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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9 届奥斯卡最佳服饰奖获奖影片
《神奇动物在哪里》中的服饰探析
罗 劼，魏 欣
（武汉纺织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
摘 要：
服饰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服饰设计是一部好的电影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第 ８９ 届奥斯卡最佳
服装设计奖影片《神奇动物在哪里》是由英国导演大卫·叶茨执导的奇幻冒险电影。基于服饰的象征性理
论，
文章重点分析该影片中人物服饰特点对电影中角色的塑造、电影的感情基调和人物的内心世界等方面
的影响，
以期为本土电影服饰的设计提供积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服装设计；
电影服饰；
角色塑造

电影服装是一种独特的视觉艺术符号，是

物在哪里》讲述了 １９２６ 年的美国纽约，魔法世

一部作品最重要的叙事手段之一。电影通过独

界与无魔法人群“麻鸡”世界产生了很深的矛

特的艺术形式将电影蕴含的象征与隐喻呈现

盾。曾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就读的学生纽特·

在观众面前，为作品的解读增添丰富的意蕴。

斯卡曼德是一位神奇动物学家，为了寻找神奇

电影服装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元素，它在对角色

动物来到纽约，却偶遇了不小心放跑了几个神

的塑造和给观众的视觉冲击上，都起到了不可

奇动物的“麻鸡”雅各布·科瓦斯基。在美国魔

忽视的作用。［１］服饰作为电影中社会信息的载

法动物是被禁止的，因此严重违反保密法令被

体，不动声色地表现出角色们的内心世界，让

停职的前傲 （抗击黑魔法的精英男女巫师）罗

观众通过直观的视觉反应更好地解读角色的

蒂娜·戈德斯坦恩想要抓住这个机会，想官复

个性与心情，引起共鸣从而获得感同身受的情

原职，
但是却意外的卷入一场阴谋之中。［４］《神

感体验。一件成功的戏服必须服从故事，融入

奇动物在哪里》的服饰是由拿过 ３ 次奥斯卡最

电影的叙事和展示的感官世界中去。［２］这是电

佳服装设计奖的 Ｃｏｌｌｅｅｎ Ａｔｗｏｏｄ 设计的，影

影服饰设计的独特之处。电影的服饰设计通过

片中洋溢着复古美感的低调服饰，它们还原了

影片中的人物而展开，让观众感受到角色与演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纽约的真实面貌，
十分经典。笔

员之间毫无违和感，达到服饰设计与电影的完

者将从故事背景出发，逐一介绍主要人物的服

美结合。电影中的服饰已经成为台词以外的另

饰，以期为本土电影服饰的设计提供积极的借

一种电影“语言”
符号、
一种沉默的“台词”
。通

鉴作用。

过极具特色的电影服饰，电影情节更加完美的

１ 男主角纽特·斯卡曼德的服饰

［３］

呈现在观众眼前。电影服饰越来越受到大众的

男主角纽特·斯卡曼德是一个从英国来的

肯定，
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电影《神奇动

神奇动物研究者，为了突显他的与众不同，影

收稿日期：2017-05-08；修回日期：2017-06-03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1YJTE012）
通信作者：魏欣，武汉纺织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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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靴子里穿（图 ４），
这样既保暖又方便行动。虽
然纽特可以随时用魔法修补清洁衣物，但这样
一身装扮也可以轻松地融入周围的
“麻鸡”
群众
中，
不太张扬。影片的开头部分，
当他步履从容
地走下邮轮时，美国海关官员理所当然的认为
他是一名普通的英国人，
因此男主角纽特·斯卡
曼德的服装恰如其分地证明了人物的身份地
位。由于影片中有很多打斗场面，
设计师防止他
图 １：
《神奇动物在哪里》电影剧照中纽特的孔雀蓝粗花呢大衣

穿破，
还为他准备了 １２ 件一模一样的衣服。

片中纽特·斯卡曼
德从始至终穿着一
件孔雀蓝粗花呢大
衣（图 １），是 经 典
的 Ｓａｌｔ ＆ Ｐｅｐｐｅｒ
（胡椒与盐） 纹样。
粗呢既可以保暖挡
风又可以耐脏耐磨
损，是十分好的工

图 ４：
《神奇动物在哪里》电影剧照中战斗情况下 ｄｏｕｂｌｅ ｂｕｃｋｌｅ
的靴子

装外套面料，基本
上也是 １９ 世纪 ２０

图 ２：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英国男士服装

２ 蒂娜、奎妮姐妹的服饰

年代英国各个阶层

女主角蒂娜是一个被贬职的魔法部公务

的标志性外出装束

员，之前的工作是打击黑魔法的精英巫师——
—

（图 ２）。大衣的颜色

傲罗。影片中蒂娜裤装形象占了非常多的戏

被 Ｃｏｌｌｅｅｎ Ａｔｗｏｏｄ

份，上衣的衬衣也非常的中性化，搭配上剪裁

称作 Ｄａｒｋ ｐｅａｃｏｃｋ

简单大气的长风衣（图 ５），完全满足了外出工

ｂｌｕｅ（深 孔 雀 蓝），

作的需要，也符合蒂娜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

大 衣 是 Ｃｏｌｌｅｅｎ

蒂娜大衣领口超级大，这个大衣十分像傲罗们

Ａｔｗｏｏｄ 用收藏多年

穿的大袍子，表现出蒂娜为了催眠自己还没被

的布料亲自染色而

贬职而特意选择的，
十分符合电影剧情。

成，所以颜色是绝
无仅有的。大衣搭
配上黄褐色的小马

图 ３：
《神奇动物在哪里》电影剧照
中 ｄｏｕｂｌｅ ｂｕｃｋｌｅ 靴子

甲和可爱的小领结使男主角纽特·斯卡曼德在
人群中显得清新脱俗，看起来绅士又讲究。纽
特·斯 卡 曼 德 脚 下 穿 着 一 双 名 叫“ｄｏｕｂｌｅ
ｂｕｃｋｌｅ”
的靴子（图 ３），一般情况下和普通鞋子
的穿法一样，但影片中纽特作为一个神奇动物
的研究者，一旦进入战斗环境就需要将裤子绑

图 ５：
《神奇动物在哪里》电影剧照中蒂娜服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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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这个角色服饰造型的研究，我们可

大量从事社会劳动，改变了女服夸张的装饰性

以得知影片最大程度的还原了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

向机能性转变。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要求男女

代的美国女性着装风格。电影故事发生在 １９２６

—简洁、实
平等，使男服设计中的很多元素——

年的纽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开始

用、机能性等引入到女服设计中，满足了女性

复苏，
并趋于繁荣。１９２０ 年美国国会通过赋予

自觉、
平等意识。［６］女裤最早出现在 ２０ 世纪前

女性选举权的《第十九条修正案》，标志着美国

１０ 年的后期，
到 １９２０ 年则蓬勃地发展。由于女

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

裤的机能性使之成为当时外出工作、求学女性

１９２０ 年之后，
美国女性的服饰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最好选择。在 ２０ 世纪之前，
裤子是男人的装

的变化，设计师开始丢弃曾经数百年占据时尚

束，在一些宗教国家，女性穿男装是会被处罚。

中心的束胸衣和繁琐长裙，彻底地淡化女性的

虽然女裤太时尚了让不少人无法接受，但是十

身体曲线，使服装变得十分时髦大胆、引人注

分适合作为职业女性蒂娜的装束，符合影片中

目的。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女性在服装上用极其

人物的特点。

独特的方式和极富有女权主义色彩的行为来

除此以

向世人展示她们的地位，改变人们对女性传统

外，蒂娜的帽

的审美观念，这是女性服饰摆脱传统向现代过

子 （图 ７）也

渡的一大进步。 女性们开始走出家门工作，
加

是 ２０ 世纪 ２０

入越来越多之前被认为是男性专属的职业中，

年代特别流

因此对于合身体面的衣服需求也越来越高。２０

行的一种装

世纪 ２０ 年代女性服饰（图 ６）秉承着解放身体、

束。由香奈儿

自然简约、轻盈舒适的设计理念。时尚不再束

最先发明直

缚身体，转而以展示自然体态为宗旨。所以宽

线型裙装和

松、腰线低至胯骨、不凸显身材线条的筒状连

钟形帽（图 ８）

衣短裙风靡一时。这样设计的走红，迎合了当

是女性的日

时女士们的喜好，她们在追求美丽的同时，也

常制服和一

更加注重身体的舒适和行动的便捷。

开始被视为

［５］

图 ７：
《神奇动物在哪里》电影剧照中蒂娜帽子

激 进 的 短
发，后来都
成 为 ２０ 世
纪 ２０ 年 代
的 时 尚 标
准。［７］钟形帽
和短 发 在 当
时都是 十 分
流行的 。随
着中性 化的
图 ６：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女性的服饰

蒂娜还穿着当时看来最不可思议的裤子。
２０ 世纪初，战争导致男性劳动力缺乏，使女性

图 ８：钟形帽

氛围越来越浓，娇俏迷人的短发在时尚中打出
了一片天，所以配合着短发应运而生的完全贴
合头部的帽子非常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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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神奇动物在哪里》电影剧照中奎妮的吊带裙

图 １１：
《神奇动物在哪里》电影剧照中姐姐蒂娜的酒吧服饰

影片中蒂娜的妹妹——
—奎妮是名摄念师，

图 １０：
《神奇动物在哪里》电影剧照中奎妮的丝绒大衣

图 １２：
《神奇动物在哪里》电影剧照中妹妹奎妮的酒吧服饰

响下为女性提供了大量的社交机会。［８］随着女

能读取别人的思想，性格古灵精怪，长相又甜

士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她们也希望

美。她的女装造型非常多，而且都是以粉色系

在夜间绽放自己的美丽，酒吧的夜生活提供了

为主的暖色调，给人传递出来的感觉是温暖有

展美的舞台。影片中蒂娜、奎妮姐妹一起去酒

爱，暗示出奎妮非常平易近人。刚出场的奎妮

吧的服装淡化了腰部的曲线，选择了更大胆地

穿着一件粉色丝质吊带裙（图 ９），两边还有黑

露出脖子、上臂、后背、小腿等肌肤。材质更加

色蕾丝花纹，场面十分惊艳。但奎妮主要的造

轻薄透明，大量的使用珠宝亮片作为装饰配合

型是一 款裸 粉 色 收 腰 裙 摆 设 计 的 丝 绒 大 衣

着灯光，给人以个性化的感觉。日常中姐姐蒂

（图１０）。从奎妮大衣的面料细节来看，显出身

娜的穿着比较保守，但是在酒吧内的深 Ｖ 大开

份的高贵，并且搭配了一双玛丽珍高跟鞋，很

口裙子（图 １１），显得非常性感，在颜色和款式

有气质。奎妮在剧中的造型，
很贴合 ２０ 世纪 ２０

上都偏向成熟。而妹妹奎妮选择了粉红色小裙

年代服饰发展特征的，譬如可以露出小腿的裙

子（图 １２），
甜美并且不失诱惑。姐妹俩的着装

子、大波浪吹得一丝不苟的卷发等都呈现出很

都十分符合她们的身份。

鲜明的年代感和复古风。

３ 魔法国会领导们的服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美国社会在爵士乐的影

影片中美国魔法国会安全部长科林法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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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动物在哪里》电影剧照
图 １４：
中赛拉菲娜·皮克科瑞的服饰

图 １３：
《神奇动物在哪里》电影剧照中科林法瑞尔的服饰

尔的服饰就不是普通衣服，为了与魔法界的普
通魔法师区别开，科林法瑞尔的大衣（图 １３）
在剪裁上更加注重细节，精心设计的袖口也
显得气度非凡。为了彰显他身为傲罗领导的
高贵身份，部长大人一身黑袍和围巾都使用
了高档的羊绒面料。观众仔细观察时还会发
现这个料子在动态的情况下透出若有若无的
光泽感。这是由于其大衣加入了金银丝成分，
有一种特殊的金属光泽，与黑色羊绒面料混
用时，看起来就像海狮的皮毛一样油光水滑。

图 １５：
《神奇动物在哪里》电影剧照中雅各布·科瓦尔斯基的服饰

影片中大部分普通人穿的衣服都不是什

与影片中大部分人的外套都是比较劣质的面

么好面料。这是由于这部剧的背景是 １９２６ 年，

料相对比，金银丝成分大衣凸显出科林法瑞

此时美国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人们基本穿不

尔身份的尊贵。

了太好的衣服。在服饰上为了还原 ２０ 世纪

影片中美国魔法国会主席赛拉菲娜·皮克

２０~３０ 年代的故事，剧组很多衣服都是直接去

科瑞是个力量强大的女人，
她的大长袍（图 １４）

市场上淘来的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老式服装，不

上的图案象征着一只鹰，由于美国魔法国会的

仅要完全当时人们的穿衣服特点，还必须有使

标志是一只展翅的雄鹰。设计师巧妙地将雄鹰

用痕迹，
也不能太光鲜亮丽。

展现在连衣裙上，通过金属流苏的运用来表现

影片中胖胖的雅各布·科瓦尔斯基是一个

雄鹰的尾部。这一设计有趣又经典，有一种十

典型的普通人，他的服装（图 １５）经常像是要

分巧妙的复古感。黑色和银色的运用则是借用

崩裂了一样。由于雅各布·科瓦尔斯基非常

了魔法师的元素，闪亮亮的魔法银和巫师的经

穷，但他需要去银行申请贷款，所以这些衣服

典黑，同时也显现出这位女巫的神秘感。宽阔

都是他临时租来的，衣服的码数也不是他自

的裙摆让这位主席显得更为出众，有一种天生

己的号，仔细观察发现他里面的马甲和外面

领导者的味道。仿佛在向世界宣传：
“我就是美

的西服根本不是一套，从服装上体现他生活

国魔法国会的主席，
我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

的艰辛。

４“麻鸡”——
—普通人的服饰

影片中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叫克雷登斯·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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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本，他自始至终都穿小一号的西装（图 １６）。

迅速进入角色。所以挖掘电影中服饰所蕴含的

因为他是个被收养的孤儿，他的衣服基本上都

文化底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这些优秀电

是收养他的妈妈给他准备的二手衣服，所以只

影所传达的思想与精神。

有扣不上的衣服才更符合他的身份。

致谢：感谢《服饰导刊》编辑部李强博士的
指导、建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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