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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影《黑豹》服饰的非洲文化分析
张家奇，李 楠
（中国传媒大学 戏剧影视学院，北京 100024）
摘 要院[研究方法]文章以电影《黑豹》中的人物造型为研究对象，通过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从影片中的服饰、场景、道
具等元素展开梳理和具体分析，梳理并总结了影片中人物造型的文化背景和设计规律。[研究意义]通过研究，可以为具
有民族或地域语境下影视角色的造型设计提供参考和启示。[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影片在“非洲未来主义”视角
下，将非洲文化与当代科幻大片的奇观设计模式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非洲风格科技战衣，突破了传统科幻电影中
主打未来感设计的造型模式。同时，
在视觉语言的构造方面达到了历史感与未来感的平衡，
塑造了符合当下商业大片审
美的人物形象，让观众看到了世界多元文化与科幻题材相结合的多种可能性。
非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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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African Culture Based on the Costume in the Movie Black Panther
ZHANG Jia-qi, LI Nan
（School of Theater Film,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the character modeling in the movie“Black Panther”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nalyzes the cos原
tumes, scenes, props and other elements in the film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design rules of the character mod原
eling in the film through a case study.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haracter modeling design in the national or
regional context. It concluded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Afrofuturism”, the film combined African culture with the specta原
cle design mode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fiction blockbuster to produce a unique African-sty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r
suit, breaking through the modeling mode of futuristic design featuring in traditional science fiction movies. Moreover, the film
struck a balance between historical and futuristic aspec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visual language and shaped the aesthetics of
current commercial blockbusters. The image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film allowed the audience to see the multiple possibilities
of combining the world's multiculture with science fiction themes.
Key words：Black Panther，superhero movie，
African culture

在打造当代超级英雄大片的巨头漫威影业
推出的
“漫威电影宇宙”
中，
2018 年上映的《黑豹》

的视觉创作获得了第 91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艺
术指导和最佳服装设计奖项。究其成功的原因在

中的主人公黑豹——
—特查拉是一个跳脱出以白

于选题，
“远离现代文明羁绊的异域文化不仅能

人男性为主体的传统超级英雄模式的形象，令无

为影片带来异风异俗的神秘奇境，也是一种反社

数影迷眼前一亮，
在烂番茄网站达到了 97%的新

“非主流”的人
会困境的宣泄”[1] 。《黑豹》选择了

鲜度，
赢得了很好的口碑。整部影片也因其独特

物形象作为影片的主角，
在
“漫威宇宙”中首次出
现了原汁原味的非裔超级英雄，而故事发生的架
空非洲也充满了神秘感和新鲜感，影片中的视觉
表达的最新颖之处在于对于非洲文化元素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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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运用，
独具特色的非洲元素与观众喜闻乐见
的科幻元素的契合让大家耳目一新。非洲的部落
文化具有独特的风格，它有具有原始美感的几
何、动物纹样和大胆明艳的用色习惯；强烈的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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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感和神性色彩的理念和装饰风格；与自然的紧

更为广阔的平台，如学者所说：
“非凡的外在奇观

密关系以及结构性的地域特征等复杂且有魅力

体验与深刻的内在精神救赎共同成就了超级英

的特色，
这些元素长期地成为了艺术家们的灵感

雄电影的辉煌。”[2] 影片在叙事上十分注意对内

缪斯。2016 年的亚历山大·麦昆秋冬男装系列用

在精神的体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非洲人的宗

到了五彩斑斓的非洲几何条纹元素，同 年的

教信仰和文化思维融入到了故事构建中。“非洲

Valentino 春夏发布的高级成衣大秀上，
源于非洲

黑人传统宗教的基本内容有：自然崇拜、祖先崇

的小串珠、
木雕、
扎染、
鸟羽、
动物几何纹样、
具有

拜、图腾崇拜、
部落崇拜和至高神崇拜。”[3] 对于

部落感的大胆配色等元素与意大利元素相结合，

这些宗教信仰，影片中有着不同方面的体现，无

展现出了多元文化交流共生的魅力。但是在银幕

论是在叙事上还是在美术方面，
例如瓦坎达人民

之上，
这种多元文化共生的设计表现总有些差强

自始至终对于黑豹神的信仰，每一代国王都是获

人意，
无论是西方电影中平面化地展现非洲的落

得了黑豹神的庇佑才能够拥有超能力；通过武力

后与荒蛮，
还是中国元素在中西方奇观大片中常

对决仪式的国王选举虽然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显

见的堆砌嫁接设计，
都显示出一种生硬的设计思

得格格不入，但体现的是一种非洲人的价值观和

路，
以及文化底蕴和审美的匮乏。对于电影美术

对于强者的崇拜；不同的部落拥有不同的图腾、

而言，
深入文化层面的研究和设计对于影片的整

行事风格以及理念；
心形草的通灵能力可以让人

体视觉呈现和主题深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电影

与祖先相见……“得益于宗教的强大影响，仪式

《黑豹》的美术设计，
无疑为当代电影的跨文化视

渗透在每一个非洲人的日常生活当中”[4]，浓厚的

觉设计树立了一个标杆。本文将以电影《黑豹》的

仪式感在影片中无处不在，这正是影片区别于硬

视觉艺术为重点，
研究其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对

“非洲特色”的外
科幻影片之处，让故事不是空有

以及其中蕴
于非洲文化元素的发掘和设计转化，

壳。

含的审美意义，
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多元文化共生

影片讲述着黑人自己的故事，影片主角与反

的设计理念。

派之间关于黑人的未来该走向何处的理念分歧

1 电影《黑豹》中服饰表征的基石：叙事的本

以黑人的视角出发剖析
构成了影片的核心矛盾，

土化

自身与世界的关系，
也以非洲为中心展现了一种

黑豹作为漫威漫画中的一位超级英雄，在

别样的异域风格科幻电影形态。这种反传统特征

1966 年作为第一位不具有讽刺意味的黑人超级

也体现在对于空间的搭建上，它告别了以往经常

英雄初次登场，在种族歧视、侵犯黑人人权现象

使非洲大陆中的
出现的现代大都市和宇宙空间，

屡见不鲜、黑人抗争浪潮频起的 20 世纪 60 年

神秘腹地瓦坎达成为了影片中的主战场，在外人

代，
美国主流漫画公司推出的这一形象无疑具有

看来最贫瘠的地方却隐藏着最稀缺的资源和高

重要的抗争意义。特查拉有着不逊钢铁侠的智

度先进的的文化科技。非洲人成为了影片中的主

商，如豹一般的身体机能，并且具有非凡的领袖

角，
白人则是成为了或见证或误解神奇大陆瓦坎

气质，他接任父亲特查卡，即前任瓦坎达统治者

达的配角们。古老而丰富的非洲文化与未来文明

的称号成为现任黑豹，同时走下王座，特查卡也

相结合，一幅交织了自然和科幻，古老与未来的

是一个打击邪恶势力的英雄形象。双重身份的设

“乌托邦”
向观众们敞开了大门。

他既承担着对于自己
计让这个角色具有独特性，

从制作班底来看，
《黑豹》的导演是善于创作

种族的保护责任，
又具备超越种族和国家观念的

黑人主题影片的非裔美国导演瑞恩·库格勒，演

全球意识。

员及其他主创人员大部分都是黑人。除此之外，

在大多数影片中，非洲往往与贫穷、资源匮

影片的一些细节也隐含着与现实的关联性，影片

乏、
犯罪、
疾病等元素紧密联系在一起，
丰富的非

开场选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黑人运动组织
“黑

洲文化和壮阔的自然景观也常被忽略。根据漫画
改编的科幻电影《黑豹》将黑豹这个角色推上了

豹党”的诞生地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同时这
也是影片中的激进派艾瑞克诞生的地方；艾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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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后拒绝了特查拉救治他的建议，
宁愿葬身海

色调，彰显出其高贵地位，王后的具有建筑感的

洋也不愿被奴役的行为与黑奴贸易中从船上跳

大圆盘头冠源于南非祖鲁族妇女的传 统头饰

海的先祖如出一辙，黑豹在联合国演讲时的“智

（图 1），
它具有形式感的廓形，
使王后显得气质雍

者建立桥梁，愚者修建高墙”言论和向世界公开
瓦坎达的资源和知识的选择，无疑是站在当代视

容，
地位尊贵（图 2）。非洲风格的三角形图案在
特查拉及其亲属的服饰中时常出现，最为代表性

角下全球价值观的体现，正如学者对于“漫威宇

的就是黑豹战衣上凸起的三角形项链和装饰品

宙”
的跨文化影响力的分析：
“漫威宇宙面向全球

了。这种具有原始特点的几何装饰也正成为了黑

和跨国的挑战，并且更具有科技导向，更能体现

豹的典型标志。

21 世纪的国际格局和时代精神” ，影片探讨的
[5]

“瓦坎达”
，同时也映
问题起源于架空的非洲国家

射出了当代非洲人所面对的自我价值实现以及
国际问题，对于重视多元文化的奥斯卡来说，这
部带了些反种族歧视“政治正确”色彩的电影自
然具有备受瞩目的基础。

非洲文化
2 电影《黑豹》中服饰表征的特征：
的多元性表达
非洲是一片拥有复杂多元的部落文化的土
地，
“非洲社会的非语言文字传承比较发达，它利
用一些非语言文字的交往工具和沟通手段来达
图案、
到人类文化传承的目的。”[6]丰富的艺术品、
仪式、乐舞构成了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成为了电
影中对于非洲文化的主要展现形式。
“影视剧人物造型重在寻找并设计角色之间
凸显服饰文化多样性的
发生冲突的个性化内容，

图 2 电影《黑豹》中王后的服装
Fig.2

Queen’
s costume in the movies Black Panther

装饰图案丰富
影片中边疆部落裹着蓝色系，
的毛毯，上面有象征社会和政治理念的阿丁克拉
符号（图 3）。这种具有特色的款式源于多高原山
地的莱索托王国，
这个被南非环抱的国家的传统
服饰正是在正常着装外披搭一条毛毯，方便御寒
和在夜里充当被子（图 4）。

[7]
存在”
，在《黑豹》中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将缤纷的

非洲元素“穿”在了角色的身上，设计师露丝·卡
特挖掘了非洲大陆上多样的服饰文化作为 《黑
豹》中的服饰设计元素，并将这些元素按照不同
的属性融合在了影片中不同族群的造型之中，将
部落中极具代表性
具有多样性的非洲不同国家、
的服饰语言熔于一炉，将
观者一秒带入到虚构的非

图 3 电影《黑豹》中边疆部落的服装 图 4 莱索托王国传统服饰
Fig.3 Costumes of border tribe in the Fig.4

洲国家——
—瓦坎达。

movies Black Panther

架空的瓦坎达具有古
老的社群结构，即由王室
为首的部落式结构，设计

Traditional costume
of Kingdom of Leso tho

影片中河流部落以绿色为主色调，他们的身

师根据不同部落的特点，

上装饰着与河流文明息息相关的贝壳、鱼类图

为他们设置了不同主题的

案，这种拟生的图案在世界多地的原始文化中都

服饰。王室部落运用了精

有相似的影子，依靠自然、奉行巫术的原始人通

致华丽的廓形和面料，主

图1

色调为冷静黑色和白色主

Fig.1 Zulu women

祖鲁族女子

过对动物等形象的轮廓描摹来祈求对这些生物
的占有，影片中瓦坎达已经拥有了现代文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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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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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戴唇盘的摩尔西族女性

Leader’
s costumes of River Tribe in the movies

Fig.6

Black Panther

Women of Mursi Tribe

种装身方式便体现出一种镌刻在河流部落人灵

痕在非洲的土著文化中

魂中的自然崇拜（图 5）。另外，河流部落首领的

是美丽和勇武的标志，

绿色唇盘引人注目，而这一具有标志性的设计

国王护卫队的女战士们

也是来源于埃塞俄比亚的摩尔西族女性的习俗

佩戴的项圈是南非恩德
贝里部落女性的传统配

（图6）。
影片中山矿部落首领（图 7）佩戴着源于肯

饰，肯尼亚北部桑布鲁

尼亚基库尤族首饰中以动物毛皮为材料 （如雄

部落未婚女子的佩戴在

狮鬃毛般）的头饰，而女性首领独特的红泥发辫

面部的五颜六色的串珠

设计则是以人数日渐稀少的纳米比亚辛巴族女

出现在了苏睿公主的脸

性（图 8）用红泥涂抹全身的习俗为参考。无论是

纵横于山地的野兽还是由从山区开采的红石为
原料磨制、加水与牛乳调配而成的红泥，这两种
形象的造型元素皆与山地息息相关。

上；很多原始部落用颜
图8

辛巴族
“红泥人”

Fig.8 Himba People

料或泥土在身上绘制各
种图案的“人体艺术”也

是影片中经常出现的人体装饰……
一系列非洲服饰习俗的混搭拼接让影片具
有了浓厚的非洲气质，
使电影的地理和文化背景
的定位瞬间明朗，这也赋予了影片中的人物们在
科幻元素和未来主义文化的环境中所拥有独一
无二的精神图腾和民族性格。

3 电影《黑豹》中的隐喻：
“非洲未来主义”视
角下的双重译码
图7

是 1995 年文化评论家马克·
“Afrofurturism”

电影《黑豹》中山矿部落服饰

德里创造的一个短语，意为非裔美国人未来主

Fig.7 Costume of Mining Tribe in the movies Black Panther

义，即以非裔人作为核心视角，去构想技术文化

他们战斗时头戴以白猿为原型、
风格凶骇狰狞的

非白人的英雄只是拥有区别于白人的肤色，而在

面具，赤裸的背上涂抹着白色涂料和几何纹样，

他们的语言、造型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种族特征，

如虎纹一般；下身穿土著人的草裙，在寒冷的居

就像“复仇者联盟”中的“猎鹰”或者“X 战警”中

住地穿着动物毛皮，整体装束古老而朴实，具有

的
“风暴女”
。学者王丽君曾介绍了“通过非传统

“万物有灵
粗犷之气。从他们的造型中不难看出

设计形态[8]，
的方法组合传统部件”
的“双重译码”

论”
的拜物信仰。

用以实现多种矛盾元素的混杂的视觉风格，当原

影片中贾巴里部落的战士不主张依赖科技，

影片中埃瑞克身上代表着杀戮和战功的瘢

背景下的未来。在过去的超级英雄主题影片中，

始的非洲元素与前卫的未来风格碰撞，通过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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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错位等方法，让影像具有了原始气息和科技

富有层次，
其内心也更得以外显。
“服饰是极富个

“非洲未来主义”
视角下
感并存的双重表意。通过

性化的，即便是同一民族的服饰语言，也会因为

的刻板印象和白
的双重译码，
传统的对于“黑人”

角色的性格、身份的不同，其个人的生活细节特

人超级英雄范式被电影《黑豹》摈弃，
影片构建了

征也全都不一致”[9]，
特查拉能够抵抗爆炸等外部

一个泛非洲的传统文化与未来主义完美交融的

冲击的紧身黑豹战衣上布满了古老的三角形和

“乌托邦”
。

线形图样的暗纹，颈部的银色项链具有对古老的

在影片的服装中出现了大量的非洲文化元

豹牙首饰外形的提炼，
战甲可以在项链的控制下

素，设计师通过对于非洲不同地域、部落文化的

蔓延，迅速在身体上成型，戴在手腕上的黑木串

解构和重组，使得影片具有了浓郁的种族和地域

珠则是他用以召唤飞船的道具。而艾瑞克的金色

特色，
它不是对某个特定习俗或者地域文化的再

项链则更是运用了具有图腾崇拜意义的兽牙元

现，而是整个非裔种族的未来想象的文化基因。

素，有金色豹纹和

瓦坎达的人们一边享受着现代科技，一边坚守着

獠牙装饰的头盔

种族传统，因此在影片中出现了这样的奇观：高

可以收放自如，彰

度现代化的建筑和科技产物在运用振金打造的

显出他激进、骁勇

高科技屏障下藏在广袤的非洲大草原的腹地，具

的性格。二者的战

有未来感的城市与壮丽原始的自然环境融为一

衣造型相仿，都是

体，新奇炫目，拥有一切高端科技产品的室内外

头部以豹为原型

空间中充满了民间符号、传统工艺品、涂鸦艺术

的头盔设计加上

的混搭，
社会构成高度文明的现代国家中保留着

连体紧身衣，配色

原生的生活方式、传统仪式和精神信仰。但影片

一银一金，随着肌

中的世界与世界观也与西方视野中崇尚科技的

肉走势分布在衣

图9

理念截然不同：自然生物心形草中隐藏着超越科

服上的暗纹在战

Fig.9

电影《黑豹》中正反派黑豹对比
T’
Challa and Erik in the movies

Black Panther

技的神明力量，能够赋予凡人之躯以超级能力；

斗时分别发出紫

生命垂危的人可以借助心形草而起死回生，
阴阳

色和金色的光，时尚感和原始气息兼具。通过颜

两隔的父子可以在某个冥想空间中实现对话，显

色和纹样的区别设计，
两人的性格对比也被凸显

现出了原始人群的超自然理想。

出来，特查拉内敛的王者气质和艾瑞克高调霸道

在服装方面，
以非裔世界观为核心的未来主
义设计也体现出了精彩纷呈的形态。身穿具有典

的气质在对比中一览无余(图 9)。

这些服装、武器、工具具备的功能是带有科

型非洲特色服饰的苏睿有一副可以发射震荡波

技和未来色彩的，但它们并非是冷冰冰的机械，

的黑豹造型振金手套，
这种武器威力强大又灵活

而是带有人文底蕴的重要工具，它们与人类的历

便携、
符合她作为瓦坎达的黑科技发明者而不是

史、技能息息相关，
因此在它们的造型方面，便具

一个战斗型英雄的身份；
作为间谍的娜吉雅的环

有了植根于非洲文化的创意。也只有这种提炼传

形刀片以及国王护卫队女战士们的长矛既具备

统元素与现代科技无缝对接设计思路，才是一种

古老的样式造型，体现出她们作为战士的尚武精

拥有着非洲立场的未来主义设计态度。另一方

神，
同时又加以改造，拥有了超级性能，变成了威

面，影片中的服饰设计也表现出了一种传统元素

力强大的振金武器。边疆部落的毛毯外套在战斗

与当代设计浑然合一的时尚感，能够让传统的元

时可以变成高科技的盾牌，这是一种关联了毛毯

符合受流行文化影响下
素与当代潮流时尚共生，

的
“护体”
性能和护卫疆界诉求下的绝妙设计。

的大众审美。王后剪裁精致的华服上搭配着民族

身份，
特查拉和艾瑞
即使拥有同样的
“黑豹”
克的正反派形象也通过个性化的造型设计而展
现出了视觉上的对立性，
使得二者的人物形象更

风格的项链，3D 打印做成的纯白头冠的造型来
源于传统服饰，精细的镂空结构赋予了传统样式
以先锋的时尚感，这一带有建筑感廓形的造型设

服饰与传播：
媒体研究

计让王后的具有了独一无二的威严气场。游走在
西方世界时的黑豹穿着考究的西装、民族风格的
丝巾的搭配让他在国际会议中别具一格；而他的
女性伙伴们佩戴有地域特色的金属项圈、手环，
穿着西式剪裁，几何纹样的礼服，这样的搭配带
来了一种有独特民族风情的时尚。在影视中，这
种在时尚界深受大众喜爱的造型符合观影大众
的审美习惯，也让传统的、区域性的文化艺术有
了移植在现代文化中的普适性，
以及延续和传播
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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