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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不仅展现了中国女人妙曼的美，也让众多他国女人为之惊叹和穿搭。 在表现女性美上，任何其他服饰无法替代旗袍，因
此旗袍会比任何的时尚潮流更持久！ 本书是作者第二本个人随笔集，主题讲述的是具有深刻中国美的服饰———旗袍。 陆梅最爱旗
袍之美，她用 30 篇文字和 120+张精美画作讲述了上个世纪初中国女性的日常生活场景和丰富、宁静、平和的精神状态，充分展现
女性的外在美和内在美。 有一种服饰，它自带情画，这就是旗袍。 它引领我们品味旗袍时光，并且爱上这种延续至今的美。 穿着旗
袍，谈谈风月。

[作者简介]

陆 梅

画家、时尚插画师，设计师。 广
州美术学院视觉硕士毕业， 广东省
美术家协会会员。 跨界绘画、时尚、
广告、策划近三十年，多年外资工作
经历和自主创业经验， 对艺术、时
尚、生活，有着独特的视角和见解。
作品曾参加多次专业展， 画作被海
内外多家机构及个人收藏。 手绘 15
米长卷 《且慢-民国西关风情美人
图》入选全国首届动漫展，2020 年在
国内外举办了 “东方女人”“旗袍情
画” 陆梅系列作品个展巡展。 还为
《百物一天 香港 1935》绘制插图。曾
出版《衣橱里的小风月》。

爱一个人最疯狂的方式

《旗袍时尚情画》
陆梅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从前的中国没有情人节，却有很多情
书；以前的车马很慢，书信很慢，一生只够
爱一个人。通讯越是发达，那些记录在纸页
间一笔一画写的文字反而显得弥足珍贵。
爱一个人最疯狂的方式，就是一天写

9封信给她———

沈从文苦恋张兆和，孜孜不倦写书信
倾诉。四年后，张兆和因为“他的信写得太
好了”，许下一颗芳心。
没有一种方式比书信这种游戏更能给

广漠人世间这对男女物种延长互存共依的
时间了。
当然，很难再有了。
产生的感情是什么呢？
相互的好感吧，一来一往，相互拉扯时

间再尽量延长一些吧。
想象和等待， 披在动物性上的外衣，

何尝不是最具诗意的精神麻醉。
想象、焦急、等待、难耐、牵挂、相思

……一时无法实现的程，支撑着联结，填满
了日夜。
即见的视频，随时传唤的语音，触手可

得的对方，我们就偏偏要急着去剥下脆弱
核心的包裹。
智能时代，生命可以更漫长，而情感，

土崩瓦解。安静、内敛、绵长的爱，往往在等
候里无限加固。还是留点时间，给等待。

我希望我能学做一个男子， 爱你却不
再来麻烦你。 我爱你一天总是要认真生活
一天，也极力免除你不安的一天。为着这个
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在， 我一定要努
力切实做个人的。

———沈从文致张兆和

沈先生， 我想着有一天能雇一条船去
见你，就这么沿你笔下的沅水慢慢地走，虽
在前行却不赶路，虽然惦念却不着急，一路
收集起沿岸的阳光、风雨与星云，等到了你
身边，就能送满满一篮的故事给你下酒。

———张兆和致沈从文

我近来吃糖吃得太狠， 有时我想象吃
的是你的耳朵你的鼻头， 这样使糖加了一
重微咸的味道，因为你不会是甜的。有一种
糖的包纸上印着四个 Darling 的字，这种糖
大概患神经病和我一样。

———朱生豪致宋清如

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可爱。而
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
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上帝也老了十岁，一
切都是一样的。

———朱生豪致宋清如

今天早晨起来拔了半天草， 心里想到
等你回来看着高兴，荷花也放了苞，大概也
要等你回来开，一切都是为你。

———闻一多致高孝贞

妹妹， 你的信我都好好收起， 注明号
码，哪封是哪天发的，哪天到，我都写得明
明白白，好带回家去。

我们肩并着肩的从头细看， 细数这五
年的离情别意。

———朱湘致刘霓君

亲爱的妻：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人
在屋里，静极了，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
的妻。

我不晓得我是这样一个无用的人，你
一去了，我就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
做。

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

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
国忧家，然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
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我的心肝，我亲爱的妹妹，你在哪里？
从此我再不放你离开我一天。我的肉，我的

心肝！ 你一哥在想你，想得要死！
亲爱的：午睡醒来，我又在想你。 时局

确乎要平静下来， 我现在一心一意盼望你
回来，我的心这时安静了好多。

———闻一多致高孝贞

我一天一天明白你的平凡， 同时却一
天一天愈更深切地爱你。你如同照镜子，你
不会看得见你特别好的所在， 但你如走进
我的心里来时， 你一定能知道自己是怎样
的好法。

———朱生豪致宋清如

我爱你朴素，不爱你奢华。你穿上一件
蓝布袍，你的眉目间就有一种特异的光彩，
我看了心里就觉着不可名状的欢喜。

朴素是真的高贵， 你穿戴齐整的时候
当然是好看，但那好看是寻常的，人人都认
得的，素服时的眉，有我独到的领略。

眉， 我写日记的时候我的意绪益发蚕
丝似的绕着你；我笔下多写一个“眉”字，我
口里低呼一声我的爱， 我的心为你多跳了
一下。

你从前给我写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形

我知道，因此我益发盼望你继续你的日记，
也使我多得一点欢喜，多添几分安慰。

———徐志摩致陆小曼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
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
他们的言行的内幕， 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
必须自己贬抑到那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 大概有许多
是别科的。 女生共五人。 我决定目不斜视，
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

———鲁迅致许广平

一场维密大秀，又一次把性感推到高
潮———女人，美丽的女人，性感的女人，观
赏者趋之若鹜，向往之，都爱看。
我们可并不仅仅是看大胸哩！
“天使”们，集合了全世界最美的A杯

阵营（充其量只是 B）小胸女人们，终于证
明大胸不是性感的唯一标准。
尤其是这次的“中国四美”，说明我们

除了胸，还要长腿、要美貌、要活力四射的
自信。
然而维密天使们被制造出大胸的视觉

感，是代表了新时代的审美，却绕不开如何
显得更性感、更富有吸引力。
对待性感这件事上，中国女人从未停

歇。
从小马甲的流行，到天乳运动的束放

之争，从民国时期到当今时尚服饰，最初的
源头并非只是所谓解放自我，也充满革命
性。
早年的马甲旗袍年代，束胸也是时髦，

只不过那时候性感的不在胸，而在脚。
很多时候不过是周围环境使然，女人

往往是喜欢模仿、喜欢新潮、喜欢与众不同
的。
所以想尽办法，希望自己成为有吸引

力的那个。

性感之一：一半儿人家一半儿妓

从来是，隔壁饭菜比较香，所以争相来
模仿。
只因从前满族妇女的袍子乃贵族象

征，百姓人家不禁想模仿一番。
有意思的是，在那更早以前，旗人妇女

们嫌她们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
媚的袄裤，但被皇上严厉禁止了。
当然，那时候的袍子与现在前凸后翘的

旗袍还不是一回事。很长一段时间里，旗袍都
给予人男性化的感觉，和当今流行的“BOY
FRIEND（男朋友）”中性风也没差。
作家周瘦鹃先生道出旗袍美的另一面

是结合了男性特征的“飒”：妇女的装饰实
在以旗袍为最好看，无论身材长短，穿了旗
袍，便觉得大方而袅娜并且多了一些男子
的英爽之气。
当时女性身体特质完全被束缚，董竹

君在《我的一个世纪》中这样描述少女时
期穿的袍子：“十五六岁时穿的服饰就是一
件灰色无花的绸面灰鼠皮袄（那件皮袄相
当大，穿起来不合身的），一件紧胸的布背
心（当时女孩子都要把胸部捆得紧紧的），
一条黑缎裤，一双黑鞋和白洋布紧袜套。”
有一种说法，论民国服饰是妓女与优

伶引领了潮流。
“不领之衣，露肌之裤，只要妓院中发

明出来，一般姑娘小姐，立刻就染着传染
病，比什么还快……”（《妓女的衣着》，
《红杂志》，1922年第 13期）

晚清十年的最后变革，女学生们的时
尚贡献力量最大。
她们大都不缠足，衣饰整洁，很快成为

社会和男权注视的焦点。因此一时间“家家
姐妹费商量，不斗浓妆斗淡妆”。
女为悦己者容，良家妇女模仿学生装，

青楼女子也迅速效仿，甚至传出妓女的评
判标准———“貂狐金绣”的妓女，被视为庸
妓，最高段位乃穿学生装的妓女，才是时髦
而高尚。
而更极端的是女学生也有效法妓女

的，就不展开说了。
这一顿胡乱的相互模仿及相互羡慕，

偶尔角色扮演，一半儿男人一半儿女，中国
女人们在“性感”这事上，早就“开窍”了。

无奈束胸 小脚撩人

现在看来畸形的起源于欧洲的束胸，
却被当时国内女子们视为新潮。
“缚乳这件事，在娼妓、姨太太、小姐和

女学生中间都很流行，不过她们都是好新
奇，加一个‘新’字也不为过。”（上海《民
国日报》，1920 年 4 月 15 日，吴明《为什
么要缚乳》）
明知妨碍身体发育，环境所趋，各地女

校学生仍以束胸为美观。
为美，从来不惜代价。
当时，相袭成风，政府不得不颁令查禁

女生束胸。广东省政府曾下令禁止妇女束
胸，还提倡实行天乳运动呢！论开放，广东
省政府总是开风气之先河啊！
而性感，不在胸上，定在别处。
有记载说从前的女子临睡时还穿一种

睡鞋，软底，不染尘，合欢之时不脱睡鞋，有
“合欢不解”，却被底撩人。甚至洗浴时也
不脱鞋子，所以有诗“试浴银盆，似水畔莲
垂两瓣轻”。

“问伊家，何处最撩人？销帐低垂，兰灯
斜照，兜上些跟”的香艳级数，为之魂荡，又
怎是维密式的性感可比的？

欲擒故纵 内衣亮出来

一会儿束，一会儿全放，性感曾经那么
任性。天乳运动最有力的鼓吹者张竞生博
士，堪称那个年代的两性专家，传说发表过
一篇演讲《论小衫之必要》，分别告知男女
内衣的重要性：“小衫这件东西是爱的艺术
的结晶”，可以“去引起异性的恋爱”，“因
为解放光了，魅力也光了”。
他教男生，男性要更加发挥固有鉴赏

小衣的知识。
又教女生，讲究小衣的材质、形式、颜

色、花边等。“务知因这小衣，两性都充分满
足了肉欲，这就是兄弟讨论的大要，也就是
兄弟唯一的希望。”
不过无疑这是男性视角之下的心理，

要批判的。
就算我们号称旗袍最具东方美，其性

感背后还是法国作者米歇尔·福柯的《性经
验史》里点出了源头：不要小瞧性的伟大作
用，因为我们的社会就是性在调节———当
性被唤醒，我们控制身体，进行繁衍；当性
被过度压抑的时候，人们无处宣泄的情绪，
便会催生一系列以性为主题的文学艺术；
而当一些与性相关的行为，影响到社会文
明时，相应的对策也就应运而生。
总之，可能女人没有不想性感的，男

人，估计没有不爱性感的吧！

中国式性感的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