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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影视剧中人物造型的设计研究
文/庞 博
基于流行于当今银幕、
荧屏的现代行业影视剧中的人物造型设计为主要研究对象，着力探讨其与
一般影视人物造型设计的通约性之外的特殊性。现代剧创作手法大多写实，行业剧又以描绘“专业团队”
见
长，这就要求在人物造型设计上做到含蓄和巧妙，主要包括于制服中的匠心独运，职场造型同生活造型设
计的衔接或对比，
标志性的细节道具的点睛以及行业群像的塑造与刻画等。这些要求设计应当遵循行业气
质，符合行业印象。行业影视剧的人物造型设计空间相对狭小，现实元素的限制较多，
但无数优秀的作品证
凭借精益求精的敬业态度、深厚的艺术修养、过硬的业务技能以及丰富的实
明，通过熟读剧本和揣摩人物，
践经验，
设计师可以在现实主义设计中挖掘出无穷无尽的可能性。
行业剧；
影视人物造型设计；
美学意义

行业影视剧大多是以现代都市为背景，
以

中见职业精神；③注重刻画“行业群像”
，造型

某一行业工作者为主要表现对象，围绕典型的

上求同存异。

行业事件展开叙事的起承转合，从而呈现出行

1 现代行业剧中的人物造型设计

业特有的专业魅力和风貌，是近年来影视剧作

1.1 行业制服中的匠心独运

中比较受欢迎的类型之一。从技术上来说，行

在大众文化中，
“制服诱惑”这个词语出现

业影视剧的筹备、制作、发行等流程符合影视

的频率颇高，
用来形容那些穿着制服的男女对

剧作所共有的一般惯例，而作为视觉表达的重

于人们的独特吸引力。究其原因，
制服所彰显

要部分，行业影视剧中的人物造型设计亦遵循

的理性、克制和专业的魅力想必是其重要方

基本的人物造型设计原则，即要以剧本为基础

面。
“制服”
是指一群来自相同团体的人们穿着

和纲要，以情节的起承转合为依据，以演员条

统一样式的服装，人们用制服分辨其职业、身

件为载体，以场景美术为配合和呼应，兼备坚

初级护士的
份，
甚至阶级，
譬如在某些医院里，

持综合创作意识，具备全局视野，将设计思路

制服是粉红色，
而护士长的制服是白色。甚至

和概念贯穿始终。

某些职业的制服形制全世界都是统一的，譬如

现代行业影视剧人物造型设计的关键之

航空飞机驾驶员的制服统一为藏青色，配有标

处主要表现在三点上：①在形制几乎完全一致

志性肩牌（图 1，
见下页），
并且在袖口处缝有代

的制服造型上力求体现人物之间的区别；
②职

表级别的条状标识。

场造型同生活造型或衔接或区分——
—或趋于

制服的款式体现了职业的特性。
“军队的

统一或形成对比，同时利用点睛之笔，于细节

服装就是强调其威严和等级明确的特色，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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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服的细节之处对人
物性格加以表现和呼
应：
在制服的领口、
袖
口、
下摆、
关节处的磨
损程度、材料的挺阔
程度上做文章，使形
制无差的制服因为角
图 1：TVB 电视剧《冲上云霄》剧照

图 2：
《到爱的距离》剧照 1

色的性格、身份的不

式设计上要轮廓明朗强劲，直线条居多；相反，

同，打上些许个人的

服务行业则要强调其亲切、易于接近的特点，

印记。除此之外，在

服装款式则较为灵活，大量运用领结、花边等

穿着制 服的方 式上

配饰；制造行业由于需要从事大量体力劳动，

寻求变化，同样可以

[1]
多利用夹克、T 恤等方便活动的款式……”
为

强化人物性格。譬如

了便于人们辨认以及增强工作者对该行业的

在医疗剧《到爱的距

归属感，制服以其整齐划一的颜色和形制来强

离》中 ，演 员 靳 东 饰

化行业同仁之间的亲密性和无差别性（同阶层

演的是敬业的、资深

之间），
所以制服大多是集体定制，成衣化批量

的、少年老成的院长，所以他的制服总是穿得

生产。

一丝不苟（图 2）。而相对地，
另一位年轻的实习

图 3：
《到爱的距离》剧照 2

在很多行业影视剧中，工作场合“着制服”

医生是个狂妄的职场“菜鸟”
，
选择做医生只是

是造型设计上的首要要求，因为制服是“专业”

因为“觉得这白大褂穿着好看”
，
所以她的制服

由于造型
的最佳代言。然而，对于设计师来说，

穿得闲散甚至凌乱，常常敞开前襟扣子，脚着

设计的主要任务是强化角色性格，所以面对统

一双厚鞋底马丁靴，显得桀骜不驯、风风火火

一 着制服 的前提 条 件 往往 让 人 感到 束 手束

（图 3）。剧情中这两位风格相异的医生从造型

—穿上制服的角色们的确整齐划一，但同
脚——

设计上来看就充满戏剧冲突。由此例可见，鲜

容易千篇一律，
进
时也掩盖了许多个人的特质，

有变化的制服因为穿着方式的不同依旧可以

而审美疲劳。穿着制服的目的固然是为了追求

展现出强烈的人物性格，而貌似缺少创作空间

，但艺术创作中，还是
弱化“小我”
，凸显“大我”

的制服造型经过设计师的处理和搭配，仍然可

需要通过合理的设计处理让这身看上去没什么

以达到塑造角色性格的效果。

特别之处的制服在特写中和近景镜头中替人物

除了要求穿着统一制服的行业之外，社会

只要是穿在人
说话。因为对于人物造型师而言，

上还有很多行业在着装方面相对宽松，只是规

物角色身上的服装，
就需要适当的个性化。在保

定行业工作者的穿着符合一定的风格即可。譬

证整体效果的同时，于细节处展现各个角色的

如审计工作者或法律工作者，往往被要求穿着

特点，
是避免造型雷同的解决之道。

偏正式装束，
但具体款式细节不予限制。而生

“服饰，是极度个性化的，即便是军警服制

活中更为常见的现象是，某些行业根据工作需

相同，其个人细节也绝不一样。当中国大陆在

—即这
要，
着装样式形成了一种“行业惯例”
——

普遍穿蓝灰、绿的中山装和军便服时期，尽管

个圈子所默认的着装风格，
一旦违背这一惯例

式样相同或近似，但新旧程度、磨损部位、
生活

就往往会被认为是缺乏专业性的表现，进而难

细节特征绝不会完全一致。”[2]设计师可以运用

以获得同行之间的认同。因此，
在行业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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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造型设计上，设计师需要留意到这些不可逾

节处，由于角色成长背景优裕，因而她的服装

越的“潜规则”，尤其不能顾忌演员形象的时尚

和配饰即便只是基本款，但都质地极好，很是

美观而忽视“行规”。韩剧《他们生活的世界》是

耐看。

一部表现影视工作者工作生活的现代行业剧，

综上所述，不论是需要“统一制服”或是

虽然这一题材比较少见，但该剧依然表现得相

“统一着装”
，还是只需按“行业惯例”和“刻板

当成熟，比较全面地展现出影视剧制作幕后的

印象”进行着装的行业，职场上、工作中，人物

方方面面：从筹备阶段的选景、选角、剧本讨论

造型设计都需要保留住该行业的典型气质和

等到实际拍摄中的突发事件急救，再到后期剪

特殊要求。在此之上，同时应当考虑到角色间

辑、配乐等等，而对各部门之间由于意见不同

存在着些许微妙不同。当然，除了服装造型上

而激发的矛盾冲突，初出茅庐的导演与大牌明

的区别之外，
化妆和发型设计上的区别同样会

星之间话语权的争斗以及女性在这个行业中

为区分人物形象做出贡献，这需要设计师在色

的不公平待遇等等问题都进行了比较真实的

彩、
质地、
形象三个方面做宏观把控，使化妆设

呈现。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剧中女主角
“朱俊

计与服装设计达到协调统一。

—雷厉风行、
英”是个如假包换的“女金刚”
——

类似化妆与服装的互相配合的创作模式

强势果断、咄咄逼人，脾气急躁起来甚至口不

在影视剧创作中比比皆是，譬如，虽然每个影

择言。颇有意味的是，这一泼辣的女导演是由

视剧摄制组的美术部门分工都略有差异，但大

韩流明星宋慧乔出演的，并且反响热烈，完全

多数情况下，
为了方便沟通、提高工作效率，有

颠覆了她以往或柔弱或娇憨的女性化形象，
这

着
“服化道不分家”
的说法。为了能够最大限度

除了编剧、导演、演员的努力之外，造型设计师

地表达人物，物化人物、人物造型设计师时常

也实属功不可没。由于剧组工作节奏较快、跑

—人物角色随身的小道
需要与道具师合力——

动性强，工作环境也时常比较恶劣，所以剧组

具也会由人物造型部门协助准备。正是这些小

中的女性成员不得不弱化性别特征，穿着打扮

道具往往起到点睛之笔，譬如医疗剧中外科医

以简单、宽松、轻便为主，多口袋军装裤和多功

胸前口袋中并排放置
生脖子上配戴的听诊器，

能马甲是常见的“剧组装备”。因此，电视剧中，

的彩色水笔，
耳朵上挂的口罩等等。再者，
工作

作为女导演的“朱俊英”以一头清爽的短发示

牌、公文包、文件夹这些随身道具都能令人物

人，宽松汗衫、夹克外套、利落裤装，再加上近

形象更加丰满可信。这些可以体现职场气氛的

乎素面朝天的妆容，完全是一副假小子做派，

随身道具，都是设计师不能忽视的部分，处理

却
这与宋慧乔一贯柔弱细腻的形象大相径庭，

得当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与拍摄现场的大环境非常和谐（图 4）。而在细

1.2 职场造型和生活造型的关系
行业剧中大多重点表现该行业的工作场
合，
同时穿插着行业精英们的日常生活。这两
个场景中的人物造型设计无非有两种思路：其
一是让角色在职场中的造型与生活中的造型
拉开距离，
形成差异对比。而另一种设计思维
则相反，让角色的工作和生活不分家，两者的
风格上统一。
造型趋于统一，
使其款式上类似、

图 4:电视剧《他们生活的世界》

人物服装造型是“性格情感的融合”[3]，在

服饰与传播：传播方式

影视剧中的主要角色往往属于“圆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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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艺人的形象的过分重视不无关系。

——
—性格饱满复杂。所以就要求造型设计对其
进行多元体现。而在行业剧中，有些角色在生

除了体现生活与职场的差异之外，还存在

活中和职场上的状态呈现出较大差异，一般表

另外一种情况更为常见，
就是角色在职场中和

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入行初期和专业成熟期存

生活中状态无二，造型风格一脉相承，而这往

在的过渡变化，即“门外汉”到“高精尖”的差

往与角色成熟、
严谨的职业素养相挂钩。譬如

异，所以在人物造型设计上要体现出转变初期

《离婚律师》中罗鹂的造型，
职场上她的穿着简

工作状态与生活状态的不协调；再者，是角色

洁利落，生活中的她依旧优雅洗练，造型风格

生活和工作完全割裂，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样

完全统一，其人物造型是她的理性主义、完美

态，这种情况在创作中并不多见。

主义自工作到生活贯穿始终的有力表现。另

韩剧《面包大王金卓求》在韩国的收视率

外，也有生活反作用于工作的例子，同样是表

达到了 50%以上，这部热播的电视剧是以食品

现医疗行业的国产剧《心术》中，海清扮演的

行业为故事背景，讲述了一个豪门弃子通过自

“美小护”一角在生活中的活泼开朗、充满童

己的奋斗成长为面包大王的传奇经历。主人公

真，
所以在生活造型中运用了大量高饱和度的

金卓求是一名孤儿，成长于市井之间，颠沛流

色彩加以烘托。而在职场中，
美小护与其他护

离、居无定所，他貌似顽劣但其实一直持有赤

士一样必须着制服，为了展现她的开朗活泼，

并接触到面包制作行
子之心。当他偶遇“伯乐”

设计师在她的护士帽上增添了几个彩色发卡，

业之后，
发现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天份并通过努

童趣十足且无伤大雅。这些小发卡既有功能性

力最终实现了梦想。剧中金卓求生活中的形象

（固定护士帽），同时又呼应了角色本身的个性

与职业装扮形成了很大差异：生活中的金卓求

特征。

邋里邋遢、不修边幅，设计师用了很多牛仔材

1.3 群像造型：
整体统一、
求同存异

料、流苏元素强调他卑微贫穷的生活和自在乐

行业影视剧的叙事着力点在于“行业”，所

观的心态。与之相反，面包房里的金卓求则干

以对从事该行业的“人物群像”描绘是行业剧

净利落：一身洁白的制服，领口打着精致的领

的特色之一。首先，
剧作中该行业的主、
配角需

结，体现出他良好的职业态度，也暗示着充满

要形成风格统一的整体团队。同时，还需要根

希望的职业前景……唯一美中不足是，金卓求

据团队中个人的年龄、条件、性格和职责对各

在两个环境中的发型并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

自的特色给予保留，
以区分人物之间的不同特

他的长刘海和长鬓角在面包房中显得不合时

“同”
和
“异”
征，
呈现该行业的不同侧面。因此，

宜，洁净清爽感尽失（图 5），
这与韩国娱乐业对

之间存在一个平衡。

图 5:电视剧《面包大王金卓求》中金卓求的生活和职业装扮

72

FASHION GUIDE 二零一六年

六月 / 第五卷

第三期

周承人先生曾在其著作 《电影美术导论》

线设计，搭配卷曲的蓬松的发型，符合她亲和

中举过一个例子，对处理行业影视剧群像具有

可爱的人物性格。对比之下，徐迎美的造型则

启示意义：
“佛尔斯在《理查三世》中对理查三

以无彩色居多，材质上光泽感强，摩登而产生

世和群臣的服装关系的处理。在这部影片中演

距离感，她的衬衣领型、外套领型大多是直线

员特别多，剧情也非常集中。为了使观众便于

处理，形状较为尖锐，搭配服帖的直发和上挑

辨识人物，又不分散其对剧情的注意，同时又

与她刻薄、
的眼眉，
善妒、
狠辣的性格不谋而合

避免男服之间的相互雷同，佛尔斯采用的办法

（图 6）。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行业剧造型的成功

有两个：一是统一，即让每个人物在整部影片

不仅是设计师的功劳，
也要归功于选角——
—饰

中始终穿着基本相同的服装，便于观众去辨识

演甄善美的演员蔡琳的婴儿肥的娃娃脸非常

这个人物。二是多样，
使用袍袖镶边的办法。在

适合曲线造型，
而当时年仅十八岁却看上去成

长袍袖子外边镶花边是当年很流行的，为了彼

熟冷艳的金素妍就五官条件来说本就是冰山

此区别，他使男服袖口外面有镶边和不镶边之

美人，
直线型风格是彰显徐迎美魅力的不二选

分，又有不同花样、色彩镶边之别，既取得多样

择。当演员的条件特征与角色造型的需要达成

化又有整体效应。对于理查三世的扮演者 L·奥

一致时，
最终呈现的效果自不待言。拥有同样

利弗的服装，可以在整部影片中更换两次以

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工作内容的两位女主

上，这就与群臣有了不同，但又在色彩上限定

播，乍看之下并无大异，但其人物造型却于细

于黑，棕，
红三色范围之内更换，以保持整体和

微之处匠心独运，保证了在群像统一的同时，

谐，
并有了主次之分。”

营造了个体人物特殊氛围，
而这些特殊之处又

[4]

“多样统一这个造型艺术的结构法则，同

成为表达人物性格的最直观的
“话语”
。

样适用于电影服装设计，它要求服装设计既和
谐又不单调，既丰富又不花哨和杂乱。多样统
一在电影服装设计中有三层含义：一是指一个
人物的服装设计，二是指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服
[5]
，
周
装设计，三是指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登富先生这一的论断若细化到行业剧人物造
型设计这个范畴，在“多样统一”的基础上，笔

图 6：
以女主播为表现对象的韩剧《夏娃的诱惑》

者认为可以扩充为八个字：整体统一、求同存

行业人物造型设计的另一个佳例是美国

异。行业剧《夏娃的诱惑》
（又名《女主播的故

医疗剧《实习医生格蕾》，
这部电视剧中角色众

事》） 中两位女主角甄善美和徐迎美都是电视

—医院急诊室和走廊，所以
多，但场景单一——

台里倍受欢迎的女主播，但两人的个性却大相

尤其是抢救
演员们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白大褂，

径庭。甄善美善良开朗、心不设防，而徐迎美却

和手术的情境中。由于服装相同，还都带着口

为
工于心计、精于钻营。在人物造型设计方面，

罩，人物之间辨识度很低，所以就要求设计师

表现两位女主播不同的内在性格特征，设计师

在白大褂和白口罩之外的造型部分“找空间”

在廓
在保持女主播应有的职业形象的基础上，

——
—“我们的感官只能通过对比而起作用”[6]。

形和颜色上对两人的形象气质做了区分。即便

依照对比原则，
设计师巧妙地将每个医生的手

都是女式正装加套裙的思路，但甄善美的颜色

术帽都做了不同样式的处理，花色差异明显，

偏淡、偏暖，多鹅黄、粉红，质感多棉毛，哑光，

这样一来即使这几个医生同时在手术室里戴

体现其年轻感与亲和力。领型和下摆也多是弧

着口罩、眼镜肩并肩地挤在一起，观众还是可

服饰与传播：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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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手术帽这个标签清晰地分辨出他们各

“（影视）服装应该具有表征意义，能强调

自的身份，而手术帽上的花色也是根据不同角

[7]
出穿着这种服装的人物典型的基本特征”
。行

色的行事风格所呼应设计的（图 7）。韩国医疗

业影视剧中群像造型的成功与否，
是能否建立

剧《医学团队》借鉴了这一手法并将其“本土

起该行业整体专业魅力的关键所在。作为造型

—手术帽各不相同但保持了与手术服相
化”
——

就是群像造型的整体
设计师首先需要保证的，

近的色系，花色不像《实习医生格蕾》中那样随

感觉需要鲜明地体现出该行业应有的精神风

意和张扬，个体之间差别也不像《实习医生格

貌。同时，
在整体统一的前提下，
对于个体的造

蕾》那样鲜明，总体上依旧统一在了清洁素雅

型设计依然要遵循剧本的描写给予特色处理，

的调子里，
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图 8）。而反

让个体造型尽可能在不跳脱整体气氛的情况

观现有的国产医疗剧中，医生的手术服帽在细

下，
体现典型人物的典型之处。

节上没有任何的差异（图 9），所以观众只能依

2 现代行业影视剧人物造型设计的审美标

赖特写镜头和音色差异对人物进行辨认，在这

准——
—遵循行业气质、符合行业印象

一点上显然应当向国外的设计师学习借鉴。

在人们询问好莱坞著名戏服设计师马克·
布里吉斯（Mark Bridges）是否想要尝试时装
“戏服设计基于剧
设计时，
他发表了如下观点：
本中的人物，
人物在故事中会有自己的发展弧
线，
我们需要尝试去支持这个故事。戏服是戏
剧性展演的一个元素……也许一名时装设计
师的目标是制造出一些人们想要购买的东西，
我的目标可不是让人们想要去买我设计出的

图 7：美剧《实习医生格蕾》

[8]
戏服。”
这位设计师对于影视人物造型的见解

恰恰对应了该领域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尤其
—我们
是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当代市场环境）——
的设计绝不是为了美观，
而要需要与剧作整合
吻合。更进一步说，很多时候我们要把“像不
像”
置于
“是不是”
之前。
在筹备电视剧《国家审计》的时候，
设计师
起初为剧中主要人物（审计人员）造型设定为
图 8：韩剧《医学团队》

端庄、
朴素、
简洁、
大方。所以在服装的色彩上
饱和度不高，整体色调偏灰，在服装款式的选
择上也多属基本款，
摒弃了当下流行的元素和
一切多余的装饰，试图创造出低调简雅，作风
端正的国家审计人员形象。对于该设计方案，
作为顾问的河北省审计厅的审计人员婉转地
提出了异议：
“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穿着虽是正
这样保守的穿着会不会显
装但也是很入时的，
得我们太过老旧古板了？”
审计工作者希望在

图 9：国产剧《心术》

媒体上呈现出光鲜亮丽的良好形象，这完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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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解，但是艺术创作不能照搬现实生活，而

现实，同时也要归纳艺术客体的本质进行再

是应当 符合行 业 剧人 物 造型 设 计的 基 本法

现，所以设计师的能动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则——
—遵循行业气质，符合行业印象。

现代行业影视剧人物造型设计的审美标准可

戏剧化处理人物形象的例子不胜枚举，
香

以归纳为“遵循行业气质，符合行业印象”，无

港航天题材电视剧《冲上云霄》中，飞行员角色

需照搬现实生活，
而是应当进行艺术化的创作

尤其是当中的机长、副机长都是身材高大，体

处理，
以现实情况为基础，以剧本思想为纲要，

格健硕，平均身高一米八零以上，这符合了一

同时关照广大观众心目中的“行业形象”进行

般观众对于这个职业的美好想象：有掌控力，

艺术化地再现，使设计出的人物造型同剧作意

了
有安全感，同时也更具视觉效果。但事实上，

向相吻合，也与观众内心对该行业的“期许印

解飞行员这一职业的人都知道，由于飞机的驾

象”
保持一致。国产现代行业剧作为流行的影

驶舱狭小，所以过于高壮的身材并不是机长的

视题材，正接受着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及相应

优势，
反而生活中很多优秀的机长都是中等身

带来一些考验。行业剧的人物造型设计貌似缺

高，体型也比较瘦削，因为这样的身材在驾驶

乏弹性，事实上设计师也的确非常容易偷懒，

舱中进行操作活动会更加方便。《冲上云霄 2》

而作为有责任感和艺术追求的设计师，往往需

并没有一板一眼地按照真正的“最佳机长形

要在看似无为之中，将整体基调把握准确，将

象”来挑选演员，而是选择了艺术化的创作方

点睛细节加以推敲，方能无愧影视造型设计师

法，选取了广大观众心目中理想的飞行员形象

之使命。通过对剧本的熟读和对人物的揣摩，

进行再现。

设计师以精益求精的敬业态度，
可以在现实主

同理，国家审计人员给人们的印象往往是

义设计中挖掘出更多的可能性。

严谨细致、兢兢业业，面对庞杂而繁复的工作
充满耐心。因而不论现实生活中他们的打扮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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