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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时装文化研究
文/王

柳，
程伟
伴随着文化工业的发展，
影视剧不仅成为制造和传播时装的重要载体，同时影视剧本身也成为时

装的风向标。厘清影视文化中时装的具体表现形式、发展规律以及影视剧与时装之间的关系等，研究发现：
影视剧通过戏服这一特别的渠道，
影响着民众对时装的认知理念和设计师们对时装的设计思维。而影视剧
作为诱导时装的载体，
同时本身也是展现和传播时装产业的重要一环，它更加有效地发挥其对现实生活的
引导作用，成为新型消费模式的重要手段，
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
电影；
时装；
诱导传播

文化工业的大背景催生了影视文化的产

影视剧有一种前导效应，这或许跟社会心

生，每当人们欣赏影视剧时，总会不知不觉被

理学中
“领头羊”
的效能有关。法国著名的社会

荧幕、荧屏中那些前卫、时尚、流行的东西所吸

—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著作 《乌
心理学家——

引。而那些流行的元素也被人们所熟知和感

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中提到领袖的作用：

慨，进而这些元素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

“他们构成了一个连续体的顶峰，其上是些权

们，使人们会不自觉地形成一种思维惯式，去

势显赫的主子，下面是一些出力的人，在烟雾

购买片中的时尚商品。而这些，就是影视剧带

缭绕的小酒馆里，
他们不停地向自己的同志的

给时尚界的品牌效应，用福克纳的话说：
“人如

慢慢地使其入迷。”[3]
耳朵里灌输着只言片语，

果不生活在时尚中，
便不存在。”[1]影视剧与时

影视剧中那些明星扮演的就这个角色。著名剧

尚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一对情侣，两者相互影

作家肖伯纳曾经说过：
“服装创造了人类，
服装

响、相互渗透。影视剧一方面能够诱导现实中

也注定创造明星。”

成
的时尚，另一方面又能够展现和传播时尚，

民国时期著名的影星——
—胡蝶，在其主演

为新型消费模式的重要手段，从而带来可观的

引领了当时的时装潮
的电影中以百变的造型，

经济效益。通过“视觉驱动”让影视观众主动

流。胡蝶作为当时中国第一个
“电影皇后”
，其

“花钱光顾电影院，确保电影机构的自动再生

表演风格婀娜多姿、千娇百媚，使她成为了当

产”[2]。因此，厘清影视文化中时尚的具体表现

下至贩夫走卒都为之
时上海滩上至达官显贵，

形式以及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理论和实

着迷的大明星。她的穿衣打扮、
行动坐姿都成为

践意义。本文以影视剧中的戏服为研究对象，

当时女性所效仿的范本。据说当时某些杂志特

试图解读时影视剧与时装文化的关系。

意将她的穿衣风格，从头到脚用具体的图片分

1 影视剧中的服饰与新的时尚

割开来，
以方便那时追赶时髦的女性观摩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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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蝴蝶的旗袍形象

在当时提到胡蝶，都会将她和时装挂上
钩。其实在当时，商家就已经在胡蝶身上嗅到

髦的女子们不仅把她作为御寒之物，
还赋予了
[4]
其装饰、
美化的功能。”

了品牌的气息。众多商家找她代言，她也从纯

目前时尚界比较认可的作为早期将时装

粹的电影明星走下舞台，走入普通百姓的生活

与电影结合比较出色的电影，就是奥黛丽·赫

中。不同于电影银幕上的形象，广告里的她总

本主演的《蒂凡尼的早餐》。剧中的女主角，穿

以旗袍为装，真可谓是顾盼生莲、美不胜收，
将

着的那一身经典的纪梵希的小黑裙 （图 2），不

时装和传统完美结合。她身穿旗袍的形象更是

但完美地衬出了赫本的高贵气质，而且使得影

深入人心，产生亲合力，树立一种小康理想，
这

片中的人物形象更加具象化；同时，难能可贵

种广告形象的树立带上了产品的属性，有助于

的是还让小黑裙和赫本一道，在世界电影史上

产品的推广。这样的一种模式就是当时著名的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永恒的经典，成

“模特模式”
，将明星的感召力化入商品中，
同

为以前和当下所有时尚百科全书和时装编年

时用影片这种短暂的宣传方式，以商品的形式
进行固化，
从而大大增加了它的寿命。
胡蝶本身的亲民和特有的气质，在当时确
实引导了不少消费者的消费观念。譬如图 1 所
示，她作为《展望》封面女郎的形象，那种特有
的旗袍外套，
在上海滩乃至全中国的大城市引
领了一场时尚的风暴。“胡蝶与第二届奥斯卡
金像奖影后玛丽·壁克馥的合影，也是旗袍外
罩大衣的装束，这种装束适应阶级很广，上至
上流社会的贵妇，中至职业女性，下至家庭妇
女。大衣在 20 世纪 30 年代很流行，上海爱时

图 2：赫本的经典小黑裙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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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必须提到的年表和时尚标签。令人欣喜的

影片中皇后的衣柜里堆满了华服，每一件都

是，纪梵希为赫本量身定做的戏服，一方面将

美得令人无法呼吸。这些精致的华服充满着

品牌巧妙的植入，另一方面将品牌和明星很好

洛可可的风格，奢华繁琐但是能够在最短的

的结合在一起，使票房大卖，同时也让时装大

时间内打动女生的心，让人无法抗拒，让人们

卖。

重新感受那别样的时尚花样与奢华气质。从
电影潜移默化着潮流，时装也带给明星以

化妆到服饰，设计师们仿佛抓住了时代的脉

靓丽的形象。某些老电影可以在某个新时期重

搏，让大家的目光重新聚焦在了当年大革命

新引领时装潮流。那些明星经常出现在荧光灯

时期的法国。

前，同时那些明星在穿着上刻意地打扮和修

到了现代电影对时尚的诱导作用不仅仅

饰，这样就会引导大众效法和模仿，从而征服

指的是服装，
同样明星的其他一些首饰或者一

大众。奥黛丽·赫本、葛丽泰·嘉宝……这些明

些所用的交通工具等也会被刻意地模仿。
“当

星在电影中塑造的形象足以引领那个时代的

下的日常生活行为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生产

潮流。塔德在《模仿律》中写到：
“社会的发明到

实践或理性认识活动，而是结合了审美追求与

普及有这样的程序：经由群体内发明意识较差

美感鉴赏的准美学式的生活，对于新潮的需

的大众或劣者模仿优秀个体的发明或创造能

求，流行时尚的追逐，成为现代人潜意识中普

得以普及。” 就这样，电影导演不惜巨资打造

[6]
遍性的精神诉求。”
近年来，
三星手机成为大

戏服，创造服装和电影双赢的局面，譬如当年

这当然要归
众喜欢和追捧的重要的手机之一，

纪梵希的精美礼服塑造了赫本完美的荧幕形

功于当下韩剧的盛行，
韩国那些明星们在影片

象，而赫本在电影中的精彩演绎也成就了纪梵

中一些浪漫的场合，亮出自己心爱的手机（大

希的品牌魅力。

多为三星），就迷倒了千千万万的少女和少男。

[5]

而在法国，著名的历史系列的影片，由著

三星手机在亚洲和全世界热卖，与韩剧的传播

名的影星索菲亚·科波拉主演的《绝代艳后》，

密不可分。

它那别致的场景布置和精美的人物服装设计

2 作为一种诱导的影视时尚

（图 3），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让我们

随着影视剧的好评或者卖座，相关的服装

真切地感受到了凡尔赛宫的奢侈繁华。其在

就会被追捧，
甚至就出现了很多时尚观众为了

赢得了众多好评之后，同时在奥斯卡颁奖典

服装而去看影视剧的趋势。当然，影视剧与时

礼上实至名归地获得最佳服装设计奖。这部

尚的水乳交融的方式，也从日韩和欧美，影响

图 3：电影《绝代艳后》中女主的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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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美剧《绯闻女孩》剧照

到了中国。当初导演和制片人的设想，可能只

们在看到自己的偶像穿出来这么光鲜亮丽，就

是想通过这个时尚的元素，带给大家一种新鲜

会不自觉地将其归因于其穿着为他（她）加了

感，以增加电影的卖点，结果它们不约而同地

不少分，
“扩大可以获得的感觉范围并加以体

被观众从另一个角度去追捧时尚，握住了时尚

验，形成一种新型的自我陶醉，对表达和自我

的脉搏。譬如徐静蕾导演的《杜拉拉升职记》与

[7]
表达的探索，
对身份地位的迷恋”
。

冯小刚导演的《非诚勿扰 2》里同样有被观众看

也是让影
正是因为了解观众的这种心理，

《非诚勿扰 2》绝
好，
被消费者买单的服装款式。

视剧有可能产生时尚的广告效应。影视剧里面

非时尚大片，
但剧中在穿衣造型方面的实用搭

主要来自于时尚
的时装为大家所热衷和模仿，

配却为不少网友津津乐道，虽然不是 T 台上那

元素比较发达的欧美，
当然也带来了大量的经

种华而不实范儿，但如果按图索骥照抄也是不

济效益。最为著名的就是《绝望主妇》和《绯闻

错的日常生活版。同样，一些武侠题材的电影，

女孩》
（图 4），这两部美剧红遍全球，里面的服

也让大家在品味电影的同时，品味出了时尚的

要成
饰充分的满足了各个年龄层的人的需求，

味道。譬如陈可辛导演的《武侠》，里面刻画了

熟有成熟，
要俏皮有俏皮。尤其是《绯闻女孩》

汤唯的“绝望主妇”
，金城武的“四川柯南”
，特

剧，虽然该剧并非讲的是时装，但是每一集都

十
别是“忍者宅男”甄子丹其别出心裁的造型，

是跟着当季的流行走，
甚至带动观众的潮流感

—为了让甄子丹有一点飘逸的
足“忍者风”——

觉，
带来了市场效应。

感觉，服装指导吴里璐给他特制了一件纱衣，
突出隐侠的感觉。

另外，
大热的影视剧服装款式也给众多的
服装零 售商 带

一旦服装新款被追捧，就给服装行业带来

来商机。《非诚

更多的商机。新版《乱世佳人》里妮可·基德曼

勿扰 2》中性感

的服饰箱包来自香奈儿、菲拉格慕等奢侈服装

女神舒 淇 不同

品牌。在中国电影里，也有《天下无贼》将七匹

款式、
不同风格

狼的品牌形象进行了植入。每当人们看到自己

的长裙 就 成为

喜欢和崇拜的偶像，穿着电影中那套时尚的衣

当时的 流 行大

着时，肯定会妄想自己可以和他（她）穿得一模

热和 时尚 风 向

一样，
或者至少类似。正所谓爱屋及乌，每当我

标（图 5）。剧中

图 5：
《非诚勿扰 2》中的长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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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舒淇身着白色长款波西米亚长纱裙 （图 6），

“一
效。著名的时尚设计师乔治·阿玛尼说过：

意地搭配着休闲外套，女神范儿十足。而剧中

切潮流鼻祖可以在银幕中挖到根基。”影视剧

的这一装扮也迅速成为追逐时尚的女性的热

就像沟通中外古今文化的一座桥梁，
是我们有

爱，一时间淘宝上的同款的成交量不断上升，

幸可以看到不同时期人们的穿着与打扮。所以

使用商机最早的还是草根的服装商家。淘宝上

这对于时装设计师而言，影视剧就是一个巨大

同款的热卖反映了大众对于时尚的需求和热

的灵感宝库，
它可以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设

度，做服装生意的淘宝店主早已经学会从影视

计师，设计师同时可以从中汲取大量的养分。

剧中时装里寻找商机。与剧中人物的同款服

影视作品其独特的吸引力，
将人们引到了时装

装、配饰早已经成为了时尚潮流的风向标。

的前沿，有时候还能改变人们对于消费的观
念。同时，
许多杰出的影视项目摘取了
“最佳服
装设计奖”的桂冠，这也在变相地刺激着那些
设计师们的创作动力。
影视剧既能被高阶层的白领人士接受，同
时也广受底层人们的喜爱，这种传播性，导致
了其具有非常广泛的受众集团。影视剧对人们
影响是多角度、
多系统的。影视剧不但带动了
很多其他效应，
同时也深深地改变了人们对于
生活品质的追求，特别是对人们穿衣服风格的
影响。因为具有广泛的受众性和感官效果的奇

图 6：
《非诚勿扰 2》中波西米亚长纱裙

3 影视剧时装的传播与生活化
在西美尔看来，追求时尚只不过是人的一
种社会本能，
时尚是“一种社会需要的产物”[8]。

妙性可使影视艺术深入人心。从社会心理学的
视野分析，在引导衣着行为的众多因素中，影
视剧作为大众媒介的是具有极大的外力作用。
但是，我们也不否认，影视剧时尚性的取

在传统的影视剧当中，将特定的音乐、舞蹈以

得，跟前面说的一样，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所

及绘画等多种艺术结合在一起，已经成为影视

导致的，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是刻意为之。而如

剧表现艺术手法的一种常规手段。而时装也常

果从艺术角度、
文化角度、语言角度去剖析，影

常用银幕、银屏这种无声的方式，来很巧妙地

视剧的时尚性乃影视作品本身所特有的内因

表现自己的完整性。这种独特的表现手法其实

作用力的结果。也就是说，影视剧中的时尚最

是多方面、多角度的，因为这跟影视剧它本身

好的方式，就是无意识地去配合观众的品位，

在表达自己中心思想时的方式有关。我们从时

如果一味地为了迎合观众的猎奇性，着重对时

装界的角度剖析不难看出，影视剧它在通过戏

反而会让观众
装的架构和设计太突出的描绘，

服这一特别的渠道，影响着大众对时装的认知

迷失对影视剧本身的理解，这明显是本末倒

理念和设计师们对时装的设计思维。

观众们
置。就好比在影视剧中植入广告太多，

相比较影视剧动态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

就不知道，
你到底是像拍影视剧，还是拍广告，

无声的艺术语言，时装设计在影视剧作品中表

“这种转变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

现其主题时，具有极其关键的地位。这同时也

形成，
而且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从理性到非理

可以看到时装设计对表达和促进影视文化的

[9]
性的转换”
。

过程中，尤其是时装潮流具有极其重要之功

影视剧具有欣赏美感和娱乐大众的两种

80

FASHION GUIDE 二零一六年

六月 / 第五卷

第三期

功能。在纷繁复杂的影视剧中，有那些花样繁

它再和影视剧相适应，
依、
有章可循，
必将发挥

多的漂亮衣服，跟明星的风姿结合在一起，使

出它应有的作用。现在我们谈的时装，
依旧受

得影视剧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面镜子，
人们

到影视明星等传统偶像的固定范式影响，
受制

开始欣赏镜中之人，正所谓“以铜为镜，
可以正

于电影票房的短期效益，
而呈现出昙花一现的

衣冠”，
人们能从镜中人的表现，来比较自己的

局面。为此，
我们必须认清形势，
好好地挖掘影

穿衣风格，一下就从欣赏到了模仿，从而找到

视文化中的时尚精髓，推动影视时装产业的长

自我归属感，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去寻找和自己

期可持续发展，
从而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和提

年龄、职业相类似的角色和着装去进行比较打

升经济效益。正如著名艺术家丹尼尔·贝尔阐

扮。以《绝望主妇》为例，该剧成为都市时尚女

述的：
“我相信，
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

性如何穿衣打扮的标杆。

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文化贯穿于我们整个生活方式，影视剧和

[10]
实。”

时装是流行文化的媒介，在传播过程当中进行
融合，影视剧与时装，无论从经济还是文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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