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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嘉賓黴黴不來，換誰？
維秘官方此次極盡“賣關子”之能事，在表

演嘉賓問題上吊足了粉絲們的胃口，先發布了
8張“線索圖”讓網友們猜測後，才公布將會由
蕾哈娜（Rihanna）、賽琳娜•戈麥斯（Selena Go-
mez）和“盆栽哥”The Weeknd獻唱。

咦？居然不是連續獻唱兩年、擁有衆多天
使閨蜜的黴黴（泰勒•斯威夫特）！不過，黴黴
的好閨蜜賽琳娜正因新專輯發布而風頭正勁，
The Weeknd因演唱《五十度灰》主題曲爆紅，蕾
哈娜更是于2012年擔任大秀嘉賓的“老將”，3
人成爲維秘的表演擔當倒也是話題滿滿。

更何況，按以往表演歌手也要穿上性感演
出服和天使們同台鬥豔的傳統來看，擁有性感
好身材賽琳娜和蕾哈娜可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就是不知道蕾哈娜是否會延續2012年大
秀的風格，繼續“調戲”天使們呢？

當然，無論表演嘉賓陣容如何，粉絲們最
關心的其實還是維秘天使們。雖然此次大秀
前，杜晨•科洛斯（Doutzen Kroes）、琳賽•艾
林 森（Lindsay Ellingson）和 卡 莉 • 克 勞 斯
（Karlie Kloss）3大美女都相繼退出，但仍有多
位“老天使”和10位“新天使”加盟2015年大
秀。

這批新天使大多在早前的維秘秀上就已
露臉，今年才正式與維秘簽約，比如Elsa Hosk、
Jasmin Tookes、Lais Ribeiro等都是苦等了三四
年才得以“轉正”，而Stella Maxwell、Sara Sam-
paio、Taylor Hill、Jac Jagaciak、Romee Strijd 這
些都是清一水的90後，其中Taylor更是只有19
歲。

維秘官方Instagram還特別公布了吉吉•
哈迪德（Gigi Hadid）的試裝小視頻，這位以“肉
感”著稱的20歲姑娘是維多利亞秘密的副線産

品Victoria's Secret Pink的模特，此次也成功入
選年度大秀，無怪乎小女孩吉吉在得知自己將
走秀後開心得哭了出來。

當然，維秘的“台柱子”Candice Swanepoel、
Alessandra Ambrosio、Adriana Lima、“小南瓜”
Behati Prinsloo和 Lily Aldridge 仍將在今年的
秀上大放光彩——誰說小鮮肉們吃香，這幾位
人妻、人母照樣是吸睛女神。

永不落幕的珠寶和翅膀
盡管在大秀上演時，諸多粉絲的注意力都

集中在天使們的美胸及大長腿上，但華美的戲
服、閃耀的珠寶和標志性的大翅膀仍是維秘秀
的一大看點。

根據官方幕後花絮中所透露的設計展板，
本次維多利亞秘密秀共有6個主題：迷幻波西
（Boho Psychedelic）、異域蝴蝶（Exotic Butter-
flies）、天使畫像（Portrait of an angel）、粉紅美
國（Pink USA）、冰雪天使（Ice Angels）和奪目
煙火（Fireworks）。

迷幻波西的靈感來源于搖滾盛行的上世
紀60年代，主打令人眼花缭亂的鮮豔色彩；異
域蝴蝶則可能會出現各式美豔的蝶翅；粉紅美
國作爲維秘大秀的保留主題，則一向以年輕、
可愛爲基調。

本次2015年度秀有70套服裝，34件翅膀，
不過與去年推出兩件夢幻裝（Fantasy Bra）不
同，今年僅有一件珠寶套裝走上T台——但具
體是哪一位天使得此殊榮，維秘官方讓粉絲們
事前猜了一個月，直到洛杉矶時間11月2日下
午3點的發布會才公布。

最後，等著11月10日維秘年度秀上演後
一睹美女的粉絲們，演出視頻還要等到12月8
號才會在CBS電視台正式播放——在此之前，
只能盼著維秘官方多發布些幕後花絮了。

這次太神秘

年度最受歡迎的時尚大秀——維多利亞的秘密年度秀（Victo-
ria's Secret Fashion Show）將在11月10日上演，本次大秀恰逢維多
利亞秘密大秀20周年，秀場再度回歸紐約，但最大的不同在于，這次
的大秀太神秘了！

試裝環節沒有
公開不說，連走秀
天使的名單也是拖
拖拉拉地沒公布完
全，而此次大秀的
主題和些許服裝手
稿更是只在幕後花
絮中一晃而過……
讓一衆粉絲網友都
急了，維秘到底藏
了些什麽？

維秘年度大秀

●維秘秀，秀出紙醉金迷
維秘是美國一家連鎖女性成衣零售店，主

要經營內衣和文胸等産品。從1977年創立至
今，維秘在全球擁有1600家零售店。2004年維
秘創造了每分鍾售出600件內衣的紀錄，2013
年的數據顯示，維秘占有全美35%和全球10%
的內衣市場，全球銷售額突破了67億美元。

維秘能橫掃內衣世界，維秘秀功不可沒。
曆史上的首次維秘秀是在1995年，當時在紐約
Plaza 酒店舉行，但反響一般，甚至幾千人的會
場都沒坐滿。

維秘在全世界範圍內爆紅始于1999年。當
年維密請來26位模特，在“超級碗”（美國職業
橄榄球冠軍賽）中場休息時，走了一場內衣秀。

“超級碗”常年是全美收視率最高的節目，那場
秀更是吸引了150萬人在線觀看，超負荷的網
絡流量直接影響了“超級碗”的比賽直播。

2002年之後，維密秀與美國CBS廣播公司
簽約了獨家合作，在180個國家轉播，並逐步在
社交網絡上同步直播。2014年的維密秀向192
個國家轉播，共計有5億人觀看。當年的入場
券要價幾百到上千歐元不等，如果要參加秀後
的香槟派對，還要另行支付1.2萬歐元。

維秘秀每年的看點其實都差不多，比如窮
奢極欲的布置。曆史上每一場維密秀的開銷並
不相同，但近幾年的花費卻一直居高不下，
2014年更是達到了2000萬美元，模特們幾乎是
浴著珠寶和黃金鑄成的火焰而來。

最讓人血脈噴張的，當然是世界上最美好
的肉體齊聚一堂。今年走秀的模特一共有47
位，其中有15位天使（與維秘簽約的模特），這
些模特不同于以往面無生氣的超模，而是個個
性感有活力，有著美胸和大長腿。維秘模特的
競爭很激烈，也因此每年都會有各種大八卦傳
出，比如今年卡戴珊家族的小妹Kendall Jenner
就疑似走後門，擠掉了另一位黑人模特。

●內衣外穿，卻是社會變遷大戲
的高潮

維秘身體力行了“性感就是第一生産力”，
但內衣並不是一直都和性感挂鈎，它的功能和
社會背景，經曆了很多變化。

在西方，內衣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三世紀
之初的古希臘，那時的女性就有了對身體曲線
的追求，並發明了原始的“塑身內衣”，這種“塑
身內衣”采用了近似現代立體裁剪的方法，在
腰部用金屬腰夾塑腰，當時，穿著這類服裝的
女性均爲處于上流社會地位的祭司、表演者和
宮中女士。

到了16世紀，緊身胸衣成了貴族女士們的
必備品。胸衣被昂貴的蕾絲和繡花裝飾，但實
質上是用堅硬的鯨魚骨、藤條和牛皮制成，又
厚又笨重。這時最流行的就是掐腰胸衣，它能
讓女性蜂腰盡顯、罩杯瞬間升高，壞處是太緊。

18世紀中期，歐洲出現了一股由醫生發起
的反束胸內衣運動。1876年，美國女性主義鼻
祖阿巴· 古爾德· 烏爾森在一次演講中說到：

“我存在，首要的角色不是妻子，也不是母親，
而是女人，我有作爲女人存在的權利。新女人
有權穿得堅強、舒服與快樂。”

胸罩被廣泛穿著後，就跟吸煙、開汽車一
樣，成爲那個年代婦女解放的標志。20世紀50
年代，以瑪麗蓮?夢露、索菲亞?羅蘭等影星爲
代表，豐滿勻稱的體型引領了那個時代的美，
胸罩的設計開始重點突出女性豐滿的胸部。

1965年，Rodi Gernreich設計出“無胸罩式
胸罩”，它利用了有承托力而不變形的萊卡來
縫制內衣，這種質料非常纖薄，穿在身上也仿
如無物。同時，女權主義勢力正盛，不少女性主
張抛棄胸罩。1968年，抗議美國小姐選美大賽
的女性們，向“自由垃圾桶”扔了許多東西——
包括文胸、內衣、高跟鞋、化妝品及女性雜志。

進入80年代後，豐滿的女性美又受到人們
的熱捧，這引發了內衣消費的大增長，內衣的
設計也更加大膽、暴露。一種能讓乳房高挺的
魔術胸罩開始回潮。1994年5月，魔術胸罩在紐
約的登場亮相可謂空前。女士們從清晨就開始
排隊搶購，魔術胸罩一度成爲胸罩乃至服裝業
最讓人驚異的奇迹。《時尚》雜志的一句廣告詞
可以很好地說明當時的情況：“顯露乳溝，遊走
于走光邊緣的胸罩，最能展示新女性魅力！”

此外開始有設計師和明星嘗試把內衣外
穿，賦予女性胸衣新生。比如1990年由麥當娜

在演唱會上演繹的尖錐胸衣。根據不同場合設
計出來的內衣種類也越來越多，如無帶胸衣和
隱形胸衣，包括胸貼。維秘更是將“隱私打造成
情趣”，徹底重塑了內衣的形象。

●維密熱不只是消費主義的產
物，這一刻的女性空前自信

在中國人傳統的觀念中，內衣只是一種
“功能性”服裝，與外表無關，更與性感無關。

內衣在很長一段的中國曆史中被總稱爲
“亵衣”，其中“亵”字包含著輕慢和非莊重之
意，意指不能輕易示人的不入流裝束。

即使到了現代社會，內衣依然被中國人視
爲一種羞恥。黃強在《衣儀百年》中介紹，五六
十年代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勞動是美，簡樸是
美，乳罩等表現女性性感的服飾被明令禁止。
當時女性內衣主要是傳統的蘇式乳罩。但是蘇
聯的大乳罩並不適合中國女性，她們主要還是
穿傳統背心或棉布做的無襯乳罩，外罩寬大的
幹部服，列甯裝，女性的曲線優美身材被掩蓋
在寬大服裝之下，實在無美可言。

70年代改革開放，服裝也開始走向新生。
乳罩再次出現。不過此時的乳罩做工非常粗
糙，材質是棉布，樣式則模仿蘇聯的布拉吉，只
起護胸的作用。但就是這麽簡單的乳罩，卻是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女性唯一的可以稱的

上內衣的産品，它沿襲到80年代，流行了30年
左右。那時突出女性曲線仍然被社會視爲醜
行，不少女性會用束胸布嚴嚴實實地裹著胸
部，即使到商店裏買乳罩，也要小心翼翼捏著
鼻子說話，深怕別人發現。

80年代中後期，洋貨陸續進入國門，“三
圍”概念開始出現。人們在關注身體健康的同
時，也開始重新審視服裝，以及女性的內衣。

“人靠衣裝佛靠金裝”的民諺被重新拾取。中國
女性終于從“假小子”“鐵姑娘”的贊美中解脫
出來，她們不僅在意內衣的功能，也開始接受
內衣傳遞性感的觀念。

德國著名心理學家艾娃?葛桑?鮑爾在《內
衣，魅力女人的秘密故事》一書中寫到：“內衣
之于女人，並不止于身體，而是關乎內心的，自
信、安全……一切感覺由此而生。”電視劇《蝸
居》中，海藻拿著宋思明給送她的信用卡去商
場大肆消費，第一次爲自己買了一件價值500
塊的“豪華內衣”，那一刻，海藻才突然明白，50
塊的內衣與500塊的內衣，本質是女人和女色
的區別。

一件內衣承載時代明暗，生活沈浮。如今，
中國女性泰然自若品評著維秘天使的身材，搜
尋著那些性感的內衣，並樂于親身穿上它們，
展現自己的曲線，這一刻，她們比任何一個時
期的中國女性都要自信。

維秘秀維秘秀
秀的不止是肉

時尚界的“春節晚會”，2015“維多利亞
的秘密”（以下簡稱“維秘”）內衣秀近日在紐
約上演。相比那些“不食人間煙火”的時裝
秀，維秘秀的關注度一直爆表。即便是和美
國隔著8小時時差的中國網友，也紛紛無縫
接入，共襄盛舉。

內衣是私密物品，它神秘，誘惑，讓人興
奮又羞于啓齒。而將女性的私密衣物搬上秀
台，大大方方任人觀賞，維秘可以說重塑了
內衣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