时尚的领域中，服装的价值

甚至体现在无益浪费的多寡之上。132 

5.ISSEY MIYAKE对这一现状提出质疑，

这有可能是会彻底改变我们与服装的

“关系”的设计／产品。

　　向三维空间展开的产品通过平面和

褶皱的组合形成具有立体感的独特造

型。极致的平面和丰富的褶皱将身体的

曲线隐藏起来，但又不是完全的隐藏。必

然如根据体型而实现不同展开方式的褶

皱、经过计算的具有垂坠感的布料配合

身体的运动而展现出的运动性等等，无

－不在不着痕迹地在暗示着被衣物所包

裹的主人的存在、以及他的肢体和动作。

　　用衣物包裹身体，就是在自己身体

之外叠加一层表象，也可以看做是自我

的衍生，是包裹于自己身体之外的“另

一个自我”。着装就是与“另一个自我”

的嬉戏互动，或者说是通过衣物这一表

象来塑造更多个自己的游戏。132 5.ISSEY 

MIYAKE的造型可以进一步提升这一游

戏性质。使用平面性的布料包裹身体会

隐藏、淡化体型上所体现的个性和两性

差异。这就像用亚光颜色均匀地涂满人

的面部时，个人特征、甚至是性别也会

变得模糊不清一样。但是，又不是完全

地将个性覆盖隐藏起来，相反的，对不

同的身体使用不同的“匹配方案”，这正

是132 5.ISSEY MIYAKE的特质所在。通

过在不同的空间展现不同变化的布匹艺

术，132 5.ISSEY MIYAKE告诉我们即使

在包裹隐藏身体的第二皮肤之下，还是

会有某些东西从中跳脱出来。



头上所带的头巾 16800日元

THEATER PRODUCTS /

THEATER PRODUCTS OMOTESANDO

青柳文子（商店店员/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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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衣 17850日元

披肩 19950日元

裤子 23100日元

PLEATS PLEASE ISSEY MIYAKE  /

ISSEY MIYAKE INC.

通过化妆和饰品

装点出另一层表象，

使身体变幻出不同的

形态。

摄影 矢吹健巳［FEMME］(P.6、8、10、12), 田口真纪 (P.7、9、11、13)

发型化妆  市川土笔

模特  山下翔平(P.8、10), 赤坂纱世(P.6、12)

撰文  芦田裕史

一块布料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
发挥着戏剧性的作用。



上衣 14700日元

裤子 28350日元

披肩 15750日元

PLEATS PLEASE ISSEY MIYAKE /

ISSEY MIYAKE INC.

 

颈间佩戴的手帕 3,150日元

undecorated MAN /

undecorated MAN

才田亨（美发师/表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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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肩是最原始的饰品。

一块布匹简单地卷起，

就可以达到集中视线和突出强调的作用。



上衣 29400日元

裤子 63000日元

132 5. ISSEY MIYAKE /

MIYAKE DESIGN STUDIO

腰带、船鞋是形象设计师的私人物品
短裤 84000日元

MIKIO SAKABE / CANDY

LEO(DJ/新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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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衣服是有属性的。

比如裙子属于女性，

这是由文化所决定的。

将这些文化性的规范包裹起来，

不同的面貌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 。



大衣 29,400日元

衬衫 33,600日元

裤子 36,750日元

132 5. ISSEY MIYAKE /

MIYAKE DESIGN STUDIO

手工缝制蝙蝠袖衬衫 参考商品

EMODA/EMODA涩谷109店

国枝洋子（自由职业者／涩谷）

膨起的衣服

蕴空气于其中

将身体的特征隐藏起来。

男女的两性对立变得模糊，

中性这一第三种存在开始

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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