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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半生缘》中的服装设计
文 / 洪安娜，
张竞琼
《半生缘》是张爱玲小说改编次数最多的作品，其中许鞍华执导的电影和胡雪杨执导的电视剧是影
响最大的两次改编。此外，还多次被改编成各种形式的音乐剧、话剧等，以廖凡、刘若英主演的话剧反响最
大。文章主要从影视服装艺术创作的角度，阐述服装作为道具的审美功用。通过比较两次影响最大的改编
与原著的异同，
对其角色服装设计进行评价，并探讨影视剧服装设计的发展方向。
《半生缘》；
影视服装；
艺术创作；
审美

《十八春》是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

大量“合理想象”
的情节，不仅再现了小说中的

易名
说，1951 年结稿。后于旅美期间进行改写，

人物，也增加了额外的角色设置，如顾曼璐的

为《半生缘》。小说主要围绕着 20 世纪 30 年代

旧情人张鲁生。本文即基于小说《半生缘》的影

的上海和南京展开，以顾曼桢和沈世钧之间悲

视剧改编，
对其影视剧服装设计进行探讨与评

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写几对青年男女

价。

的爱情、婚姻在乱世睽隔中的阴差阳错。顾曼

1 小说《半生缘》的服装艺术创作

璐为家庭、社会所迫，沦为舞女，逐渐丧失自

影视服装作为整体服装概念的一个分支，

竟设计
我。她为了保住所谓“祝太太”的身份，

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是指电影和电视剧中人物

让祝鸿才强暴了其妹顾曼桢。顾曼桢也是为旧

的着装，
它属于舞台服装的范畴。而所谓的影

式社会家庭所迫，无奈与沈世钧情深缘浅。许

视服装设计，
就是设计师根据剧本的特定内容

叔惠与石翠芝隐隐的半生情愫也只能错过。小

和艺术定位而进行的设计服装的行为。[1]影视

说分别在 1977 年和 2003 年被许鞍华、胡雪杨

服装作为电影的第二语言，它得益于影视自由

两位导演搬上了大荧幕。全书共 17 章节，
不到

的表现手法，又是自我独立的，它是舞台服装

10 万余字。被改编成了 125 分钟时长的电影和

与实用服装的完美结合，或者说它既是舞台服

35 集的电视连续剧。小说《半生缘》其时间跨度

装又是生活服装。它也是种艺术美的体现，随

对
14 年，
主要出场人物大约 30 人。在电影中，

着人物的心理剧情的发展，演员的服装也随之

小说人物情节上做了删减，
主要出演人数约 17

变换。起到塑造人物、
渲染剧情的作用。正如张

人，为了追求小说“苍凉”的基调，整体画面就

爱玲所说：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

如发黄的老照片一般，带有浓厚怀旧的老上海

[2]
言，
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

市井气息。而电视剧，由于剧情的需要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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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心理描绘得让人充满想象，极具艺术审美价

名门闺秀的社会身份。而许叔惠作为进步的知

值。如顾曼桢与沈世钧恋爱的不同时期，
仅从

识青年阶层，接受西方先进教育的洗礼，所穿

顾曼桢服饰的转换中就能体会到他们感情的

的服饰都是西式的制服或西装。

变化，服饰起到渲染、推动剧情发展的作用。如

（2）埋下伏笔暗示悲剧结尾，推到故事情

刚开始的顾曼桢“她永远穿着一件蓝布衫，除

节发展。早期的顾曼璐“她穿着一件苹果绿软

了为省俭之外，也可以说是出于一种自卫的作

缎长旗袍，倒有八成新，只是腰际有一个黑隐

用”
，这种“蓝布衫”就是 20 世纪 30 年代流行

隐的手印，那是跳舞的时候人家手汗印上去

的阴丹士林蓝。等到顾曼桢的姐姐顾曼璐出嫁

提前给人物的悲剧结
的”
。那
“黑隐隐的手印”

后，沈世钧带着吴先生来顾曼桢家看房子时，

尾埋下了伏笔。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顾曼璐

“曼桢穿的是一件新做的短袖夹绸旗袍，粉红

又“穿着一件黑色的长旗袍，袍叉里露出水钻

底上印着绿豆大的深蓝色圆点子，这是一种比

镶边的黑绸长裤，踏在那藕灰丝绒大地毯上

较娇艳的颜色，她以前是决不会穿的”
，反映出

面，
悄无声息的走过来”
，这种“略神取貌”的写

顾曼桢天真又世故的一面。顾曼桢的这件“短

法，
仅从服饰上就可看出顾曼璐已将灵魂出卖

袖”旗袍反映出 20 世纪 30 年代旗袍的变化，

给魔鬼。然其服饰由苹果绿、
紫色到黑绸，
服饰

其袖子明显变得细长合体，同样先短后长再变

色彩的不断变化推动故事情节的高潮化发展，

短，最后发展到无袖（图 1）。[3]此后，顾曼桢服

“苍凉”
结局。
也暗示出顾曼璐这个角色的

“她穿着一件浅粉
饰的色彩明显变得艳丽了，

2 影视作品《半生缘》中角色服装设计的对

色的旗袍，
袖口压着一道黑白辫子花边”
。20 世

比分析

纪 30 年代中期以后的旗袍，
“不再有大面积刺

2.1 电影版与电视剧版《半生缘》中人物角色

绣、镶滚，取而代之以细边镶滚的装饰，十分精

服装设计的区别

致”
（图 2）。[4]

电影《半生缘》的服装设计，延续了小说主
打的“苍凉”
基调，角色的服装大多是灰色或暗
色系，
散发出浓浓的伤感怀旧情调（图 3），
弱化
了服饰作为电影第二语言的特征。但其服饰很
好地再现了角色的人物形象，
如顾曼桢的服装
多是暖暖的灰
黄色系，
给人一
种乐观、温暖、
积 极 的“ 新 女
性”
形象。电影

图 1：
1937 年第 298 期《玲珑》 图 2：
《玲珑》杂志封面女郎穿的细
杂志中穿无袖旗袍的女性
边镶滚旗袍

中由吴倩莲饰
其本身
顾曼桢，

（1）表明人物社会身份。如小说中作为富

带有的知性气

家小姐的石翠芝，对其服装的描写则是“翠芝

质，
符合顾曼桢

今天装束得十分艳丽，乌绒阔滚的豆绿软缎长

这一形象。而电

鞋跟
旗袍，
立垂到脚面上。害的翠芝一不留神，

视剧中由林心如饰演的顾曼桢则始终带有现

踩在旗袍上，
鞋跟断了差点摔着。”从其所穿旗

服饰过于时尚，对
代都市女孩的感觉，其发型、

袍的材质“乌绒阔滚的豆绿软缎”即可说明其

人物的塑造显得单薄无力。此外，电影中由梅

图 3：电影《半生缘》剧照

82

服饰导刊 2015 年 9 月第 3 期
FASHION GUIDE 服饰与传播：影视服饰

艳芳饰演的顾曼璐，无

对角色情节的塑造功用（图 6）。如电视剧第 1

论在服饰、发型、妆容、

集中顾曼桢在工厂上班时穿着时装化旗袍，与

气质上都与小说 中的

角色身份存在巨大的反差，不像是个独立、自

顾曼璐相匹配，其将年

强的女性，
倒像是个时髦的小姐。

老色衰后顾曼璐 的精

2.2 电影版与电视剧版《半生缘》人物角色服

明世俗、无奈心酸演绎

装设计的优劣

得淋漓尽致。而电视剧

图 4：
电视剧《半生缘》中的
顾曼璐剧照

在小说《半生缘》所描写的人物中，涉及服

中蒋勤勤版的顾 曼璐

饰描写的有 18 人，详实的服饰刻画约 53 处。

美艳精明，编剧增加一

这些服饰描绘再现了人物角色的社会身份、性

系列的情节 为其“洗

格命运和价值归属。如顾曼璐的媚俗、
石翠芝

白”，
在人物塑造上将“曼璐”演绎得更人性化、

的高贵、
顾曼桢的知性等。电影《半生缘》在服

全面化、世俗化（图 4）。黎明（电影）和谭耀文

装设计上符合人物角色的身份特征，如顾曼桢

（电视剧）饰演的沈世钧，与小说人物性格都较

的服饰大多是灰白蓝布罩袍或半旧的淡灰色

为接近，其服饰都是典型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

羊皮大衣、半身裙、

知识青年的装扮，三件式的西装外加毛呢大衣

毛线衣等（图 7）。而

或毛衫等搭配（图5）。电视剧中由吴辰君饰演

20 世纪 30 年代一

的石翠芝，其服饰则一派贵族大小姐的行头，

般的职业女性都是

既高贵又显得傲慢不可攀。相较于电影版，
电

穿着时尚的翻领大

视剧《半生缘》的服装设计虽大体上符合了人

衣和长至膝盖的褶

物各自的身份特征，但其服装设计总体上过于

皱裙，手提新潮的

艳丽，一味追求视觉的华丽感，而忽略了服装

坤包（图 8）。[5]相较
于顾曼桢，顾曼璐

图 7：
电影《半生缘》中顾曼桢与沈世钧
的剧照

的服装则妖媚艳俗不堪，如苹果绿软缎长旗
袍，其中“长旗袍”反映出当时时尚的流行趋
长及脚踝
势。1932 年以后，
旗袍下摆开始趋长，
或腓下部，
须着高跟鞋方可行走。[6]顾曼璐作为
当时大上海舞厅的
“舞女”
，
其服饰的变迁某种
程度上就是海派服饰的缩影（图 9）。从 1940 年
图 5：黎明（电影）和谭耀文（电视剧）饰演的沈世钧剧照

图 6：
电视剧《半生缘》主演定妆照

图 8：
20 世纪 30 年代的职业
女装

图 9：
电影《半生缘》中曼璐的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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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940 年《良友》画报第 150 期《旗袍的旋律》

《良友》画报第 150 期中《旗

作时所穿的西式职业套装；平时一般穿着海派

袍 的旋 律》 一文 中， 可见

生活中穿着西
旗袍外加毛呢大衣或针织毛衫；

1925 年 到 1939 年 旗 袍 下

式连衣裙加毛衫衣等。色彩都为明亮的浅色系

摆变化的规律（图 10），
影片

（图 12）。

中 顾曼璐所 穿着的旗 袍也

与小说中

体现出这一变化。豪门富家
女石翠芝的服饰则是 流行

图 11：
著名影星蝴蝶
所穿的西式洋装

“她穿着
深蓝布罩

的指向标，她与沈世钧结婚时穿的是“大红丝

袍，倒像

是那
绒窄袖旗袍上面罩一件大红丝绒小坎肩，

个高小女

时候最流行的式样”。平时的石翠芝穿着的服

生的打扮，
蓝布罩袍已经洗得绒兜兜地泛了灰

饰都为西式的洋裙或是时髦的改良旗袍，如摩

白”
的形象不符。20 世纪 40 年代，
旗袍的领子

登的西式洋装，是当时新潮女性的必备服饰

趋低，袖子越来越短，甚至无袖，款式更趋简

（图 11）。总的来看，
电影《半生缘》中的服饰设

洁，
适体无袖的斜襟或双开襟旗袍悄悄流行。[7]

计较好地反映出由张爱玲本人改写的 《半生

而在第 34 集中，顾曼桢所穿的旗袍不仅长及

缘》，
还原了作者的风格。算得上是一次成功的

脚踝，
袖长到手腕，
领子也高，明显与史料记载

改编。

不符。

图 12：电视剧《半生缘》中曼桢的剧照

电视剧《半生缘》的角色服装设计，总体上

电视剧《半生缘》中的

符合人物角色的身份特征。但也存在与史料不

角色服装设计也有其可取

符的地方。如在第 1 集中，沈世钧帮顾曼桢在

顾曼
之处。如在第 32 集中，

公车上解围，收票员竟说顾曼桢看起来像有钱

桢到金芳家时所穿的改良

人家的女孩子。顾曼桢穿着都是全新的色彩明

旗袍（图 13），明 显采 用 了

亮的旗袍外加西式职业套装，一副时尚职业女

西式的裁剪装袖和省道技

性的装扮，这如何是有钱人家的女孩子呢？电

术，
甚至加入了西式的垫肩

视剧中顾曼桢所穿的服饰大致可分为三类：工

设计。“装袖款式令女性肩

图 13：
电视剧《半生缘》
中曼桢所穿的改良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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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挺括，在四十年代

展，
加之忽视了对影视服装设计的追求。导致

也为时髦，甚至西式

影视作品出现故事情节混乱，题材单一，流于

的垫肩也被引进到旗

市场娱乐化的弊病，缺乏了一定的艺术审美价

袍中来，谓之“美人

值。这些都对服装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肩”
，使得传统旗袍的

在对待经典小说改编时，不仅要立足于本土文

外轮廓有了较大的突

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还需有深厚的影

破，即改良旗袍”[8]。

视服装艺术创作功底，
影视服装的设计不仅要

20 世纪 30 年代受西

满足人物造型的需要，
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审美

风东渐的影响，女性
将西式“舶来品”视为

与表意功能。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独具审美价
图 14：
电视剧《半生缘》中翠芝
所穿的西式洋装

摩登，故石翠芝的服

值的影视服装，方使得影视人物角色更具生命
力和艺术感染力。

饰多为西式洋装或改良旗袍（图 14），这些都是
亮点之处。此外，电视剧更注重对剧情的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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