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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京剧旦角服饰符号在文化传播中的效应
文 / 苗艳聪
京剧旦角服饰符号是中国京剧艺术的文化体现，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
固定装扮惯制的视觉符号体系，
具有独特的符号印象和文化传播效应，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开拓了一个
民
新领域。通过对京剧旦角典型服饰元素的提炼和整合，着重对其应用的服装艺术领域、摄影和影视领域、
间工艺领域进行分析，
从而揭示其在多元化媒介传播途径中不同的文化传播效应。
旦角；
服饰；
符号；
文化传播

京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是民

服饰体系。总所周知，凡是能够作为某一事物

间文化中最有广泛影响的积极力量，同时还是

，旦角服饰代表着京
标志的都可称之为
“符号”

传统文化传播中最具中国精神的代表。京剧是

剧中的女性角色，
在京剧表演中起到非语言传

综合艺术的集合体，除了表演唱腔，还需要服

播的表达作用，所以也可称之为“旦角服饰符

饰装扮、舞台美术、化妆造型、编导艺术、音乐

号”
。这一“中国符号”在文化艺术传播中也具

编曲等元素共同去塑造一个完整的京剧艺术。

有十分丰富和特别典型的文化内容。

京剧服饰装扮是塑造人物角色外部造型的关

京剧服饰穿戴规制形成于清朝，
北京故宫

键因素，也是树立典型人物形象的直接体现，

收藏的《穿戴提纲》中记录了上千出戏中各种

更是京剧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京剧服饰不

角色的详细穿戴说明，其服装穿戴样式以明代

仅具有独特的结构设计、图案纹样、刺绣工艺

服饰为装扮基础，根据需要沿用了历代服饰的

等堪称经典的装饰手段，还能以文化符号的表

典型元素，以适用表演为原则，加以综合和美

现方式展现京剧的文化内涵，是源于生活却高

化而成。[1]京剧服装大体上分为蟒、
靠、
褶、
帔、

于生活的夸张审美构想。目前对于京剧服饰的

衣五大类，从着装装扮上很容易辨认剧中角色

研究多注重服饰的显性因素，而对京剧服饰的

是女性角色的
的社会身份。[2]京剧中的
“旦角”

隐性因素涉及甚少。本文从京剧旦角行当服饰

统称，旦角服饰依据角色行当的不同，形成明

研究入手，整理归纳几种典型旦角服饰符号，

显不同的穿戴规制。根据剧情和戏中人物的性

并对其应用领域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其在多元

格和身份不同旦角又细分为正旦、花旦、
武旦、

化媒介传播途径中不同的文化传播效应。

彩旦、老旦等专行，每个专行的服饰元素又各

1 京剧旦角的服饰是典型元素的整合

具特色。

京剧的数目繁多，经过时代的不断变迁，
逐步形成了一套程式化并有利于表演展示的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软科学指令性计划项目（1457201D-15）
苗艳聪，硕士，
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师

1.1 素雅成熟型的正旦服饰符号
“正旦”是旦角中的重要专行，
正旦角色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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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演的多为端庄正派、贤良淑德的成熟女性，

泼辣旦、玩笑旦、
其角色差异可细分为闺门旦、

者是贞节烈女等人物角色。此行当在表演上注

刺杀旦。服饰装扮大致分为两种，一是接近于

重唱功，表演中的动作幅度较小且行动较为沉

正旦性格内向腼腆的闺门旦，
其扮演的多为清

稳。例如《白蛇传》中的白素贞、
《雪梅教子》中

秀乖巧的小户人家的闺秀，
一般穿戴长度较短

的秦雪梅、
《铡美案》的秦香莲、
《法门寺》的宋

花褶子或帔，
与正旦不同的是在色彩运用上多

巧姣、
《清风亭》中的周桂

选用温婉型暖色调色彩群，
最为典型的以粉色

英、
《汾河湾》的柳迎春等

系为主，
恰如其分的塑造了闺门少女形象。如

角色都是正旦行当的代

例如《勘玉钏》中的俞素秋和《凤还巢》中的程

表。正旦人物角色多以塑

雪娥等（图 4）；二是行动敏捷活泼伶俐型的花

造性格内向、命运凄苦的

旦，
其扮演的角色多为成长于大户人家丫鬟或

女性为主，在色彩运用上

是性格活泼伶俐的妙龄少女，
此角色一般身着

多选择素雅型的冷色调色

短衣裳搭配裤，
并配以坎肩、
围裙和四喜带。服

彩群。[3]在图案纹样的使

饰色彩常采用纯度较高的暖色调，以色彩的绚

用上因其身份低微，多以

烂来展示青春少女的多彩人生。例如《西厢记》

对称式单独纹样和二方连

中的红娘和《拾玉镯》中的孙玉姣等（图 5）。因

续纹样作为装饰 （图 1）。

此，
炫彩活泼型短装打扮就成为花旦行当的专

“褶子”
是京剧服饰中平民

图 1：正旦图案纹样特点

属服饰符号(图 6)。

其服装
百姓的普通便服，
褶子本身的尺寸较短，
样式为小圆领和对襟宽袖，下边以裙子作为底
衬，这样就在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表演时动作
的幅度。正旦在服饰装扮运用上多以高领青素
褶子为主，
所以正旦也被称为
“青衣”
（图 2）。因
此，素雅成熟型素褶子装束就成为“正旦”
专行
的典型服饰符号（图 3）。
图 4:闺门旦程雪娥 图 5:活泼伶俐型花旦 图 6:炫彩活泼型的
的装扮
孙玉姣的装扮
花旦服饰符号

1.3 英姿飒爽型的武旦服饰符号
“武旦”是精通武艺的武将或江湖侠客型
女性角色的统称，
其表演注重武打和绝技的运
用。武旦按照其表演特点可以分为短打武旦和
长靠武旦。短打武旦的表展多为武打动作类，
其装扮类似花旦的短衣裳搭配裤装，
由于其擅
长武打而动作幅度大，其服饰装饰较少，整体
图 2：
正旦高领青素女褶子整套装扮

图 3：
素雅成熟型的正旦服饰符号

1.2 炫彩活泼型的花旦服饰符号

感觉比较利索简洁,例如《打焦赞》中的杨排风
和《打店》中的孙二娘等（图 7，
见下页）。长靠武

“花旦”一词源于元代夏庭芝的“以墨点破

旦一般在剧情中常骑马，并手持尺寸较小的

其面者为花旦。”“花旦”是旦角行当中性格开

刀，
所以又可称其为刀马旦。例如《扈家庄》中

朗、行动敏捷的年轻女性角色，花旦行当又因

的扈三娘和《穆柯寨》中的穆桂英都是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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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此武旦角色多着戎装也就
“长靠武旦”

（图 12）；三为“宫
主”
、
“格格”头饰都戴“凤冠”

是甲衣，
专称为
“靠”。有靠旗的叫硬靠，
无靠旗

衣”
，宫装虽然极为华丽，但规格低于女蟒，不

的叫软靠（图 9）。
“靠”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一般

能用于庄严隆重的环境，
常用于皇妃和公主休

用缎料刺绣工艺制作，色彩纹样都更为绚丽，

闲的后宫场合；四为“帔”即对襟长袍，是帝王

完美地衬托出女性英武的形象气质。装扮前片

或官宦眷属的家居常服，
其图案纹样是严谨的

腹部称为“靠肚”，附一帘状鱼形绣片，名为“钓

团花，表现夫妻关系时多穿色彩、纹样完全一

鱼”；
装扮领口处的绣片称“三尖”
，装扮后背处

致的帔，表现人物角色的庄重感（图 13）。[5]其

扎一皮制“虎背”，用以插四面三角形“靠旗”
，

中最具代表性的尤属凤冠霞帔最具特色，
其高

腰部各有一片长形绣片，垂于两腿外侧，称为

贵华丽的外部造型体现着独有的中国传统文

“靠腿”。武旦还有典型配饰为
“七星额子”
英气

化蕴意，更是中国符号的一种完美体现 （图

飒爽的头饰，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头部的七只大

14）。

绒球。 因此英姿飒爽型武旦的服饰符号主要

2 京剧旦角服饰符号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

[4]

体现在气势浩大的戎装和“七星额子”头饰上

当今在众多的传达方式中，
以视觉符号的

（图 10）。

方式进行的传达活动承载的信息量是最为丰
富的。[6]视觉符号能够直接传达
视觉信息，
而京剧旦角服饰符号
以中国视觉印象这种非语言信
息，
在文化传播中表达得更为形
象。由此可见，
旦角服饰符号不
仅是
“符号”
，
也是“样本”
，
更是一
种
“载体”
。旦角服饰元素符号通

图 7:短打武旦杨排 图 8:硬靠武旦穆桂英 图9:软靠武旦扈三娘 图 10:英姿飒爽型的武
风的装扮
的装扮
的装扮
旦服饰符号

过各个媒介向外辐射传播散布，

1.4 高贵华丽型旦角典型服饰

必将发挥其传播文化的效应。
2.1 服装设计与展演领域中的文化载体

旦角行当除去以上的行当分类，在服饰装
扮上还有四种最为典型的服饰元素代表，一是

服装是文化艺术和政治经济的载体，
是民

“女蟒袍”
“
，女蟒袍”
是最为庄重华贵的礼服。常

族精神的展现，
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在

用作朝服和公服，色彩艳丽金碧辉煌，
刺绣多以

服装设计领域中，
旦角服饰符号作为一种传统

（图11）；
凤为主题，
蟒袍下摆绣“海水江崖”
二是

文化元素早已作为创作源泉，
运用于服饰设计

“凤冠”
，
“凤冠”以点翠立凤为主要装饰手段。

当中。无论是院校类的服装设计作品和比赛，

强调凤翼间相叠的层次感，凤嘴衔有珠串，
形

还是市场类的服装发布和展示，
均得到充分体

如摺扇的扇面。例如《贵妃醉酒》中的杨玉环和

现，
旦角服饰符号已成为服装设计作品中最具

《大登殿》 中的王宝钏以及所有剧目中的“公

中国印象的视觉符号。旦角服饰符号作为创作
源泉常见到各类服装设计比赛中，
如历届“欧迪芬”内衣设计大赛中
不少作品也将旦角服饰符号作为
“七星
服饰装扮出现，例如凤冠、

图 11:大红缎彩
绣镶边女蟒

图 12:王宝钏的凤
冠造型

图 13:京剧团花帔
剧照

图 14:高贵华丽型的
旦角服饰符号

额子”作为服装设计的配饰来表
明设计理念（图 15，
见下页）。如女

服饰与传播：
意象

主持：张贤根
、
装品牌“素 萝”
、
“裂
“秀觀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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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2.2 摄影和影视艺术作品文化特质的传播

帛”等，其服装产

随着 90 后消费人群的成熟，摄影艺术市

品设计多运用到

场目标定位越来越年轻化，
常规的主题摄影已

传统刺绣工艺和

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而追求时尚、讲究文化

中国平面裁剪设

内涵、张扬个性的摄影是青年人所青睐的选

计，将京剧旦角

择。近年来以京剧旦角服饰元素为主题的艺术

服饰中 的褶、帔

摄影作品深受年轻一代的追捧（图 18）。不仅能

的穿戴方式和图

感受传统文化旦角行头精美的工艺，还能亲自

案纹样特点运用

体会复杂装扮过程中的魅力，这又为京剧文化

到细节 设计中，

的传播在年轻人群中植入新鲜的视觉冲击。叶

也是旦角服饰符

锦添对电视剧新版《红楼梦》中人物造型的设

号的在服装设计

计多采用了京剧旦角服饰艺术元素（图 19），并

领域文化传播的缩影（图 16）。在服装领域中服

以各个人物穿着的服饰不同，来展现其人物性

装表演是一种文化传播的动态艺术，经过服装

格与身份的差异。如新版《红楼梦》中林黛玉的

设计师、服饰搭配师精心设计的服装及服饰

服装造型设计，依据京剧旦角中的正旦，色彩

品，直接或变相地运用着京剧旦角服饰的元

选用淡绿为主色，体现人物温婉内敛的性格；

素。这些精美的服装服饰通过 T 台上模特们的

而王熙凤的服装造型设计依据的是京剧旦角

展示，为消费者传递

中的华丽型装扮，服装色彩选用喜庆的大红色

着最直接的产品推介

配以耀眼的金色，选取华丽的女蟒袍制式，体

和艺术效果。如台湾

现了人物善恶兼具和高贵奢华的性格特征。还

婚纱礼服设计师蔡美

如电影《画壁》中孙俪的造型，其服饰用色符合

月，她将中国传统的

正旦青衣的色彩特点，在头部的发饰设计都体

凤冠霞帔和京剧中常

现着旦角装扮中的部分细节 （图 20）。由此可

见的羽翎引入现代婚

见，
影视作品中人物的塑造就带有鲜明的文化

图 15：
内衣设计大赛京剧旦角元素的体现

图 16：
品牌服装旦角元素的体现

纱。 设计中提取了
[7]

京剧旦角元素中的上

现象，它通过设置的视觉景观，在唤醒民族情
图 17：蔡美月京剧元素婚纱表演

结的同时，
充分凸显了京剧旦角服饰在影视表

五色和下五色不同色彩为主色，头饰选用京剧

演艺术人物塑造中文化特质的传播效应。

旦角“七星额子”和“凤冠”头饰，装饰图案采用

2.3 多元化民间工艺印记的广泛传播

祥云、
花卉以及团纹样（图 17）。淋漓尽致地表

民间工艺作为文化现象是随着人类文明

现西方婚礼文化的同时，恰到好处地通过服装

的发展而产生，
它存在于人们的衣食住行和娱

表演艺术，以京剧旦角服饰符号为载体，展现

乐活动中，
其蕴藏着民族信仰习俗和民族记忆

图 18：旦角服饰元素摄影文化主题

图 19：
新版《红楼梦》旦角服饰符号的体现

图 20：
《画壁》中孙俪的旦角符号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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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感内容，是民间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体

元素在人们的生活中进行着广泛的多元化文

现，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民间传统

化传播。

艺术是中国现代设计艺术的重要源泉，
为中国

3 结语

特色的现代设计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源。如中

京剧旦角服饰符号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元

国传统民间剪纸艺术是民间工艺的重要体现，

素，在不同艺术领域呈现出强烈的视觉表现

是民俗事象的载体，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为

力，具有独特的符号印象和文化传播效应。京

艺术品的延伸设计提供了创造的源泉。然而不

剧旦角服饰符号作为服装设计与展演领域中

管是剪纸、刺绣、菏泽面塑，还是东北的“二人

的文化载体，
在设计中不仅是要对传统京剧旦

转”
、唐山的“皮影 ”
、地方剧“莲 花落”等（图

角服饰艺术元素进行引用，而且是对京剧文化

21-25），
其服装和服饰搭配都可见京剧旦角服

的艺术精神进行继承。京剧旦角服饰符号作为

饰符号的体现，同时充分显现着传统民间手工

摄影和影视艺术作品文化特质的传播，
要认识
和了解京剧旦角服饰艺术元素的文化内涵，将
传统京剧旦角服饰艺术元素进行提炼，
深入挖
掘和改造。京剧旦角服饰符号作为多元化民间
工艺印记的广泛传播，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
天，
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赋予了京剧旦角服饰元

图 21：
唐山皮影穆桂英造型 图 22：
菏泽面塑旦角服饰符号的体现

素新的表现形式与特点，加强大众传播和产业
转化，通过多维度媒介使其展示效果达到前所
未有的感官效应。京剧旦角服饰符号是中国京
剧艺术的文化体现，
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
经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固定装扮惯制的视觉

图 23：
民间剪纸中 图 24：
现代玩偶产品 图 25：
现代首饰设计中
旦角符号文化造型 中旦角符号文化造型 旦角符号文化的体现

艺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多元化民间
工艺延伸的产品设计与其它艺术领域相比，
不
仅更接近大众群体，同时完善了文化的传播细
节。对旦角服饰的显性要素来说，必须要感性
化运用，
并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在充分
深入详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加强民族传
统的继承创新。这不仅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认
同感和凝聚力，形成强大的精神动力，以感性
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主动的姿态参与文化传播。
对于旦角服饰所呈现的隐形要素来说，
要赋予
其神秘感和感染力，加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
理论研究，不断优化和深化服饰文化资源。由
于民间工艺体现的文化元素在各个领域设计
中的层出不穷和别具一格，使得京剧旦角服饰

符号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体现，也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开拓了一个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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