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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
影视服饰的后现代美学意蕴解读
文 / 叶佑天，
周 卉
后现代主义是这个时代终极真理失落的真实写照，在影视中介入后现代“虚拟服饰”游移不定的创
作诉求，使其在形式的完整性及审美的开度上更具不可预知性。影视作品及服饰设计经过后现代“不确定
性”语言的丰富，
同时为无限敞开的服饰美学提供了诗意的、
智慧的美学范式。后现代服饰观与影视服饰观
最终以相互交融的新的服饰观推动其创新，
并在新的服饰观与影视创新的相互作用中得以共同发展。
影视服饰；
不确定性；
后现代；
意蕴

后现代主义是指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整

那种疯狂的反叛和瓦解一切的巨大力量。其试

个西方以反传统哲学为特征的社会思潮和文

图突破当下文艺传统的障碍，对数千年来形成

化思潮，也是对现代文化哲学和精神价值取向

的形而上思维模式和权威进行挑战。

进行批判和解构的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和态度，

影视艺术正是涵括了文学、绘画、戏曲和

它的出现标志着一种崭新的学术范式的诞生。

音乐等艺术元素，并诉诸视听觉和感觉于一体

后现代主义中阐明的“不确定性”(indetermi-

的综合性艺术。作为兼容性极强的载体，本世

nacy)是上世纪 70 年代，哈桑首提的术语，其

纪稳步进入自身的成熟与转型以及学科的交

当时他的用法主要是指“对于现代主义来说，

融，
其作品中的场景、
角色及道具、服饰造型等

在其最具有预示性的时刻直接或间接瞥见到

元素也在后现代美学观的影响下逐步呈现寓

的、对难以想象之物所作出的反应”。同时，在

意多元、
风格丢失、疯狂颠覆等新的语言格局。

文学与艺术中具有“无以言表”和“自我质疑” “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美学概念有着‘也
的“不确定性”
特性。事实上,“不确定性”在实

许’
、
‘或者’
的策略性意味，成就了艺术思维的

际上构成了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文艺的本质

不确定与背离传统的可能，
并衍生出多元、
复杂

特征。其实“不确定性”并非一个明确的术语，

的艺术符号语义，
产生了极大的阐释空间。”[1]

它具有多重衍生含义，诸如随意性、虚拟、
反

不确定性最新发端于建筑领域的后现代主义

叛、含混性、
曲解与费解、未完成性、间歇性、多

思潮，
进而带动了服饰及影视艺术领域的后现

元论、
变形。并且在这些基础上，衍生出如反创

代运动，
影视服饰在超现实的虚拟之中也不可

造、瓦解、解构、去中心……反讽、断裂、沉默等

避免的受到相应的影响，
并最终以颠覆式的现

解构主义的术语。因而，这类词语适合于那些

代语言构筑着自身世界，不断显现着具有随

相互排斥的范畴，带有某种多元论的倾向。因

意、未完成、含混、反叛及费解等诸多美学意

此，从不确定性出发，可以看到后现代文化中

蕴。

2013 年度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项目 《基于跨媒界视域下 < 实验动画 > 的课程教学与创作实践研究》
（2013
B134）；
湖北美术学院校级项目《基于湖北美术学院新型网络娱乐化学习模式视觉艺术平台的构建研究》
（2012010）
叶佑天，
艺术学博士生，
湖北美术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北京电影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周卉，
硕士，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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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随意反叛的格调，
契合主题的喻示

质材料上都彰显出趣

每一部影视作品都有自己所要表达的主

味、随意而多变，风格

题思想、审美角度和情绪倾向，服饰是其中的

反叛，个性张扬的意

一个表现符号。服饰是影视重要的造型元素，

味。如 《剪刀手爱德

在受众娱乐性感受需求下，满足其视觉欲望。

华》
（图 2） 中带有戏

逐步形成随意、摇摆不定的较为轻松的格局，

剧性的服饰设计，广

同时这也是影视娱乐主题喻示所需的。

泛采用多元“似是而

影视作品中的服饰呈现在现实之中，
不仅

非”的材料，
给人们带

影响到文化，同时又反馈回服饰设计中，为服

来了一种新奇的另类

饰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想象力。例如影片《蜘

视觉效果。《银翼 杀

蛛侠》，人们在爱上轻松、刺激而无所不能的

手》
（图 3） 中女战士

“蜘蛛侠”反叛造型

的服饰在介于“现实

时 ，植 入 了 娱 乐 轻

和幻想之间”找到了

松、极具想象力概念

传统与另类的精髓，

的角色服饰 （图 1），

营造了个性反叛的创

进而 直 接 瓦 解 了 人

意感受。其表现出解

们传统审美观念，进

构主义现象，在原款

而成 为 一 种 流 行 的

式的基础上，将衣片

图 3：
《银翼杀手》中女战士服饰

进行不同部位、形状的分割，然后在分割的基

时尚。这些在“不确
定性”思维下构建出

图 2：
《剪刀手爱德华》中的服饰

图 1：
“蜘蛛侠”
服饰

础上又进行组合，
导致了服饰结构耳目一新的

来的服饰更能体现出人们对未来服饰发展的

特色，同时契合了该片子试图营造的琢磨、摇

渴望与憧憬，基于此，也让科学家和服饰设计

摆不定的主题。21 世纪是新新人类生活的时

师找到了研究方向，更多的渴望与虚拟憧憬正

代，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成为这个时代的主

在变成现实。由此可见，影视角色的服饰又对

流，
设计的新尝试、
文化的多元化、生活方式的

服饰设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某种角度说，

多元化、新材料新技术的新运用，使设计突破

‘不确定’性观念直接挑战了艺术理性，考量艺

功能主义束缚的发展成为潮流。当然，这些走

术与现实关系的极限，颠覆了传统设计造型所

向达到了与影视作品主题意识、现实中着衣人

[2]
认同的积极的崇高美。”
影视艺术受其影响，

情绪感受高度一致的美学皈依。

在否定传统视觉美学的基础上，它在虚拟的基

2 未完成性创造，构筑交互的动态

础上建立了一种崇高美，使得设计走到理性的

“后现代观念下的艺术所展示的不确定性

对立面。其否定美学在很大程度上倚重随意与

打破了素以追求真理、真实、永恒为终极目标

反常规的风格和对理性的排斥，但是这样的价

[3]
的传统设计美学观。”
“未完成”
使人重新审

值取向却产生了积极的现实审美体验。

视自己，把握当下。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

后现代艺术将诗意重新带回我们的生活。

看，
任何一个属于现在的服饰创作都是未完成

其“不确定性”
带有明显的背离传统的可能。但

的，
人生的追求永远没有终点。灵魂的追求没

是这个词令同时又是神秘而狡辨的，给受众解

有止境，
生命的长度却总是有限。
“未完成”固

读影视中服饰造型及美学思想留下巨大的悬

是缺憾，
却往往留下美的余味。当下“未完成”

念和阐释空间。无论在款式造型、色彩变化、
面

性主要特征体现为：
内衣外衣化、
粗犷反朴，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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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再利用、透空现象、重新加工，留有未完成痕

巨大歧义性体系的一部分而已。它还抛弃了时

迹如针角、无边、破洞等以及古典艺术样式现

空概念，抹去了传统与现实的区别，那么在影

代派的无序组合的戏剧性组合。

视中，
角色的服饰就不再过度表现历史的逻辑

这种“未完成”性具有对“不完美”的完美

性和合理性，服饰创作技巧的被创造性颠覆，

追求的辩证思维，同时具有与受众进行交互性

历史的样式尽可以与现代样式“混杂”及“混

对话的可能，营造着深不可测，不可预见的境

搭”
、固有功用被彻底消解、设计语言的碎片

界。在视觉及心理层面，影视服饰将带给受众

化、
时空陌生化。

更多猜测与交互对话，从某种角度说，它打破
了传统的单向审美格局。

往往在某个片子中，常常会出现将历史的
片段似是而非地运用到设计中，造成时间感上

这种美学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正是历经

的含混。最常见的是将历史服装取其片段与现

各种努力、各种希望而不得其结局的状态，是

代样式相融合，
或是将历史图片印在现代样式

传统的性格与情节逻辑被解构后所展示出的

的服装上。意大利时装设计师 Zuccoli 在米兰

认知行为的不确定性，

推出一款时装，上衣印有各种历史宗教绘画，

在影视及服饰的相关

模特头顶盂形高帽，
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

创制中，揭示着其概

宗教情调。此类服装在我们现今日常生活中比

念与观念走向的确定

比皆是，如 T 恤、衬衫、夹克甚至是西装上印、

性。如《机械公敌》
（图

绣着中国传统的龙凤图案，或者是日本的浮世

4）中的肌肉模型式的

绘绘画等具有历史意味的图案。对此，
人们似

服饰，这种特殊的视

乎已经习以为常了。后现代影片中的角色的服

觉效果与服饰结合能

图 4：
《机械公敌》中的服饰

饰几乎不能按照理性主义逻辑来阐释和解读，

给人以一种新颖视觉

因为他摈弃了传统服饰设计理论强调的体现

美感和体验，在“不确定”的“未完成”表现上，

性、秩序感、客观性特原

模棱两可、开放式的设计意图恰好呈现出人类

则，这样的审美取向使

潜意识梦幻世界和某种精神文化。因此，不确

一切急于得出的结论都

定性并非认知主体在认知对象面前无所适从

可能显得有些浮躁。如

的心智表现，而是对象世界的一种存在状态， 《未来少女》
（图 5） 中将
具有未完成性、不可论定性。艺术作品是艺术

严肃的和休闲的、正式

家对生活的审美把握，是对人生经验的艺术开

的和非正式的古董衣混

掘，是从物理时空生存状态向心理时空存在状

搭新品……不同材质可

态的转化。审美对象世界的变换必然反映在艺

以混搭、不同风格可以混搭，色彩应用搭配上

术家体察世界的方式上，而影视及服饰的设计

大胆、
亮丽、
具有视觉冲击力，
结构上富有装饰

本身也将变成一个生成的，动态的、开放的过

效果，诠释了“不确定性”的新概念，使得影片

程，这两种因素共同作用于当今，使不确定性

主题的意蕴得到了加强。在现实的服饰创作中

成其创作于审美的交集性特征。

映射影视角色服饰，
有必要时不时游离到风格

3 设计语言含混性，
营造含糊的境界

与影视之外，换一个视角，这时候某种确定性

后现代主义内意具有“不确定性”的含混
美学策略。“也许”的模棱两可似乎暗示出：
后
现代设计的意蕴解读的含混性不过是构成其

图 5：
《未来少女》中的服饰

就代替不确定的观感，一种审美的共鸣才能实
现，
一种自封的快感也得以满足。
也正因为它的含糊和不确定让艺术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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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之间进行着和谐的游戏，而伴随着每一次

了解更少。受众的期待与影视创造者的意图呈

接受活动。影视及服饰设计将在两元交错中获

现无法再圆融统一，影视服饰营造的
“不确定”

得重生，令我们永远沉浸

概念影响了受众的传统价值评判与意义阐释

在无尽的想象之中。
然而，

功能，但是后现代主义创造出一种新艺术无

在这 种 看似 迷 宫一 样 的

能、
无知、
变形、
碎裂表现域及审美解读难点。

僵局里，受众还是有可能

对影视受众而言，
后现代的服饰设计师一

穿越意蕴的羁绊，看到后

幅扭曲的现实图景，
反映出角色造型师追问现

现代美 学潜藏在 影 视 服

实的努力，同时也是对受众发出的召唤，他们

饰造型之中的整体美，这

被迫要与设计概念与风格一起面对科技与艺

就是后 现代主 义创作独

术挑战，填充空虚，穿越后现代概念服设计晦
图 6：
《移魂都市》中的服饰

涩的表象，
与时尚概念一起感受观念。但似乎

《移魂都市》(图 6)中角色的服饰造型不仅仅是

什么都无法感受到，这就是后现代影视与受众

具魅力的 不确定性。如

一个穿着物，更是穿着者心境的载体。它将服

之间关系的准确

饰置入到“不确定性”的喻示和幻觉之中，炫艳

描述。如在《生化

的服饰色彩与图案投射到巨大屏幕，彰显出导

危机》
（图 8）、
《星

演极富迷惑力的动态思想。

球大战》
（图 9）中

4 可解与费解，
彰显科幻气息

科技概念风格被

在后现代角色造型服饰中，个体的风格都

运用在服饰上，采

在抗拒着二元设计界敏锐的、求索的目光，这

用了奇异的剪裁

种费解性使服饰设计本身的存在具有了鬼魅

修饰和强烈造型，

的色彩，而呈现于影视中的服饰设计更是显露

给服饰 设计带来

着影影绰绰的现实世界。后现代创作观念很大

更多新 颖的打 破

程度依赖一系列的科技、否定、简省，这为理性

常规的 创意和 设

诠释设置了人的障碍，具

计理念，概念式设

有反讽效果的却是这一不

计对于 发挥 设计

确定性的美学诉求。影视

师的创造性思维，

服饰造型要素的不确定性

推动时 装的革 新

必然导致服饰接受与阐释

起着不 可磨灭 的

上的不确定性。传统服饰

作用。后现代影视

美学对受众有所期待，将

服饰造 型风格 总

其视为感知者，他们对受

是 令 人 困 惑 、不

图 7：
《X 战警 2》中的服饰

图 8：
《生化危机》中的服饰

图 9：
《星球大战》中的服饰

穿者的体验有视觉优先的固有权利。如《X 战警

安，考验着我们的智力和审美的极限，他们专

2》
（图 7）中对服饰造型具有科技的感受，雕塑

注于构建自足的、自封的世界，有意回避外部

的科技感效果处理增添了一种荒诞、混乱的强

世界的种种猜度，
对外部设计似乎具有一种先

调作用，极其干练的造型和多变的结构分割方

天免疫力。

形的袖头和绗缝细节，打造出科技感的矛盾、

“对后现代主义来说，再现的客体并非是

模糊科幻感服饰概念。受众越是沉浸到影视影

艺术创作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不是表

视服饰产生的巨大开放性诱导时，越发觉对其

现的主体，现代服饰设计观追求的是‘表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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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困境，任何一种表现的困境’，这种艺术

不可见、
逻辑与荒谬、
现实与超现实、艺术与生

‘既完全可解，又完全费解’
，这种创作原则无

活的鲜明对比中，引起强烈的审美效应，给文

疑给阅读和阐释带来了很多困难。因此，很多

本阐释增强了丰富性、多样性，并为无限敞开

影视界评论家不断质疑影视中道具表现语言

的影视美学提供了诗意的、
智慧的美学范型。

的极限和道具材料的新形式，受众对后现代概

影视服饰作为一种艺术形态显现支点，具

念的双重性感到束手无策。” 后现代影视服饰

有强烈的后现代风格特点。后现代设计思潮深

有极强的实验色彩，无论是影视界还是服饰界

刻地影响着影视及服饰设计的走向，
它为服饰

已有的认知范畴尚不知以囊括众多设计师交

设计提供了坚实的哲学理念、
美学基础和文化

汇而来的新形式，后现代一再表达出对作品归

内蕴，二者相互促进，兼容共生，可以预言未

类的不屑，
如此看来也是有道理的。后现代服

来的无论如何变化，都必然打上鲜明的时代文

饰设计概念显现的不确定性的真正意图是“为

化烙印，它和时代的审美倾向必然融为一体。

不可表达找到一个准确的形式”
，所以作品极

本文通过对影视服饰的后现代风格“不确定

大程度彰显的可能是追求精确，细节完美，
谨

性”
进行探究，
掌握其创作理念、
方法及其后现

慎小心，而事实刻画却是背离功用虚无的精

代思维的应用。从文化上对影视服饰进行研

彩。

究，不仅具有一定的创新理论价值，而且对现

5 结语

代服饰产业也有某种借鉴价值。同时它也可供

[4]

总而言之，
“不确定性”是后现代影视服饰

高等教育及服饰设计、影视设计专业人士参

造型及服饰设计的一个重要美学特征，这是创

考，对专业教育的理论发展起到促进性作用，

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审美旨趣决定的，其设计的

达到专业与行业的稳步接轨。

表层符号与深沉意蕴在呈现混乱主题方面取
得惊人的一面，揭示出设计家鲜明的创作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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