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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符号与大众生活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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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时尚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样式，一种行为方式，更包含着一种意义，一种文化。时尚肇

起于传统与求变之间，发端于社会一体化与个性差异间的张力，借助于大众传媒的滥觞和发

育。生活在时尚符号泛滥的大众时代的人们，应该为不断出现的时尚符号赋予更多的意义，在大

量消费时尚符号的同时，保持人自身的本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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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尚的一般性分析

在形形色色的有关时尚内涵的界定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两大类：一是侧重于其作为一种流行的行为模式，

二是侧重于其包含的文化内涵。前者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金布尔· 扬认为：“时尚可定义为目前广泛使用的语

言、时兴式样、礼仪风格等表现方式和思维方式”；后者则立足于挖掘时尚所体现的价值观及文化内涵。美国著名

社会学家 @·布鲁默认为，时尚是一种“流行的或被接受的风格”，常常“被认为是高等的做法”，以及在某些领域

具有比较高等的价值 I % J。德国的西美尔认为，“时尚只不过是我们众多寻求将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性差异化意欲

相结合的生命形式中的一个显著的例子而已”I ! J ’ KL! *。本人认为，时尚是社会变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时尚不仅表

现为一种物质样式、一种行为方式，更包含着一种意义，一种文化。它是根据历史地变化着的各种代码、样式和符

号系统制造出来的。

时尚的表现形式，即时尚的外延可分为 $ 个层次：物的流行，这种时尚是以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媒介的流

行为基础的，它离不开商品的销售，并有赖于媒介的宣传；行为的流行，诸如游戏、休闲、兴趣等行为方面的时

尚。这种行为的时尚一般都是以群体行为的形式出现的，往往需要经过精心设计并与活动或人际交往的公共场

所发生联系；观念的流行，它既可能是一种较为深刻的哲学或价值观，也可能是一种不太复杂、寿命也短的思潮，

还可能仅仅是某些流行的词汇或语言。

把时尚置于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便会发现它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符号特征。时尚事实上是某一群体

在某一特定时期的文化环境中变更既有风俗后，正在建立和被接受的生活方式和日常行为方式，它弥漫于社会

各种群体和阶层，呈现出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变迁中的一种风气（A,M8），即生活风格。作为一种生活风格的时尚，

在内容上，它具有这样或那样的丰富性或完整性，在表现方式上具有明显的制度性。生活风格上的时尚涉及到服

饰、语言、休闲方式、生活态度和社会交往的诸多层面，并有一整套与之相应的文化项目元件。考察了时尚的内涵

和外延之后，还必须对时尚符号的肇起、流行作一番发生学的研究。



时尚的流行首先植根于人的好奇心。早在一百多年前，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就将“时新原则”视为驱动

现代时装变化的基本动力。凡勃伦在嘲笑资产者要靠服装上的“炫耀消费”和“炫耀闲暇”来显示自己的富有和不

必从事体力劳动后，接着指出：“在这两个原则以外还有一个第三原则，也具有几乎同样严格的约束力量⋯⋯。服

装不但在高价上和不方便上必须有明显的表现，而且必须考究时新。”如果我们接着凡勃伦的论述往下分析，就

可发现，时尚的新颖性实际上既有时间的内涵也有空间的内涵。从历时态的时间角度说，时尚的新颖性表示和以

往不同，即所谓“标新”；而从共时态的角度说，时尚的新颖性表示和周围的他人不同，即所谓“立异”。标新遵循的

是凡勃伦所述的新奇原则，越新越好，正如瓦西列夫所说：“时尚有权以自己的独出心裁使人感到惊奇，有权嘲笑

任何陈旧的传统，影响人们的鉴赏力，形成不断变化的美的信条”。!" #如 $% 世纪 &% 年代牛仔风劲吹’ 崭新大胆的

服饰也带动了具有前卫和幻想色彩的化妆和美发时尚。与此同时’ ( 型舞台上骨感模特引发的巨大冲击’ 更使

“美学”定义的空间大大拓展；立异遵循的则是“自我个别化原则”，即显示自己的个性、不与他人雷同。因此可以

说，时尚肇起于传统与求变之间的差异，发端于社会一体化与个性差异化之间的张力。

有能力开创一种风气的人，大多处于某种强势地位，能够有效地对他人施加影响，这是使一种风气成为时尚

的重要条件。而作为时尚的追随者，一部分是所谓的“前卫派”，他们是扩展时尚的中坚力量，他们凭借情感、诉诸

理性，尽己所能地传播、辩护，使时尚合情、合理、合法化，他们是时尚之所以为时尚的依靠力量；另一部分则是人

数更多的所谓“影从者”，他们或出于自身的现实需要，或受到外力的逼迫。当人数众多的“影从者”被卷入某种时

尚时，就表明某种时尚的正式形成，因此，“影从者”是最终成就时尚的人。不幸的是，当他们成就某种时尚的时

候，也几乎同时宣告了某种时尚的终结。西美尔说：“一旦较低的社会阶层开始挪用他们（时尚开创者，引者注）的

风格，即，越过较高社会阶层已经划定的界限并且毁坏他们在这种时尚中所具有的带象征意义的同一性，那么较

高的社会阶层就会从这种时尚中转移而去采用一种新的时尚，从而使他们自己与广大的社会大众区别开来。”! $ #

) *+, -这样，就使得一种风气的扩展及时尚符号的确立总是在不断的形成与消亡中动态地进行着。

正是这样，时尚的短暂的文化特性也就不言而喻了。时尚的短暂性是时尚与习惯、常规相对立存在的基本特

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时尚的短暂性是由时尚的新颖性决定的，因为任何行为或事物一旦失去短暂性的特征，成

为一种长期存在的模式，就会失去其新颖性的特点，也就难以继续吸引追随者。任何一种时尚都是在不断变化

中，时尚的轮换性是一种必然。一般说来，时尚的轮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世俗式，另一种是变换式。

世俗式，就是将原来十分时尚的东西进行改造，成为很多人都能接受的世俗的东西。在国外，桌球是一项高

档的文娱活动，到了中国以后，这种高尚的活动就慢慢地变成了十分普及的大众化的娱乐活动，人们不再强调桌

球特定的设施要求和基本的礼仪风度，只要能够达到娱乐的目的就可以。

变换式，是将过去曾经流行过的东西进行包装而成为时尚。如文身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吴越等

地，早期土著民族就有“断发文身”的习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民族文化逐渐消亡。./,/ 年以后，文身被视

为土匪、流氓以及不良分子的标识，如今文身又开始复活，都市里的人们已经注意到文身的审美价值，敢于领潮

流之先的人就将自己喜欢的图文刻在身上，显示一种脱俗的美。

时尚的肇起、流行和其实现途径，有时是借助于组织化极高的机构和群体，利用其权力优势强制推行，但更

多的是通过社会流动和信息传播自觉或不自觉实现的。在现代社会，时尚的真正制造者是大众传媒，因为所有当

代人所感知的世界都必然要以大众传媒为中介，都是大众传媒所呈现给我们的世界图景。在一个世界变成图景

的时代里，大众传媒具有全能的品格。虽然我们可以说大众传媒发布各种消息的终极目的，是赚取以商人为主的

客户的钱，因而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受制造商和经销商们控制的。但是由于商业对大众传媒的全面依赖，使它无力

且无意对抗和指挥大众传媒整体。所以，大众传媒的全能品格并不会因商业化而受到损害。事实上，大众传媒本

身就是文化和商业合二为一的产物。于是我们看到了大众传媒不断预测各种流行趋势，赞美各种产品，推出歌

星、影星、体育明星、彩票中奖者等各类大众偶像，而无数的人则开始疯狂地追逐这些已成为时尚的事物和人

物。

显然，一种时尚的确立，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甚于心理因素的作用。一个具体的文化环境所属社会的惯性，

社会宽容和开放程度，开创者的权威性和前瞻力，传播渠道和方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无不影响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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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形式、过程和意义。与其说时尚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毋宁说是一种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由此，对时

尚这一文化现象做一种符号学的实证性分析成为可能。从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到罗兰·巴特对通俗文化的研

究，开辟了对大众生活的符号学研究的通道，因为 “对各种符号的符号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它忽视符号在

其中被用作交流形式的各种语境⋯⋯，而是基于我们可以将那符号置于其中的各种社会关系”() *。

二、时尚的个案分析

郭沫若说过：“服装是文明的表征，服装是思想的形象。”人的着装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它的

有形和无形的价值是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服装作为物质实体，从外向观，服装与人相依相伴，凸现出形与象的

光彩；做内象观，服装体现人的思考，展现着精神和生活态度。对源自美国，而从上世纪 +% 年代开始流行我国至

今的服饰时尚——— 牛仔裤作一种文化符号学的考察，对理解时尚的意义是饶有意味的。

牛仔裤是一种极为实用的服饰，它舒适、耐用、有时也很便宜，并只需要 “低度保养”（,-. /0123420254），牛仔

裤的功能性是其成为一种服饰时尚的前提，但它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如此流行，更无法解释它能如此广泛地涉及

整个的社会生活系统和社会范畴系统。我们无法根据任何一种重要的社会范畴系统，如性别、阶级、年龄、民族、

宗教、教育等来界定一个穿牛仔裤的人。一般说来，穿着牛仔裤有两个主要的社会群体，其一是年轻人，其二是蓝

领阶层，但这两个群体应被视为符号学意义的，而不是社会学意义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意义的中心，而非社会范

畴的中心。这种符号学上的意义，表现为他们否定社会差异性的文化心理诉求。牛仔裤被视为非正式的、无阶级

的、不分男女的、且对城市与乡村都适用的。穿牛仔裤是一种自由的标记，即从社会所强加的行为限制和身份认

同的约束中解放出来。这里的自由是指“自由地成为我自己”。牛仔裤里面社会性差别的淡化，使人有自由成为自

己。当然，这里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渴望成为自己，反而导致与他人相同。渴望成为自己，并不意味着渴望

与他人全然不同，毋宁说它渴望着将个人的差别放置在对某一商品的共同使用中。时至今日，牛仔裤已泛化到其

他人群，闻名世界的硅谷，在这个专家、教授、学者、工程师等白领云集的地方，即使在正式的工作日，来去匆匆的

人们也大都穿着牛仔裤，那种规规矩矩的西装革履的“英国绅士”在这里难得一见。硅谷人被称为新的价值观的

代言人，他们崇尚自由、平等、宽松，不喜欢发号施令。也正因为如此，牛仔裤成为时尚。惠普公司副总裁比尔·鲁

塞尔说：“在硅谷最重要的经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在硅谷并没有人为了便于交往而故意发起那些非正式

的穿着革新或别的什么，在这里的每个人只是想留给他人一种轻松随意的印象”。实际上，随意的穿着，宽松的环

境，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方便了人们的沟通，也为硅谷的人际交往和知识的创新创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

牛仔裤所隐含的天然的、非天然的的意义，与其他意义一道，构造着与美国西部神话之间的关联，其所指涉的，是

有关自由、平等、粗犷和勤劳（以及休闲），还有进步、创造的观念。

倘若今日牛仔裤穿着者想要在大众的一致性中脱颖而出，显示自己的个性，甚至流露出一种对社会的反叛

心理，那么，他们需要以某种方式对牛仔裤的原形加以损毁——— 如扎染花色、不规则漂白、或者故意弄破。如果说

“完好无损”的牛仔裤所包含的是当代美国共享的价值，那么，将之损毁变形，便成为自身与现存价值观念、影从

者保持距离的一种方式。而这正体现了时尚肇起于传统于求变之间的差异，发端于社会一体化与个性差异化间

的张力的特点，也体现了生活在大众时代的人们在时尚这种游戏中安顿自己、满足自己特定文化趣味的要求。牛

仔裤的物质功能是保暖、舒适、方便，其文化功能则关乎意义与价值观。牛仔裤具有符号学意义的丰富性及多元

性，牛仔裤所承担的意义，既关乎共同的社群，亦关乎个人主义。

让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另一种时尚——— “麦当劳热”所隐含的符号意义。“麦当劳”于美国，作为一种以快捷、廉

价而又富有营养价值的食品，其所表征的，大多只是快节奏的信息社会的快餐符号意义。而在我国，自上世纪+%
年代流行之后，作为一种时尚，对我国老百姓来说，麦当劳作为美国文化的符号意义比它作为快餐意义更为重

要。光顾麦当劳体验他们想象中的“美国文化”要比去那里吃汉堡包更有意义。麦当劳也同时成为中国老百姓心

目中“现代化幸福生活”的象征之一。对于讲究面子的中国人来说，在麦当劳就餐与在中式餐馆就餐的感受是很



不相同的。在麦当劳，菜单品种有限且品种之间价格差异不大，低收入者的偶尔光顾，不会因此露穷；高收入者的

经常涉足，也并不因此显富。相反，在中式餐馆，花式品种丰富多彩，价格也各式各样，餐馆各个厅房设施不一，收

费标准差别甚大，这样便使就餐者消费水平暴露无遗。正是通过上述不同感受的比较，顾客们体会到麦当劳餐厅

里民主、平等的氛围。在这里，麦当劳首先是一个体现着民主、平等的一般象征符号。当然这一符号对于不同的消

费者群体而言，还包含着不同的个别性的意义：在一些年轻白领看来，麦当劳的就餐环境既浪漫又舒适，他们把

在麦当劳吃东西看成是很有意义的一种饮食文化的体验，是走向现代社会的新型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对于儿

童来说，到麦当劳吃东西是一件令人高兴，可成为对人炫耀的资本的事情；对于大人来说，则是向孩子表达奖赏、

激励与爱心的一种方式。 麦当劳不仅为中国人带来一种饮食时尚， 还使他们接受一种行为举止， 一种文化符

号。

总之，时尚作为一种流行开来的社会现象，不仅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生活、行为方式

产生影响，而且直接作用于人们的生活、行为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对人们的人生、价值观念产生影响，成为一种具

有丰富意义的文化符号系统。

三、大众时代时尚符号消费的特点

我们处在一个大众生活的时代，一个时尚符号大量被制造、被消费的时代 。前大众时代的人对时尚的追求，

曾经为他们日常苦闷艰辛的生活增添了无数的梦幻和向往。但他们面临着权力和金钱匮乏的生存困境，他们对

于时尚的追求存在无法逾越的限度：即权力和金钱所许可的限度。前大众时代的时尚追求是一种刻苦努力的模

仿，而大众时代的时尚追求则是转瞬即逝的种种欲望的消费和投射。发达的经济生产允许更多的人从事符号的

生产和消费，专事时尚符号生产的机构大量涌现，每个人都义无返顾地加入时尚符号消费的舞台。在前大众生活

时代，时尚符号的存在体现为时间的积累，而在大众时代，时尚符号的存在则体现为空间的会聚。大众传媒的发

达，使得时尚符号有可能爆炸式地繁殖，并且迅捷地传递开去。大众传媒还能将原本不供交流、不具意义的对象

变成符号，进入意义系统。媒体不是符号的被动载体，而是更深切地改变了符号的原始面貌。然而，大众传媒在制

造出了时尚符号之后，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它，恰恰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接受时尚符号的支配：它所制造

的生活方式一旦成为时尚之后，就不得不这样。这是因为，大众传媒的常规功能就是呈现大众的生活方式。这一

点可以从各种时尚的形成过程中清晰地被揭示出来。其中最生动的例子便是大众偶像在成名前后对待大众传媒

迥然不同的态度：当他在尚未成为大众偶像之前，他会谦卑而热切地求助于大众传媒，而一旦他成为了大众偶

像，他就会反过来成为大众传媒所追逐和表现的中心。——— 这就是存在于大众传媒和时尚之间的怪圈：大众传媒

制造了时尚符号，时尚符号则把大众传媒降格为追随者，而二者的循环构成了大众文化的完整的生产过程。

由于传媒事业的发达，现代商业广告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广告的渗透性使得广告连同它的产业、产品与

文化，共同构造了罗兰·巴特意义上的一种“历史性的协同行为”，规范着人们的衣着举止、饮食起居乃至文化趣

味。自然，广告也成功地传达着时尚创造者和引领者的良苦用心，引诱着其追随者随风而行。罗兰·巴特在《符号

学原理》中把许多意义行为符号化，将它们分别归入诸如 “衣着系统”、“食物系统”、“汽车系统”、“家具系统”，或

其它新的符号系统。可以说，由商品社会和大众传媒所提供的每一种时尚，都能作为符号来解读。在大众时代，符

号的丰富性大到了过剩的水平，除非在穷乡僻壤，每个人都超负荷地享受或承受着符号，自发的或被营造的符号

消费作为最基本的生命冲动、存在体验和生活风格成为时代的象征。

在大众生活时代，时尚的力量来自人的陈旧性。人一旦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无可挽回地进入一个单向的陈旧

化过程中，对身边的一切慢慢地变得熟视无睹，要抵抗这种陈旧，时尚是一付最好的药剂。时尚为我们提供了一

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任何东西都处在流动中，在时尚的领地里没有永恒的说法。追求时尚的你必须时时刻刻

保持着对它的激情，在时尚中的人就是时时刻刻被刷新的人。大众将时尚买回家，同时也将他们对自己的陈旧化

的克服感买回了家。这就是时尚的迷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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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对于大众来说，还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有效的证明方式。大众之所以是大众，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在社会生

活中处于微末地位，处于不被重视的底层，边缘处境使他们无法找到自我确证、自我舒张的方式。而时尚正可提

供一种廉价（当然，有时是昂贵的）可行的改变这一处境的方式。对于大众来说，在时尚中，他们的自我中心欲及

精神的需求，甚至是萦绕在心中的梦想会得到满足。前几年兴起的“金庸热”就是一个例证。金庸的武侠小说的意

义与价值正在于它的现代性，江湖世界、大侠形象反映了人类古老的英雄梦在大众生活社会的延续，又是羁縻于

世俗社会的现代人试图超越具体时空限制的替代性投射。虚拟的江湖世界，正是人类永恒的乌托邦幻象的本能

在现代文明中的体现，它满足的是人性中固有的好奇心和幻想力。

在生活节奏极快的现时代，人们记忆的物质载体被证明是不可靠的，因为今天居住过的楼房也许明天就被

夷为平地，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如果记忆是构成个体意识的源泉的话，那么现代大众靠什么辨认自身呢？仍

然只能是符号。符号是他们维持记忆的主要手段，在符号的偏好习惯上构成了个体差异的重要标志。正因为“我

怕别人把我忘了”，所以名牌才能卖到天价，再出格的装束也有人穿，再无厘头的节目也有人追着看，只因为这是

符号，是个体的标识。大众时代的符号产品向人们提供烂漫、执着、生死不渝，也向人们提供叛逆、另类、玩世不

恭、愤世嫉俗，甚至还可以向不满这一切的人提供孤傲和淡泊，你有选择一切的自由，就是没有不选择的自由。过

量的符号泯灭了符号之间的差异，众多的 “个性”消解了个性本身，这是时尚符号本身给我们提供的一种现实的

矛盾，这也是大众时代时尚符号消费的特点。

生活在符号泛滥、意义相对匮乏的大众时代的人们，虽然整理符号的能力不断提高，但却找不到那么多的意

义来填充随处可见的符号，也不可能像生产符号那样迅速地生产意义。人们很难解释那些无旋律的噪音或震耳

欲聋的宣泄为什么也能称之为音乐，人们也很难解释某些莫名其妙的或甚至充斥着暴力的行为为什么可以名为

行为艺术。于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到应付符号意义的汪洋中去。人们总是依据经济省事的原则

采取了压缩的办法，就是把一个时代或地域的符号系统加以精简，将这一系统内丰富的能指和所指以及它们之

间纷繁复杂的关系统简化，用有限的几个能指指代系统所有的意义，符号能指几乎就等于所指，能指和所指的二

元对立几近泯灭。于是，服装的款式比料子更重要，音乐不在乎是演奏的还是()*) 合成，演唱不在乎真唱还是假

唱，旅游景点不在乎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 误解伴随着了解、扭曲伴随着把握。进一步，在大众社会里，经济取

得了对符号的绝对支配地位，一切符号都可以交换，一切符号都可以通过货币单位折算其价值，只要掌握了经济

力量，包括“崇高”的符号也可以买得到。这或许就是后现代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削平深度，走向平面。

现代社会物质生活的相对富裕使我们有可能在谋生的艰辛之余，专心于符号与象征的世界，对于时尚的创

立者，他们是人群中的优秀者，他们有时甚至很少想到要领导潮流，而是一种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自然涌动，有时

候仅仅是一种自娱。但更多的时候，创立时尚是长途跋涉之后的顿悟，是面壁十年之际的会心微笑，是用毕生的

精血点燃的瞬间辉煌。而对于那些影从者，也许他们含辛茹苦，偶尔也风光一阵，然而，到头来一无所有，别人的

终究是别人的，太阳下山了，留下的只是一片迷乱的星空。对于他们来说，符号与实体，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永

远是任意的，思想和行为也是任意的居多，主体成为符号的隐喻，被抽空了物质内容，主体被符号化。当然，物质

力量支撑的符号世界同样造就出一批拒斥现实符号化的人。远离时尚固然是一种淡泊和超然，一种无言的自然，

但远离时尚并不容易，似也无必要。问题是在消费时尚的同时，如何保留下风格，在挥洒符号的同时，如何为符号

充实意义。“时尚来去匆匆，唯有风格永存。”当夏奈尔携她的短衣窄裙引领时尚，成为不可动摇的独特风格的时

候，她的这个论断，才更加地耐人寻味起来。风格、意义固然存在于时尚之中，但时尚代替不了风格和意义。追赶

时尚是一种不用多少智慧而却充分暴露情性的行为，然而，展示风格，寻找意义则需要智慧的头脑、文化的积淀、

品位的超前、思想的求异。时尚允许短视，不需要永恒的生命力，而只要瞬间的燃烧，然后成灰，灰飞烟灭；而风格

和意义必须悠久，是一生一世，甚至生生世世。正如今日的时尚中，唐装可以忽然大行其道，但在我们血液里沉积

了几千年的，是中华民族用智慧、文化凝聚而成的，永久的、不变的风格和意义。要使时尚积淀为风格，要使时尚

符号的消费获得伦理的合法性，人们能够做的就是为不断出现的符号赋予种种的内容，寻找种种的意义，在这

里，能指等待着所指，符号等待着意义，这种等待的实现，就是人类文化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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