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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时尚的演进：
时尚符号与生态的依存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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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时尚的存活需要依托于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在当代，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态问题，生态意义不

仅是时尚符号必须考虑的价值因素，同时也应当成为时尚形成和创新的新思路。在社会环境和人们观念的不

断演变中，时尚将受到怎样的影响，将如何改变；借助时尚对生活的入侵，能否为生态建设产生积极意义。 本

文运用符号学理论，理清当代时尚的转变形式，试图找出时尚在当代的转变原因及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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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rvival of fashion depends on sound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mod-

ern times, people ar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ecology. The significance of ecology is not only a value factor

that fashion symbol must be considered, but also became a fashionable 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ideas at the

same time. What is the fashion's future and how will the fashion be affected with the unceasing evolution of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human ideas? With the aid of the fashion's invasion, whether there i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uses the semiotic theory and perspective to clarify the

transition of the fashion and tries to find the cause of transition and the trend of the fashion at the presen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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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尚、生态、人之间的依存与互动

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满

足了基本生存条件的人们，开始追求体现价值和

满足欲望的符号意义。 人们对符号的认知与运用

的逐渐成熟，在满足了自身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

文化的进程。 时尚这个在消费时代被逐渐熟知的

符号，为社会和受众提供了价值取向和消费欲望

的表现方式，并伴随着文化环境的不断演进而逐

渐成长和壮大。

时尚创生于人类社会， 并在社会环境下得以

存在和发展，它的演变不可避免地迎合了社会更

迭的节奏。脱离社会环境的时尚只能是昙花一现，

甚至成为负面的典型，如皮草从广为流行到被抵

制；而配合社会环境的转变，将时尚结合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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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伐，会产生新的潮流和生产力，例如，当代社

会对有机食物的关注， 以及绿色食物所引起的健

康风潮，其社会影响力与经济效益十分显著。这些

现象都说明， 时尚对社会环境的敏感更具体地表

现在对于生态的依存和呼应。

生态在社会环境中的重要性， 从关系到人类

的生存与发展逐渐延伸到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

生态激发的人们对环境的关注， 不仅帮助人类自

身生存，更是引发对人性的理解与反思。时尚符号

的外部表征由丰富的元素、风格组成，而要最终产

生符号意义并给大众留下印象和思考的空间，则

需要依靠社会环境赋予时尚符号化的内涵。 生态

则成为提升其符号意义的有效途径之一。

无疑，时尚与变化有关，它通过变化来传播信

息，也通过变化来适应社会，从而得到发展。所以，

人们通常认为时尚是一种特立独行， 是一种标新

立异，不需要符合规范，这也使得每一种时尚的形

成总是伴随着异样的眼光。 尽管这让时尚很容易

被人们关注和识别，但是，时尚已经超越了它最初

只局限于穿着外观的界域， 而以变幻多样的形式

不断增强对品味、理念乃至道德规范的影响。这是

时尚在现代的演变， 是社会环境带给时尚的深厚

内涵，也是生态赋予它的伦理道德。

从符号学角度去理解时尚的意指过程， 对于

时尚符号的分析很有帮助。 符号意指的三分式包

括：表征、对象、解释项，本 文 将 时尚 作 为 一 个 文

本、符号来进行研究。符号学家皮尔斯将符号意指

分为三元，即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①再现体是符

号可感知部分，即符号载体，这在时尚符号中表现

为能被大众感知的物质表象； 对象是符号指向的

某种东西，它未必是实在之物，而是符号的意指对

象；解释者对符号的理解称为解释项，符号的美妙

之处正在于， 可以被任何人用任何解释项进行诠

释，这也形成了解释项在符号中不可或缺的功能。

所以， 时尚背后的符号解读和意义具有十分重要

的价值。

巴尔特认为：“意象系统把欲望当作自己的目

标，其构成的超绝之处在于，它的实体基本上都是

概念性的：激起欲望的是名而不是物，卖的不是梦

想而是意义。”②消费时代所带来的幻象消费，让人

们获得了欲望发泄和价值实现的另一种途径，在

创造出崭新的生产力的同时， 也对符号意义的创

造形成压力。时尚被理解成符号，便可使得任何解

释都有其存在的理由， 其强大的包容性和实用性

使得时尚符号能够拥有众多的追随者和创造者。

理解了符号的意指， 便可解释我们在面对时尚符

号表征时，何以能获得各式各样的反应和认识，即

意义外延，同时也会产生丰富的暗示和意义内涵，

即解释项。时尚在发展过程中，见证了文化的创造

与更迭， 它通过不同时代的社会环境所赋予的文

化力量，来重构出不同的潮流。 于是，时尚符号必

须携带社会既定的伦理和道德标准。

时尚的发展受到生态的影响， 也获得生态所

赋予的能量， 其最终目的是对同时期社会发展的

促进和协调，也即通过调节人们的欲望，刺激消费

的行为，满足社会的沟通与认可，传播当时的社会

发展目标和发展定位， 最终改变人们的心态与价

值观，使之保持与社会发展方向的一致，合力产生

前进的动能。

将时尚、社会、生态与人相联系所塑造出的消

费幻象同时融入商业化的最佳案例， 当属于迪斯

尼乐园。 这座乐园正是通过描绘出人幻象中的完

美世界， 不仅让人满怀欣喜地走进这个容纳着各

种童话和未来的幻象中， 而且让人们主动为自己

的幻想买单， 甚至试图在每一位游客心中塑造出

某种美国价值观的幻象。 这些幻象并不局限于狭

①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②巴尔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敖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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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商品，它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并逐渐成为

消费行为中的主角。迪斯尼之所以成为时尚，并一

直得到人们的认可，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时尚与社

会环境产生呼应， 它借由美国独立时期的自由精

神和对未来的期待，以及人们对爱情、友情、幸福

的渴望，将美好的道德伦理融入其中，获得最广泛

的受众认可和感动，因而，这样一个品牌在现代继

续拥有可观的价值，并持续性地对社会产生影响。

时尚符号在现代社会的影响力十分显著，在

受到关注的同时， 也必然受到文化和发展目标的

制约。 生态的健康、道德伦理的制约，关系着社会

环境发展的状态，如何使时尚在其中生成合力，在

生态规律和发展目标中寻求到生存的路线， 甚至

萌发新的灵感， 是当代时尚形成时必须考虑的因

素。在新时代背景下，人们能够感受到全球化进程

带来的信息冗余和繁杂， 观察到现代人接触信息

的方式和态度的转变， 以及对信息使用的能动性

的增强。因而，时尚符号在当代的定义和形态正伴

随着社会的推进而不断演变。

二、时尚符号在当代的演变

（一）个体时尚符号的成长

随着当代社会对时尚符号的熟悉和传播，以

及人类对符号频繁的运用， 符号逐渐拥有丰富繁

杂的表现方式； 依靠于历史和文化给予的充沛养

分，它也获得社会和大众认可的意指对象。 但是，

随着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的萌芽和成长，以

及人们对大众传媒的主动使用， 现代时尚符号的

内容不再停留在对外部表征和文化内涵的描述，

个体时尚符号逐渐有了一席之地。 人类运用自己

的经验和意图，不断赋予各种符号以内容和意义，

无数的解释项支撑起时尚符号的价值， 并且仍处

于不断创造、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

毋庸置疑，我们的生活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

化，不管是物质层面或精神层面，人们从来没有如

此意识到自己的主动地位， 并开始明确自己所追

逐的目标，对自我的认识和改造变得更为积极。正

是因为人们对意义的大肆创造和对信息的无限需

求， 使其自身成为备受各种信息和符号影响的对

象。 或许我们可以说，符号满足人的需求，也对接

触它的人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不管是自觉或

是不自觉的情况下，我们被身边的符号影响，同时

也影响了符号。人们用喜爱的符号来设计自己，运

用符号的原则面向社会， 运用符号的表意进行心

理分析， 却也在内心和行为中一次又一次地重塑

了符号的意义。

个体时尚符号的成长速度在当代尤为显著，

它所获得的不仅是越来越丰富的符号意义， 更得

到了社会和人们的包容与关注。 随着时尚观念与

信息在大众生活中的普及， 时尚逐渐成为人们转

瞬即逝的种种欲望的消费和投射， 人们不再止步

于模仿时尚的表象， 开始初探时尚符号的文化意

义， 甚至运用这个符号来表达和传递情绪和塑造

自我。这成为时尚发展的重要助力，也是现代时尚

符号形态中的重要一环。

时尚符号的内容在不断丰富和传承， 越来越

多的 人 自 觉 或 不自 觉 地 加 入 到 时尚 创 作 队 伍 中

来。 伴随着个体时尚符号的不断成型，秩序、阶层

也会在一个整体系统中逐渐生成。 与其说时尚符

号所拥有的外在表征是它吸引大众的主要原因，

不如说其解释项带给时尚符号的无限衍义才是人

们使用它的重要理由， 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时尚

符号在岁月的流转中始终拥有着属于某个阶段的

光辉。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认为：“时尚只

不过是我们众多寻找的， 将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

性化差异化意欲相结合的生命形式中的一个显著

的例子而已。”①时尚作为一种多变且敏感的符号，

十分容易受到社会生态的影响， 并不自觉地与同

①（德）齐奥尔格·齐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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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生态产生呼应。

符号解释项的魅力源自人对符号解读的能动

性。在不同的语境和元语言背景下，都能产生不同

的符号解读方式和结论， 当传播者都在追求意义

传达的精确性时， 时尚却通过人们对符号解读的

能动性来壮大自身。 这包含的不仅是各种各样的

符号意义，更是对人们创造力和主动性的尊重；而

正是因为这样，伴随着社会生态的不断演变，时尚

成长的脚步或缓或急，却从不曾停止，并且始终深

爱大众的注目。

信息大爆炸所产生的泛符号化现象， 使人们

从最开始对无所不在的信息采取排斥和被动的接

收态度， 转向逐渐主动接受并参与评价和传播的

作法。人们面对现代信息的无孔入侵，不再是通过

排斥 和 隔 离 来 保持 自 我 在 信 息环 境 中 的 相 对独

立， 而是选择以更主动和包容的方式来优化自己

所接收的符号。这样一种选择，是在现代信息社会

生存的无奈之举， 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善于协调的

能动潜力， 使得人类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得

以生存和发展。

将个体时尚符号的成长置放于社会生态中，

则能看到生存环境对时尚形成的重要影响。 个体

时尚符号在成长的同时， 必然将自身携带的生态

符号认知带入时尚的定义中。于是，伴随着个体价

值意识的逐渐成长， 时尚符号所携带的人文感知

将越来越显著， 而这也将赋予时尚符号更为深厚

的文化内涵。

（二）流行不等于时尚

毋庸置疑，时尚借由人们的解读而不断发展，

同时也必然受到人们进行符号筛选的牵制。 社会

生态与人的互动，影响着人对符号的选择性关注，

影响着人对符号解读的语境， 也影响了时尚产生

时所挑选的方式与元素。

当一 种 行 为 或 新 事 物 成 为 众 人 模 仿 的 对 象

时，它就是我们称之为时尚的社会现象吗？这也许

是时尚带给人们的最直观的体验， 也就是受众能

直接与之产生互动的环节， 但这样是否是对时尚

的正确认识呢？ 与生态环境相对立的流行现象的

确存在，对皮草元素的使用成为一段时期的潮流，

是什么导致它的转变呢？ 或许我们需要重新认识

何为时尚，只有与流行区分，我们才能把握时尚的

本质，才能理解时尚符号与生态的关联。

关注流行风潮的形成、 消亡以及新一轮流行

的源起这一过程， 没有任何一段时尚能缺少流行

和模仿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使得时尚符号被大众

认可和接受， 同时也让时尚所带来的各种经济效

益、文化效益得以转化。对于那些普通且没有能力

凭借自身努力达到个性化的人而言， 时尚将会产

生一种补偿效果， 因为时尚使他们能够加入有特

色的群体， 并且凭着时尚而在公众意识中获得社

会的关注。 但是，纵观每一次流行的生命周期，跟

随着流行之后的阶段都将是当季时尚的消亡，被

人们喜爱与追逐的符号为何会消失， 甚至是伴随

着流行的过程而逐渐削弱？

齐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中认为：“一旦较低的

社会阶层开始挪用它们的风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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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流行的兴起意味着时尚消亡的开始，将流行

等同于时尚是不正确、不全面的认识。

透过生态背景来观察时尚符号的形成， 每个

阶段时尚的形成都带有同时期时代需求和欲望的

印记，体现了生态符号价值，并寄托对社会认可和

自我价值的期待。 人们追逐着时尚带给他们的消

费快感和认可满足， 开始对更具有独特性的符号

进行挖掘、包装和使用，以求获得新的标识感、独

①（德）齐奥尔格·齐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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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感。 人们在欲望的引导下追求的是流行而不是

时尚，脱离了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规律，一味追求

与众不同的符号意义，一味要成为流行的追随者，

最终只能在时尚的末端触碰最后的繁华， 而这样

的流行只会令时尚的生命周期更短。

通过对现代时尚符号的演变分析，我们发现，

如果说个体时尚符号的兴起使得生态环境与时尚

产生无法割断的联系；那么，对时尚形成的正确认

识将有助于理解时尚与生态的互动关系， 认识到

时尚真正的源起， 并发现时尚符号在自身发展的

同时也能协调对社会环境的认识， 并利用自身影

响力对生态造成积极影响。 而这样一种选择也将

促进时尚的成长。

三、时尚与生态的合力共赢

当代时尚所产生的强大影响力不仅表现在信

息传播的虚拟空间里；在实际生活中，审美、视觉

经济、个人价值都激发出了强劲的引导力，包括：

选择性认识符号，经验性解读符号意义，喜好并追

逐某些符号，意向性的使用符号，等等。 现代的时

尚符号以强势的姿态影响社会与人的发展， 并逐

渐渗透蔓延开来。

在发展过程中，时尚将伴随着表征的不断转

变和更迭，拥有让人目乱睛迷的外部形态，同时受

到人们的关注。在后信息社会，注意力资源已经成

为十分稀缺的经济资源， 它不但成为财富分配的

重要砝码，而且经营注意力资源的产业，如媒介、

广告、体育、模特等行业获得迅猛发展，成为高利

润的新兴产业群，经济链条正在形成。注意力是为

人们对信息判断和筛选的结果， 注意力将时尚在

信息经济中的影响力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利益，进

而越发促进了人们对时尚符号的关注和好奇。

尚·布希亚认为，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

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

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

我们使用的汽车， 也不在于影像和讯息的口腔或

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

为有表达意义功能的实质；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

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

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 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

义，那么，它便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 要

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也就是外在

于一个它只是作意义指涉的关系， 而它的合理一

致性，也就是它的意义，来自于它和所有其他的符

号物之间，抽象而系统性的关系。 ①

时尚的消费过程，正是人们对符号意义的买

单。 流行的不断更迭，人们对不同阶段流行的认

可，更多地是对这些视觉符号所传递出的时尚定

义的认同。这需要时尚符号的定义和传播，剖开表

征的时尚内核，我们观察到的是丰富且具有针对

性的各种文化内涵，这就是人们所消费的符号意

义，也正是社会所赋予它的文化内涵和理解方式。

生态环境对时尚符号带来的影响，十分重要

也非常直接。 时尚符号体现着社会和人类的欲望

和需求，但它也需要借助历史文化的资源来构筑

其叙述语境。 时尚的形成和表达随着社会的演讲

而不断修正，从迎合人们的期待到寻求独特性的

存在； 从被社会的期待所引导到不断试图构造新

的欲望和价值观。但任何演进都无法改变的是，时

尚符号对文化的承接关系越发紧密，与生态的关

联越发紧密；同时，时尚的表达也越发需要文化环

境给予适当的叙述语境，以利于符号解读的顺利

进行。

“生态”一 词 成 为 当代 社 会 的 关 键 词 十 分 必

要， 它代表了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 以及它们之

间、它们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生态学的产

生最早从研究生物个体开始,如今，生态学已经渗

透到各个领域，生态一词涉及的范畴也越来越广。

①（法）尚·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 年版，第 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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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用它来定义许多美好的事物，如健康的、

美丽的、和谐的事物均可冠以“生态”一词作修饰。

随着大众对生态的熟悉和关注， 对生态的解读不

仅存在于客观实践之中， 人们意识上的转变也将

对生态文化的构建产生影响。

生态给时尚提供了形成的元素和内涵，只有适

应于生态环境的时尚符号，才能获得最清晰和最有

效的解读语境、叙述语境。时尚在形成过程中对社

会意识的引导， 以及时尚的变迁对文化形成的贡

献，使得社会、文化与时尚形成活跃的能动关系。

这种彼此关联的强烈互动， 将似乎存在于意识中

的时尚关联到客观的社会实在，必将为我们理解

并寻找时尚的变化提供一个有效途径。

于是，社会的发展裹挟着经济、文化的变迁，

同时，也影响着不同阶段的时尚演绎和解读。在信

息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对本就复杂多变的时尚符

号会产生更多疑惑，越来越深厚的文化环境给予

时尚生成的丰富资源，同时也对时尚的解读产生

干扰。 这些都使得时尚符号伴随着社会的演进发

生着变化， 其存在形式和内涵表达也发生相应转

变；也让我们能够从时尚中观察到社会的改变，从而

切实认识到生态环境对于时尚符号形成的显著影

响。

时尚符号带来的一种视觉文化的冲激，已日

益控制了人们的眼球，而这种新的文化最显著的特

征就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和审

美化，传统审美所特有的视觉愉悦和美感享受已

成为现代日常生活体验的重要因素。 这种变革使

得时尚与同样追求美感的生态产生共鸣和互动。

时尚所特有的吸引力在于， 它同时具有广阔

的分布性与彻底的短暂性之间的矛盾统一。 时尚

的魅力也在于， 它一方面使既定的社会圈子和其

他的圈子相互分离，产生区隔和标识的作用；另一

方面，它却使这个既定的社会圈子更加紧密，通过

规定和定义边界来维护自身的独特和意义。 这也

表现在时尚的形成需要的不仅是自身的时尚符号

定义，同时也需要社会的支持和认同。越是在信息

繁杂的社会环境下， 人们对自身独立的渴望也就

更加强烈， 而一系列的符号选择和定义又都需要

他人、社会环境给予关注与认可，才能产生自我认

可和价值的满足。

所以，此时来看一些被人标榜为“不走寻常路”

的潮流，如果真与生态环境背道而驰，只能遭遇大

众反感而难以成为时尚， 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

渐走入消亡期。 因此，真正了解了时尚的成因，认

识到生态与时尚之间的依存与互动关系， 就能将

流行与时尚进行区分， 并且真正认识到时尚能量

形成的过程和动力， 而不是仅仅在时尚消亡前自

说自话。

总之， 时尚为生活注入了丰富多彩的展示元

素，为社会带来了强势有效的消费动力，为文化带

来了意义解读的宽阔语境， 也为生态的发展带来

新的思路和灵感，促成了一场符号的盛宴。

人们感受着视觉和思想的刺激， 也不断受到

时尚的诱导，艺术与生活、艺术品与商品、审美与

消费之间的距离统统被打破，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成为时代的主流。当我们被时尚表征所迷惑，难以

寻找到其发展规律时， 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作为分

析必要元素的同时， 也成为我们发掘时尚规律的

一个有效途径。

排除时尚符号带给人们的视觉冲激，在感知

时尚背后的文化内涵的同时，我们也正在吸收社会

发展、生态演进和历史文化的养分。不同时期的流

行所携带的时尚元素总有不同，其传播的时尚观

念也不尽相同，但一致的是，它们总会与同时期的

生态环境形成呼应，而这样一种从依存到互动的

过程，展现出社会、人类在意识和个人认知上的扩

充性和能动性，也展示出时尚符号的成长轨迹。这

样一种互动关系和合力所产生的能动效应，展现

的正是人类文化逐渐发展和丰富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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