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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尚 丛 林 的 逃 生 日 记
编辑／彭彭 文字／Desislava Todorova 设计／Rain

时装周是一片原始丛林：从大量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秀场选址到许多你可能从没听过的设计

师品牌，你必须有充分的精力并且足够聪明，才能在挤满了名人和博主的秀场上迅速找到自己的

座位。

这些人是谁，他们有什么样的目的，参加时装周又能为他们带来些什么？ 时装周将每个人卷

入时尚飓风的中心，在那里每个人都显得力不从心。不熟练的时尚圈嫩头青们常常是时尚游戏中

的一部分，比如那些在秀场外排着长队却只拥有站票的时装关系户们，或者那些穿着用力，不断

徘徊在秀场门口，期待着能够吸引到街拍摄影师关注的非时髦人士——要知道那些挑剔的街拍摄

影师心里早就有谱，只待着那些他们熟知的有型圈内人一出现，便一哄而上。

但抛开那些将大众拒之门外的围栏和扮演着审查员角色的公关女孩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参加时装月的经历还是非常美妙的。不仅因为在这里你可以认识和了解即将到来的季度流行趋势，

更是因为这是一个极佳的建立起社交网的绝佳机会。并且伴随着大量的发布会和派对，你会不断

发现一些有趣的人，这简直是一个独特的人类学体验场所。

在纽约和伦敦，时装周场地的不断变化影响着出席时装周的业内人士们对于当地时装产业

的信心。纽约的主场地从林肯中心搬到了 Tribeca Studios ，而伦敦则在过去的几年内从老牌的

Somerset House 搬已到了位于 Soho 中心的停车场——这一场地的选择遭到了许多追求华丽体

验的看客的吐槽，而后再度移址到了如今的场地 180 Strand，那里常年举办艺术展览，楼上则是

著名的 Dazed Media 办公室。在这两座主打新锐设计力量的城市，还有许多不知名或初出茅庐

的品牌在各处设立他们的发布会，甚至是在私人的工作室。相反，米兰和巴黎的主场地则保持着

稳定，好像是在暗示着一贯的高水准，捍卫着它们在高级时装行业的地位。有趣的是，米兰时装

周提供的付费通行制度保证了一些有钱人花钱体验时装周的机会，不过像 Prada 这样具有代表性

的品牌仍然是独立于主会场之外，自己选择场地进行发布，而对于看客们来说，前往秀场的路是

一条时装朝圣之路。与此同时，在巴黎，电子化的时装周手机应用程序使得时尚爱好者能够快速

了解到设计师的发布和媒体的态度。作为压轴，巴黎仍是时尚月无可厚非的高潮。

没错，这简直就是个原始丛林，幸存下来并不简单。让我们跟着本季时装周的时间线来梳理

一下发生的亮点事件，并顺便聊聊时装周附近有些什么有意思的去处。



24  InST YLE OCTOBER 2018

Coach 1941

# New York
纽约时装周今年开局比较平淡。本周值得一提的包括杰里米·斯

科特（Jeremy Scott）标志性 T 恤的回归，还有他一如既往的热闹

色彩；Self-Portrait 这次则不由让人想起伦敦的新锐设计师品牌理

查德 · 奎因（Richard Quinn）；Coach 的 Chloé-ish 牧场女风格

颂歌展现了稍许不一样的温柔，并添加了一些嬉皮风情，但总体时

装周的表现无惊无喜。纽约时装周的行程比较轻松，给了大家很多

欣赏这座城市的时间。为了可以在秀场周围的大道上自由的漫步又

不会迷路，你必须提前了解可以在哪里停下来快速充电，以保证网

路畅通。 Le Coucou 酒店是与女生好友们一起享用精致早午餐的

绝佳选择。而 Barbuto 的深夜晚餐提供了地道的意大利风味美食，

招牌的意式咖啡也是绝不能错过的哦。

# London
正如我们所提到的，伦敦时装周主要秀场活动在 180 Strand

举行，这个场地也同时因是英国时装协会的展示空间而著名。这里

的建筑风格可谓是现代都市风和泛维多利亚时代的古典主义的经典

融合，庄严的英式街道与周边超现代的建筑外观有很强烈地冲突 – 
这也是伦敦这座城市的标志风格之一 。与热闹的 Soho 相比，除了

Pennethorne’s Bar 酒吧以及 Fernandez and Wells 小吃店之外，

该附近实在没什么可做的。如果想在两场秀之间安排一场短暂又有

情调的会面，那么 Bryn Williams 就是最佳选择了，它的精选葡萄

酒和优秀的 Aperol Spritz（斯普茨鸡尾酒）可以为任何的约会锦上

添花。

大多数像 Nicopanda 这样的品牌都没有把 showroom 设置

在 BFC 展示空间，他们一般在距离可以步行到 Covent Garden
（考文特花园）中心的地段。这里的 Flat Iron 牛排店或 Radio 
Rooftop Bar 酒吧都可以快速扫光你一天下来的疲惫感。沿路从考

New York
N e w  Y o r k

Self-Portrait这次

主推花卉混搭

Jeremy Scott

Barbuto餐厅

Le Couc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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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特花园到 soho 的路上，请留意那些印度大叔们开的小书店，在

这里你常可以淘到国内很难买的限量杂志和书刊。

新锐品牌聚集的伦敦秀场本季有诸多亮点值得了解。Kiko 
Kostadinov 与 其 合 作 伙 伴 双 胞 胎 姐 妹 Laura and Deanna 
Fanning 合作创建的第一条女装系列。尽管 Kostadinov 的设计

理念上本质就是性别流动的，这一次他还大胆尝试了实验性颜色和

技术，让整个系列更加的概念化。这些革新技术我们同样可以在

Burberry 这类较为成熟的品牌中看到蛛丝马迹。

本季伦敦场大家最关心的便是 Riccardo Tisci 对英国传统

品牌创意改造的正式亮相。他与平面设计大师 Peter Saville 合

作执行的营销活动包括全新的标志设计和完全重塑的零售概念。

Burberry 的旗舰店在发布会即将到来之前清空了所有其他系列，

让人们只能买到黑色风衣和白色胶囊系列开口帽衫。 新系列包括

了120 多件男女装单品，Tisci 试图通过它们将大家带回 Burberry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感觉。值得称赞的是，这些非常现代的

剪裁和比例，因为保留了经典的氛围而使之没有陷入“街头风潮流”

的尴尬风格。纳塔利娅 · 沃迪亚诺娃（Natalia Vodianova）穿着了

一件保守剪裁的西装外套和及膝 A 字裙缓缓走出时，让观众惊艳

的同时也成功传递出 Tisci 这次的整个概念。这种风格的扭转对于

Tisci 来说感觉是一小步，但对于时装行业来说已经往前迈出了一

大步。在整个风潮过于休闲化的今天，Burberry 新系列却大胆地

舍弃了运动鞋款式，这也表示着 Tisci 在故意脱离现在的流行趋势。

J. JS Lee 同样采取了比较老式的立裁想法 -- 即把服装剪裁还原到

人台上（很像非常早期的 Margiela），她把西装外套裁剪成了白色

和灰色的短片布料，还选用了灰粉调的黄色和对比鲜明的黄色来烘

托光影效果，以衬托身体的线条。该系列的海军蓝色垂褶细节和

背部缩褶的连身衣，与 Chalayan A/W 18 男装系列的处理手法也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本周伦敦最受期待的派对之一是推出最新一期的 v《Ponystep》
杂志举行的小型发布会。因时尚评论家 Lou Stoppard 的助力和封

面明星 Kylie Minogue 背后庞大的粉丝团，炒热了这个小众 party。
杂志这期的主题是借时尚和艺术为媒介，重启创办的 LGBT 社区

平台。这个活动在当地的效应极佳，这与前一晚 Aamo Casting × 
Itchy Scratchy Patchy 在 Moonlighting Social Club 举行的活动

都受到了伦敦小年轻们的广泛关注。

Itchy Scratchy Patchy的创始人模特Edie Campbell和艺

术家Cristabel Macgreevy也是一直活络于社交平台，

最近LOVE Magazine还为他们做了宣传的明信片。

L o n d o n

J. JS Lee后台照

伦敦时装周主秀场 180 Strand

Kiko Kostadinov

秀场模特的几

何感妆容。

Ponystep 最新杂志邀请Kylie 

Minogue拍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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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an
米兰时装周的表现亮点重在

品牌的质感。Etro 和 Missoni 的
新系列传递了工艺感和舒适性相辅相成的关系，使得实穿度较高而

且随意搭配出时髦感。 Prada 这季的美学则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保

守的轮廓 , 柔和的色彩和硬性的材料；Giorgio Armani 经典的淡

色调则为了取悦他们精致优雅的顾客群；Versace 为我们带来了一

股暗涌的吉普赛风情；Marni 则通过各种风格的模特和强势的概

念，将现代人的日常风格演绎成他们品牌自己的语言。一天结束后，

Carlo e Camilla in Segheria 餐厅的热门程度让你很有可能偶遇一

些带有光环的前排看客们，说不定你们还会共享一条长餐桌哦。

# Paris
接下来的巴黎时装周是全球范围内最酣畅淋漓的盛宴，也是

最后榨干时尚人士们的高强度十日游。在令人筋疲力尽的无数秀

场中，有一些历史的瞬间不无例外的诞生了。首屈一指的便是 Hedi 
Slimane 的 Celine 首秀。 在 Phoebe Philo 离开这个备受推崇的

女装品牌后，这一季强调女性化的轮廓处理，也更强调这个系列将

于上一代设计毫无相干。从 logo 的变化到概念的翻新，Slimane 从 
LVMH 时期就开始在标志上做一些很有个人风格的标记。这个系列

充斥着他对自己在Dior Homme时代的经典紧身剪裁时代的致敬，

尽管他的超短迷你连衣裙和勿忘我花型短裙遭到了普遍的恶评，但

不得不说，Slimane 在任职 Saint Laurent 所开创的这股颓废摇滚

风格，已被品牌和市场接受，如今继续由 Anthony Vacarello 默默

延续着。

在巴黎时装周能体会到令人叹服的集中式陈列，时装秀和演示

系统 ——它位于一个风景如画的地区，恰好是城镇最古老的部分，

被称为 Le Marais。在当日的时尚马拉松比赛结束后，所有名人，

街头明星和记者会聚集在几家咖啡馆 --Café Charlot，La Perle 和

LeMarché des Enfants Rouges。该地区也以提供一流的购物体

验而闻名：新开业的 Tom Greyhound 就在附近；其次是概念店

The Broken Arm；以其咖啡馆和合作展览而闻

名；Merci 则是一家拥有室内设计物品的综合

买手商店。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恰恰在时装周

期间，巴黎人们会远离城市度假并在 Airbnb上

挂出他们的房子，这给时尚游客提供了获得地

道巴黎生活的绝佳机会。

总体来说，时装周在全球范围内的“火爆”，让如今创意、资讯

和风格的传播过程变成了全民化的素质培训。那些我们以怀旧的眼

光去审视的 1990 年代的马鞍包和 Fendi 的法棍包，对于那些在秀

场外用 Gucci 最新款老爹鞋小心翼翼搭配精致古着的弄潮儿们来

说，或许只不过是又一些让他们得到街拍摄影师青睐的工具罢了。

M i l a n
2019春夏的Etro

和Missoni被Anna 

Wintour定义为

“让人愉悦又可

穿戴”。

Merci买手店

很像一间私

人别墅。

P a r i s

Prada后台照。

Carlo e Camilla in Segheria餐厅

几家热门咖啡店都在同一条路上  -   Rue de 

Bretagne，距离LeMuséedePicasso仅几个街区。

The Broken Arm买手店杂志区

Dior Homme

新款变异马鞍包

C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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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 Soho 的 Brewer 街与 Wardour 街区域，是当下城里最

热闹的年轻人的去处，在那里存在的是那些如景点一般的店

铺：已经开设多年的 Supreme、Palace、刚刚在 8月底揭幕的

Stüssy，没走几步你便能看到那些拧着购物袋、满脸兴奋的年

轻人，每周他们都会来到这里排起长队，耐心等待购买新鲜出

炉的新系列。最近又有新的品牌选择加入到 Brewer 街—瑞典

品牌 Eytys在 Brewer街的75号开设了瑞典之外的第二家店铺。

本文作者 Desislava Todorova 和品牌创始人 Max Schiller 与

Jonathan Hirschefeld 一起聊了聊 Eytys 的选择、概念以及他

们即将推出的成衣系列。

自从 2013 年在网络上上线并在 2016 年开设了首家店铺，

Eytys 一直以一种幽默感进击时尚圈。在这个充满了虚拟现

实与现实生活期待相对抗的挑战性概念的时代，Cookie（储

存在用户本地终端上的数据）成为了人类交流的“上帝粒子”，

并不是所有的品牌都敢于将充满讽刺意味的虚假广告张贴在

橱窗上，并且设法侥幸逃脱。“你得不到我的宝贝，但你可以

得到我的 Eytys 牛仔裤”，像这样一系列聪明又讽刺得刚刚

好的广告语屡屡出现在 Eytys 的广告中，这种表现形式如同

平底运动鞋和宽松牛仔裤一样，是当下既追求解放又趋于统

一的青年文化的必需品。

Eytys 的发音是 Eighties（1980 年代），其中的“ys”意

指的正是 Y 世代。“一切起始于一种鞋子风格，”这个概念背

后的创意策划者 Schiller 说，“我们都出生在 1980 年代，所

以我们是 Y 世代，也是 Eytys 代表的一代。”

Eytys联合创始人：
Max Schiller与Jonathan Hirschefeld
“我们都出生在80年代，所以我们是Y世代，也是Eytys
所代表的一代。”来自斯德哥尔摩的Schiller与Hirschefeld
在2013年创立了品牌Eytys，从最初的鞋履系列到即将推

出的成衣系列，从斯德哥尔摩到伦敦，他们凭借其独特

的幽默感和走一步算一步的态度，走在了街头时装革命

的前沿。EYTYS
走在街头时装
革命的前沿

撰文/Desislava Todorova 编辑/EM、黑子 
图片提供/Eytys工作室 设计/Nee

摄影师：Andreas Karl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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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Schiller 想为自己和女朋友设计运动鞋，但当时几

乎所有鞋子的鞋底都是扁平的，他想要一些更厚、更笨重的感觉，

于是开始将此作为爱好项目来开发。Schiller 发现了一种来自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运动鞋，这种叫做 Plimsoll 的鞋子有着厚

厚的鞋底，是当时的美国海军运动鞋。但当他终于找到幸存的

原版时，鞋子的橡胶已经干裂，所以 Schiller 开始研发自己的

版本。于是便有了 Eytys 的标志性鞋款—The Mother。
Schiller 与现在的合作伙伴 Jonathan Hirshfield 的友

谊开始于他们高中时一起设计学校周边—这是一个大胆的

创业步骤，也预示了他们的下一步。“我告诉了 Hirshfield 关于

鞋子的项目，他立马就同意加入。我们的设计很快被像 Dover 
Street Market、Selfridges 这样的好店铺相中。我俩走一步算

一步，把过去抛于脑后，这个做法真的很原生，既没有计划也

没有策略。”他认为这是他们找到 Eytys 所代表的概念的原因。

Hirshfield 补充道 ：“在过去我们一直计划着，感觉真的是走了

无数步才拥有了今天的结果。”

“我们从未确定过客户，目标群体，”Schiller 进一步说道，

“我们就是做鞋子，卖鞋子。然后最近我特别想穿一些宽松的牛

仔裤，市面上没有我想要的，于是我就说我们自己做吧！”于是

在自己做了鞋子、做了牛仔裤之后，搭配的上衣自然而然成为了

下一步，于是便有了 Purple Velvet 系列。“这是一个胶囊系列。

当我们开始做牛仔裤的时候就意识到我们也需要做上衣。从个

人审美来说，我觉得这种牛仔裤搭配旧 T 恤是最棒的，比如那

种老牌乐队的周边。然后我又开始思考我自己会想要怎样的 T
恤，我发现了一些又古怪又很酷的风格，比如麦当劳的员工 T 恤，

或者夏威夷滑冰俱乐部的周边。听起来好像很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方式。”

于是我向 Schiller 表达了我的好奇：这样的态度和工作方

式，其来源是斯德哥尔摩这座城市吗？Schiller 将自己在瑞典

的生活和喧闹的伦敦进行了比较：“在斯德哥尔摩我可以遛遛狗，

每周末出去采采蘑菇，我的生活和大自然十分亲近。”但同时，

正是伦敦的这份热闹将这两人和 Eytys 带来了英国的首都，而

非巴黎或者其他欧洲城市。

“我在巴黎居住过，所以我知道伦敦更有意义。伦敦是一个

不同生活方式交汇的枢纽，在这里也更容易感受到最新的潮流。

通过 Eytys，我们挑战人们对于比例的知觉、和他们的舒适区

对峙。在一开始，伦敦、日本和韩国就是我们的首选，因为那

里的人。”他们选择了正确的地点，也进行了正确的挑战 ：对英国

脱欧的疑虑导致许多人选择退出而非像 Eytys 这样大胆闯入。

“脱欧导致的关税等各种问题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可怕的。但是就

一座城市来说，伦敦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在英国投票支持脱欧

的大结局背后，伦敦投出的是反对票。”

通过Eytys，我们挑战人们对于比例的知觉、和他们的舒适区对峙。

摄影师： Philippe Vogelenz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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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充满了对于
1980年代和俱乐部文化的怀旧之情，同
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又连接回了Eytys人性
和开放的时装态度。

这种开放与接受，和品牌选择在 Soho 开设店铺大有关

联。这样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充满了对于 1980 年代和俱乐部文

化的怀旧之情，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又连接回了 Eytys 人性和

开放的时装态度。同时这种态度，又反映到了品牌对于 Hilde 
Retzlaff 和 Linnéa Sjöberg 这样的瑞典女艺术家的作品的选

择中。“这是非常自然的选择，我们没有故意这么做。事实上，

我收集的大多数艺术品都来自当代瑞典女艺术家，如果再回头

看看过去五年里我们合作过的摄影师，大多数也都是女性，这

纯粹是一个巧合。”

相比伦敦的纷繁，在瑞典伴随着安静又有条理的创造力，有

一种规范化的方式来达到创意的目标。Jonathan Hirschfeld
接过了话茬，他提到他一直在对此进行思考：这也许是因为从文

化的角度来看，瑞典是一个充满平等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但

像他这样的年轻一代，是有着对生活不同见解的第一代，他们

想着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这就好像当下的‘奢侈品时尚环境’

已经打破了原本的独有性，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是一种非常人

性化的思维，但是在这样的平等的情况下，你又如何能以特殊的

方式来和平等的每一个人进行不同的交流呢？”Hirschfeld 继

续说道 ：“我认为对我们这一代来说，这非常疯狂。特别是当我

和母亲谈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代时，我开玩笑说，她那个年代

没有这么多杂七杂八的灾难和困扰。她让我想起来 1980 年代，

那是一个令人疑惑的 10 年。人们遗忘的速度是这么快，我之前

听过一个关于数据的讨论，其中提到了我们是如何被数据操控、

数据又如何被不同的政治权力操控。”

不过所幸的是，Eytys 找到了一种用幽默感应对这个世界的

方式，一种治愈和处理无知的方式。他们想要传达的信息在跨

进新店内的几秒就能立刻被感知到，店内点的名为“现金”的熏香，

讽刺地指代燃烧金钱的气味。Hirschfeld 说 ：“我认为这更像

是寻找传递信息和获得乐趣的新方法。我们的目标是用我们的

品牌创造回忆，这是将我们的品牌与特定美学和理念联系起来

的一种非常有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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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lingsHollywood
重 塑 规 则 的 好 莱 坞 甜 心

90年代的国民闺女Drew Barrymore，
E.T. 之后霹雳娇娃之前的黄金少女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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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11 点 22 分，洛杉矶消防局接到了一名 25 岁女性

的医疗紧急求助电话。几个小时之后消息便传开了，被带去

Cedars-Sinai 医疗中心的住院年轻女性实际上是美国甜心和

迪士尼明星 Demi Lovato。Lovato 以公开承认存在药物滥

用问题而著称，她也一直是对抗好莱坞娱乐业压力的维权者。

痛苦的现实、有限的个人自由、紧张的行程表以及对现

实的控制的缺失，这些叠加在一起约等于一条走向自我毁灭

的陡坡。作为这个时代的女演员或模特有着比从前更多的意

味 ：她们需要成为是一个角色和生活方式楷模，而这要归功于

社交媒体的曝光以及随之而来的漫天评论 —— 坚持自己是一

件不能再难的事。

这种趋势愈演愈烈，并影响了娱乐行业的诸多“好女孩”。

想想 Taylir Swift，她和 Calvin Harris 分手这事儿让她变

了个人，同时这位女歌手和说唱歌手 Kanye West 之间又总是

“争执不断”。Swift 在她的专辑《Reputation》中扮演了“一

个坏女孩”，唱着《看是你逼我的》《随你怎么说》，该张专辑大

获成功，但也引得人们开始思考，在这些行业里的好女孩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女孩的形象是在不断发展的。 Reece Witherspoon
有想过她在《月亮上的男人》中的首次亮相将让她成为众口相

传的好女孩之一吗？她并没有这样的意图，但同时她也规避了

坏女孩的形象。那么 Emma Waston 呢？她暂别演艺圈去完

成布朗大学的英语文学学位，也表明“坏女孩”和“坏蛋”女

孩之间是有界限的。好女孩的“模样”是一种态度。做一个好

女孩是一个声明，有力得就像宣称“我要做个坏女孩”一样，

前者所要求的奉献与付出和后者同样多。

将一个人归入“好女孩”的行列，背后的原因常常简单明了：

或许是她的头发，或许是她的演讲，又或许是她熨烫得整整齐

齐并且扣子一一扣上的衬衣。时尚绝对是一种让人“成为”一

个好女孩的途径，或者至少看起来像是有效的一种方式，尤

其时尚和魅力是总被捆绑在一起的两个词。延续这样的衡量

标准，Gucci 的 AW2018 系列中空灵的“预科生”形象，浪漫

而忧郁，将这种“好女孩”的氛围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层面。多

年来，许多像 Prada、Chanel 这样的品牌也一直在玩弄一个“所

谓的女孩”的概念，并从最近开始尝试进行从“好女孩”到“叛

逆”的形象革命。

Lana Del Rey 是将“娃娃脸”形象运用到无辜的色情女

性形象中的一个歌手，她的做法带来了一种脆弱和危险的诱惑。

她的专辑用叙事的方法讲述了欲望和限制的故事，这些故事悲

惨又具有争议性。这个概念同时伴随着一些神奇的吸引力，与

《爱丽丝梦游仙境》类似，“好女孩”在不忠和悲伤的现实世界

中迷失了，但又进食了另一个让她变得更强壮的药丸。她寻求

逃避现实，帮助她成长和克服困难时期，直到她发现自己回到

了自己的世界。

Lana Del Rey 由Nicole Nodland拍摄

Demi Lovato在好莱坞80周年圣诞游行上献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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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十年的现代历史，我们观察到
了许多“好女孩”心态的表现。

20 世纪 90 年代以“垃圾”(grunge) 为美学和态度。女

演员Drew Barrymore 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童星开始活跃。

她的好友，摇滚女王 Courtney Love 对她的外表颇具影响 ：

Barrymore 用皮革机车夹克、项圈和男朋友牛仔裤搭配柔和

色调的蕾丝连衣裙和 Mary Jane 浅口鞋。这种 1990 年代的

时尚回归增加了类似的忧郁感，特别是对于看着这些榜样成

长的千禧一代来说。

从成人生涯开始，Barrymore 开始出演心理复杂和令人

不安的电影，这与她曾散发出的“好女孩”气息形成鲜明对比；

在她职业生涯的早期，她还为花花公子拍过裸照。然而，她

的角色似乎总是有些委屈，就像她曾出演的许多惊悚片，如《惊

声尖叫》和《燃烧的凝视》，那些角色的行为常被视为外部化

问题的预测。这种矛盾的形象吸引了 Miuccia Prada 的注意，

Barrymore由此在1993年成为Miu Miu 的第一个广告面孔。

说到当时时尚广告的年轻面孔，我们不能错过的名字还

有 Chloë Sevigny。她雌雄同体的风格和假小子的行为使她

成为独立电影导演心中的梦想女孩。在《男孩别哭》和《半熟

少年》等经典实验电影中扮演角色，她如孩子般的顽皮和对

奇怪的书呆子的迷恋反映了她作为“好女孩”的一个方面，这

与她的个人生活相互冲突，并一直受到公众讨论。

这十年的另一个风格标志是 Winona Ryder ：她的荧幕

女主角明确地展示了成为一个好女孩的黑暗面。例如，她在《移

魂女郎》中饰演作家 Susanna Keysen，这是一个患有边缘

人格障碍的角色。在精神病院呆了 18 个月后，Susanna 经历

了一个康复过程，包括发现触发她心魔的原因以及学会如何

保护自己。在现实生活中，Ryder 的个人故事与这一故事并

不遥远。她一直对她与抑郁和焦虑的斗争保持开放态度，同

时她因为色情事件而受到了很多公众的关注。这里有趣的是

我们对于好女孩可以成为和不可以成为的样子所存在的定义。

毕竟，当你年轻漂亮的时候，谁能为你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

错呢？这个观点我想 Lana Del Rey 一定会同意。

Winona Ryder 《移魂女郎》(1999)

Drew Barrymore in MiuMiu Campaign (1995)

Winona Ryder 街拍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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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充满了伟大女性们塑造的优秀女孩榜样，咆哮的

1920 年代绝对是好莱坞充满魅力和时尚的时代。那时候女

性的发型越来越短，她们的创意也以独特的方式绽放。这十

年中最耀眼的人物之一是 Louise Brooks，其最著名的电

影《潘多拉的魔盒》已于今年重新上映。这位来自美国中西

部城市威奇托的女演员，因雌雄同体而闻名，被戏称为黑色

“头盔”，而她也不遗余力地利用自己的身体在好莱坞取得进

步。但她被卷入了哥伦比亚的老板 Harry Cohn 的性虐待事

件，签约对她来说成为一件难事，她开始在 B 级电影中出现。

Brooks 的个人性格充满了矛盾，这激发了奥地利导演 Georg 
Wilhelm Pabst 对她的兴趣，他邀请她在《潘多拉的魔盒》

中饰演天真但情绪受到干扰的角色露露—这是一位成功的

出版商的情妇，因放荡而被开膛手杰克谋杀。

在她的个人生活中，Brooks 更像是一个反叛者 ：她决定

通过告别演艺生涯并在萨克斯第五大道从事日常工作来告别

过去。她成为了“现代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女孩”的化身，她

激励了她的许多同时代人—年轻的摄影师 Lee Miller 就是

其中之一。他们的合作是女性变得更有权力的结果，那时候

女性开始成为全国各地工厂、办公室和百货商店中无形的劳动

力。享有更多特权的中产阶级年轻女性走遍世界，推广她们

的风尚，从而使其成为一种稳定的时尚。年轻的 Lee Mlller
与出版商 Condé Nast 的一拍即合，让 Brooks 于 1927 年登

上了《Vogue》封面。很快，模特的职业生涯让她感到无聊，

她开始深入研究摄影。 她成为摄影师 Man Ray 的缪斯，同

时Man Ray 也帮助她成为巴黎著名的艺术家。在战争结束后，

她决定与士兵一起游行，在伦敦闪电战和美国解放达豪之后，

她记录了美国陆军第 83 步兵团的每一步。她最具象征意义的

形象之一就是她在希特勒的浴缸里赤身裸体，宣布战胜暴政

和性别不平等。

#女性在我们社会中的角色一直是个问题。如今，“好女孩”角
色的存在至关重要。它以某种方式回忆起沉默的反叛者的忧郁，
她既强壮又优雅，能够参加战争，争取独立或成为她所在领域的
知名人士。好女孩是尊重和重塑规则的不守规矩的女孩，她们了
解自己的价值并实现不可能的事。

Louise Brooks (1931) 重新色彩复原的Louise Brooks老照片

 Louise Brooks《潘多拉的魔盒》(1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