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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让我们留在记忆里的，不应仅仅是排
列整齐的数字，也不应仅仅是庄严肃穆的大事记，更
应该是一个个写满梦想与希望的人生，更应该是一
段段镌刻着时代印痕的故事。透过服装这颗折射了
万千斑斓色彩的水滴，如窥一斑而知全豹，能看到时
间带给大千世界的变化，看到中国人因着祖国的强
大而焕发出崭新的光彩。

时代年轮讲述过往美好
姜喜颜

服装是一种记忆，也是一幅穿在身上的历史画卷。随着历史发展、

社会进步，服装的功能逐渐从早期的御寒、遮羞，演变成为一种精神载

体，成为一个时代重要的美学象征。服装作为人类文明与进步的表象，

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艺术的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40年，从服装这滴水，就能看到明媚的阳光，看到大千世界、

世事纷呈，看到经济发展、文明进步。服饰文化的变迁，可谓时代风貌的

生动反映。尽管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期，可能会有不同的趋势或潮流，

但一以贯之的是，人们用服装来体现精神状态、表达美学主张的愿望。

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生活水平的限制，一个家庭对于着装上的开

销非常有限，人们的衣着穿戴依旧单一朴素。那时，中国人的字典里还

没有“时尚”一词，服装不仅款式单一，而且色彩灰暗。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人们

对世界的认知渠道越来越多，通过图书、广播、影视等接触到了各种各样

的服饰文化。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丰富，中国人被深埋了几十年的爱美

之心，开始在服装上得以释放。买一条喇叭裤，戴一款蛤蟆镜，烫上一头

小卷发，是那时候年轻人最潮的打扮。即便这种打扮不能每个人都实

现，但人人心中都有个喇叭裤的梦想却是不争的事实。

银幕上的女性时尚形象让女性从单一刻板的服装样式中解放出来，

开始追求符合女性自身特点的服装色彩和样式，一个多样化、多色彩的

女性服装时代正式到来，街上流行起蝙蝠衫、健美裤和连衣裙。

90 年代以来，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经济快速增长，文化持续繁

荣。制造业体系更加发达，很好地满足了人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的

着装需要。潮流稍纵即逝，风格千变万化。人们的思想观念更为开放，

服装已经实现了与世界的同步。

如今，人们的着装已是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美景，人衣合一成

为大家追求的理想状态，穿衣打扮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

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一种时尚。每

个人都是不同的风景，每一个衣橱里都有不一样的芳华。

人们不断通过服装来改变自身，不仅是外观层面，还包括审美趣味。

随着时代发展，美的标准也在变化。以服装为例，美的标准具象化为材质

运用、剪裁方式、款型效果、色彩搭配等。对于服装来说，材贵、技繁、奢华

未必是美。选择适合自己的，并能够穿出自信、穿出品位，才是美之所在。

回眸40年，活色生香的服装历来是时尚变化最为灵敏的风向标，百姓

服饰的变迁，无论颜色、款式还是服饰细节，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改

革开放以来，老百姓的着装风格由单一逐渐走向多元，色彩由单调变为斑

斓，而隐于背后的，是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变化。

服装上每一种款式的变化都留下了时代年轮的印记，讲述着过往的

美好。

奶奶的双层衣柜
毛琪

“毛毛眼光好，这颜色显精神。”前段时间回家看望奶奶，我给她

买了一件酒红色的毛呢外套，奶奶试穿衣服的时候开心地说道。

陪着奶奶把衣服挂进衣柜，一进门那个古老却又雕琢精致的香

樟木衣柜格外显眼。衣柜分为两层四个门，奶奶直接把呢子外套挂

在左上层，柜门一开，里面都是比较新的衣服。奶奶说，这些都是这

几年买的衣服，颜色比较亮、质感比较好。右上层的柜内是空的，因

为前一阵清理了一些旧衣服，暂时空出来了。下层两个柜子都是满

的，左边是爸爸和叔叔刚工作那会儿给奶奶买的，料子虽然硬了些，

但是舍不得扔。右边的柜子里有个蛇皮袋装着衣服，奶奶说，那些

都是老古董了，有太外婆织给她的毛衣，有嫁给爷爷那天穿的红色

大棉袄，也有爸爸小时候她用缝纫机做的小裤子。

吃饭时，我提议，不久后奶奶生日，大家一起把奶奶的右上层衣

柜填满，大家都同意了。上周末奶奶生日到了，我们全家围桌吃饭，

饭后大家都给奶奶展示了自己的礼物。

50 后的爸爸给奶奶挑选了一件纯灰色的中式复古盘口开衫，衣

服看起来比较单调，但在他眼里奶奶穿的衣服都应该是这种朴实风

格。他说上世纪 50 年代，需要凭布票才能购买布料，买来粗布料也

都是灰色、蓝色。70 后的姑姑给奶奶买了件浅粉色的羊毛衫，中间

扣子的两边分别绣着闪亮的福字。在她眼里，带有装饰点缀的浅粉

色能显得奶奶更年轻。她说，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物质逐渐丰富，也

开始有一些时髦的布料和款式出现，尤其是印染技术发展使得人们

开始告别过去的灰暗风格。80 后的我给奶奶选的是透气的印花全

棉牛仔外套，柔软的牛仔布料和斜插的口袋让衣服显得休闲又带着

时尚感。牛仔布料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至今，我想，我这个年龄

的人柜子里都有专属的牛仔喇叭裤吧。在我眼里虽然奶奶已经 80

多岁了，但她硬朗的身体和乐观的心态让她看起来十分精神，所以

我也想让奶奶“潮”一把。奶奶拿到衣服的时候一个劲儿说，太年轻

了，不适合她。可是当她穿上身的时候大家都夸好看。00 后的小表

妹买的是一件白色定制 T 恤，上面印着一个老奶奶的漫画头像和数

字 82，是为了纪念奶奶 82 岁的生日。表妹说，在新时代，最害怕就

是“撞衫”，所以要定制独一无二的衣服，追求个性和标新立异也正

是她这个年纪的风格。奶奶说衣服虽然不适合她穿，但是心意特别

好，没想到现在时代进步，喜欢的东西和想表达的意思都能印在衣

服上了。

奶奶说，今年收到的生日礼物特别有意义，她很感动。陪着奶

奶一起把衣服放进衣柜，看着柜子里的衣服，有一种说不出的神奇

感，每一个格子仿佛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穿衣风格。衣服从粗布到真

丝，颜色从单调到斑斓，也像是见证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穿衣理念的

变化。

潮人老杜
李珊

在追求时尚道路上摸爬滚打近 50 年的老杜，最近“佛系”了。

果不出所料，短短一周，小区那些老太太们，也纷纷换上了莫迪

卡色的长开衫、阔腿裤。

晨光中，几个银发老太太翩翩走来，那种心平气和的精致，让我

这个女汉子不禁自惭形秽。

在我的记忆中，老杜对时尚有着异乎寻常的执着。

过去，那物质贫乏的岁月，并没有压倒老杜时尚的心，反而激发

出她无穷的创造力。经过老杜之手，衣服大能改小，旧能翻新，破旧

衣服，换个面、加个领子，又成了崭新款式。纵然一百个时髦的女人

走在一起，老杜也绝对是最时尚的那个。

提起那个手工做衣的年代，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拆手套线织

毛衣。父亲单位每月都会发放几副白线手套，织一件毛衣需要十副

手套。这些白线手套首先被拆成一堆弯弯曲曲的线，然后放在一个

大锅里煮沸，再投入染料，把白线染成绿色、淡黄色或咖啡色，等着

线干透后，织成最流行的花式“双柳叶”和“双树叶”。这样的毛衣穿

在身上，无人不羡慕。

最难的活儿还不是这个。为了编织夏天的薄衣服，老杜还买回

各种颜色的鞋带自己拆开当线用，这可比拆手套难多了，需要一根

一根地把细线抽出来，再系到一起，拆两副鞋带就要整整一天的时

间。

近年来，随着我们姊妹三个相继参加工作，老杜的时尚追求也

越发进步了，逛布店成了她的最爱。

那些如诗一样的布料名字：香云纱、花贡缎、软绸、乔其纱、织锦

缎、华丝葛……还有那些缤纷颜色：天青、月白、湖蓝、橘黄、水绿、雪

晴……一匹匹布料，老杜都会认真端详，仔细盘算，每一件衣裙的剪

裁缝制更是细致入微。这些年，在老杜每一件看似随便的衣服之

下，隐藏了多少“运筹帷幄”啊。

随着年纪的增大，老杜身边簇拥的人群中除了一些追随了几十

年的老闺蜜外，也多了一些不同年龄阶段的粉丝，甚至我八周岁的

女儿也成了她的忠实粉丝：“我们发了新校服，姥姥说要给我不着痕

迹地改得与众不同。”

你能想到老去时最美好的模样吗？

是儿孙满堂，尽享天伦之乐？还是执子之手，相看白发苍苍？

即使青春不再，却能够在岁月的沉淀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对自

己热爱，对生活有激情，对梦想追求。

老杜很酷，我很爱她。

我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如今步入中年，

对于逝去的岁月总有怀旧情节。最近天气凉了，

开始把夏装收进衣柜，又把秋装翻出来。当翻到

衣柜底层那昔日的手工毛衣，仿佛见到久违的老

朋友，又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从前……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上小学时，农村刚

刚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寻常百姓家的生活

开始起步。那时我家种了几亩棉花，每年秋天到

了收获季节，要把一包包雪白的棉花运送到镇上

的收购站，此外自家还要留点儿去棉花坊加工，

用来做棉被或棉服。快过年了，母亲总要去赶集

置办年货，顺便也给我扯上几尺做棉袄的花布，

面料点缀着好看的小碎花或可爱的小动物，煞是

惹人喜欢。母亲用直尺和划粉画好里子和面子，

裁剪开来平铺在炕上，装进新棉花，然后铺上报

纸翻面子并且引线合缝，用细密的针脚缝制成漂

亮合体的小棉袄。我爱不释手却又舍不得马上

穿它。除夕夜，母亲会在睡觉前悄悄把新棉袄放

在我的枕边迎接新年。细心的母亲往往在袖口

缝上一副小套袖防止弄脏，这样平时也方便拆

洗。大年初一早上，新衣服穿在身，纯棉花的，轻

盈又暖和。我欢呼雀跃着，它足以让当时的我兴

奋好一阵子！花棉袄，充满了期待和暖心的喜

悦，它贯穿了我小时候的纯真回忆。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手工毛衣渐渐成为引领时尚的产物。已经参加

工作的我，业余时间最爱跟单位的大姐学习各式

花样的毛衣织法，美国大平针、麦穗花、元宝针等

至今记忆犹新。记得刚开始学时，我买来一副浅

黄色竹签和几个粉色的毛线团，从最基础的正反

针开始，穿引着柔软的毛线在指间环绕飞舞。下班后，从食堂吃完饭

回到宿舍，我也顾不上休息，中午加班织，晚上继续织，凭借那一鼓作

气的精气神，两个礼拜工夫，一件毛茸茸的漂亮毛衣呈现在面前，而且

还是时尚的“鸡心领”。穿在身上，对着镜子左照又照，内心颇有成就

感，从此编织毛衣的兴致便一发不可收拾。我不但给自己织，熟练之

后还买来几本《棒针编制花样大全》学着给家人织。尤其是父母，每当

穿上我亲手为他们量身编织的新毛衣，总喜欢跑到邻居那里津津乐道

一番：“这是俺在城里上班的闺女织的。”那种自豪感溢于言表，在他们

心目中，闺女手工编制的毛衣永远是“温暖牌”，穿在身上，由内而外感

到无比幸福。

时代在变迁，步入 21 世纪，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制造业获得飞速

发展。许多羊毛衫企业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生产渠道在不断扩大，

手工毛衣逐渐被羊毛衫所代替。尽管各种成色的羊毛衫大都价格不

菲，但比起过去厚重的手工毛衣，羊毛衫时至今日兴盛不衰自有它的

魅力。现在的羊毛衫，质量愈加精细考究，关键在于它穿在身上既暖

和又舒服，深得男女老少的青睐。国内外各大品牌羊毛衫专卖在商场

都设有专柜，款式也更加多样化，简直是百花齐放。尤其是每年过春

节，我们全家都要添新羊毛衫，而且每个人穿衣风格也各有千秋。冬

天外出回来，身着轻柔的羊毛衫在家里活动既舒服又方便。尤其是老

母亲，当穿上我精心为她挑选的夕阳红羊毛衫，夸她年轻了许多，高兴

得一直合不拢嘴呢。

十余年前念初中时，妈妈总会在周末带我

去外婆家小住。

豆蔻年华的我童心未泯，看见村口那条小溪

便跃跃欲试地要玩水，傍晚将半截裤管溅湿了。

回家后被一顿数落自然难免，外婆一边絮

叨一边在柜子里找干衣服给我换，末了眯着眼

睛拎出一条整整齐齐折好的灰蓝色裤子，说：

“这是你妈初中时穿的，尺寸估计也差不多，快

把湿衣服换下来。”我接过来展开看，裤子有六

成新，洗得也还算干净，却总带着些说不出的

土气和别扭。尽管不情不愿，可刚犯了错、自

觉要夹起尾巴做人的我还是乖乖进了卧室，旋

即发觉有问题，拎着裤腰冲外头嚷嚷：“这条裤

子没拉链！”

外婆应声推门而入，在侧面一拉便将原本

松散的裤腰瞬间收紧，我才讶异地发现拉链居

然设计在右侧腰间，而不似我平常穿惯的牛仔

裤般开口向前。

换好衣服，我像发现新大陆般好奇地问：

“这设计有点儿奇怪，以前的裤子拉链都这样

吗？”“也不是，”妈妈回答，“分男女，女裤的拉

链基本都开在侧边。”在镶有全身镜的老式柜

子前，我还是没忍住小声抱怨：“好难看啊，直

通通没版型不说，颜色还这么土气。”外婆笑

了：“以前衣服本来就没几种颜色，哪像现在花

花绿绿的。开始时兴喇叭裤时，因为它你妈还

被我训哭过呢。”

那个年纪的我最爱听人讲往事，立刻搬来

板凳坐在外婆旁边摆出一副要听故事的姿态，

她便温柔地把我揽在怀里开始回忆：“喇叭裤

上头细、底下宽，把屁股包得圆滚滚的，农村人

都看不惯年轻人这么穿，觉得不像话。你妈买

了一条穿回来，那天我正在果园里干活，你大

姑婆跑来说，‘大嫂，你家二闺女穿喇叭裤回来

了，你快去管管！’”说到这里，外婆的笑意止也

止不住：“我急匆匆回到家，进门时正看见你妈

在照镜子，还问我好不好看，气得我当场就把

她训哭了。”

我趴在外婆腿上，也不说话，只笑嘻嘻地

拿揶揄的眼神看向妈妈。眼神在半空中交互，

我调皮地眨眨眼，知道母女俩不约而同想起了

几天前发生的小插曲。

十几岁的小女孩多半喜欢动漫，我自然也

不例外。动漫看多了便爱上里面中学女生的

水手衫格子裙校服，觉得那种打扮才明媚又

清纯，于是提出买来穿的要求，却遭到做老师

的妈妈极力反对：“这种衣服一看就像不良少

女穿的，穿着它去学校像什么话，不许买！”她

态度强硬的驳回令我委屈许久，最后还是爸爸

买来几本新书才哄得我展颜而笑。

二十年，两代人，光阴流转间原来故事竟

如此惊人地相似！自此，妈妈的喇叭裤便与那

求而不得的水手衫格子裙一起，成了我心里的

白月光，总觉得它们定然极美。

2016 年夏天，大学毕业即将踏上工作岗位

的我在家整理行装，无意间翻出旧裤子，妈妈

在旁边瞥见，语气中立时便挂上了怀念：“这就

是我当时买的那条喇叭裤，这么多年尽管压在

箱底，也一直没舍得扔。”

我大失所望，这当年时尚的象征在如今看

来真可谓毫无美感——“那个年代审美到底有

多落后，这裤子明明没什么特别。”“上世纪八

十年代和现在不同，当年人们都为温饱奔波，

没那么多心思花在打扮上，化妆更是离普通人

很远。哪像你们衣服穿都穿不完，还能每天跟

着什么美妆博主学化妆。”妈妈珍惜地把喇叭

裤折好重又收进衣柜，说：“你们眼里土气的喇

叭裤已经能让那个年代的女孩开心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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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压箱底的喇叭裤
陈旻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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