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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服饰“靠”的艺术特征分析
单 萌，初晓玲，李艾真
（青岛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青岛 266000）
摘 要：[研究意义]“靠”是戏曲中武将所穿戴的戎服的称谓，研究戏曲服饰“靠”对探索中国传统戏曲服饰艺术，传承我
国经典的国粹艺术有着深远的意义。[研究方法]通过图像采集、图像对比的方法，对它的形制进行了历史溯源，通过文
献资料整理和案例分析的方式，对它的造型、色彩以及纹样进行了归纳总结。[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靠”以明代铠
甲为主要原型，同时吸收清铠甲的特点，经美化而成。造型充满美学意蕴，采用“披挂式”结构和“放射状”造型，运用夸
张变形的造型手法，形成向外延伸的视觉效果，充分体现可舞性特征；色彩运用极其考究，分“上、下五色”，依据色彩的
象征意义和传统习惯进行运用，具有寓意性和审美性；纹样抽象且带有强烈的符号化，集龙、凤等华民族传统元素纹样
于一体，
既有安康祥和之意，
又极具观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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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Kao" in Traditional Opera Costumes
SHAN Meng,CHU Xiaoling,LI Aizhen

（College of Textile & Clothing,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 266000 China）

Abstract: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Kao" is the title of martial attire worn by military officers. It has the profound signifi⁃
cance on exploring the costume art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and inheriting the classic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art by
studying the "Kao" of costum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The history of its formation and manufacture carries out the
traceback by the methods of image acquisition and image comparison, and then its shape, color and pattern are summarized by
the ways of sorting out the literatures and analyzing cases. Taking the armor in the Ming Dynasty as the main prototype, "Kao" is
formed via beautifying, absorb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rmor in the Qing Dynasty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profound aesthetic
implication, its shape adopts the structure of "draping style" and modeling of "radial pattern" to form the visual effect of extend⁃
ing outward, using the modeling techniques of exaggeration and deformation, so as to fully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ancing.
It is extremely exquisite for using the color with the implication and aesthetic,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colors from top to
bottom" in accordance with symbolic meaning and traditional habits of color. Integrating the patterns of Dragon, Phoenix and oth⁃
er traditional elements in the Chinese nationality, its pattern is abstract with the strongly symbolic significance, which means not
only healthy and peaceful, but also is highly ornamental.
Key words：Costumes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Kao; Artistic features; Aesthetic; Symbolization

戏曲是一门大型的综合性艺术，戏曲衣饰是我

究也是层出不穷，研究者们从戏曲服饰的可舞性、

国传统服饰艺术与戏曲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与舞

程式性、写意性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有些

台表演艺术相作用，展现出强烈的民族性。经过历

对戏曲服饰的功能作用、造型艺术特点进行详细归

史的积淀，戏曲服饰构成要素相对比较稳定，形成

纳和总结。但是大多文章都是进行整体探讨，几乎

了独有的“衣箱制”，按照需求可以分为戏鞋、盔头、

没有单独将“靠”拿出研究，现有戏曲服饰文章中对

戏衣这三个部分，确立“衣、蟒、帔、靠、褶”五大戏衣

于“靠”的分析描述也是一笔带过。本文从戏曲服

系列，和“帽、巾、冠、盔”四大首服系列，艺术加工精

饰的诞生作为切入点，以明清两代铠甲为原型，对

致完美，品种丰富多样。近年来对于戏曲服饰的研

戏曲服饰“靠”进行了历史溯源，归纳总结了“靠”对
明清铠甲形制的具体借鉴，并结合具体剧目中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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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角色，从造型、色彩和纹样这三方面全面分析了
“靠”的舞台作用和艺术特征。

1 “靠”的历史溯源
传统戏曲服装的雏形，萌生于明代，即昆曲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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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前后期，基本上是以明代的服饰为范本，并将
之艺术化，以强调角色个性，符合舞台审美的需求，
为日后的戏曲服饰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清朝建立
初期，满族统治者虽强令推行汉人剃发易服政策，
但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巩固自身的统治，采取的“十
不从”政策，其中一条：
“倡从而优伶不从”的建议使
清朝时期的戏曲服装基本保留了明代的戏曲服装
形制，从而变化不大。清朝时期，戏曲是清代帝王
炫耀盛世、歌功颂德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宫廷宴
享活动的主要形式，从而中国戏曲的表演艺术、舞
台道具和服饰设计与制作，都达到空前的盛况。清
朝还专门设置了负责管理戏衣、道具的机构，主要
是用来适应繁重的演出需求。宫廷制作的戏服做
工精良，质地华美，无形中又促进了传统戏服细致
化的发展，使之趋于完美成熟。著名戏曲专家龚和
德认为：
“明末清初之时，靠广泛应用于民间舞台
上，但那个时候不叫‘靠’而叫‘甲’或‘扎甲’
”’[1]。
以此来推断，
“靠”应该是以明代将官的戎服为主要
原型，同时也吸收了清代铠甲战服的一些特点，经
装饰美化而成。

1.1

1.2

清代盔甲
在《大清会典图》中记载清朝一共有十二种盔

甲样式。清朝盔甲材质多用钢铁材质及布面相结
合，或内外以皮革相衬，在质地、颜色及服用级别的
分化方面更加突出。在清代，铠甲分为明甲和暗甲
两种类型，铁叶甲甲身以棉布包裹重叠的细长钢片
组成，称为暗甲，两袖则直接将钢片加披在外，称为
明甲 [2]。乾隆在位期间进行戎服的变革，他下令将
大批明暗甲、铁甲改造为布面甲，更加注重铠甲华
丽的外观，弱化防护功能。乾隆认为：
“铁盔铁甲系
坚实经久之物，不过各省查阅营伍时，偶一穿戴，并
不常用。
”[3] 因此铠甲在材质上进行变革，以锦料为
面，绸料为里，内衬丝棉。清代铠甲在结构设计方
面，上甲衣，下围布裳。上身以马褂为甲衣的基本
式样，袖口为马蹄袖，两肩有护肩，腋下有护腋，前
胸和背后各佩戴一块金属制护心镜，甲衣底襟有用
来护腹的“前裆”和“左裆”。腰部以下分为系于腰
间的左、右甲裳，上面各有一组甲片（图 2）。整体来
看，清代盔甲礼仪观赏性强，
无实战防御性作用。

明代盔甲

明代盔甲种类繁多，
据《明会典》记载：
有红漆齐
腰甲、
水磨柳叶钢甲、
併鎗马赤甲、
抹金甲、
鱼鳞叶明
甲、火漆丁钉圆领甲等诸多种类，以甲片形式、颜色
及制作工艺来命名。明朝早期实战盔甲在形制大体
延续了唐、
宋式样：
头着兜鍪，
甲带束缚胸背甲，
肩部
护肩，腰部以下由袍肚、腿裙、鹘尾，下缚吊腿组成，
另外还继承了宋代“铠甲外穿戎服袍”的衷甲制。至
明中期，兜鍪造型装饰发生变化，肩部、盔部、腹部
甲的装饰性更强，强化了穿着的舒适性，使得铁甲
的发展更有时代特色。从出土的明朝将军石刻雕
像上所着铠甲来看，强化了兽头、红缨等装饰因素，
腿裙部位除了雕刻了明显的丝绸或棉布内衬，还增
加了腿裙吊挂装置，也是便于明朝官将穿着活动，
骑马作战的重要改造之一（图 1）。至明后期，罩甲
等布面甲流行起来，取代了传统铁甲的主要地位。

Fig.2

图 2 清代上衣下裳制盔甲图
The picture of making armor under the coat in Qing Dynasty

与明朝盔甲最大的不同即服装结构上增加了
护腋、前裆、左裆，这些部件有利于射箭时对腋下、
腹部和身侧的保护。另外，下衣去掉了鹘尾，两片
式甲裳又前后分叉，方便官将上下战马。这源自于
清早期战争依赖骑射和冷兵器对抗，因此发展了适
合游牧民族使用的盔甲形制。

1.3 “靠”
的形制借鉴
“靠”的外部造型简洁，内部结构复杂多样，全
身共有 31 块，主要是由虎头肩、胸甲、靠肚、燕窝、
裳甲、吊鱼等衣片构成（图 3）。戏曲舞台中的盔甲

“靠”为表演观赏作用，并无实际作战意义，所以

“靠”主要采用棉布里，华丽鲜艳的丝绸面，中间填
充丝绵，便于戏曲演员的脱穿与舞台展示，具有很
图 1 明代盔甲部件样式图
Fig.1 Style of armor parts in Ming Dynasty

强的装饰性。明清时期的铠甲，它为戏服“靠”的形
制提供了基本的结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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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演员做出跨腿、踢腿、控腿、翻身、涮腰等高
难度技巧性动作，与明清盔甲不同的是，
“靠”的下
裳在结构上分割成了五片，除了吊鱼、靠肚和后片
靠甲之外，在大腿的外侧还系有两片长方形、绣有
鱼鳞图案的甲片子，名“下甲”或“靠腿”。在演员表
演大幅度动作时，
“靠”的下裳也被身体腰部带动着
旋转、舞动，既为观众显示出眼花缭乱的动态美，也
体现了战争的激烈氛围。

2 “靠”的艺术特征之——造型美
戏曲的服装造型都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更
为艺术化。从明清的盔甲衍变为艺术化的戏服
“靠”采用变零碎为完整的设计手法。
“靠”的上衣和
下裳在结构上进行了联结，采取整体性变形的设计
手法，体现了“靠”的一体化和静态化。靠服主要由

图 3 男“靠”样式图
Fig.3 Style of men's "Kao"

扮演武艺高强的长靠武生、武花脸、花衫、刀马旦等

1.3.1 服装结构形制借鉴

行当穿戴。靠服采用“披挂式”结构和“放射状”造

“靠”上衣（甲衣）下裳联缀，上部靠身，这和清

型，运用夸张、变形的造型手法，形成向外延伸、扩

代盔甲甲衣的款式相比，结构非常相似，都分为前

展的视觉效果，为扮演男、女武将的演员表演高超

后两片。
“靠”腋部的“燕窝”用来连接前后两片靠

的武打技巧和舞蹈化的动作提供了方便，彰显了武

身，同时装饰甲衣，
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这样结构

将形象的高大英武，同时也有利于解放演员的肢

的铠甲的，但这样设计更有利于戏曲演员在表演时

体，体现了靠服“可舞性”的艺术特征。

做到运动自如。这从外形上来看，与清代盔甲上的

“靠”按性别分可分为男靠、女靠，按照类别分

“护腋”部分特别相似，
但是从功能上来讲，
燕窝的装

可分为硬靠、软靠和改良靠。区分软硬靠的标准就

饰和连接作用与护腋的作战保护作用差别甚大。

是硬靠扎靠旗，软靠无靠旗。
“靠旗”起源于古代将

1.3.2 服装款式形制借鉴

军使用的令旗，当骑兵行军时令旗就别在后腰革带

“靠”两袖用金丝银线绣龙纹，两肩、胸前和背

上，并用两条绳固定，它是军队传令的依据。令旗

后满绣鱼鳞纹或丁字纹，来代替金属盔甲片，虎头

艺术演变为“靠旗”，成为戏曲表演中备战状态的武

肩的形制更像是明代盔甲的护肩，但是丰富了肩下

将的标志物，代表全副武装，披挂上阵[5]。男靠分为

部装饰“蝶翅”；弧形靠肚扁长，内衬硬里，中部鼓

硬、软靠和改良靠，女靠即硬靠和改良靠。总之，女

起，以虎头或龙纹进行装饰，靠肚下缀两片，一片是

靠和男靠相比，在很大程度上更具有装饰性，它的

[4]

悬鱼形图案的三角形，名“吊鱼” 。靠肚是由清代

色彩、纹样都更为华美，将女将英武飒爽的形象气

盔甲的“前裆”进行的改良，吊鱼的形制是在明代盔

质完美的体现了出来。改良靠的原型为《献地图》

甲“鹘尾”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化处理，皆使之更为

中刘备所穿，是戏曲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创立，目的

夸张，从视觉上增加“靠”的观赏性和装饰性；腰间

就是为适应“内穿靠，外袭官衣”的特殊要求。后来

挂着的搂带参考的是明朝盔甲的芴头带；胸甲上的

经过不断改良，最终形成了如今的改良靠 [6]。改良

圆环形图案的形制借鉴于明清盔甲上的护心镜。

靠不及传统靠样式威武，适合普通将官穿戴，有利

此外，戏曲表演中常有表现战争激烈的场景，

于区分武将等级（表 1、
图 4～图 6）。

表 1 “靠”的分类
Tab.1 Classification of "Kao"
“靠”的类型

形制构成

穿戴人群

服饰突出特点

示例

男靠

靠领、靠身、靠牌三部分构成，分前后两片，上
片和下片甲衣相连，圆领紧袖，靠身衣长及脚，
后片腋下有两个“燕窝”，作为与前片连接的桥
梁。靠身后片紧，前片松。后腰双侧各有一根
“搂带”，回绕于前腰。前腰有长方形靠肚，下
垂“吊鱼”。大腿两侧系有两片绣有鱼鳞图案
的“靠腿”，扎靠旗

男性武将

高大魁梧

《群英会》：甘宁；
《挑
华车》：
高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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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女靠

样式与男靠大体一致，不同点是女靠靠肚小，
绣双凤牡丹花纹，下缀二或三层飘带。披云
肩，
肩甲下接荷叶袖，
扎靠旗

女性武将

英武飒爽

《佘赛花》：佘赛花；
《战金山》：
梁红玉

改良靠

束腰代替了靠肚。由前后左右四块靠腿构成，
半立体虎头绣于软带及肩部，靠甲下缀排穗。
不绣鳞甲，只绣花纹，或镶上镀镍的金属凸片
或圆钉形的装饰。不扎靠旗。女披云肩，男围
靠领

番邦将官
绿林女杰

紧身轻便

《棋盘山》：窦仙童；
《扈家庄》：
扈三娘

图 4 《群英会》甘宁、
《挑华车》高宠身着男“靠”
Fig.4 Ning Gan in Qun Ying Hui and Chong Gao in Tiao
Hua Che dressed in men's "Kao"

图 5 《佘赛花》佘赛花、
《战金山》梁红玉身着女“靠”
Fig.5 Saihua She in Saihua She and Hongyu Liang in Zhan
Jin Shan dressed in women's "Kao"

光辉夺目。靠服主要通过鲜明的色彩和华丽纹样
来彰显将帅高贵威武的身份和地位，并塑造他们鲜
明的个性。
“靠”的颜色和蠎服类似，它分为上、下五
色，戏服中有“十蟒十靠”之称，上五色即黑、红、黄、
绿、白；下五色是紫、蓝、粉、湖蓝、古铜或秋香色。
靠服的颜色有一定规范，主要的依据是色彩的象征
意义、
场合或传统习惯而定。

3.1

色彩的寓意功能
戏曲服装的色彩寓意是指具体的色彩与抽象

图 6 《棋盘山》窦仙童、
《扈家庄》扈三娘身着改良“靠”
Fig.6 Xiantong Dou in Qi Pan Shan and Sanniang Hu in Sanniang
Hu dressed in improved "Kao"

事物的一种相互关联，即“寓意功能”，它能表示角

除以上三种常见造型之外，根据场合和特殊剧

义正直的大将，身份地位高的女将帅也穿红靠。戏

情情节，靠服还有其他特别的穿戴形式。如高级将

曲中的黄靠并不是皇家用色，与人物身份、性格也

领挂帅出征，发号施令时，里穿靠，外斜披蟒服配玉

无关，一般与姓氏或国号有关。着绿靠代表忠义勇

带，半靠半蟒，这样的装扮称为“袭蟒”，表示权利

猛的武将，还有许多画红脸的角色也都身着绿靠。

高、地位重的武将。另外靠腿和靠领可当作它用，

白靠大多表现年轻俊秀的武将，还有智勇双全、品

穿蟒或穿箭衣者围靠领，象征武将身份；如果单独

格廉洁的一些武将也穿白靠。穿黑靠的大多为性

使用两块靠腿，表示丢盔弃甲的败将。还有番邦将

情较为粗豪的人。紫靠一般为刚正不阿、果敢义气

领、绿林武将扎靠佩狐尾，表示是“非正规军队”的

的人所穿着。粉红色靠一般为年轻貌美的女将所

将领。

穿戴，表现其风流倜傥的个性。着蓝靠一般为年轻

3 “靠”的艺术特征之——色彩美

英勇的人物，表现不顾危险英勇抗敌的形象。湖

戏曲服装的色彩异常绮丽，特殊的款式，再搭
配铺锦列绣的工艺，展示了独特的色彩之美。靠服

色的身份和个性。穿红靠的大都是有身份威望，忠

色、香色靠一般用于官职较低的武官。

3.2

色彩的审美功能

采用艳丽的绸缎为面料，靠旗、靠领、靠身、肩甲、靠

靠服的绚丽色彩具有极高的审美性，能够丰富

牌布满了金丝银线绣的甲纹，令整个靠服呈金属般

舞台艺术效果，营造与烘托氛围。戏曲舞台上规

服饰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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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果台上同时出现八员大将，除特定人物以外，

式比男式“靠”多了一份装饰性，
更具有观赏性[8]。

其他人物的靠服可差开颜色来穿。如曹操的“曹八

5

将”，除夏侯敦穿蓝靠，曹洪穿红靠，典韦穿杏黄色

结语
戏曲服饰“靠”的雏形来源于明清时期的铠甲，

靠，许楮、夏侯渊穿黑色靠，徐晃穿绿色靠，张辽俊

是中国传统戏曲服饰五大系列之一，以其独特别致

扮穿白靠之外，其他将军以“不穿与以上各将相同

的造型，制作精美的工艺，发挥着实用与审美相结

颜色的靠”为原则进行调配穿戴即可。这样可以通

合的功能，体现武将庄重威严的气势。
“靠”造型绮

过不同色彩的“靠”，使舞台看起来丰富，观众看得

丽，它能够帮助戏曲演员进行歌舞化表演，从而呈

亮眼，也能为主角制造一定的气氛，用来表现舞台

现出来的是一种非常直观的动态美。在工艺手法

整体效果的美。另外，项羽穿戴的是专属“霸王

上用锦绣佐之，具有非常独特的艺术特征，充分体

靠”，它用的是黑色平金绣，
“霸王靠”最显著的特征

现了戏曲服饰的造型、色彩、纹样之美，在此基础上

是靠肚下搭缀的黄色“网子穗”。关羽穿戴的是专

与戏曲舞台的灯光、音响、道具、说唱等相融合，从

属“关羽靠”，它归属于绿色平金绣，
“关羽靠”的显

而达到戏曲舞台艺术的整体美。

著特色就是靠身周围缀有黄色“排穗”。有些京剧
名家的私人行头，在鳞甲边缘饰孔雀翎纹样，或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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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靠”的艺术特征之——纹样美
装饰是一种艺术形式，我国传统的民族服饰大
多都是通过在服饰上施以纹样来进行设计装饰。
戏曲服饰纹样集中华民族传统纹样于一体，龙凤呈
祥等元素纹样是其中的代表，它主要体现了吉祥、
安康、
祈寿的象征意义。

4.1

男“靠”的纹样
男“靠”以甲纹为首要样式，鱼鳞形或丁字形布

满铠甲。甲身绣团寿字，靠袖绣龙纹，周围以双层
花纹装点，再辅以草龙、江芽纹。龙是中华民族上
下五千年的传承象征，它与几何形云纹延伸构成
“回纹”，用于靠领、靠袖及周边装饰，镶嵌于四周。
海水江芽纹（浪花）作为“靠”的辅纹样，彰显武将
“排山倒海”的英雄气概。武生在靠肚上绣“双龙戏
珠”或“独龙”图案。武花脸以大虎头纹样作为“靠”
的装饰 [7]，象征性格豪迈粗犷，并在靠旗上绣“单龙
戏珠”。

4.2

女“靠”的纹样
女“靠”以凤凰纹和牡丹纹为主要样式，用波浪

纹、海水江芽辅之。靠肚上绣着“双凤牡丹”纹样，
象征吉祥如意，披云肩，虎头肩（肩部甲片）下接荷
叶袖，二方连续图案点缀五色飘带，四面靠旗上绣
有“凤穿牡丹”纹样，塑造了“鸟中之王、花中之魁”
的女武将形象。女“靠”色彩纹样靓丽，它的纹样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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