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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mmel stated in The Philosophy of Fashion that fashion exists in the tension of difference and integration. As 

a product of class differentiation, fashion not only separates different groups, but also recognizes the same 

groups. Women are imprisoned by fixed symbolic boundaries and cultural dilemmas. On the one hand, fashion 

provides them with an established model for gaining a sense of identity, on the other hand, fashion also provides 

women with a platform to express their individuality. Therefore, women use to play a very active role in fashion. 

Until the advent of modern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barrier between men and women gradually melted due to the 

compensation function fashion brought. Women’s imitation of male objective culture became a necessary phase 

for creating female objective culture and they sensitive and fulfilled soul is necessary impetus for female 

objective culture. In this sense, fashion may also become women's fashion after women get rid of cultural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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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中表明，时尚存在于差异和统合的张力之中，它作为阶层分异的产物不仅区

隔了不同的群体，同时也承认了相同的群体。女性便被囚禁在固定的符号边界和文化困境之中，一方

面，时尚为其提供了获得身份认同感的既定模式，另一方面，时尚也给女性提供了表现个性的平台，

因此女性一直在时尚中扮演着非常活跃的角色。直至现代性社会的到来，传统意义上形成的男女藩篱

却又因为时尚的补偿性渐渐消融，其对于男性客观文化的模仿成为了创造女性客观文化的必经阶段，

敏感且饱满的个人灵魂是创造女性客观文化的必要动力。在这种意义上，在女性摆脱文化困境后，时

尚也有可能成为女性的时尚。 

关键词：时尚，西美尔，女性，文化困境 

1.前言 

德国思想家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对西

方现代问题有众多论述，在其论文集《时尚的哲学》中，

探讨了时尚的问题。在西美尔看来，时尚诞生于人的“双

重性”特征之上，其基本本质与人的心理特征相一致，

于是建立在双重性基础上的时尚不仅仅反映了个体心

理机制还映射出社会与个体的矛盾。也即西美尔首先承

认了人的双重性，虽然双重性难以直接描述，但它却以

统合和差异的双重形式存在于人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

活中，如身体需要运动的同时也需要安宁，专注于千篇

一律的同时也追寻着个性差异。在社会和个人的斗争中，

时尚体现为个人顺从群体规则的普遍规律以及追求个

性差异的本体冲动。于是，“社会历史在冲突、妥协、

调和之中发展、渐渐地获得，迅速地失去，在适应社会

群体与个性提升之间显现。”[1]
187
在社会一系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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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异变里，西美尔洞悉到时尚作为群体统合和分异

的典型例子隐藏其中，甚至位居中心地位驱动并且协调

着男性和女性等相对团体之间的冲突。本文尝试从女性

视角解读西美尔关于“时尚”的思想。 

2.时尚的独占性及女性身份认同 

西美尔认为人类生活世界充斥着对立关系，自我世

界和外在世界、主体和客体、个体和社会都处于二元对

立状态，其中男性和女性也存在着相对关系。但男性和

女性并不是僵化地相互对立，而是其中一方成为绝对承

担起规范两者关系的责任，“这些规范并不是中性的，

消除了性别对立的，而是具有男性特征。”[2]
102

男性

对客观标准的占领导致女性将权力、利益、政治视为极

具有男性色彩的东西，而男性则将其视为客观的唾手可

得的东西，于是男性权力升华为社会客观标准，男性心

理发展为根深蒂固的逻辑优势。在此基础上，男性与女

性的关系也由男性规范，男性一旦拥有担负起两性责任

的权力，无疑是将女性驱逐至劣势地位，造就了一种男

性即客观权威的历史生活。 

除了男性对客观标准的支配，在主体文化与客体文

化的分离过程中，客体文化也显现为具有男性特征的文

化形式。基于西美尔的观点，个体灵魂通过语言、法律、

习俗、艺术、职业种类、宗教、家具和服饰具体的文化

物质形式教育自己，但这些文化形式早已从主体文化中

跳脱，脱离了灵魂个体最初创造和使用它们的目的成为

了客观文化。虽然客观文化价值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都

形成制约，但是男性仍然在客观文化中占据优势，因为

人类文化从未忽视性别，不问男女的人类文化是不存在

的。“我们的文化是完全男性的”，[2]
67
男性在其创造

的宗教、工业、艺术、服饰、法律等文化形式领域居于

主导地位，而女性不仅丧失了对于标准的判断能力，还

陷入了充斥着男性特征的文化困境之中。 

在男性和女性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中，时尚也同男

性标准和男性客观文化一样服务于以男性为代表的较

高阶层。男性作为权力中心拥有更为丰富的经济资本和

文化资本，因其具有高度的鉴赏能力和审美知识，他们

将自己的偏好界定为普遍性的规则，由此区分不符合该

项规则的群体。相反，女性因其缺乏资金资本、权力资

本、文化资本自然而然地被排斥在俱乐部、大学殿堂和

竞选行列之外。由此可见中心群体和边缘群体之间建立

了一道看不见的符号藩篱，只有相同的情感、相近的神

圣观念或亵渎观念的人才能被纳入群体内。一方面，时

尚作阶级分异的产物保持了精英团体和边缘群体之间

的距离，满足了生命差异化和个性化的要求，形成男女

差异的观念。另一方面，时尚为满足社会统合及稳定的

需要，驱使女性建构以男性框架为基础的女性世界，遵

循着男性标准继续填充满足男性期待的文化内容。 

在西美尔看来，“在这些对立因素的社会具体化中，

一方通常为模仿这样一种心理学倾向所维护”，[1]
188

时尚是对既定模式的模仿，模仿作为一种心理遗传使个

人放弃个性和创造性的内容，效仿较高阶级所创造的穿

衣风格、生活品味、审美趣味等文化表现形式。虽然个

人失去了选择，依照着既定规则成为了社会内容的容器，

但是却获得了个人行为的保障，使得个体不再孤立地立

足于边缘地带。为了遵循男性制定的普遍规则，在衣着

上，女人为了满足男性的期待视野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女

人，于是女性便擅长运用先天遗传的模仿功能复刻男性

期待的性别表象，他们穿着袒胸露肩的服饰对男性规定

的性别差异以表服从。在性格特征上，女性被冠上缺乏

判断力，没有道德意识，擅长于玩弄人心等特征，但这

些特征并非是女性荷尔蒙带来的生物学上的固有特性，

而是社会强加于女性身上的既定印象。在这种意义上，

时尚将女性引向一条进行的道路，“她们总是被迫联合

在一起，以建立一个相反的世界，但她始终在男性世界

的框架内去建立”。[3]
567

因此，在文化内容和普遍规

则被男性操控的处境下，男性凭其主导的时尚使女性无

意识地模仿边缘角色的生活模式，汇聚于以男性框架建

构的女性世界里。 

现代社会中，女性欲摆脱男性标准，实现独具个人

价值的意愿格外强烈，她们渴望凌驾于普罗大众，成为

引人注目的焦点。但与众不同并不能带给个体安逸、受

到尊敬的感觉，反而带给个体在加强自我与淡化自我之

间摇摆不定的不适感，伴随着的还有羞耻、焦虑、恐慌

等心理情绪。然而时尚通过从众行为可以根除引人注目

时带来的不悦，消除个人行为的责任感，引领个体获得

身份认同。一旦大众一方压过个体一方，身份认同感便

将羞耻感、焦虑感、恐慌感纷纷扼杀，于是一个女人只

要受时尚驱使便可以消除在大众视线下穿低领衣服的

窘迫感。时尚带给女性的身份认同感建立在集体无意识

基础上，一种女性身份便是一款人格面具，女性通过佩

戴男性提供的人格面具便可以获得个人行为的保护。在

二战期间，留在国内兢兢业业工作的女工形象普遍的受

到社会的认可，而穿着不整的荡妇形象却被社会唾弃为

疯掉的坏女人，这些女性形象都是男性集体无意识的表

象，女性只有佩戴上合适的人格面具才能在男性框架基

础上的女性世界里寻求庇护和归属感。 

3、时尚的补偿性与女性个性的诉求 

基于西美尔的时尚阶级分异理论，较低阶层没有属

于自己的特殊时尚，他们单纯地受集体无意识等心理机

制的影响一直在追逐上层阶级的时尚。这种追逐时髦的

社会倾向满足了时尚的统合需求，以群体统一的生活态

度、穿着打扮、欣赏趣味等行为举止消灭了企图破坏内

部团结的个人主义者，在原本各不相同的个体之间建立

起紧密且稳定的联系。不容置疑，时尚的普遍性稳定了

群体秩序，但统合功能在发展壮大时尚的同时却渐渐降

低了时尚的活跃度，减少了时尚的种类最终导致时尚灭

亡。 

时尚最初被传统定义为特殊衣着的系统，纵观女性

服饰颜色搭配多样、款式繁多，从华冠丽服到朴素衣着，

从繁冗裙装到简易裤装，甚至是女性服饰文化也经历着

从束缚复杂到舒适轻松等一系列的转变。女性服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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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扩充和丰富、服饰时尚生命不息等原因之一归功于时

尚的独特性，“如果建构时尚的两种本质性社会倾向—

—一方面是统合的需要面另一方面是分化的需要——

有一方面缺席的话，时尚就无法形成面它的疆域将终

结”，[1]
191

时尚便紧张地协调着广泛性和特殊性的关

系。大约 1930 年，倘若弗洛伦萨的男人都希望以自己

的方式表达自己，时尚的广泛性无法参与其中，所以没

有出现流行的时尚。相反，在威尼斯以法律手段要求贵

族统一身着黑色以便区隔底层阶级，于是时尚普遍性将

其独特性抵消直接导致了时尚的湮灭。 

为了应对群体统合和分化的需要，时尚存在于从模

仿到广泛流行的时间间隙里，“它总是处于过去与将来

的分水岭上，结果，至少在它最高潮的时候，相对于其

他的现象，它带给我们更强烈的现在感。”[1]
192

当时

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短暂地互相制衡于同一时空中，统

一化的东西是个体丰富多样的个性在内容上的整合，个

性化的东西则是社会既定模式在数量上的增添。西美尔

在此基础上认为，个性化的东西同时也是罗普大众追求

的普遍之物，走在公众品味最前头的东西实际上与公众

品味无异。时尚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同样也适用于男

性与女性之间，在时尚领域，男性作为领导者的同时也

成为被领导者，而先作为服从者和嫉妒者的女性也可能

引领时尚、表达个性、受人嫉妒。时尚的本质为女性服

从大众的同时提供了脱颖而出的可能，为这些先天资本

不充足且不满足被千篇一律的男性文化包围的女性提

供了展示个性的平台，当她们在与男权社会融为一体的

同时，时尚作为一种个性补偿弥补了女性在政治、经济

等领域的缺失。 

13、14 世纪德国个人主义虽然打破了中世纪集体

束缚，但是却没有改善女性的生存处境，德国女性的政

治诉求仍无人倾听，她们便在活跃于时尚领域，时尚对

其的个性补偿表现为夸张的着装。而在政治、文化、经

济领域上拥有发言权和广泛活动的同时期意大利女性

却没有得到时尚的个性补偿，因此她们的着装相对趋同

化。服饰不仅与时尚有着密切的联系，每日的服饰穿戴

甚至成为了女性表现个性的绝佳机会。“在历史上，女

人的时尚和衣着，总是遵从着性别和性感的界限，也遵

守着社会，也就是阶级区分的界限”，[4]
187

但女性总

能凭其敏锐的观察力就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巨变中调整

着装以暗示着某些政治诉求或人生希冀。女性主义改革

家就 19 世纪的女性装束提出抗议，虽然传统女性胸衣

可以凸显女性妙曼曲线但是却对她们的内脏和生殖器

官造成严重的伤害，取而代之的轻薄简洁、便于运动、

较少约束的女性服装则是女性的个性诉求。在此基础上

女性裤装的出现以及女性对男性领结的运用寄予着女

性获得更多商业机会的愿望，如同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穿

紧胸衣的目的是为了让其看起来迷人性感从而获得更

高的社会地位。但意外的是，时尚的补偿性仅限于千变

万化的外表和形式，纵使女性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注意力

和与众不同的特殊性，这对她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占用程

度没有多大的改善。 

值得一提的是，时尚的补偿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

女性的个性诉求会随时尚的周期运转不断变化。“布鲁

默”服装曾是她们个性化的伟大尝试。“这种布鲁默服

装是源自一种东方的服装——波浪式的灯笼裤，在其外

面套上一种长至小腿的裙子，设计得很宽松。”[4]
201
女

性裤装的初尝试受到广大 1820 年至 1860 年乌托邦运

动的美国女人支持，但也因备受质疑成为了议论焦点。

女性主义改革家出于女性健康和女性便于参与社会劳

动的目的提倡女性裤装，而这种古怪装束违背了传统穿

着上的陈规旧习为大众积极反对。但是支持者和反对者

的持续斗争却不被时尚重视，因为时尚对现世标准从不

在意，它唯一在乎的是如何以直击心灵的方式抓住人的

注意力从而增强其特殊性。西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中提到，

下层阶级会无意识地模仿上层阶级的时尚，于是，时尚

的感染力如水滴般汇聚导致标新立异的时尚进而大众

化。一旦女性裤装为所有人接受意味着时尚不再是时尚，

时尚一死，女性也要更替表现个性的方式获得新的时尚

补偿，可能是长裙，也有可能是包臀裙。 

4.现代时尚建构中的女性机遇 

“时尚已经超越了它原先只局限于穿着外观的界

限，而以变换多样的形式不断增强对品味、理论信念、

乃至生活中的道德基础的影响”，[1]
193

服饰、观念、

艺术等形式都可以成为女性表现内心世界，与麻木僵化

的生活彻底告别的理想平台。基于西美尔的观点，造型

艺术确实实现了客观意义上女性文化的开端，造就了许

多伟大的女性艺术家，如布洛克的《女人的一生》截取

了劳工阶级社区游乐园的一角反映了女性扮演着重要

的社会地位这一社会议题，奥基夫的《黑色鸢尾花》以

象征手段将花朵形象与女性生殖器联系一起隐喻地表

达了女性的心像。可这些独特的女性艺术家在此之前要

师从不同风格的艺术家、学习固定的创作技巧、临摹满

意的绘画巨作，最后才能抒发己见，可见光有女性情感

还不足以迈入真正的女性文化阶段,男人的创作经验成

为创造女性客观文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分享男人的教育、

考验和权利，才能赢得基础、材料和技术。当女性主义

者为逃脱客观男性文化无计可施时，现代性时尚建构为

其提供了历史机遇，它不仅向现代社会号召了个体情感

的完整性，还同大众共享了男性客观文化资源。 

关于现代化语境中的商品，西美尔认为“起初需要

小心翼翼和自觉地努力才能获得地东西在现代变成了

机械式的例行公事、本能的理所当然的东西”，[5]
541
物

质的易获得性瓦解了人对商品的兴趣，不仅使过去的人

物联系支离破碎还疏远了现代社会中人与物质内容的

距离。于是，人与亲密的东西渐行渐远，反而与莫不相

关的东西距离越来越近，如现代贸易合作关系亲密而家

庭血缘关系疏远、人际数量攀升但心理却存在隔阂、文

化生活过于堵塞可内心世界却空荡寂寞。西美尔将现代

性比喻为碎片化，在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分化，灵魂和

物质分裂的碎片时代中，时尚给予这些现代性问题新的

解决方案，强调在现代性时尚表现为眼花缭乱且易于变

化的文化景象外，同时还要有渴望安逸和平静的个体感

觉，两者俱全才能达到现代社会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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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寻求碎片化时代的制衡点绝非易事，在现代社会，

精神形象对于个体的强烈情感置之不理，“货币经济的

生活以及依附于货币经济的都市生活加剧了这一趋势”。

[5]
543
都市作为金融中心提供了消费一切的可能，着装、

食物、风景、欲望、梦想都成为了可以被消费的商品，

银装素裹的阿尔卑斯山和北海之滨等遥远的精神栖息

场所也伴随着货币的出现变成了可以兑换的诺言。我们

得承认，现代性时尚若想满足人类接近精神形象、获得

平静个人体验的目的，前提是得占有金钱，因为金钱拉

近了现代社会与自然、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物质与灵

魂的距离，但它同时也隔断了两者的联系，成为了现代

性时尚建构任务——感悟灵魂本质、间离社会现实的强

有力的障碍。 

可见现代性社会中精神形象和个人情感的联系已

经不如以往纯粹，西美尔发现个体内心的情感体验能力

受机械化生活的波及渐渐失去，但是女性的情感依托和

精神诉求却没有被现代性剥离，因为她们本质上的忠诚

属性以及遇事所产生的兴趣使得她更加在意敏感的心

灵活动。“忠诚则意味着，统一完整的内心和外在形式

的单一元素牢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2]
70-71

女性相对

于男性是一种更在乎个人生命感觉的生物，因此，女性

更能在现代性社会中寻找到社会面貌瞬间性和内心情

感永恒性的平衡点，而大多男性却没这么幸运，他们周

而复始的重复着外在的运动，陷入分裂的客观文化之中，

因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男性对时尚不具有敏感的

洞察力和反应，他们甚至不知道借助时尚表达什么。 

现代性社会以其高度的技术化渗透到时尚生产领

域，因为时尚可以通过工厂批量生产，所以较高阶层独

享的时尚不再昂贵奢侈，即使是购买能力较弱的较低阶

层也可以负担，就衣着上，穿着西装三件套的不一定是

男性精英贵族，也可能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女性。于是，

现代性时尚的建立使传统意义上的阶层、族群、性别上

的区隔逐渐地消解，具有男性特征的客观文化如今也成

为了可以共享的东西。“无论无何，人们可以承认，在

女人相对于对于男人保持了如此长期的差别之后，女人

的教养和权力必须经历某种外在的相同阶段，然后才能

超越这种外在的相同，达到一种综合的理想——一种借

助女性生产性的细微差别来丰富自身的客观文化。”

[2]
100

现代性时尚为女性安排了一条既定的道路，即模

仿男性客观文化的创造历程，同时也强调了女性的内在

灵魂，要求主动创造具有女性特征的客观文化，这样的

创作客体不属于男性框架基础上的女性世界，是女性别

具一格的独创。 

5.总结 

时尚作为男性客观文化的产物，诞生于分化的阶级和群

体之中，存在于差异和统合的张力之中。为了保证男性

和女性群体的对立，时尚的统合功预防了群体之间的离

间，女性便擅长运用先天遗传的模仿功能复刻男性期待

的性别表象，因此，时尚成为了女性寻求庇护的稳固场

域。而现代社会中，女性欲摆脱男性标准，实现独具个

人价值的意愿格外强烈，她们渴望凌驾于普罗大众，成

为引人注目的焦点。于是，时尚的差异功能使得女性的

渴望得以实现，她们便活跃于时尚领域，时尚对其的个

性补偿表现为夸张的着装。除此之外，服饰、观念、艺

术等形式都可以成为女性表现内心世界，与麻木僵化的

生活彻底告别的理想平台。在这种意义上，时尚对不仅

打破了不同阶层的藩篱，还因其对男性客观文化资源的

共享使女性客观文化建构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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