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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青春版《牡丹亭》戏服的昆曲戏衣
“世俗化”
解析
苏文灏
（大连艺术学院 服装学院，大连 116600）
摘 要院[研究意义]昆曲戏衣的形成与发展植根于明代社会文化，
其反映了明代
“以服辨人”
的等级化。因此，研究昆曲戏
衣的
“世俗化”特征，可溯源昆曲戏衣本质，拓展明代服饰研究的方向与范畴。[研究方法]文章以青春版《牡丹亭》为研究
切入点，通过文献研究法对昆曲戏衣的相关史料记载进行梳理与分析，并结合服装心理学研究视角，对昆曲戏衣的“世
俗化”
特征进行细化论述。[研究结果和结论]研究认为：在明代封建礼教式社会背景以及民间生活特征的融合影响下，昆
曲戏衣呈现出了多元的社会文化符号。戏服基于不同角色的差异化设定，折射出明代社会通过服饰划分群体社会定位
的作用；同时，戏服设计的严格要求，也是对明代封建社会伦理关系、信仰、礼教等方面的呈现，从服饰的角度还原了明
代社会的基本状况。
关键词院青春版《牡丹亭》；
昆曲戏衣；戏服研究；
戏服“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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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secularization of Kunqu Opera clothes based
on the youth version of Peony Pavilion
SU Wen-hao
（School of Fashion, Dalian Art College，
Dalian 116600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Kunqu opera costumes are rooted in the social cul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which reflects the hierarchical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fying people with clothes" in the Ming Dynasty.Therefore, the study of
the "secular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Kunqu opera costumes can trace back to the essence of Kunqu opera costumes and ex原
pand the direction and scope of dress research in the Ming Dynasty.Taking the youth version of Peony Pavil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combs and analyses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records of Kunqu opera costumes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elaborates the "secular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Kunqu opera costu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othing psychology.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feudal ethical social backgroun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lk life in Ming Dynasty, Kunqu
opera costumes presented multiple social and cultural symbols.The costume is based on the different roles, which reflects the
role of the Ming Dynasty society in dividing the social orientation of groups through costume.At the same time, the strict re原
quirements of costume design also presented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liefs, etiquette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feudal society
in the Ming Dynasty, restoring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stume.
Key words: youth version of Peony Pavilion; Kunqu Opera clothes; costume research; "secularization" of opera clothes

昆曲戏衣的“世俗化”特征是指昆曲舞台上

对照，将戏服的美学倾向与时代的伦理、信仰进

通过服饰的款式、
色彩以及图案、
装饰等内容，
将

行了统一，
使昆曲戏衣所形成的艺术微观空间映

戏文中的人物背景与社会阶级化进行了反映与

照出明代整体的服饰艺术空间。昆曲戏衣的“世
俗化”特征主要集中体现在人物社会定位、服装
社会情境、
社会历史背景三个方面的呈现。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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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牡丹亭》是 2004 年白先勇主持创作，突出原
作精华内容与美学意境，以更加鲜明、青春的人
物外观形象呈现出的新版昆曲作品。作品的主旨
立意即突出“青春性”
，其主张易懂、精彩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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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同时人物服饰形象用更加青春、靓丽的方

赋予了社会定位的作用，
每一个社会个体的服饰

式展现给观众。而从作品本身的情节内容与服饰

都涵盖了个体无法规避的属性内容，如社会阶

青春版《牡丹亭》
设定之间的关系角度进行分析，

级、
文化背景以及年龄等内容。

其服饰更加贴近于原作内容，让戏服与历史背

昆曲艺术中，
每一种角色类型都有其相对应

通过以青春
景、
时代的美学色彩予以融合。因此，

的服饰搭配，代表着各自的性格特征与身份差

版《牡丹亭》为研究对象，可以通过更加丰富、生

异，
同时戏服色彩采用
“上五色”与
“下五色”的方

动且符合历史文化特征的案例，
阐述出昆曲戏衣

式，
也是成为了戏中角色区分身份等级的直观方

对于民间文化以及中国明代服饰特征的呈现与

人物的服饰将社会定
式。在青春版《牡丹亭》中，

表达。近年来，
对于昆曲戏衣的相关研究逐渐丰

位这一概念加以呈现，
剧目中通过服饰间的各自

服饰的穿戴原则、文
富，
诸多学者从昆曲的舞美、

特征将暗含其中的诸多社会关系 （如主仆关系、

创元素、
审美以及地域文化等角度解析与阐释昆

封建家长制、儒生阶级等）展现在作品的细节之

曲服饰。其中，
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有王培喜发

中。在杜丽娘与春香之间，因服饰折射出了主仆

——
表的论文
“兼收并蓄话‘牡丹’
—试论昆曲青春

身份的差异与关系。杜丽娘身为大家闺秀，气质

版《牡丹亭》的舞台服饰” 、苏州大学 2006 级博

妩媚。因
上娴静沉稳，
演员在舞台上姿态要柔美、

[1]

士生朱琳所撰写的毕业论文
“昆曲与近世江南社
[2]

会生活——
—以昆曲受众群体为对象的考察” 等。
但通过对诸多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发现鲜有从社

此，其服饰主要为月白缎绣花女帔、内搭配同色
长裙（图 1）,头为点翠头面装饰，服饰色彩上大体
以饱和度较高的色彩为主，如前两幕杜丽娘所身

会文化与昆曲之间的关联入手，
去探析昆曲服饰

着的
“苹果绿色褙子”
等。而春香身为仆人身份，

的相关研究。因此，
本文从青春版《牡丹亭》的服

为映衬身份的差异以及杜丽娘的形象，其服饰主

饰特征为切入点，
结合服装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

要为大襟坎肩式服装，下着长裤；色彩方面以暗

究方法，通过阐释昆曲与社会大众定位的关系、

色或辅色为主，服饰中的装饰较少。如春香开场

昆曲与社会情境的关系以及昆曲与社会历史背

（图 2）不仅生动刻
出现时，身着的“洋红色坎肩”

景的关系，
全面论述昆曲戏衣
“世俗化”
特征的社

画出活泼、开朗的人物性格，同时与优雅服饰形

会根源、
表现以及影响。

象的杜丽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第三出 《惊

1 昆曲戏衣中人物社会定位的呈现

梦》、
第四出《言怀》中，
春香为迎合杜丽娘对于春

最先提出以服饰探寻社会个体的社会定位

色的欣喜以及室外场景的变换，
换上了绿缎绣花

概念，来自于美国著名服装心理学家 Susan B.

Kaiser 在其《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她提出：
“除

了文化与历史情境之外，个体对于与生俱来的特
征几乎没有任何控制的能力，这些特征包括性
别、
年龄、
家庭结构、
社会阶层及种族。这些特质
预先限定了社会意义。配合文化与历史的情境来
看，个体在假想的社会地图中的位置，即是这些
性质的交会点。这个抽象的交会点即是所谓的社
会定位……在社会中，
有某些地方允许个体自由
—即使是会随着流行
选择，
但是也有某些观念——

变迁而改变的服装意义则会代代相传。所以个体
的自我知觉中有某些部分来自于文化因素的影
响，
并以其社会定位为基础”[3]。通过分析以上理
论，
服饰作为社会个体或是某一社会群体的重要
外观形象，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或社会阶段中都被

图1
Fig.1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中杜丽娘的形象

The Image of Du Li-niang in the youth version of Kunqu
Opera Peony Pavi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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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中杜丽娘与春香的形象 1

Fig.2

The first Images of Du Li-niang and Chun Xiang

图 3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中杜丽娘与春香的形象 2

The second Images of Du Li -niang and Chun

Fig.3

Xiang in the youth version of Kunqu Opera

in the youth version of Kunqu Opera Peony

Peony Pavilion

Pavilion

图 4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中杜宝与杜母的形象
Fig.4

The Images of Du Bao and his wife in the youth
version of Kunqu Opera Peony Pavilion

图5
Fig.5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中柳梦梅的形象

The Image of Liu Meng -mei in the youth
version of Kunqu Opera Peony Pavilion

大襟小坎肩（图 3），
一方面符合人物形象身份，
另

簪钗装饰发型的形象, 象征着封建贵族家庭的年

在杜宝与杜母的人物社会定位中，因身为传

色布绢为之，
宽袖皂缘，
皂条软巾垂带。贡举入监

命妇，
需展现出一
统封建家庭家长，
又皆为命官、

[4]
这表明了士人巾服受到高度的
者，
不变所服。”

定的社会身份地位以及礼教尊严。因此，服饰设

重视；而在明代谢肇淛所著的《五杂俎》中记载：

一方面形成了和谐的视觉色彩。

轻女性群体。《明史》中曾记载：
“生员襕衫，用玉

定为缎团花对帔，男长者头戴硬脚幞头、女长者

“近代豪富之家，
有衣珍珠半臂者，而玉衣未有闻

黑色为主（图 4）。严
头戴抹额，
色彩以庄重的白、

[5]
矣。”
这句描述证明了明代贵族对于奢侈服饰追

谨、
精致的服饰代表了明代儒生、
雅士阶级，并与

求的现象以及
“以服辨人”
的潜在意识。

杜丽娘清秀、活泼的服饰式样形成了对立，表现

2 社会情境的呈现

出明代封建家长制的威严以及家庭关系中暗藏
的矛盾与冲突。

不同时空的服饰文化都会受到社会情境因
素的影响，
或推动或限制某一时期服饰文化的发

此外，
在塑造以柳梦梅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

展。服装视阈下的社会情境是指：
“人们着装的社

会儒生群体形象以及其它人物形象的细节中，社

并且限制于
会环境或更为复杂的日常生活结构，

会定位与服饰设定形成了更为直观、准确的关

肉眼可见的个人外观。”[3]34 社会情境中包含着多

，
身着大襟襕衫
联。如柳梦梅头戴
“平定四方巾”

种社会因素，如伦理、宗教信仰、社会礼教等内

的形象代表了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图 5），

人物的服饰呈现出了
容。在青春版《牡丹亭》中，

“吉祥图案”以及金银
杜丽娘身着绸缎褙子、
装饰

多个社会情境中的因素影响与制约。在杜丽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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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香之间以及杜宝、杜母与杜丽娘之间，通过服

统文化在服饰中的呈现以及社会等级化背景下

饰所呈现出的尊卑、长幼之分，即是遵守着传统

贵族对于服饰的要求（图 7）。

儒家思想的“礼教之思”以及宋代“理学”强调的

除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之外，在青春版《牡丹

“三纲五常，
仁义为本”
。例如，开场中杜宝、杜母

亭》中的多个服饰细节上也体现出道家思想以及

与杜丽娘、春香之间，服饰风格上形成了严肃与

神话迷信对于文化的影响，而这正是明代中后期

轻松的对立、
服饰色彩上形成了稳重与鲜明的对

中国社会的多元文化特征。在《惊梦》
《寻梦》以及

立（图 6），
正是封建社会家庭因礼教影响下所产

《写真》 等幕回中，杜丽娘反常于日常服饰的装

与此同时，
青春版《牡丹亭》中人物形象所呈

例如杜丽娘衣服上的蝴蝶纹样体现了的就是梦

宋
现出的服饰文化则是反映出明代对于汉、唐、

境，因为中国有庄生梦蝴蝶的故事；另一方面也

时期汉民族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延伸。例如，剧目

阐释了现实社会情境下服饰的限制与要求，以及

中女性形象大多穿用长衫与褙子、头部装饰簪、

多元文化影响下人们对于服饰文化“自我追求”

钗、步摇、篦子等头饰；男性形象大多穿用襕衫、

道教浮
的溯源（图 8）。除此之外，
在整场戏幕中，

生的人际关系特征。

扮、色彩、图案，一方面强调了梦境空间的设计，

深衣，头戴幞头、头戴平定四方巾的形象正是明

沉、
道姑巾的出现、花神形象的出现、判官形象的

代恢复汉族服饰文化的体现；而植物、花卉、
蝶鸟

出现也代表了中国古代末期大众对于道教信仰、

图案的绘制、
缂丝、刺绣技艺的使用，也表现出传

神话传说迷信的社会特质（图 9）。

图6

图7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中杜丽娘、春香、杜宝、杜
母的形象

Fig.6

Fig.7

The Images of Du Li -niang，Chun Xiang，Du

Pavilion

Opera Peony Pavilion

Fig.8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中杜丽娘与柳梦梅的形象
The Images of Du Ii-niang and Liu Meng-mei in

the youth version of Kunqu Opera Peony Pavilion

Characters images in the youth

version of Kunqu Opera Peony

Bao and Du Mu in the youth version of Kunqu

图8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中的人
物形象

图9

青春版《牡丹亭》中杜丽娘、柳梦梅与花
神的形象

Fig.9

The Images of Du Ii-niang，Liu Meng mei and Flower God in the youth version
of Kunqu Opera Peony Pavi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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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历史背景的呈现
青春版《牡丹亭》其服饰不仅传递出作品创
作背景时期人们的社会定位标准、社会情境特

饰面料的奢侈要求。在丝绸种类方面，不仅延续
了之前时代缎、
绢、
罗、纱、绒等面料，同时也产生
出横罗这样的新型面料。

征，
同时作品中的服饰形态呈现也象征着历史时

此外，
青春版《牡丹亭》中服饰细节的改良

期更迭下社会大众服饰的鲜明变化。纵观青春版

也彰显出因时代工艺技术与审美趋向所产生出

配色、
图案纹样等细节方
《牡丹亭》戏服，
在形制、

昆曲戏衣新的融入与变化。从早期昆曲戏衣发展

面都采用了传统汉民族服饰的形制与标准，
而这

中所经历的“花雅争胜”
“ 花雅合流”到“衣箱制

与明代初期开始恢复汉族服装形制有着密切关

度”的完善，再到一些新的工业材料也被利用到

“胡人
联。明代初期，
由于统治阶级规定全面禁止

了昆曲戏服的设计之中，
昆曲戏衣呈现出了一个

文化”
，包括胡语、胡服、元色等一切事物全面废

而服饰工艺的革新与
全面的昆曲艺术发展历程，

直线条、
大袖
止，
大众的整体服装又呈现出宽体、

改变则象征着每一个时代大众对于昆曲艺术的

“衣
的形态（图 10）。同时在明太祖朱元璋提倡的

理解与诠释。例如，
昆曲女性角色中的配饰头面，

冠悉如唐制”背景下，服饰回归到汉民族服制变

从原本的绢花、绒花装饰转变为水钻装饰；原来

得更加深入。

，因
使用翠鸟左右翅膀与背部羽毛的“点翠头面”
保护动物逐渐转变为使用景泰蓝中的烧蓝工艺
进行制作；而原本在明、清昆曲舞台命妇形象中
常出现的配饰霞帔，
也在当代昆曲舞台中逐渐消
失。与此同时，当代昆曲戏服更加注重面料的选
择与纹样的绘制。如选用真丝或绸缎面料，并手
工缝制刺绣花纹，以突出昆曲古雅、华美的服饰
之风。而在青春版《牡丹亭》中，
服饰遵照、
传承传
统昆曲戏服的质料与样式要求，在色彩搭配上以
淡雅、鲜嫩为主，
以达到尊重原著又富有创新，突
出人物内心色彩的艺术效果。

图 10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中的女性形象与明代绘画中女性
形象的比对

Fig.10

The Comparison of Female Images in the youth version of

Kunqu Opera Peony Pavilion and Paintings of Ming
Dynasty

同时，青春版《牡丹亭》中服饰材质的考究、

4 结论
通过对青春版《牡丹亭》戏衣的细化分析可
知，昆曲戏衣的形成来源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体
系，并在多个层面反映出封建社会晚期中国社会
文化的因素与形态特征。从昆曲戏衣种类、特征

颜色色相的多元、纹样刺绣的精良细腻等也是呈

的角度进行分析，昆曲戏衣更多的体现出封建社

现出明代中后期丝绸业高度发达的具象特征。从

会晚期上流社会尤其是士大夫、儒生阶级的审美

明代初期至明代中后期，
丝绸产业成为了重要的

趋向，并以此通过剧目不同角色的戏服设定表现

贸易流通商品，官办的丝织工场陆续出现，朝廷

出服饰差异下
“以服辨人”
的社会定位现象；从昆

对于江、浙织造的重视程度愈加提升，并设置了

曲戏衣的内涵文化层面进行分析，昆曲戏衣体现

专人专管。这一时期，
明代南、
北方丝绸重镇布局

出中国传统礼教文化下服饰的等级与限制。同

逐渐形成，如南方地区的福建、江苏、浙江，北方

时，昆曲戏衣中的款式、
纹样、
色彩一方面代表了

地区的山西、
河北等地。正是基于以上政策变化，

另一方面则涵盖着
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延续，

永乐时代丝绸的提花技艺得到提升，丝绸产品的

道家思想、
传统封建思想等多元文化特质。从昆

种类逐渐丰富，染色技艺与纺织生产工具得到了

曲戏衣与社会历史间的关联进行分析，昆曲戏衣

质的跨越。由于多项丝织技术的提升，
服饰面料

奢华、精致、工艺细腻等特征反映出明代丝织高

的颜色质感与层次满足了部分贵族群体对于服

度发达的社会历史背景。同时，昆曲戏衣中服装

服饰与传播：
媒体研究

与配饰的改进与变化则体现出因社会历史阶段
更迭下审美与制作技艺的不断完善与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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