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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中的女性服饰形象探析
胡晓东
解 霖，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

摘 要院[研究意义]美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近年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但目前并没有针对其中的女性服饰形象进行
系统性的深入研究。[研究方法]运用历史文献法、
比较研究法以及个案研究的研究方法。[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①
影视作品中的服饰不仅要复现时代背景下的服饰，还有在符合时代背景的前提下融入创新，根据不同的角色、阶段、心
理、状态去设计塑造人物服饰形象，
同时人物服饰形象要与影视中的环境、氛围相统一。②《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中的
女性服饰形象极大复原了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女性的服饰风貌。③剧中麦瑟尔夫人服饰形象也融入了新的设计元素，
同时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服饰形象也有很大的阶段性的不同特点。
关键词院《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女性服饰形象；时代背景；
复古与现代；服饰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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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Female Costumes in the American TV Series
The Marvelous Mrs.Maisel
XIE Lin，
HU Xiao-dong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Abstract:Th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have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in recent years, but no systematic
and in-depth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e female clothing images. It uses historical literature metho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and American 1950s female clothing image to corroborate and case study research methods. The costumes in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must not only reproduce the costumes of the era, but also incorporate innov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era. Design and shape the costumes of the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oles, stages, psychology,
and states. The environment and atmosphere in film and television are unified.Studies have shown that: first, the image of
woman's clothing in “The Marvelous Mrs.Maisel”greatly restored the style of American women in the 1950s; second, the
image of Mrs. Maisel’s costumes in the play also incorporated new design elements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line, the costume image of the character also has a large period of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finally discusses the
main points of the costume charm in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Key words: The Marvelous Mrs.Maisel; female dress image; era background; retro and modern; dress charm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是一部设定于 20 世

造女性角色最直观的语言在影视作品中所体现

纪 50 年代美国，讲述了女主是对人生拥有完美

的价值越来越大，不断更新的女性服饰所汇聚的

在
规划的麦瑟尔夫人，
却突然被丈夫出轨、抛弃，

从而出现了
素材又充分激发了设计师们的灵感，

人生崩塌后，
勇于冲破世俗，
追逐热爱的事业，
成

很多以女性为剧情导向、
服饰为视觉亮点的影视

—单口相声演员的
为一名行内极少见的女性——

作[1]。例如获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的电影《飞行

故事。作为一部时装喜剧，其精彩之处不仅在于

家》
（2004 年）、
《公爵夫人》
（2008 年）、
《爱丽丝梦

它的剧情，更在于剧中的女性服饰，服饰作为塑

游仙境》
（2011 年）、
《安娜·卡列尼娜》
（2012 年）、
（2018 年）等，
《魅影缝匠》
都是根据不同的时代背
景去塑造女性服饰形象来讲述其故事脉络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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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 完全体现了那个时代美
国女性的服饰风潮，
20 世纪 50 年代可以说是服

装史上的黄金时期，经济的繁荣和生活方式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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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造就一批如克里斯汀·迪奥、
尤贝尔·德·纪梵

女的那种高贵、典雅的服装风格，但运用了新的

这部
希等引导潮流的杰出服装设计师[5]。据统计，

技术和新的设计手法重新演绎，
表现出的女性化

剧中服装组设计的服饰加上从各地古着店淘回

与战争时期的男性化形成强的对比。尽现女性举

的服饰多达 5,000 多件，如此繁多的服饰在满足

手投足之间优雅又不失可爱，高贵又不失大方的

的服饰潮流，
也更加充分地满足了剧中不同人物

了很多服装的廓形，例如翼形、H 形、郁金香形、

人们的审美视觉效果的同时，不仅完整复现当年
角色的不同需求，使人物塑造得更加饱满，也对
剧中故事情节的推动与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
。这部影视作品 2018 年上映至今已有两季，

[6-9]

用

气质。此外，
在接下来的 10 年里，迪奥陆续推出

圆屋顶形、
A 形、
Y 形等，都风靡当时，很多都在
剧中有所体现。

1953 年之后香奈儿提倡舒适简洁、合身宽

其中服饰也是深
自上映时就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松的服装，
形成独立优雅、中性、
冷淡风格。剧中

话题很多，但目前
受观众欣赏和追捧，
热度很高，

米琪很多套装便完美复刻了这一风格。同一时

总体来说，
对这部剧并没有结合 20 世纪 50 年代

期还有纪梵希当年为赫本设计的小黑裙风靡当

女性服饰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分析与研究，也没有

时，剧中米琪所穿着的小黑裙大部分都是以当

完整的去分析这部剧中剧情走向对女性服饰所

时奥黛丽·赫本很多电影中的服饰为原型设计

[10-15]

带来的不同特点

。本文针对美剧《了不起的麦

瑟尔夫人》，以女主麦瑟尔夫人的服饰形象为研

出来的。
20 世纪 50 年代的方领、大翻领使颈部和肩

究对象，对比 20 世纪 50 年代的服饰风尚，分析

部的线条显得柔和。取代过往的荷叶边装饰，新

剧情不同阶段的服饰形象特点，
结合影视作品与

的“彼得潘式”领口采用针织与皮草的层叠使

时尚的关系，
总结拍摄这类影视作品如何更好去

用。旧式百褶半裙、大幅的裙摆有的被改良成无

塑造服饰形象的要点。

褶 A 字裙，长度也相应缩短，使穿着者活动更加

1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中的服饰与 20 世
纪 50 年代的服饰比较
1.1 20 世纪 50 年代的服饰风尚
在 20 世纪 50 年代，
美国作为二战后的战胜

国，
拥有很多的战利品以及多项工业上的技术突
破，
从而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
社会的稳定发展、

自如。例如用腰带来提显腰部线条。有大朵花
卉、条纹或圆点图案的连衣裙也是 20 世纪 50

年代造型的重头戏，同时也启迪了此后 10 年的

波普化着装。这些特点在剧中都有十分明显的
复现。
对于女性来说，
20 世纪 50 年代毫无疑问是

生活条件的改善甚至达到富裕，
人们的思想也逐

物质的年代。各种音乐、
娱乐、
好莱坞文化伴随着

渐活跃，
开始注重生活的质量与自身的打扮。因

新科技的发展进入大众生活，洗衣机、电视、
汽车

此服饰也开始细化，例如出现家居服、便装、正

和各种度假、派对的生活方式，也使穿着优雅奢

种类多样。这一时代是
装、
运动服、
泳装、
短裤等，

华(或者仿效高级时装)的时装成为可能。那是一

服装史上的黄金时代，
是最优雅、
最经典的时代。

个自由愉悦、优雅奢华的闪耀年代，它更彰显了

同时，
20 世纪 50 年代也是充满碰撞的时代，
Dior

女性的本质特点——
—精致、优雅、奢华而甜美浪

重归华丽，
Chanel 坚持简约，
Balenciaga 低 调传

漫，
它释放了女性最为可贵的甜美浪漫与精致优

格相互碰撞汇成这一时期的服饰风尚。

1.2 剧中人物服饰与当时服饰风貌的比较

统，
Givenchy 塑造优雅女神。各大品牌之间的风
起到导向性作用的便是迪奥 1947 年问世的

雅气质。这种风格一直萦绕着我们回味至今。
剧中人物服饰主要受当时的克里斯汀·迪

以优雅、华丽女性味十足风格的“NEW LOOK”
，

奥（Christian Dior）、尤贝 尔·德·纪梵希（Hubert

女性味的束腰，
宽大的长裙以及裙摆离地 20 cm，

本上都是原型复现。另外在服装 和服饰品上

其造型惊艳了整个欧洲。圆润平缓的肩线，
强调

再配上细跟高跟鞋和帽子便是“NEW LOOK”的
“NEW LOOK”
服饰特征。
继承了 19 世纪上层妇

De Givenchy）两位服装风格的影响，很多单品基
也借鉴了许多当时其他的 设计师品牌及潮流
（表 1~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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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克里斯汀·迪奥风格与《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剧中服饰对比
Tab.1
对比
时期

1947 年
新样式

Comparison between Christian Dior's style and the costumes in American TV series The Marvelous Mrs.Maisel
当时服饰

剧中服饰

风格特征比较

共同点：圆润平缓的肩线，强
调腰身，宽摆大长裙，离地
20cm，细跟高跟鞋，外形优雅
女性味十足。
创新点：青色的光泽性面料，
贝雷帽
连身裙，

1948 年

共同点：不对称的领口装饰
和裙腰部分的腰强调翼形，
或以翘起的下摆突出翼形。
创新点：将设计元素融入到
便装和小外套上

1950 年

共同点:不束腰、不突出胸和
臀的直线外形,朴素简练的现
代女性味时装。
创新点：撞色设计，设计简洁
化，
强调腰身

1955 年

共同点：衣身从上至下呈梯
大摆。
形，
不收腰，
创新点：剧中 A 形在多种服
装中都有体现，呢外 套、斗
篷、
睡裙、
连衣裙等,颜色也更
加大胆

秋翼形

春H形

A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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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Tab.2

20 世纪 50 年代纪梵希电影服饰风格与《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剧中服饰对比

Comparison between Givenchy's costume style in the 1950s and the costumes in American TV series The Marvelous Mrs.Maisel
对比

时期

当时纪梵希电影中的服饰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剧中服饰

《甜姐儿》）

共同点：黑色光泽面料，
H 形无
袖及地礼服裙。
创新点：将后背复杂的镂空设计
简单化，改成后背堆叠设计，更
显大气

1961 年（电影
《蒂凡尼的早
餐》
）

共同点：黑色收腰大摆吊带连衣
裙，
肩带有蝴蝶结装饰。
创新点：减少裙身的蓬松量，肩
带的蝴蝶结加粗，更显气质

1954 年（电影
《龙凤配》）

表3
Tab.3
对比
时期

1959 年 Yves
Lau-

rent 设 计 的
蹒跚裙

1950

年

Cristobal
Balenciaga
设计的酒桶形
外套

风格特征比较

共同点：白色收腰大摆婚纱，简
约白色蕾丝头纱。
创新点：减少裙摆的蓬松量，上
半身融入蕾丝拼接，
更显浪漫少
女气息

1957 年（电影

Saint

97

其他服饰风格与《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剧中服饰对比

Comparison between other costume style and the costumes in American TV series The Marvelous Mrs.Maisel
当时服饰

剧中服饰

风格特征比较

共同点：裙身蓬松，裙摆收紧，裙
长及膝下 5cm 左右是蹒跚裙最
主要的特点。
创新点：
左图小黑裙为一字领无
袖，
加入宽腰带更凸显腰身。右
图裙身格纹加大印花图案，减少
裙摆蓬松量

共同点：基本廓形一致，都运用
挺括型毛呢面料，
弧形门襟及下
摆。
创新点：领子简单化，加入两侧
口袋，下摆弧形弯曲度增加，以
使造型更加有
及九分袖的设计，
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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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0 世纪 50 年代
巴黎世 家 设 计
的挺括大衣

共同点：廓形多为一致，H、A 形
为主，面料挺括。
创新点：设计简洁化，多以亮眼
的纯色为主，增加稍轻薄的毛呢
面料，
扩大衣摆

20 世 纪 50 年
代的泳装海报

共同点：连体 / 两件式泳衣为
主。贴身合体，
完全暴露四肢，体
现女性性感曲线。
创新点：完全暴露腰身，裤长变
短，
更显性感

20 世 纪 50 年
代的杂 志 照 片
短裤、
休闲装

共同点：短上衣搭配高腰短裤，
休闲装也不忘强调腰线。
创新点：将短裤运用到套装上
去，
休闲又正式。利用腰带等装
饰物大胆的撞色搭配，五分裤的
设计等

20 世 纪 50 年
代女性 各 式 各
样的帽子

共同点：款式造型多样，有帽子、
头巾、
发饰等。
创新点：颜色上更加多彩，造型
以贝雷帽和宽檐帽为主，以搭配
服装作为主要功能，设计上简单
化

2 剧中人物的服饰形象特点变化
在影视剧中，
服饰是决定人物形象塑造最重
要的因素，而对于主角人物形象的塑造，服饰特

婚姻破败时期、新女性时期这三个递进的剧情时
期来细化分析其人物服饰形象特点的变化。

2.1 家庭主妇时期

随着故事情节的
点显得更为重要。在这部剧中，

剧中的主角是一位叫米琪的美丽可爱阳光

走向，
女主麦瑟尔夫人（米琪）在服饰形象特点上

的女孩，有着高知的父母，年轻帅气的丈夫以及

也有很明显的不同，本文分别从家庭主妇时期、

富裕的生活，
同时她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极高的精

服饰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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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女孩，对自己的外在穿

败让她意识到她需要一份工作，然后她去了百货

着十分讲究。

公司当销售员。感情上的不顺、工作上的麻烦以
及还要照顾两个孩子的匆忙辛苦，在服装上，她

基于这样的生活背景
下，米琪作为玻璃盒子中

更多穿着一些带领口或者领结的上衣以及外套，

的糖果女孩，这一时期作

款式上比之前也更加稳重，多以纯色暗纹为主

为一个享受家庭以及对生

（图 3）。不过对于这一时期的女主服装，笔者觉

活爱情充满美好向往的家
庭主妇，在服装上非常直

得有点压抑沉闷，也更加符合米琪当时的心境，

图1

观的体现了这一状态。例
如婚礼上穿着类似当年奥

《了不起的麦瑟尔
夫人》 剧中女主角
的婚纱

Fig.1

黛丽赫本的那条简约又充
满少女心的白色婚纱，仙
气十足的少女感粉蓝色蕾

让观众有更加强烈的代入感与可信度。

2.3 新女性时期

Heroine's wedding
veil in American TV
series The Mar原
velous Mrs.Maisel

丝睡裙（图 1），以及平时外出多穿着一些粉蓝色
系的 A 形大衣、
饱和度高的各类连衣裙配以贝雷
帽和细跟高跟鞋等。整体打扮偏向年轻可爱活泼
的贵妇风格，
裙子的收腰设计以及衣领的设计更

图 3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剧中女主角的服饰

加凸显米琪的完美身材和肤色，睡衣上（图 2）的

Fig.3

明米琪从小就过着精致的公主般的生活，一直都

因为那次偶然的登台演出，俱乐部的苏西发

被父母保护得很好，
包括结婚之后的家庭一直很

现了米琪过人的天赋，
也正是因为脱口秀让米琪

幸福。但这件蓝色蕾丝睡裙也为后来所遭遇丈夫

得到了新生，从此以后，米琪开始正式成为一名

出轨埋下伏笔。

脱口秀的演员。在脱口秀表演上，米琪的服装是

Heroine's costumes in American TV series The

Marvelous Mrs.Maisel

蕾丝材质也体现了米琪的少女感，更加直观的说

各种小黑裙（图 4），其中有一件小黑裙令观众印

象十分深刻，后背的打褶设计配上垂坠感的面
料，
不仅优雅大气，
也多了一点成熟的感觉。使观
影者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在脱口秀上宛如新生的
米琪，
感受到米琪的成长。

图 2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剧中女主角的睡衣
Fig.2

Heroine's nightgown in American TV series
The Marvelous Mrs.Maisel

2.2 婚姻失败时期
将家庭、生活、自己以及丈夫打理的非常完
美的米琪，
却突然发现丈夫出轨及其平凡普通的
秘书。当晚她喝醉了酒穿着上文所提到的蓝色睡
裙跑到丈夫平时去的脱口秀俱乐部，
诉说自己的

图 4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剧中女主角进行脱口秀的服饰
Fig.4

Heroine's costumes on the talk show in American TV series

The Marvelous Mrs.Maisel

遭遇，
被雨水和酒水弄脏的蕾丝睡裙也寓意着米

米琪因为脱口秀逐渐找到更好的自己，脱口

琪不再是那个玻璃屋里的糖果女孩。她的婚姻失

秀成为她毕生所喜欢的事业，
她成为了新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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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 图 6
剧中女主角的格子套装
Fig.5

第四期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 图 7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
人》 剧中女主角的休

Heroine's plaid suit in

闲装（1）

The Marvelous Mrs.

（1） in American TV

American

TV

series Fig.6

Heroine's casual wear

Fig.7

Heroine's casual wear

（2） in American TV
series The

series The Marvelous

Maisel

图 8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剧中女
主角的向日葵连衣裙

剧中女主角的休闲装（2）
Fig.8

Marvelous

Heroine's dress with sunflower

print in American TV series
The Marvelous Mrs.Maisel

Mrs.Maisel

Mrs.Maisel

米琪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热情。如图 8 的黄色向日

代表，
同时在生活上，
她也收获了更好的爱情。对

葵收腰大摆连衣裙、
图 9 红色印花的黑白格收腰

事业充满激情与热爱，对生活也更加的丰富多

蹒跚裙以及图 10 蓝绿色条纹的挂脖收腰开衩连

彩，不再为爱情、家庭所困住的她变得更加有魅
力，
这一时期的米琪是最美好的米琪。因此她的

衣裙。都无比体现着米琪的美丽与自信。

服装开始变得越来越多样化，风格越来越多，同

另外米琪的撞色穿搭也是这一时期的很大特
例如图 11 廓形考究
色。一是同色系的撞色穿搭，

时颜色花纹上更加地大胆。

图 12 明
的粉色呢外套搭配深紫色的修身针织裙；

首先是休闲风格的出现更加体现了米琪作
为新女性的特点，如图 5 的黑白格子套装，图 6

艳非常的红西装裙套装内搭枚红色毛衣，再搭配

以及图 7 黄色的针织
花色短上衣配高腰裙或裤，

大红色贝雷帽，打造同色系的深浅撞色来增加层

带围巾的上衣配上高腰的紧身裤。

次感，
更加增添米琪的优雅气质，大面积的饱和度

其次是高饱和度的大面积彩色印花连衣裙，

高的红色也突出了米琪的性格。二是对比色搭
配，图 13 蓝色大衣与黄色的小贝雷帽，芥末绿头

不仅让米琪更加地美丽鲜艳夺目，也更加彰显了

图 9 《了不起的麦瑟 图 10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 图 11 《了不起的麦瑟 图 12
尔夫人》 剧中女
尔夫人》 剧中女
剧中女主角的开叉连衣
主角的蹒跚裙
主角的呢外套
裙

Fig.9

尔夫人》剧中女

夫人》剧中女主角

主角的呢外衣

的帽子与衣服的

Heroine's tod原 Fig.10
dler dress in

Heroine's split dress Fig.11
in American TV series

coat in Ameri原

greatcoat in Am- Fig.13

Contrast colors of

series The Mar

Maisel

The

The Marvelous

and costumes in

American

TV

-velous Mrs.
Maisel

The Marvelous Mrs.

Heroine's duffel Fig.12

《了不起的麦瑟 图 13 《了不起的麦瑟尔

can TV series
Marvelous

Mrs.Maisel

Heroine's duffel

erican TV series
Mrs . Maisel

撞色
heroine's

hats

American TV se原
ries TheMarvelous
Mrs.Mai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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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色穿搭是米琪后期在参加脱口秀巡演时的打
扮，体现了米琪对于新生活的期待，对脱口秀巡
演的热情与期待。
故事至今还没有完结，
米琪在第二季的结尾
陷入了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的选择问题，脱口秀
使她变成了一个全新意义的自己，但同时她又无
法再做回那个完美婚姻中的果冻女孩。正是因为
也正是
这些变革我们才可以认识到全新的米琪，
因为剧中不同情节背景下的所展示的不同的服
装，我们才可以更加深入的体会到角色的心路历
程以及推动剧情的发展，才让我们对这部影视作
品一直充满兴趣与期待。

3 结语
为了更好地体现服饰美，更好的发挥服饰在
影视作品中的作用，
以及在影视作品中如何更好
的推动时尚的发展，
影视作品应该做到三点：
（1）一部好的影视作品要充分了解故事时代背
景下的服饰风尚，在符合时代背景的前提下，去
进行服饰形象设计。同时也不能盲目的照搬，毕
竟作品是拍摄给当代人看的，对当代要有一定
的价值；而对于基于未来的时代背景下的，也不
能毫无根据的天马行空去想象，总而言之，要即
符合时代背景，又要用超前的眼光去预测未来
的时尚潮流，在复刻历史的同时加入时尚的创
新设计，这样才可以在贴近历史的同时，有自己
新鲜的血液，才能更加推动影视作品与时尚的
发展。
（2）影视作品中人物的服饰是具有十分独特
魅力的，要考虑服饰对于角色塑造的作用，不同
要根据不
的服饰所展示出来的特点都是不同的，
同的角色、
阶段、
心理、
状态去分析其合理的服饰
风格，通过服饰面料、款式和色彩去更加直观的
表现角色的特点与个性。
（3）服饰要与影视作品中的环境、氛围相统
一，什么样的环境穿着什么类型的服饰，什么样
使作品更加有
的服饰更加烘托故事背景的氛围，
代入感，
同时又富有深意。通过对着装进行艺术
化的处理，
不仅可以展现出剧中人物鲜明的性格
特征，
同时还可表达影视作品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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