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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加勒比海盗》系列中服饰造型的研究
陈

欢，齐志家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
摘

要：文章取材于迪士尼电影公司推出的奇幻历险系列电影《加勒比海盗》，从 ２００３ 年首部上映以来，截

止到 ２０１ ７ 年 ５ 月 ２６ 日已上映了 ５ 部系列作品。电影《加勒比海盗》系列全面地展现了海盗的黄金时期，
影
片中的服饰造型生动地表征了欧洲的海上历史文化以及所处时代的艺术风格。文章主要通过逐个解读电
影《加勒比海盗》系列中不同类型人物的服饰造型特点，从而探析 １ ７￣ １ ８ 世纪时期的着装形制和文化背
景，
并且以艺术创作的视角阐述服装造型对于人物塑造、
剧情渲染的重要性。最后，
以期通过文章的分析总
结为本土同类型的魔幻题材电影提供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加勒比海盗》；
服饰造型；
表现艺术

影视服饰作为一种独特而又直观的艺术

露着浪漫色彩，大量的幽默元素在影片中随处

表现形式，既能充分展现出历史长河中的某一

可见。服装设计师 Ｐｅｎｎｙ Ｒｏｓｅ 曾在《加勒比海

段时代背景，又能体现出导演对于影视创作的

盗》整个系列电影中 ５ 次获得美国各大最佳服

初衷。把握好影视服饰的年代需求和题材风

装设计奖的提名，其中在第 ４０ 届土星奖和第

格，同时又能迎合广大观众的审美口味，是所

１０ 届好莱坞电影奖中均获最佳服装设计奖。笔

有影视导演和服饰设计师们所共同探索的问

者将从影片的时代背景出发，根据角色的设定

题。一部具有影响力的影片是依附于服饰艺术

逐一对其服装进行详细剖解，这有利于帮助影

造型之上的，为了更好地展现人类文明的发展

迷们更好地体会此部影片所传递的价值蕴示，

轨迹和传递现代人类所追求的精神情感，服饰

此外随性洒脱的海盗风也必然成为时尚圈极

所承载的不仅仅是装饰性，而是一种文化内涵

具吸引力的新颖风格。

的创造。根据全球年度电影票房排行榜的统计

１ 影片时代背景下的典型服饰

数据，不难发现《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中的五

影片《加勒比海盗》讲述的是 １７ 世纪的一

部作品的票房长期稳居全球年度电影排名前

段海盗传奇故事。主角杰克·斯帕罗船长与其

《加勒比海盗》系列电
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他几个海盗之间的恩怨情仇，这五部影片都是

影在全球的知名度以及全球观众对这五部作

由一个魔幻的神秘传说为线索串联起来，从而

品喜爱程度之高。迪士尼电影公司一直以来最

杰克·斯帕罗船长经历了一段段神奇又刺激的

擅长的就是用一种魔幻而奇特的方式展现出

冒险之旅。该影片正是定位于 １７ 世纪中期到

人类对于自由与美好的渴望与追求，并且将其

１８ 世纪初经济发展迅速的欧洲，
殖民活动与对

信念融入到影视中的各个角色之中。 一部充

外贸易的开展使得这一时期的海盗活动最为

满魔幻现实主义的影片，其服饰造型也随之透

猖獗，此时的欧洲是极为动荡，在这样一个如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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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热衷玩弄权术的变革时期产生了以男性为

（ｌｅａｔｈｅｒ）多用于男士，又长又大的皮手套和

中心的艺术风格——
—巴洛克风格。该影片即是

皮靴，以及男性随身佩戴的宽阔剑带都是以皮

将华丽高贵的巴洛克风格与放荡不羁的海盗

革材料制作而成，甚至有些男性的羽毛三角帽

服结合起来，这种反差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视

也是皮革材质（图 ３）。

觉冲击力。
在此时代背景下，巴洛克风格作为这一时
期的主要艺术风格，拥有着独特的审美趣味和
奇异装束。１７ 世纪的造船业和渔业发展十分迅
速，
使之经济达到顶点。在这样的背景下，
服饰
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自由且精致的设计风
格遍布整个欧洲。［２］１７ 世纪的欧洲人把文艺复
兴时期流行的服装部位由分解重新组合起来，
对服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先后废除了车
轮状的拉夫领、填料、紧身胸衣和裙撑，并以男
子留长发 （Ｌｏｏｇｌｏｏｋ），服装上大量采用花边
（ｌａｃｅ）和皮革（ｌｅａｔｈｅｒ）制品为特色，因此被

图 １：法国国王——
—路易十四肖像

称为“三 Ｌ”
时代。［３］长发多指男性的发式，
男子
留着像女人一样的披肩长发，而女性梳发绊或
系发髻，到后来的法国风时期发展成各种造型
的假发，人们往往还扑上面粉来固定造型，假
发具有极强的装饰性，用其显示威严；蕾丝
（ｌａｃｅ）是巴洛克时期最为时髦的服装材料，为
了鼓励纺织业的发展，国家倡导达官贵族在服
饰上大量运用蕾丝和缎带装饰。蕾丝和缎带的
使用，使人们更加重视服装表面的装饰，无论
男女老少，全身上下几乎所有的衣片接缝处和
领口、袖口、下摆等处都装饰各色蕾丝花边，极
尽华美。在此时期，自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

图 ２：英国国王：乔治二世肖像

和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均穿着华丽的装束，佩戴
蓬松高耸的假发和蕾丝制成的领饰，十分威严
（图 １￣ 图 ２）。以当代社会的视角来看，
蕾丝与
缎带装饰物有着代表性感、妩媚等女性味十足
的象征意义。然而，在巴洛克时期却有别样的
服饰含义，
１７ 世纪的男装上使用缎带装饰被
称为 ｇａｌｌａｎｔ， 这个形容词的原意是“英勇的”
其名词含义为“时髦绅士”
，指穿着考究、对女
子殷勤的年轻男子。［４］因此，
蕾丝和缎带装饰物
是作为 儒 雅 形 象 和 高 贵 身 份 的 象 征 ；皮 革

图 ３：法国男子佩戴皮制三角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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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图 ５：电影《加勒比海盗》中杰克·斯派洛船长的服饰造型

２ 《加勒比海盗》中的服饰造型

对服装进行二次处理，比如将服装的面料与

２．１ 灵魂人物——
—杰克·斯派洛船长

鹅卵石同时放入水泥搅拌机之中，使服装看

影片《加勒比海盗》系列中的主角杰克·

起来破烂不堪；用奶酪刨摩擦后面料破损感

斯派洛船长无时无刻戴着褪色已久的红色头

十分真实；设计师还用焊枪向服装面料进行

巾、一头带有彩色串珠的棕色脏辫和一身污

选择性地喷射，这些手法都使得服装看上去

垢的装扮，让人印象深刻（图 ４￣ 图 ５）。脏辫

具有浓烈的岁月感。［６］

的造型并不完全是为了装饰，而是根据海盗

由约翰尼·德普饰演的杰克船长形象之所

的生活习性而设计的发型。脏辫的雏形源于

以出神入化，他吸取了摇滚明星凯斯·理查德

炎热的非洲，为了不让跳蚤、虱子等虫子在人

兹（Ｋｅｉｔｈ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的性格特征（图 ６）：漂泊

的头上肆意横行，聪明的黑人便把自己的头

不定、
性格洒脱、
狂野疯癫、
矛盾且混乱。凯斯·

发紧紧的缠在一起，此后这种既能保持头发

理查德兹对于毒

整洁又能节省淡水资源的造型被水手沿用并

品和酒精相当痴

成为了水手们个性的象征。而如今脏辫也是

迷，由于他放荡、

雷鬼音乐、嘻哈文化的代表发型，成为时尚潮

糜烂的生活方

流的元素之一。即便如此，气势宏伟的巴洛克

式，其外在造型

风格在杰克·斯派洛船长的服装造型中依然

十分随性、狂野。

清晰可见，其廓形上明显得看出巴洛克时期

约 翰 尼·德 普 将

的经典男装造型，杰克船长穿着带有褶皱感

其造型、动作、神

的棉麻灯笼袖衬衫，微微发黄的象牙色面料

态融入于角色之

显现出海盗长年漂泊于大海的生存环境，外

中，无论是杰克

穿着长马甲，腰间附着宽腰带，上衣的前门襟

船长的裹头巾、

随它自由敞开，外搭破旧的大翻袖鸠斯特科

金属耳饰、浓厚

尔，宽松的马裤下面踏着一双麂皮直筒翻边

的烟熏等服饰还是走路时晃晃悠悠的肢体动

长靴，随性中带着一种沧桑的华丽。 《加勒

作都源于凯斯·理查德兹本人。直至《加勒比海盗

比海盗》的服装设计师 Ｐｅｎｎｙ Ｒｏｓｅ 为了使海

３：
世界的尽头》的拍摄，
凯斯·理查德兹本人同意

盗的形象更加生动，使用了各种新型技术来

出演主角杰克·斯帕罗的父亲蒂格·斯帕罗，与

［５］

图 ６：摇滚明星凯斯·理查德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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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但对于当代社会而言，这不过给人一种
漂泊流浪的感觉。剧情发展到《加勒比海盗 ４：
惊涛怪浪》时，巴博萨成为了皇家私掠船的船
长，那么自然是要穿上威严庄重的皇家制服
（图 ９），这显然和他以前做海盗时的穿着有明
显的不同。巴博萨戴上了蓬松的银灰色的假发
和镶有金色滚边的三角帽，换上了笔挺的深蓝
色鸠斯特科尔，袖口还带有精美的蕾丝装饰，
彰显出了高贵的皇家形象。
图 ７：蒂格·斯帕罗与杰克·斯帕罗的剧照

杰克船长乃是标准的“父子相”
（图 ７）。
２．２ 最具有海盗本色——
—赫克托·巴博萨

２．３ 英国海军——
—詹姆斯·诺灵顿和卡特勒·
贝克特
《加勒比海盗》系列影片中除了海盗，
当然也

影片中除了杰克·斯派洛船长之外，最具

大量出现了英国海军的身影。其中，
英国皇家海

有海盗本色的就莫过于赫克托·巴博萨，其角

—詹姆斯·诺灵顿，
无论是作为上尉、
准
军军官——

色转变最多，服装设计师 Ｐｅｎｎｙ Ｒｏｓｅ 把奸诈

将还是上将，
它都是作为一名高贵儒雅的英国海

狡猾的巴博萨船长的造型设计得相对来说比

军军官出场，
诺灵顿总是以一头精致的假发和一

较“俗气”
。在前三部影片中他的穿着同样是以

身华丽的制服示人（图 １０）。然而，
军官的假发并

海盗惯有的脏、乱、破呈现的，其袖子上还保留

不像雍容华贵的披肩长发，而是将假发向后梳，

—斯
着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纵向裂口装饰——

在脑后梳成辫子或做成发髻，
并在发髻装在克拉

拉修（ｓｌａｓｈ）（图 ８）。斯拉修这种有意破坏的装

束
波的丝绸里，
系上黑色丝带。相比于披肩长发，

饰在文艺复兴时期被认为是战争时遗留的刀

在脑后的假发多了一份干净与干练，更加符合

痕，其成为士兵们炫耀自己作战时勇猛的装饰

军人的气质。［７］海军的制服由翻领军大衣、
白色
马裤和白色长筒袜、黑色搭扣皮鞋
组成，白领巾和镶金边的黑色羽毛
三角帽让军官们绅士派头十足。他
身上佩戴着一枚最尊贵的巴斯勋
章，这代表着他效忠王室期间所取
得的诸多成就。在皇家海军中不断
晋级的詹姆斯·诺灵顿在追捕杰克·

图 ８（左）￣ 图 ９（右）：电影《加勒比海盗》系列中赫克托·巴博萨的剧照

斯派洛的过程中多次失手，因此感
到羞辱的他辞去职位后变成酒鬼，
但被人发现时他仍然穿着准将制
服，哪怕已经破烂不堪了，由此可
以看出詹姆斯·诺灵顿对于权利和
荣誉的向往（图 １１）。
东 印 度 公 司 董 事 长——
—卡 特
勒·贝克特，他作为一个主要的杰

图 １０（左）￣ 图 １１（右）：电影《加勒比海盗》系列中詹姆斯·诺灵顿的剧照

克船长的对手出现在《加勒比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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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聚魂棺》和《加勒比海盗 ３：
世界的尽头》中。影片中他有
多套服装出现，但大多数都是
以深色系为主，深蓝色、暗红
色、深咖色等暗沉的服装色彩
偏好凸显出贝克特是一个冷
酷、极具野心的人。但无论多
低调深沉的颜色，其前门襟、
领口。袖口等多处都装饰着精

图 １２（左）￣ 图 １３（右）：电影《加勒比海盗》系列中卡特勒·贝克特的剧照

美华丽的金鞭子扣襻和纽子，

象，将个人的外在形象与社会身份紧密地联

这也说明了贝克特是一个极其富有的人，同时

系在一起的。

展现他的优雅高贵和老谋深算（图 １２￣ 图 １３）。

２．５ 女海盗——
—安吉莉卡

卡特勒·贝克特时常穿着黑色的深筒靴，戴着

安吉莉卡是《加勒比海盗 ４：惊涛怪浪》中

一顶白色的假发和三角帽，让人感觉他严肃且

为数不多的女海盗，是“安妮女王复仇号”的大

具有权威。

副，也是著名海盗“黑胡子”（爱德华·蒂奇）的

２．４ 英国总督——
—韦瑟比·斯旺

女儿，
因而并非平庸之辈（图 １５）。作为一个铁

影片中韦瑟比·斯旺是一位慈爱的父亲，

腕儿的女海盗领袖，她散发出与平常女性所不

更是一位英国总督。受人尊敬的贵族地位让

同的狂野气质，她的穿着相对来说比较裸露，

他在穿着上尤为高贵华丽，穿着淡蓝色的绸

经常坦胸露肩，身着皮质腰封，为的是提高胸

缎上衣，饰有金银线刺绣，蓬松且精致的银色

线，
美化其腰线。她拥有多件俏皮的小夹克，
展

假发上佩戴羽毛三角帽，颈部系有蕾丝蝴蝶

现女性的性感之余又不失海盗的狂野本性。为

结颈饰，袖口露出柔软的蕾丝花边，其胸前的

了行动方便她从不穿着长裙，设计师为安吉莉

花卉图案也是十分精美高贵（图 １４）。并且在

卡配上帅气的长裤和高筒靴，颇具中性风格。

《加勒比海盗 ２》中，斯旺总督对狱卒说：
“你应

安吉莉卡常常戴一顶带羽毛的三角帽，诡计多

该叫我总督，你以为我戴着假发是为了好看

端的她经常模仿杰克船长系头巾，帅气之风丝

吗？”由此可见，假发在当时的欧洲是贵族和

毫不亚于男子。电影当中也有不乏女性服装，

特权阶层的象征，这种强调阶级划分的社会

但相比之下，安吉莉卡展现出更多的是刚强帅

风 貌使 得人们 逐 渐 开 始 关 注 自 身 的 外 在 形

气的一面，着装上的中性风更生动地表现出这

图 １４：
影片《加勒比海盗 １》中韦瑟比·斯旺总督的剧照

图 １５：电影《加勒比海盗》系列中安杰莉卡的剧照

服饰与传播：
电影传播

一角色桀骜不驯的性格特点。

服装也需要四十多人

２．６ 女巫——
—蒂娅·达尔玛和珊萨

用一整周时间才能完

７９

一部魔幻电影的女巫并不止单纯地扮演

成，可想而知其服装的

者某个角色，它的存在赋予了魔幻电影顽强的

细致程度。最吸引人眼

生命力，她们掌握着神话传说的钥匙，一次次

球的莫过于她从面部

地死而复生。对于女巫的造型，从来没有一个

到全身的纹身图案，类

很明确的设定，但大抵是昏暗的环境下，脏乱

似梵文的一串串图案

且奇怪的衣着打扮，往往她们会佩戴各式各样

呈环形绕至整个身体，

的具有魔力的饰品。［８］由于女巫这一角色起着

还有额头上的图案、脖

至关重要的作用，服装设计师 Ｐｅｎｎｙ Ｒｏｓｅ 非

子上挂复古的圆形装饰物，统统都突出女巫通

常重视女巫每一次出场的画面效果，对于设计

晓天文、
精通魔术的特性。［９］

女巫的整体造型可谓是煞费苦心。蒂娅·达尔

２．７ 英国皇家总督的千金——
—伊丽莎白·斯旺

图 １７：女巫珊萨的剧照

玛是《加勒比海盗 ２》和《加勒比海盗 ３》中的女

电影《加勒比海盗》系列中前三部的女主

巫 （图 １６），作为加勒比海的一名神秘的预言

—伊丽莎白·斯旺，是英国皇家总督的千
角——

家，她身穿破旧脏乱的服装，留着与杰克船长

金，最后却阴错阳差地成为与杰克船长共伍的

一样的脏辫，诡异的笑容里藏着满口的黑牙，

女海盗。《加勒比海盗 １》中，伊丽莎白·斯旺为

让人看了不禁地打寒颤。由于蒂娅·达尔玛被

了参加诺灵顿上校的升职典礼换上了“伦敦最

封印已久并且居住沼泽处，设计师将大量的染

时髦的服装”
，当女仆帮她更衣时，伊丽莎白·

料混杂地用在其服装面料上，目的是让面料看

斯旺说：
“我想伦敦女人一定不会呼吸”
，显然

起来又旧又脏，这样的造型更符合其角色定

“被勒紧”正是法国风时期的女装特点，
可见，

位。仔细看，
不难发现蒂娅·达尔玛身上挂满了

被称为“苛尔·巴莱耐（ｃｏｒｐｓ ｂａｌｅｉｎｅ）的紧身

各式各样的串珠装饰，这些奇奇怪怪的饰品恰

胸衣又再次出现，在腰部嵌入很多鲸须，由胸

到好处地突出了女巫妖艳神秘的本质。

部向腰部呈放射状的扇形，开口在前面或背部

除她之外，
在《加勒比海盗 ５·死无对证》中

（图 １８）。［１０］通过这一细节，我们可以看出伊丽

出现的海洋女巫珊萨，也是惊艳到所有观众

莎白·斯旺虽拥有尊贵的皇家身份，但内心却

（图 １７），虽是光头造型，但其影视效果丝毫不

不受约束，渴望自由，为之后成为勇敢的女海

亚于满头卷曲的脏辫。其看似渔网一般简陋的

盗的剧情转变设置铺垫。这个时期的女装领口

图 １６：女巫蒂娅·达尔玛的剧照

图 １８：紧身胸衣——
—苛尔·巴莱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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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开得很低，几乎要袒露乳房。沿着领口边缘

是上层社会的装束尤为高贵华丽，而海盗的服

镶嵌着一条用布揉成碎褶花边装饰，裙子至少

装则随性自由，极具神秘性和特殊性。影片中

有两条重叠穿着，腰间处取很多褶皱，外侧的

传递出冲破桎梏的冒险精神与颠覆传统的行

裙摆很大且长至拖地。当伊丽莎白扶梯优雅地

径无疑是海盗文化的核心所在，如今一些经典

下楼时，明显地可以看出，裙子造型十分蓬松，

的海盗元素如骷髅头、包头巾、独眼、三角帽等

其裙子的臀部向外膨起，这是一种马毛做的臀

越来越成为广大年轻人所喜爱的时尚元素，

垫，称为尤克·德·巴黎（ｃｕｌ ｄｅ ｐａｒｉｓ）。其衬

《加勒比海盗》 影片中所传递的冒险精神以及

衫肥大，袖长及肘，都镶着大量的蕾丝花边，呈

向往自由的信念也逐步融入到服装之中。服装

很大的泡泡形，
非常华丽（图 １９）。再仔细观察

设计师们有责任和义务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

伊丽莎白的服装面料，运用了光滑细腻的织锦

和专业素养，将历史现实与艺术表达相结合，

缎，饰有大片华丽的金色花卉图案，绚丽夺目

既能展现传统文化和信仰的同时，又能巧妙地

的色彩，
显示出她拥有的尊贵身份。

与现代艺术进行有机的结合，从而推动影视文
化与服饰文化共同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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