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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apan is a country of Uniforms. The school uniforms are the most impressive one among which
system represents the cultural symbol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Japanese and the school
uniforms can be best reflected in the animation, films and television, books even in the adult industry. Just like the oriental cherry, Bushidao and the tea ceremony, the school uniforms is also
the quintessence of the Japanese spiritual culture. It is the unavoidable key point to probe into the
Japa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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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是“制服大国”，在以制服为代表的文化符号中，尤以学生制服最深入人心。日本人与学生制服文
化的牵连，在动漫、影视、书籍甚至色情行业中都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学生制服与樱花、武士刀、茶
道等一样，都是“日本精神文化”的精髓，是探究日本文化不可跳过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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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生制服的概念与发展
1.1. 学生制服的概念
日本学生制服种类繁多，日本女生在进行择校时，学校的制服样式甚至可以超越学校的教育水平而
成为左右择校志愿的首要因素。在如此五花八门的种类中，最基本的两款代表性制服分别为水手服和西
装制服。
水手服起源于早期英国海军的服装，又称为海军服。水手服样式繁多，夏装浅色，秋冬装多为蓝黑。
西装制服则属于比较新兴的制服样式，它曾经是波兰骑兵的制服，相较于水手服的简洁朴素，西装制服
更为华丽和高级，是更加社会化成熟化的符号。

1.2. 学生制服的发展
在学生制服的发展方面，西装制服属于后起之秀，它于 1960 年被采用为学生的制服，比水手服晚了
约 40 年。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经济进入全盛时期，传统的水手服已经无法满足当时人们对于奢侈的需
求，校服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出现了“校服革命”，其最大的特点便是西装化。由于西装制服价格不
菲，这场校服革命多以大城市为基地进行，偏远的地区及乡村地区仍以水手服为主；而水手服的发展历
史则更加悠久复杂一些。20 世纪初，英国的殖民扩张和军事势力都已达到极致，引来各国对其制度和服
装样式的效仿。在日本，水手服最初也只是海军的服饰，在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的思想催动下，水手服
作为“类军服”在校园中得到了大力的推广。1920 年，全套水手服由在英国留学过的日本福冈女学院院长
伊丽莎白.李推行，从此，日本正式掀起了水手服的狂欢浪潮。
水手服的发展以仰慕西洋文化、崇拜军国强盛为开端，引入后在本土落地生根发扬壮大，如今再谈
水手装，人们几乎不会去在意作为其起源的英吉利皇家海军制服，脑海里第一闪现的还是由领结百褶裙
半筒袜装点起的周身洋溢青春气息的日本少女，水手服已被打上“绝对日本化”的烙印。

2. 从学生制服元素探究日本文化特性
2.1. “类军服”的军国主义文化色彩
日本校服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但正如上文所述，水手服的引入最开始并不是为了时尚与潮
流，而是一种举国上下对西洋文化以及战争信念极度向往与渴求的精神承载物。1853 年，美国将军佩里
率领四艘战舰，轰开了日本闭关依旧的国门，最终签订的“日米和亲条约”。在带去被侵略和屈辱的同
时，也给民众带去了大量的先进思想文明。以“黑船事件”为契机，西方文明涌入日本，上至政府机构
下至平民百姓都对改造国家、富国强兵充满了斗志与热情。正是这种“类军服”使得处于战火纷飞、社
会变革之中的日本青年热血沸腾，当国难与责任同时压向年轻一代的时候，“类军服”校服强化了他们
的国家认同精神，点燃了他们心中对于战争的浪漫主义火苗。当时日本政府在全国学校普及“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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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孩子抓起”的政策，实行《国民优等生法》，规定学校里 15 岁至 20 岁之间的女学生进行弓道、投标、
千米速跑等体育训练，立志要培养意志坚定的“军国女性”，目的就是为了把女校变成培养“军国之妻
母”的基地，使年轻的女性和男性一样，从小就接受军国思想教育，将国家、战争、军事、政治这些元
素深深根植于她们的脑海里，直到这些年轻人在潜移默化中无怨无悔的成为战争的棋子。在这种国民文
化的趋势下，无论是男生的诘襟还是女生的水手服，这种带有军事内涵的服装极大展现了作为思想控制
工具与洗脑工具的作用，也就满足了日本政府的胃口。
冯小宁导演的电影《紫日》，讲述的是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三个不同国籍的人一起踏上求生之路的
故事。在电影中，有两场片段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45 年的中国东北，一片荒茫的野地上，身
穿诘襟和水手服的少男少女整齐得排成方阵，日本少女秋叶子还在偷偷和恋人眉目传情，单纯的心灵对
马上要发生的残酷一无所知，心中依旧涌动着对爱与未来的期盼。而台上，一位日本军官正面目狰狞地
大声向这些训话：“美国人！英国人！中国人！还有那些俄国人都向我们杀了过来！大东亚圣战已经到
了最后的关头！你们的父兄已经在前线牺牲！还有谁能保护满洲和日本呢？！只有你们了！你们是大和
民族最后的希望！政府已经颁布了《义勇兵役法》！17 岁以上的女生都必须参加义勇挺身队！15 岁以上
的男生都要去参加陆军或海军！万岁！万岁！”
在战败已经心知肚明的情况下，依旧被军国主义思想所操纵着的上层军官，在他们扭曲的思想里，
这些年轻人没有生命，甚至会很荣幸的充当帝国的炮灰。这些少男少女身着的水手服，代表着他们会对
上级、对权威、对帝国的绝对服从。因此在电影后期，秋叶子会控制不住将枪口对向异国的伙伴；也是
在最后，衣着水手服的她被本国的军官残杀。时至今日，水手服中的军国主义文化内涵已经不再明显，
已经回归了服装本身正常的视觉审美轨道，但水手服的源头依旧摆脱不开军国主义的影响，可以说，水
手服在军国主义背景之下诞生并发展，反映了日本限定时期内的独特文化。战争赋予了这种服饰一种扭
曲着的、带有悲剧色彩的时代内涵，它的壮大是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可悲、病态的折射。

2.2. 男尊女卑下的男性主导娱乐文化
如果说战争时期的水手服带有服务于国家政治与军事利益的军国主义文化色彩，那么战争结束之后
的和平时期，学生制服不但作为学生的日常穿着而不断发展，更被添加了一抹诡艳的文化色彩，和军国
主义文化一样成为了日本独有的文化风景线。这便是在日本男尊女卑社会基础上形成的由男性主导的制
服文化。
学生制服其实在最初产生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日本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文化，男生所穿的诘襟在军
队中代表着管理者立场的军官，而女生则穿着代表被支配立场的士兵水手服。诘襟是不容置疑的权威，
水手服却只能无条件的服从。在日本以男性主导的娱乐文化中，水手服是直接取悦他们的重要元素，离
开了学生制服，日本男性的娱乐事业也好，色情事业也罢，都将失去一个精神倾向的支柱。
学生制服的男性主导色彩首先体现在日本的娱乐文化上，其中一个方面便是学生制服在各色少女偶
像团体上的重要作用：第一，面向男性的少女偶像团体无一例外的都以学生制服为团体服装，与其说服
装，不如说是吸引男性粉丝的卖点。而男性偶像，基本在着装上趋于多样化或成熟化。所谓“制服诱惑”，
大部分都是面向男性的。另一个现象是，日本男性偶像的演艺寿命要比女性偶像长得多。如最为人们所
熟知的木村拓哉，1972 年出生，1987 年加入杰尼斯事务所，依然在王牌偶像的位置上屹立不倒。反观女
性偶像团体，从早安少女组到 AKB48，团内都存在着“毕业制度”。其原因是日本少女偶像的存活是以
男性主导的品位和兴趣作为风向标的，所以少女偶像的整体市场策划对于制服元素的过度依赖决定了她
们注定走不长远。
谈到日本的男性向娱乐文化，动漫更是不能遗漏的重点。而学生制服在男性向动漫中的地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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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无法被取代的。日本制服控的男性相当之多，在御宅文化中广为流传的三大萌系服饰，水手服就是
其中之一。男性对于学生制服的情有独钟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动漫文化的发展趋势。男性向的美少
女恋爱游戏中，女性角色大多身着学生制服。日本著名的游戏公司 Key 社所出品的三大经典游戏《Air》、
《Kanon》以及《Clannad》，作为早期萌作的典范，女性角色也是以学生制服登场并活动于游戏之中的。
2012 年日本最新制作的 168 部动画中，专门为御宅族服务的男性向动漫作品就有 94 部，占据了全年作
品份额的 56%，而在这 94 部男性向动漫作品中，校园题材，也就是制服系动漫 72 部，高达全部男性向
作品的 77%，是全年作品的 43%，直逼一半的比例。
学生制服对日本娱乐文化的最后一个影响体现在日本的色情文化上，这是一个尴尬的话题，但其特
殊性与影响力也是不能遗漏的。日本的色情文化总能引起异国人无限的兴趣与探究心理，这个令人难以
启齿的话题在日本却是以一种光明正大的姿态展现在大众面前的。日本作为全球最大的成人影像出产国，
色情事业已经做到了以市场为导向，专业而细分。而日本的学生制服，在色情娱乐文化中也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学生制服与色情文化的联结，是男性主导下日本娱乐文化的最高也是最极端的体现。日本的少
女偶像都不会仅仅是从服装上或是歌曲内容上以学生制服为主题吸引男性观众，大部分少女偶像都会拍
有关制服的带有些许色情意味的写真，例如 HKT48 的菅本裕子曾拍过一组照片，将学校制服的扣子解开
露出胸部，而 HKT48 属于相当主流的少女偶像组合，而 94 年出生的菅本裕子拍摄这组照片时还只是 17
岁。当然，这在日本整个色情文化环境中根本算不了什么，日本对于未成年女生带有性暗示的制服图片
早已司空见惯并热烈推崇，全世界大概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用这样的思想去定义，而未成年女学生还觉
得如此习以为常。对于御宅文化颇有研究的 Gainax 社长冈田斗司夫在《御宅族已死》中说：八卦题材也
好，综合性杂志也罢，在日本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杂志，要想卖得快就必须在封面上展现十五、六岁的美
少女，让她们身穿泳装或制服，摆出带有情色意味的姿势。冈田还说，如果一个完全不了解日本文化的
外国人，随便走进哪家便利店，看到书本陈列架上的一排排杂志，肯定会觉得日本全都是恋童癖。
除少女偶像的制服色情写真之外，学生制服与色情产业的实质性挂钩则是日本的成人影像业，也就
是我们所说的 AV 产业。制服与 AV，在常人看来完全是两个极端的概念：一个代表着学生时代的青春、
阳光，另一个则是成人世界的不堪面。但日本的 AV 正如日本的男性向动漫一样，是离不开学生制服元
素的，学生制服作为特殊的卖点，被 AV 市场所大量渴求。日本成人影像市场竞争激烈题材众多，唯有
学生制服题材仍旧可以稳固其不变的地位，仅 2012 年一年，日本出产的学生制服题材的成人影片就达到
了 1400 部，占全部 AV 题材的 30%。自九十年代以来，学生制服可以说是一直在“堕落”，曾经代表未
成年女孩纯洁、天真的水手服，现在的确已无法摆脱色情的另类代言[1]。在 AV 界，水手服是大受吹捧
的道具，在涩谷从事“援助交际”的女性眼中，学生制服更是吸引买淫男性的“工作服”。“水手服本
身也许没什么好说的，但它既然是最常见的女高中、初中生的制服，这身服装也就与女高中生的身份画
上了等号！甚至有些色情行业的从业人员明明已经徐娘半老却依旧穿着学生制服接客，为的就是希望顾
客能藉由以上联想而把她们想得年轻一点”可以说，学生制服已然是日本色情文化的一个代表性分支。
纵观日本的男性向娱乐文化的三大涵盖面，无论是少女偶像、萌系动画还是色情产业，学生制服为
什么总是可以处于屹立不倒的地位？学生制服就那么迎合男性的价值观吗？这表明了男性比起成熟的女
性，男性更热衷于看到年龄较小的学生妹、少女活跃于娱乐舞台上，萝莉情结从某种程度上包含着男权
主义审美观下一种暧昧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男权审美的趋势下，少女偶像才会依据年龄产生毕业制度，
御宅动漫中的制服动画才会被大肆推广，色情产业中的学生制服才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2.3. 对真善美的追求与对暴力美学的狂热——矛盾的日本影视文化
除去娱乐领域，日本的学生制服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应该是日本的影视文化。影视作为一种有效
DOI: 10.12677/ma.2018.61001

4

现代人类学

和平

的文化传播手段总会在一个国家的文化输出模式上占据重要地位。我们对于日本学生制服的印象，大多
数也是从各类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中获悉的。虽然学生制服在影视剧中出现的场合多为校园剧，但这并
不意味着有着学生制服的校园影视都是美好的纯爱题材。日本的影视文化存在着矛盾性，制服所体现的
爱、梦想与人生励志与暴力、血腥并存。
首先，日本人爱在影视剧中用学生制服展现一个爱与美的纯净世界。无论是水手服或者是西装制服，
闪亮的领结和飘扬的裙摆都很容易将观者引入曾经那个无忧无虑、天真烂漫、为了理想勇往直前的学生
时代。日本影视中的学生制服在很大方面被概念化，是青春的等同词，纯真、善良、爱与友情、永不服
输的精神、苦涩却美好的回忆……一切有关青春的美好词汇都能在学生制服上找到归宿点。关于学生制
服最早的“爱与梦想”大暴走，第一个就要提到一部耳熟能详的动漫《美少女战士》，这部 90 年代的作
品无论是漫画还是动画都造成了极大的社会轰动，输出海外后更是大受欢迎[2]。作品的内容与情节哪怕
是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说上几句。这部描绘女孩子们化身水手服战士与邪恶势力做抗争的作品乍一听也许
比较老套，但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自 92 年出品后成为日本女性向漫画的经典之作，在日本漫画史上占有了
重要的地位，更成就了一个无法模仿、无法超越的“水手服战士时代”。
当然，以学生制服元素阐述真善美思想的影视最多还是要属日本的校园电影，这其中还要属校园纯
爱电影最多。这类电影大多是以校园为背景，讲述男女初中高中生的单纯的深刻的爱情故事，不管结局
悲剧或喜剧，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影视世界中描绘青春的懵懂与美好。同时，校园纯爱影视还制造了一
个理想化的情感乌托邦，在一个充满梦幻的影像世界中，在一场不涉及性欲、物质、阶层，甚至无关生
死的纯粹爱情中，观众可以获得巨大的内心平静与情感满足。90 年代的《情书》、《四月物语》、《一
吻定情》，近年来的《恋空》、《我们的存在》、《好想告诉你》、《我的初恋情人》……这些校园纯
爱影视中满眼映入的都是美丽的学生制服，制服代表了温馨、纯洁、真诚的世界。除去校园纯爱，学生
制服也被广泛运用在励志电影中，如感动日本全国的《一公升的眼泪》，制服少女坚强对抗命运与疾病
抗争的故事赚取了大把的眼泪，没有人不被这种坚强向上的精神所打动。
就像娱乐文化中的学生制服拥有“少女的天真烂漫”与“色情的重要道具”两种极端一样，在日本
的影视文化中，学生制服的矛盾性同样得到凸显。就像日本人一方面在影视剧中追求纯洁无垢的校园恋
爱，另一方面却在学生制服上寻味一种疯狂、血腥的暴力情愫，日本影视文化中的学生制服，同样也是
日式暴力美学不可或缺的亮点。
暴力美学最早起源于香港，这类特殊的题材很快被世界上很多优秀的导演青睐，吴宇森、北野武、
昆汀·塔伦蒂诺，分别代表了香港、日本、西方三大暴力美学流派。但无论是吴宇森“英雄系列”传达
的香港特定时代的美学感受，还是昆汀·塔伦蒂诺的后现代嬉皮，再没有一个国家的电影能将暴力美学
用纯真无垢的学生世界如此极致的表现出来。日式暴力美学倾向于使用学生制服营造鲜明的反差感，从
斑斓华丽到庞杂臃肿，清净枯寂到纤毫不染，在野蛮与文雅之间打转。对于日本的某些校园电影，很多
人都这样开玩笑：现在看日本校园电影，一看到清澈镜头抒情音乐纯净无垢的喧闹微笑以及干净的校服，
就会做好心理准备：下一秒多半会出现暴力凶杀血迹特写以及孩子们沉静微笑面部特写。由此可见日本
校园影视并不全是纯爱励志的真善美题材，日式暴力美学影视是经常会以校园为舞台的，而学生制服此
刻也不再是温柔美好的象征，而变成了日式暴力美学的寄托体[3]。影视注重的是唯美感的流露与镜头感
中欲说还休的情感表达，对人性的探讨流露出的则是一种直接的绝望和厌世情绪，对死亡的讨论远远多
于对生。暴力与年幼形成反差；死亡与课堂形成反差；鲜血与制服形成反差。
对于学生制服反差形象热情度最高的一次要数《水手服与机关枪》，这部作品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是
暴力美学，它是日本畅销书作家赤川次郎于 1978 年出版的热门小说，销量超过 200 万册，这部作品的构
思是清晰明了的：普通的女高中生阴差阳错的继承父业，误打误撞竟然当上了黑社会老大，日常生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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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

此不再平静，打架、流血、为找出杀父仇人而努力。女主角“纯中带邪”的气质令很多人着迷，在电影
版的最后，女主角用机关枪扫射一班仇家，然后稚气地说了句：“痛快”！这一幕成为经典的电影画面。
从当年日本对于这部作品的狂热就可以看出学生制服营造的反差感深受日本喜爱。水手服是代表纯真无
邪的符号，可一定要与代表暴力与强硬的机关枪并列在一起才能引起视觉的刺激与心灵的震撼，反差感
是学生制服在日式暴力美学影视中最注重营造的一个因素。
学生制服在日式暴力美学影视中的作用除了营造反差感以外，第二点作用是渲染悲剧情绪、营造破
碎的美感。日本文化对于“破碎感”有一种独特的钟爱，日本人的审美观有一种对于“悲剧性破碎感”
的享受，许多日本影视都以悲剧收场，就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悲惨，也会留下些许遗憾，不追求结局的
大完满。“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这句在日本广泛流传的诗句最能代表他们的悲观主义
思想。悲剧情结不仅是日本人的内心反映，也代表了日本人的审美倾向[4]。日本人看戏爱看悲剧，看电
影也爱看悲剧，甚至看小说，也最爱看悲剧小说。而学生制服，正是承载悲剧破碎感的绝佳道具，真是
因为学生制服代表了青春、活力、纯净等一系列美好的名词，当它与悲剧挂钩的时候才更能营造一种香
消玉殒的惨烈感，这种惨烈感深受日本人喜爱，并一再被运用到影视剧中。
学生制服在日本影视中还有第三个作用，那就是以学生制服比喻青少年，探讨人性、社会与青少年
之间的关系。若要举例的话，最著名的例子应该就是《大逃杀》了，这部由深作欣二导演的作品是很多
偏爱日本暴力美学电影爱好者心中的经典之作，在电影的设定中，全班 42 名中学生在毕业旅行中被告知
必须互相残杀，决出最终胜利者，世俗的道德观念不再存在，一切就像回归到原始生物一般，只剩下为
了生存去竞争，人性的丑陋、软弱、邪恶、自私、赤裸裸的被呈现。本片推出后广受争议毁誉参半，深
作欣二在片中毫不手软地大胆表现暴力场面，用充满冲击性的画面揭示出非常情况下赤裸裸的人性，用
身穿学生制服互相厮杀的“未成年人搏斗”营造出触目惊心的效果，在日本播映的时候也划定了 15 禁的
年龄界线[5]。

3. 结束语
日本是个对“制服”体制非常狂热的国家，但没有任何一样制服可以取代学生制服在日本文化中的
位置。在日本本国，学生制服不再是“学生限定”，为了让已经毕业的女性继续享受制服的乐趣，学生
制服超越了学校制定服装的范围，作为自有服饰的一种被广泛认可，面向年轻女性的学生制服品牌开始
发展起来。如 AneCONOMI，以学生制服为起源，针对高中毕业仍爱好制服的二十代女性，保留制服韵
味，并增添时尚休闲元素。日本的学生制服发展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以学生制服这一小小要素为出
发点，我们可以窥见这些年来日本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走向。今后学生制服将如何发展，我们并不得知，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学生制服的这种充满矛盾性的文化涵义根植于日本本土，不会轻易改变，学生制服
会继续以“圣俗两道”的形象影响、创造着日本文化，贯穿日本文化特性的始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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