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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 《韩信》 中服装象征性设计的应用探析
侯林汝，初晓玲，李艾真
（青岛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
青岛 266071）
摘 要：[研究意义]在系统梳理歌剧服装的象征性、装饰性、夸张性、史实性等设计技法的基础上，重点以象征性的相关
理论为研究支持，并从款式、色彩、纹样、面料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析讨论，旨在从符号学象征性的角度深入剖析歌
剧《韩信》服装造型中的美学特性和文化内涵。[研究方法]通过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歌
剧《韩信》服装与舞台的环境、灯光、人物进行结合，服装的象征性设计手法的应用在歌剧中主要体现在人物的身份符号
象征和人物性格及故事情节的戏剧烘托象征的两个方面，为角色的塑造、剧情的推进和观众的融入提供了重要的元
素。此外，在研究基础上为中国歌剧造型设计提供理论支持和科学依据，为中国歌剧艺术的服装造型发展和提升提出
管窥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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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Symbolic Design in Costumes of the Opera Han Xin
HOU Linru, CHU Xiaoling，LI Aizhen

(College of Textile and Clothing,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design techniques of opera costumes, such as symbolism, adornment, exagger⁃
ation and historical facts,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symbolism, this paper also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from the aspects of style, color, pattern and fabric, aiming at analyzing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costume modeling in opera Han X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olism. Through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ostume of the opera Han Xin is combined with the environment, lighting and charac⁃
ters of the stag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ymbolic design of clothing in opera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two aspects of the identity
symbol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dramatic foil of the character and the plot of the story, the progression of the plot and the en⁃
gagement of the audience provide important elements. In addi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Chinese opera costume design, and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costume modeling for the Chinese opera.
Keywords: opera; costume design; Han Xin; symbolism

歌剧《韩信》以楚汉战争为背景，兵家代表人物

略不足的项羽，以及温柔细腻柔情缠意的秦娥，专

韩信为主线演绎的错综复杂、波澜壮阔、跌宕起伏

权残酷阴狠毒辣的吕后，倾国倾城勇敢坚贞的虞姬

的历史剧著。剧中服装造型的设计中运用了象征、

等有血有肉的舞台形象立体形象的展现了出来。

夸张、装饰、史实等设计方法，将雄武有余才能显著

歌剧服装设计是歌剧艺术中舞台语言表现形式的

却刚愎自用不识时变的韩信，心胸宽广领袖卓群却

一种，其功能不仅仅是在视觉上彰显人物身份地

善变狠辣的刘邦，胸怀大志骁勇善战却目光短浅谋

位、烘托人物性格特征，更是剧情发展、背景烘托和
矛盾冲突推进的要素之一 [1-2]。本文将研究视角集
中在《韩信》服装造型的象征性设计的应用探析上，
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深入具体的探讨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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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服装中的象征性设计手法的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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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象征性
不同的色彩会带给人不同的反应，色彩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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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配色

表 1 《韩信》歌剧服装色彩配色的象征意义
Tab.1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color matching of Han Xin's opera costume

象征分类

象征意义

代表人物

情境象征

欢乐喜庆

性格象征

热情温柔、细腻多情、
华美艳丽

情境象征

凄凉悲伤、惨淡哀怨

性格象征

沉稳不惊、临危不乱

情境象征

阴森邪恶

性格象征

专权残酷，阴狠毒辣

情境象征

威武浩大、热血沸腾、
震显军威的气氛

性格象征

豪迈刚毅、奔放热烈

情境象征

战事混乱、兵围积困

性格象征

魁梧壮硕、骁勇善战、
冷静果敢

剧情更有深度 [3]。如表 1 所示，歌剧《韩信》服装在
色彩设计方面，利用象征性的设计手法把服装的配
色与舞台效果结合起来，在情境象征和性格象征两
个方面进行展现。一方面，通过不同的服色同舞台
气氛和剧情氛围相呼应；另一方面，则通过服色来
展现烘托主人公的人物性格特性有效助推阐述剧
情的发展和故事矛盾的递进。
例 如 ，在 大 婚

图 1 大婚场景
Fig.1 Big wedding scene

色、橘红色的服色色

战将、
士兵、执戟郎

拜将、
北伐

项羽、
范增、龙且、
钟离昧等战将 田荣之乱

临危不惧、负重前
行，在功成身死千
古憾场景中，则使
用了黑色服色的外
搭长袍，在诡秘的
音乐和暗淡的灯光
所营造的阴森恐惧

图 4 功成身死千古憾场景
Fig.4 The Fall of Han Xin

上暗红色的点缀，多了一份肃杀之气。另外，在拜
将、北伐的场景中，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的舞台背
景，不足四十人的舞蹈演员们在时而激进时而壮阔
服色搭配的铠甲舞动着肢体，给观众带来了犹如万

了欢乐喜庆的氛围，

军冲锋的热血沸腾的振奋感和威武浩大的庄重气

把韩信、秦娥的欣喜

氛，彰显了汉军战将士兵的豪迈刚毅；与之相比在

之情，舞女的柔美、

现出来 。相反，在

宫殿劝说

的配乐节奏中，身着主色为黑色与朱红色、褐色的

系搭配的融合烘托

[4]

功成身死、

吕后、
刘邦

物阴狠毒辣、专权残酷的性格体现的淋漓尽致，加

艳明丽，加上音乐高

姬的美艳徐徐地展 Fig.2

诀别

使用了黑色与金色、暗红色的服色搭配，进而把人

服装相映衬，色彩鲜

吕后的华贵艳丽、虞

韩信、
秦娥

景的吕后、刘邦，在同一场景和宫殿劝说场景中则

场景中，舞台灯光与

使用的大红色与金

大婚、
封王

沉稳感。同样是黑色系服色的使用，相对于大婚场

及霸王北伐齐国的

亢与主演的服装所

代表场景

韩信、
秦娥、吕后、
虞姬、舞女

的氛围中又给人以

（图 1）、封 王（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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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荣之乱场景的楚军，银色与灰色、棕色的服色搭
图 2 封王场景
The scene of being crowned king

配，凌厉冰冷、骄傲自满的性格体现出来，为项羽军
队的战败埋下了铺垫[5-6]。

2

诀别场景（图 3）中，

款式的象征性

透 明 度 低 ，音 乐 低

由于歌剧的舞台跟观众有一定的距离，服装的
款式廓形是了解角色的第一视觉语言，为了体现角
色的身份，烘托场景的氛围，歌剧服装的款式造型

沉与主演的服色为

包含的符号象征性是推动剧情的设计要点。

舞台灯光色彩灰暗

深 蓝 色 与 蓝 色 、灰
蓝色的配色的结
合 ，渲 染 了 凄 凉 和

在款式设计方面，歌剧《韩信》的服装廓形在表
图 3 诀别场景
Fig.3 Farewell scene

现帝皇、王妃、大臣、谋士等尊贵身份时，服装形式
多为褒衣博带，交领右衽，前系蔽膝，显现出了雍容

恐惧的气氛，表达了韩信和秦娥夫妻之间生死别离

华贵的气质和庄严的威仪感，象征了当时贵族的身

的悲伤痛苦之情，
也昭示了其二人结局的悲惨。

份和当时对服装“量”的审美心理的偏好[7-8]。例如，

此外，韩信（图 4）虽将面临身首异处的处境，却

在荥阳会师和功成身死千古憾的场景中，刘邦和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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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图 5）的服装款

背景上，一轮孤月挂

式分别在肩部进

在上空，在黑暗的夜

行了加宽的处理，

空下，舞台上绿色的

这种量的增加，使

灯光似月光洒在了

服装凸显的更加华

逃离的士兵和家属

贵，整体廓形更加

的脸上和身上，恐怖

夸张，让人感受到

凄凉紧张的气氛让

图 5 吕后
Fig.5 Empress LV Zhi

令人敬畏的庄严威

人无处遁形，观众不禁深入到环境中，压抑的逼

仪感，在韩信即将被刺杀时，伴随着沉重的音乐，与
舞台上方矗立的冰冷的编钟相映衬，
形成了阴森、
不
寒而栗的氛围。服装中装饰的“蔽膝”作为权威和尊
贵的象征，
也大量出现在了男性人物的服装中[9]。
相反，剧中女仆（图 6）、管家等地位较低的角
色，则采用了窄衣
小袖的服装形式，
象征了地位低下卑
微的身份。例如，
在萧何月下追韩信
的场景中，音乐低
沉，在投射的荒山
图 6 女仆
Fig.6 Maid

野岭凄凉地的舞台

图 7 战将
Fig.7 Warrior

迫感让人心生悲凉。仆人 及 地 位 阶 级 低 下 者 采
用的窄衣小袖的款式相较于贵族等统治阶级
体 量 感 小 ，更 能 凸 显 出 弱 小 ，如 草 芥 一 般 无 足
轻重[10-11]。而战将（图 7）
、
士兵的款式也为窄衣小袖，
以方便战争骑射等高强度的运动，外披鱼鳞甲、双肩

有宽大的披膊，整体服装呈现上宽下窄的轮廓感，
不仅可以衬托战士的高大威武，更象征了军人英
勇无畏、坚强不屈的气概[12]。

3

纹样的象征性
起源于图腾崇拜的纹样，所具有的对身份、地

位、夙愿等的象征性是其重要的艺术特征之一 [13]。
所以，如表 2 所示，在纹样设计方面，歌剧《韩信》服

表 2 《韩信》歌剧服装纹样的象征意义

Tab.2
纹样

纹样分类

龙纹

动物纹样
凤纹

兽纹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Han Xin's opera costume patterns
纹样代表图

装饰位置

下摆中间、
缘边、领边

象征意义

天命神授、君王独有的身份象征，
尊贵、
神圣、权力的最高统治者

代表人物

刘邦、
韩信

下摆中间、袂（袖口)、 美丽高贵，神秘和威严，皇后独有
缘边、
领部

肩部、腰部中间、下摆 力量，强健，崇高的地位和辟邪吉
中间

祥的意义

植物纹样

卷草纹

缘边

几何纹样

连雷纹

缘边

吕后

的身份象征

女性温柔多情又坚韧不拔

项羽、韩信、战将

秦娥、秦娥母亲、秦
娥妹妹

恢宏大气、严谨方正的气质，营造 刘邦、谋士、宦官、
了威严、
庄重和神圣的氛围

司仪、
虞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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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中的纹样使用也遵循其符号象征的基本特性，根

的生死别离的忧伤和悲痛的气氛牵动着观众的神

据不同人物的身份地位、
性格特点等进行使用。

经，而韩信服装面料的变化也揭示了地位的落差和

例如，最高统治阶级身份象征的纹样被大量用

剧情的发展走向。作为宫女和宦官、司仪等的服装

在了刘邦、韩信和吕后的服装当中。刘邦所有服装

面料则相对单薄一些，
质地较柔软贴身，
颜色相较而

的主纹样皆为龙纹，并处在服装的中间、领部和缘

言较为暗淡，
突出主角，
也反衬了自身身份的卑微低

边的位置，象征了帝王的正统地位[14]。而韩信服装

贱[20]。在霸王北伐齐国场景中，舞女随着悠扬的音

中的龙纹，则仅仅在封为齐王的外搭长袍的缘边和

乐翩翩起舞，
姿态妖娆，
服装面料的薄、
透、
漏与宫廷

大婚场景中的服装下摆的中间装饰，虽然韩信功高

的奢靡相得益彰，
洋溢着富丽堂皇的华丽的氛围，
和

盖主，但是地位相较于刘邦低一等。而在功成身死

后面项羽的悲惨的结局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对比。

千古憾的场景中，吕后的凤纹纹样在服装的肩部、

另外，在北伐和田荣之乱的战场的场景中的面

领部、缘边、下摆中部皆有装饰，并进行了造型夸张

料质地视觉感比在其他的场景更加的厚重，线条较

的艺术处理，不仅将凤纹的造型整体放大，更将肩

凌厉，诠释象征了战士们的力量和坚韧不拔的精

部做成立体造型固定于服装表面，在象征身份尊贵

神，彰显了战争的冷酷和无情。

华丽的同时，又将其张扬跋扈、独断专致的形象表

5

现得淋漓尽致[15]。

结语
歌剧服装是歌剧的重要视觉元素之一，是歌剧

同时，在剧中大量使用的纹样——兽纹，使用

艺术表达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歌剧服装的象征

在战将服装的肩部披膊和腰封的中间，凸显了军人

性的艺术设计手法阐释了歌剧的外延意义、内涵意

[16]

的雄武强健，给人以威慑感 。而项羽相较于其他

义和文化意义。通过在服装的装饰性的表现、夸张

的战将，则在服装的下摆中间添加了兽纹的装饰，

性的强调、史实性的继承的结合的推动下，反应剧

在视觉效果上强调了其统帅崇高的地位。

情的进展和变化，并把每一个角色的形象从平面维

另外，植物纹样和几何纹样在剧中人物的服装

度转化为了多维度。在歌剧《韩信》服装设计中的

中，也被大量使用，在服装的缘边进行修饰，起着锦

象征性设计方法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上添花的作用。例如，在诀别的场景中，卷草纹等

是对于人物所处阶层特征的身份符号象征，色彩色

植物纹样用在了秦娥和秦娥的母亲、妹妹服装中做

相与明暗的不同、款式式样与廓形的差异、纹样风

装饰，展现了女性的柔美体贴和坚韧[17]。而几何纹

格与类型的分别以及面料厚薄与色泽的迥然之间

样的装饰除了仆人和管家地位较低的身份，上至君

的服装特性把身份的尊卑，职位的等级差别，性别

王下至宦官，皆有装饰，显示了严禁方正，威严大气

的角色界限等等以符号形式象征彰显出来。第二

的庄严风范[18]。

是对人物性格及故事情节的戏剧烘托象征。歌剧

4

面料的象征性

服装的色彩、款式、纹样、面料等微观的视觉元素与

服装面料的硬或软、华丽或暗淡、挺括或贴身

舞台环境宏观的视觉元素相融相辅，人物展现的霸

等特性不仅为了方便歌剧演员的表演，更对角色的

气凌厉或阴柔婉约的性格特点，场景烘托的庄严威

身份表达、性格特点、精神面貌的塑造进行了整个

仪或安静恬淡的氛围以视觉符号为叙事载体，推动

剧情的反映表达。不同的面料具有其不同的特性，

歌剧剧情的发展，深入到情境中来。本文以歌剧服

通过不同的面料语言诠释不同角色的性格特征身

装基本规律为立足点，围绕歌剧《韩信》的服装设计

份地位、
推动剧情的发展、
烘托故事的氛围。

进行特性分析，为相关的歌剧服装创造者和理论研

在面料选择方面，歌剧《韩信》服装中使用了质
地厚重挺阔、华丽的面料来展现主要人物统治阶级
的地位象征 [19]。例如，在大婚场景中，韩信和秦娥
的婚服、吕后与刘邦的礼仪服，相对于宫女和宦官、
司仪等角色的服装，面料的视觉厚重感更强，质地
较为挺括，色泽绚丽多彩，增加了角色的威仪感、庄
重的气势，同婚礼的盛势浩大和欢乐喜庆的气氛交
相呼应。相反在诀别的场景中，韩信和秦娥身着的
燕服服装面料视觉厚重感减弱，质地偏贴身，色泽
暗淡，加上悲伤的音乐和幽暗的灯光的融合，形成

究者提供了设计借鉴和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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