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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装打扮



撰文  芦田裕史

凛，是在优雅静谧的美中蕴藏着力量的姿态。

华丽的辞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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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田裕史／Hiroshi Ashida 1978年出生。京都大学研究院博士课程研究指导认定结业。京都服饰文化研究财团助理馆长。

　　　有很多日语都难以简单地翻译成

欧美语言，比如众所周知的“侘び（日语

素雅之意）”、“寂び（日语古雅之意）”等

等，最近，连“カワイイ（日语可爱之意）”

也被直接以日语的形式来使用。“凛”应

该也是其中之一。也许是对日语以外的语

言知识不够丰富的关系，我在欧美语言中

找不出与之相当的词汇。哪怕用日语来解

释“凛”都非常困难，以我个人的印象来说，

这个词给我安静之中蕴藏着力量，举止优

美的感觉，一言以蔽之，就是“有通透感的

力量”。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凛”与西方

语汇中的“elegant（优雅）”有着共通的地

方。“优雅”更多地用在对服装与举止的

形容上，下面，就让我们针对“elegant”的

衣服展开一番畅想。

　　　最初“elegant”是个什么意思呢，

其语源是拉丁语的elegantem（美观），e

（出）＋-legant（挑选）＝“挑选出的”的

意思。即与其说是优雅的，不如说是极少

数的经过了精挑细选的设计的物品。圣-埃

克苏佩里所说的完美不是无以复加，而是

无可删减，应该就是与“elegant” 相通的

意思吧。

    　　洛可可时代法式女裙式样的裙装确

实很绚烂、很豪华、很美丽，但却并不能让

人感到优雅。究其原因，“过剩”肯定是其

中之一。将金丝银线当作普通材料使用的

奢华刺绣以及手工制作的蕾丝等等，再加

上超乎想象的金钱、技术和时间。但是由

此制成的衣服，其目的更多的是用来体现

地位和权利，却谈不上有多少格调。洛可

可之后18世纪末的帝政风格则摒弃了过

度装饰，采用了简单的剪裁。但又失之于

稍显过于轻浮，其通透感带来了超出必要

的性暗示，依然偏离了优雅的感觉。

　　　回溯服饰的历史，优雅风格应该是

由活跃于20世纪初叶的玛德琳·薇欧奈为

我们带来的。因首创“斜裁”法而知名的

薇欧奈制作的服装上没有缝隙，与同时代

的男女裁缝们相比，她的服装去除了无谓

的装饰，充满静谧的氛围。比薇欧奈晚了

一代的格蕾也给我们以相同的印象。但是，

以我个人的感觉而言，她们所剪裁的服装

还稍欠些力度。这也许是因为她们还是在

根据既有的社会观念来制作“裙装”的关系。

　　　战后，随着女性踏足社会的进程，

时尚必然也会发生变化。70年代的伊夫圣

罗兰仿男装式样的裤装，80年代颠覆了

“美丽时尚”的Comme des Garcons以及

YOHJI YAMAMOTO等等，向我们展示了

一种超越了女性服装必是“裙装”的既有

概念的服装风格。这种打破了女性传统的

服装风格在视觉上也简洁明了地体现出

一种力度。简单来说，就是盛气凌人的感

觉。但是，进入90年代后，中性风格开始普

及，女性时尚与其说是男性化，还不如说

是在向着中性化的方向发展。于是，消除

了肩部张力的，具有柔和力量的时尚开始

出现。就连极致追求系统化、对时尚乃至

生活空间以及环境都加以设计的Cosmic 

Wonder，以及通过衣服来编织童话故事

的ASEEDONCLOUD等一眼看上去容易被

认为是自然清新风格的品牌，其中蕴藏的

设计师的思想和理念也会让人感受到一种

坚实的意志。这种力量不是故意展现出来

“首先我是一个人”

（易卜生“玩偶之家”[原千代海译]）



进行“装扮”时穿戴在身上的物品（衣物以及饰品等）

丝绸裙装

Nocturne #22 In C Sharp Minor, Op. Posth.

由原Y’s Red Label的设计师铃木道

子打造的新品牌。随动静摇曳的前

片让穿着者的一举一动更添风韵。

47,250日元

Nocturne #22 In C Sharp Minor, 

Op. Posth. （RE.RIETH information 

desk）

腰带

AMBOISE

腰带上蓝色的羽毛随风摇曳，突出

动作中的优雅一面。

31,500日元（UNITED ARROWS原宿

总店 女士馆）

皮革配饰

HIROKO HAYASHI

富于功能性的立体造型设计的皮革

配饰，携带时随手摆动的姿态也是

那么的飒爽。

手提包48,300日元

长钱包30,450日元

卡包11,550日元

HIROKO HAYASHI 

（HIROKO HAYASHI）

披肩

MIYAO

由曾在Comme des Garcons任职的

设计师于2011年春夏推出的MIYAO。

纤细的黑色蕾丝与羊毛形成对比，

给人以柔和的力量感。

13,125日元 MIYAO（MIYAO）

手表

西铁城

如首饰般感觉的简洁设计，便于搭

配各种服装，是非常高雅的点缀。

银色／黑色 各26,250日元

kii（西铁城钟表株式会社）

颈环

YOSHIKO CREATiON

看似随风舞动的项链，实际上是颈

环，轻柔的形态美丽。

银色／黑色 各17,325日元

YOSHiKO CREATiON 

（RE.BIRTH information desk）

别针

JAME HOME MADE and ready made

作为主题的别针是朋克风的象征，

是简洁的银色饰品。让人感觉具有

坚定不移的精神。

L大号52,500日元／ M中号31,500

日元／ S号15,750

JAM HOME MADE 

（JAM HOME MADE）
衬衫

AKIRA NAKA

富于流动感的美丽褶皱从肩部一直

延伸到肋部，与直线条的衬衫的结

合让人联想到强韧又柔和的美。

36,750日元

AKIRA NAKA （ESTEEM PRESS）

　
　
　
ITEM

 
 02
-03

眼镜

alain mikli

高级设计的纤细边框

带来清晰的视野，营造知性印象。

钛镜架（左）79,800日元

钛镜架（中）79,800日元

金属镜架（右）35,700日元

alain mikli（mikli日本）

外套

JOHNLAWRENCE SULLIVAN

暗色调印花布料图形化地体现出了

针织粗花呢外套的质感。仅仅穿上

这优雅的外套就能够振奋精神。

66,150日元

JOHNLAWRENCE SULLIVAN

（JOHNLAWRENCE SULLIVAN）

巴拿马帽

Borsalino

技师手工制作，气度不凡的白色帽

子。戴上之后，心情也变得优雅起来。

44,100日元 Borsalino（test,）

鞋

Trickers

纯白色的皮鞋衬托出脚的美丽。穿

上老牌制鞋厂的精品皮鞋，走起路

来也气势十足。

58,800日元

（Trading Post涩谷店）

提篮

UNITED ARROWS

能够像环保袋般轻松携带的提篮。

黑色加流苏的设计，外出随身亦优雅。

（UNITED ARROWS原宿总店 女士

馆）

L大号 2,520日元／ M中号2,310日

元／ S小号2,205日元

UN I T E D  A R R OW S ( U N I T E D 

ARROWS原宿总店 女士馆)

长装

matohu

日本传统长装与洋装的混合体，

matohu的代表作。类似和服的直线

条简洁设计让穿着者风姿优雅。

115,500日元 matohu （LEWS 缠）

背心

THOM BROWNE

白色背心给人以洁净的印象。

大开襟的亨利企领强化了直线设计。

15,750日元

THOM BRIWNE (LOVELESS)

纤细中带着强韧。
轻柔却不失沉稳。

摄影 ●内藤SATORU，矢吹健巳［FEMME］  撰文：古泽 大



让人心潮澎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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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me这一与众不同的品牌是在

2011春夏时装展上初露峥嵘的新锐制作。

其设计理念是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战斗

服”。这样说的话，也许会让人联想到强势

肩线。通常，面向“战斗的女性”的设计总

是倾向于大都市中的伪装风格，即与混凝

土相匹配的暗色，模仿高层建筑的直线条

剪裁。与之相对的，mame的服装则具有纤

细的装饰性的细节设计。稀有且经过精密

计算的图形，绘有复杂而美丽的图案的蕾

丝，采用皮革加工工艺制作的聚乙烯材料

饰品与面罩。相比“战斗服”的概念，这些

反而会让人联想起传统工艺品的精细手工

工艺带来的精炼感与完成度。

   　　曾经的“女强人”志向（至少在日本

是如此）是与节节上升的经济增长捆绑在

一起的。当然不是谁都能成为“精英女性”

的，以女强人为目标、哪怕只在时尚上向

女强人的模样靠拢等等，表明了这是一个

拥有憧憬和梦想的时代。但是，随着经济

陷入低迷，就业状态趋于不稳定化，“女

权运动”的思潮并没有成为广大“普通”妇

女的“福音”。作为对这一社会状况的反映，

或是单纯对极小化、概念化的90年代模式

的反驳，2000年代的女性特别是少女时尚

呈现出多个“族群”平行化的流行趋势。

　　　被称为“女孩文化”的趋势是伴随

着“少女”这一文化阶层的出现而产生的

一种子文化。但是，2000年代的“女孩”更

加内向、保守，自我保护意识更强。“红文

字系”杂志提出的  “人气美女”也好，保有

对抗文化的同时以复古的少女风或“公主”

风为象征的洛丽塔风格也好，“蓝文字系”

杂志提出的“蓬松”路线也好，都是与80

～ 90年代的“战斗女性”形象相对立的。

事实上，在被称为“10年代”的当今，至少

在流行领域，这些潮流正在迅速地陈腐化

之中。

　　　mame所提出的“战斗的女性”形

象并不是单纯地向更早的时代回归。设计

师黑河内真衣子曾经任职于株式会社三

宅设计事务所，具有A-POC以及时装展的

企划、设计工作的经验。作为她的强项的

纤细剪裁，离不开与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人

脉关系的技师们的协同作业的支持。还有

就是她对聚乙烯以及化学纤维等人工材

料的大胆使用。古典、民族风与未来的质

感相融合的，不可思议地精炼而成的独特

世界就此诞生。细节的纤细程度、既不隐

藏也不扭曲身体曲线、描画固有之美的

设计、对经典的致敬与对未来的憧憬并存，

mame的时装展所要表达的不是防卫他人

的荆棘与毒刺，而是具有柔和妩媚的力量

以及包容矛盾事物的灵活性的新时代女性

的“凛凛风姿”。

小泽京子Kyoko Ozawa1976年出生于群马县，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单位取得退学。东京大学全球COE“为了共生国际哲学教育研究中心（UTCP）”特聘研究员。

面具 60,900日元 mame（黑河内设计事务所）

项链：使人联想起古代剑士的胸饰的设计，通过采用透明的丙

烯树脂，给人以轻便简练的印象。附属部件采用柔软的材料制

作，充分考虑到了佩戴的舒适性。

53,550日元  mame （黑河内设计事务所）

蕾丝连衣裙：仿佛深夜的天空般的深蓝色与纤细的蕾丝的美丽

结合，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随风摇曳的花边也是如此优雅。

86,100日元 mame（黑河内设计事务所）

手镯：民族风中透着动画片女英雄变装道具风格的设计。因为

采用透明材料，所以不会显得过于厚重，无论流行或是摩登服

装，均可搭配。

22,050日元  mame（黑河内设计事务所）

蕾丝罩衫：乳白色晨霭般惹人注目的蕾丝罩衫。背部的剪裁与

胸前的主题中隐含着运动元素，搭配风格广泛。

57,750日元 mame（黑河内设计事务所）

摄影 ●内藤SATORU（P.04），矢吹健巳［FEMME］（P.05）　撰文：小泽京子

第二届 m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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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月香里（模特／表参道）

帽子 参考商品

paille d’or by Barairo no boushi

摄影●矢吹健巳［FEMME］（P.06、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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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0）     赤坂纱世（P.06、12）

撰文●芦田裕史

风姿卓越，
内涵沉稳，
至重、至轻。

帽子作为着装品味的体现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但是，无论身处哪个时代，宽边女帽

总能给女性增添气质

帽子44,100日元　

Stephen Jones ／ test,

裙装

YOHJI YAMAMOTO INFORMATION DESK

Studs pierce耳钉8,400日元

YOSHiKO CREATiON ／

RE.BIRTH information desk

盛装打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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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OYS（DJ ／原宿）

大衣72,450日元

MOLFIC ／ ESTEEM PRESS

大衣 参考商品

araisara ／ ESTEEM PRESS

紧身衬衣 参考商品

araisara ／ ESTEEM PRESS

裙子 参考商品

araisara ／ ESTEEM PRESS

指环23,100日元

YOSHiKO CREATiON ／

RE.BIRTH information desk

指环21,000日元

YOSHiKO CREATiON ／

RE.BIRTH information desk

耳环 设计师的私人物品

大衣是身上所穿着的最外层的衣服，

是身体的表面。

具有一件衣服就能够改变氛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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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裕志（商店店员／涩谷）

衬衫 参考商品

Luciole_jean pierre ／ XANADU

衬衫35,700日元

YOHJI YAMAMOTO／

YOHJI YAMAMOTO INFORMATION DESK

西装背心  参考商品

YOHJI YAMAMOTO／

YOHJI YAMAMOTO INFORMATION DESK

背带12,600日元

YOHJI YAMAMOTO／

YOHJI YAMAMOTO INFORMATION DESK

西裤56,700日元

YOHJI YAMAMOTO／

YOHJI YAMAMOTO INFORMATION DESK

颈环39,900日元

YOSHiKO CREATiON ／

RE.BIRTH information desk

白色衬衫因其简素

而会为与其他物品的组合

而大幅左右。

与黑色西裤的巨大反差，

反而催生出最佳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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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tourei（时尚博客作家／青山）

太阳眼镜25,900日元

Ray Ban ／ Reminence Tokyo

太阳眼镜在遮蔽视线的同时

让感情也趋于中性。

看不见喜怒哀乐的

硬质表情。

针织外套31,500日元

YOHJI YAMAMOTO／

YOHJI YAMAMOTO INFORMATION DESK

百褶裙89,250日元

YOHJI YAMAMOTO／

YOHJI YAMAMOTO INFORMATION DESK

太阳眼镜43,050日元

LINDA FARROW／ test,

指环 各23,100日元

YOSHiKO CREATiON ／

RE.BIRTH information des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