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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字拖（Flip-Flops）又叫“夹趾

拖鞋”。单就英文的发音，那踢踢踏踏

的节奏就已传达了一种随意和自在。

代表品牌Havaianas

人字拖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几

千年前人类就用兽皮或其他可利用的

材料裹在脚上，那可以算是人字拖最

早的雏形。而后来将人字拖发扬光大

的要算是日本和巴西，除了日本典型

的木屐式人字拖外，巴西的胶质式最

为舒适，也带动了人字拖在时尚界的

发展。

巴西的Havaianas（哈瓦那）是最

知名的人字拖品牌，因为它穿着柔软舒

适，又适合当地气候，一经出现就受到

了时尚界的关注。在1907年，一种专门

给咖啡采摘者穿着的ALPARGATAS鞋

在巴西开始大量制造，这就是哈瓦那人

字拖的前身。

1962年，受到日本Zoir	 Flip-Flop

夹脚拖鞋的影响，巴西生

产者开始制造哈瓦那人字

拖。1965年，哈瓦那人字

拖每天销量达1000双，几

乎变成巴西的国民鞋。

自1962年开始，以

天然橡胶的独特秘密配

方，丰富鲜丽的色彩及印

花缔造的、从普通市民到

贵族甚至是巨星名人都爱的哈瓦那人字

拖，目前在全世界的销量已超过2亿双。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1994年，哈瓦那人

字拖为了让成本下降提高获利，推出单

色系的产品线	Havaianas	Top，也获得

上流市场的青睐。1998年世界杯期间，

人字拖：慵懒的时尚
□ 三口/文

人字拖又叫“夹

趾拖鞋”，简单舒适

的设计受到很多人的喜

爱，成为了夏季出街最

频繁的单品之一。拥有

一双人字拖，不仅因它

能在炎热的夏季带来一

丝清凉自在，更是一种

时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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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瓦那人字拖推出BRAZIL巴西纪念版

人字拖鞋，这款纪念版哈瓦那人字拖至

今仍然热销。

大牌必推的新品    
人字拖这种充满自由精神和随性感

觉的鞋款，颇受设计师们的欢迎，应用

于各秀场的表演中。而且，人字拖的简

单结构也留下了无限的创作可能性，插

画家和设计师们可以用简单的人字搭扣

和平面鞋底当自由创作的画布，而普通

消费者甚至也可以自由地自我创造，将

人字搭扣和鞋底做色彩上的自由搭配，

创造出个人设计的专属。

设计度如此之大，让人字拖自然

而然地成为了大牌们的最爱。每年夏

天，我们都会看到一些品牌相继推出自

己的人字拖单品，不同于凉鞋款式或是

拖鞋单品，人字拖单品更能有自己品牌

的设计文化在里面，如Louis	 Vuitton

和Dior的2016早春度假系列，人字拖

以高姿态亮相，高调地阐释了人字拖的

时尚感。现在，人字拖正慢慢演变成一

种慵懒的时髦文化，很多时尚达人出街

时都会穿着。

时尚圈中的搭配王

和T恤一样，人字拖也属时装中的

“民主”元素。设计感全在图案、花色

和颜色上，和穿着者本人的身型关系不

大。只要人字拖本身设计出色，无论高

矮胖瘦都能穿出自己的风格。

搭配上，不要以为人字拖就只能

配成沙滩装般的休闲风，其实，长裙、

热裤、运动装甚至正装都可以搭配人字

拖，它既能演绎海滩休闲风，又能衬托

出优雅御姐气场。

最不会出错的搭配：人字拖+长裙

长裙和人字拖之间的搭配度非常

高，这其中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在长裙的

掩映下鞋子基本没有表现的余地。不

过，即使如此，选择人字拖搭配长裙还

是最不会出错的一对。人字拖搭配长裙

的一个优势就在于，长裙的款式如果选

择正确，鞋子对身高的影响力就会降低

很多，这样的前提下，人字拖行走起来

也更为轻松。所以，在搭配长裙的时

候，人字拖只要别太抢镜就可以了。

Dior 2016早春度假系列

Louis Vuitton 2016早春度假系列

VERSACE Medusa 
Palazzo人字拖

VALENTINOGaravani Rockstud人字拖鞋

TOMMY HILFIGER鞋底
印有品牌标志人字拖

TORY BURCH花朵镶嵌人字拖

SALVATORE FERRAGAMO
蝴蝶结人字拖

DOLCE&GABBANA贝壳镶嵌波点人字拖

GIUSEPPE ZANOTTI DESIGNHollywood人字拖

DSQUARED2Tiger Flash人字拖

GIUSEPPE ZANOTTI DESIGN Miami Beach人字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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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平时会有人觉得拖鞋不高

级？主要原因是因为拖鞋的质感不高，

所以可以挑选有金属装饰的款式来提升

拖鞋的质感。

其次，搭配印花长裙的时候，色彩

的组合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穿的是比较

传统的连衣裙，搭配的夹趾凉拖也要相

对来说正统一些，可以通过挑选香槟色

的款式，以及挑选不那么像凉拖的拖鞋

来实现。

最协调的搭档：人字拖+短裙	无论

是淑女感的短裙还是复古风情的短裙，

人字拖都是不错的搭配。而要让它们之

间能处于最完美的状态，只需要注意风

格和颜色上协调就可以了。如较为休闲

风格的短裙，可以选择最简单的橡胶材

质的人字拖，只要颜色上一致就不会有

问题。如果是风格较为突出的波希米亚

或者是淑女短裙，可以考虑皮革或者绒

布类材质的人字拖。

碎花短裙+白色镂空蕾丝短衫这样

仙气爆棚的搭配，用一双裸肤色人字拖

搭配，显得率真可爱。

简单且舒适的南美民族风情印花连

身短裙，搭配一双裸肤色的人字拖，诠

释出了摩登随性的感觉。

夏日必杀利器：人字拖+热裤	 清

凉的热裤，对于有一双美腿的女性来说

属于夏日的必杀利器。而热裤和人字拖

之间算是配合度最高的一对了。原因其

实很简单，能够与人字拖最为相衬的搭

配单品，便是与海滩风情有关的一切，

那么一条刚刚及臀的短裤便是不二之

选——人字拖脚踝处无绊带的设计，可

以与热裤完美呼应，将你的美腿比例扩

大至最大化。

以下摆轮廓不

规则的抹肩白T搭配

做旧感短裤，黑色人

字拖与同色包袋呼

应，仿佛分分钟奔赴

音乐节的节奏。

炎热的季

节里，简单能

带给人轻快之

感，背带短裤

搭配简单的黑

色人字拖就是

这个feel。

灰色针织款

搭配条纹西装短

裤，为整体装扮提

升了chic感，而人

字拖和层叠感项链

则最大限度迎合了

度假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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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如何选购穿着人字拖

1.首先要注意的是人字拖的材

质，最好选择能够给予前足有力支

撑的优质天然橡胶鞋，鞋底过于平

坦或轻薄，都容易导致小腿与足部

肌肉疲劳。

2.挑选人字拖的尺码要刚刚

好，不能因为贪图舒适而选择过大

的鞋码，避免造成给予足部的支撑

力度不够。

3.在尚未适应人字拖的穿着感

时，最好只是短时间穿一会，穿人字

拖不宜快走，避免全天穿着行走。

4.避免在道路不平坦的地方穿

着出行。

5.高温天气下长期穿，容易造

成足部皮肤晒伤，需要定时涂抹防

晒霜并避免阳光曝晒。

反差式潇洒：人字拖+西装	虽说人

字拖不适合正装，但只要足够漂亮也提

升档次，超模Alessandra	Ambrosio用人

字拖与干练感十足的套西look搭配，验

证了两者也能完美相融。相比高跟鞋，

同色系的人字拖更显清新潇洒。

最低调的舒适：人字拖+长裤	相对

热裤来说，长裤和人字拖之间的配合度

相对低一点。因为长裤勾勒出腿形和下

半身的范围，平底的人字拖对这方面的

支持不够，如果自身条件不好，那么这

种搭配就容易暴露缺点。但对于腿长的

美女来说，用人字拖来搭配长裤的做法

在夏日里感觉清凉的同时更为随意。如

果在款式选择和小技巧上下点工夫，穿

着效果也会很不错。

以一双带有设计感

的金属感材质饰面人字

拖凉鞋，搭配deep V设计

的波点黑色连体裤，展

现酷肖经典年代好莱坞

女星的优雅与气场。

荧光黄色人字拖与淡紫罗兰色连

体阔腿裤搭配，就是行走中大写的惬

意本身。

黑色人字拖

搭配同色小脚哈伦

裤与抹袖白T恤，

只因腰间围了一件

灰色外套就变得腔

调十足。

以同色系的

套头衫和运动感

哈伦裤出街，点

睛的棕色人字拖

让整体look不会流

于沉重感。

用人字拖搭配带有热带设计

感的肌理材质西装外套，内搭休闲

感的印花T与牛仔短裤，精致且不

流于刻板，反而多了份专属于少女

式的娇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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