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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叙事下的电影服饰分析
——以 《乔乔的异想世界》 为例
吴彦彦，李 楠
（中国传媒大学 戏剧影视学院，
北京 100024）
摘 要：[研究意义]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以儿童的视角反映二战时期的德国面貌，将幽默轻松的表象与悲伤痛苦的内
核相融合，呈现出与传统内战电影大相径庭的电影风格。[研究方法]文章以该影片独特前卫的电影美学为视角，通过人
物造型、视听语言、场景道具等元素进行分析与深入探讨。[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该影片通过饱和度高的色彩搭
配、夸张有趣的视听语言、天真烂漫的儿童视角，结合残酷现实的故事背景，使其充满荒诞感。同时，戏剧化的希特勒形
象使战争的黑暗性与故事的童话感达到平衡，使观众注意到战争下弱势群体的精神状态，并意识到脱离固有公式后的
另一种创新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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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ilm Costumesin Children's Narr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Jo j o Rabb i t
WU Yanyan，LI Nan

（School of Theater Film,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The film "Jojo Rabbit" reflects the situation in Germany during World War II from the eyes of children. It presents a
rather different film style from the traditional civil war films by combining the humorous and relaxed outer appearance with the
sad and painful inner core.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film's unique avant-garde film aesthetics to carry out analysis and discus⁃
sions with the elements such as character modeling, audio-visual language, scene props, etc. The film is regarded as full of ab⁃
surdity through high saturation color matching, exaggerated and interesting audio-visual language, innocent children's perspec⁃
tive, combining with the cruel reality of the story background. At the same time, the dramatized image of Hitler balances the
darkness of war with the sense of fairy tale of the story, which makes the audience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the mental state of the
vulnerable groups under the war, and realize another innovative expression after breaking away from the inherent formula.
Key words: Jojo Rabbit；Character modelling；Children's narrative；Color

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改编于小说《闭锁的天

的视角展开叙述，试图用喜剧的手法描绘十岁孩童

空》
（Caging Skies），并获得第 92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

在战争影响下思想的变化，其中艾尔莎的出现、母

佳改编剧本奖。正如导演所说“我试图以孩童眼光

亲秘密揭露、德国战败等主要情节与乔乔世界观的

拍摄一部战争电影；从他们的角度看待、解释世界，

建立相互交织。近年来，战争电影离不开血腥的镜

找到其与世界打交道的方法。
”影片以主人公乔乔

头和惊心动魄的特效支持，但该影片脱离了传统的
模式，不再一味控诉战争的残酷，用别出心裁的手
法以小见大，多重视角的解读了这种环境下底层群
众的心理。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对颜色的细致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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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饰搭配、室内装修、画面色调中随处可见红、
黄、绿三色，这强烈的对比使影片所表达的核心内
涵展现的淋漓尽致。电影作为一个十分依赖画面

作者简介：吴彦彦，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硕士研究

的综合艺术，更加脱离不开色彩的运用，
“它们让摄

生。通信作者：李楠，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

影技术得到升华，不再是一种技术手段，而是一种

授、
博士生导师。

关于艺术的创作。
”[1]例如用色彩传达感情的经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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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电影《天使爱美丽》
（2001 年），以

红、黄、绿三色作为主基调，渲染构
建出童话世界，搭配细节设置表现
出一种特殊的幻想效果，而上述两
部影片正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类
电 影 还 有《剪 刀 手 爱 德 华》
（1990
年）、
《月升王国》
（2012 年）、
《布达
佩斯大饭店》
（2014 年）等等，都是
用饱和度高的色彩引起观众情绪
共鸣，揭发深层次内涵，传达电影
主题思想，折射人物性格与情感。

图 1 电影色调变化
Fig.1 Film tone changes

“正如法国著名的电影理论家马赛
尔·马尔丹在他的名著《电影语言》中说：
‘ 电影色彩

风格，而是采用明显区别于现实的饱和度略高的画

的真正发明应该从导演们懂得了下列事实的那一

面色调，呈现出影片的魔幻色彩。马尔丹所说“所

天算起，即色彩并不一定要真实（即同现实完全一

有生理和心理方面的试验证明，我们更多感受的是

致），必须首先根据不同色调的价值和心理与戏剧

色彩的价值而不是色彩本身。
”[3]所以刚开始乔乔在

含义去运用色彩。’
”[2] 总体来说，本文以《乔乔的异

家中和夏令营中训练时的色调是淡淡的明黄色，与

想世界》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其新颖之处在于导演

希特勒青年团的制服颜色相呼应，但短暂出现的纪

用戏谑幽默的手法刻画儿童视角下的二战时期的

实战争视频却是黑白色调，借此拉开了强烈对比。

德国，以及在色彩、服饰、场景等细节之处的处理使

紧跟着乔乔受伤入院，画面明度逐渐降低，隐隐透

影片的冲突感达到平衡，探讨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审

着绿调。直到步入冬天，罗茜去世过后，整体画

美意义和设计理念。

面透露出阴沉的气息。但当战争胜利，迎来了美

1

好的结局，画面又恢复成刚开始温暖明亮的色调

戏谑有趣的儿童叙事

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以 10 岁的乔乔作为主

（图 1）。在这个逐步成长的过程中，能看出来乔乔

形式在过往的电影作品中也屡见不鲜，再结合上饱

归根结底，这部影片所描述的是二战时期的德

和度高的色彩搭配和夸张细节的表演动作，奠定了

国，历史上对其的记载都是令人发指，受世人所不

整部影片的基调。影片从故事情节上来看，以戏谑

耻的，影片中的种种细节也映射出这个社会环境的

幽默的基调贯穿主线，采取了多视角下侧面描述战

病态以及对个体的摧残。但导演将反战意识的内

争的手法，通过简单的台词暗示时间的进展。就连

核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荒诞叙事的手法埋藏在影片

最后不忍直视的战争画面都进行了极具风格化的

中，在纯真感与残酷感中不断把握平衡，达到巧妙

处理，像一场浪漫主义的舞台剧谢幕，保持了整部

的和谐，使这绝对的暴力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对立关

影片轻松欢快的持续性。在夏令营的课堂中，拉姆

系变得模糊，埋藏在了乔乔所认为的天真无邪的世

小姐对犹太人的描述是“拥有着鳞片、獠牙、蛇舌，

界下。电影主题呈现越是举重若轻，带给观众的反

很久以前与鱼交配过……”这段台词深层次揭露了

思就越深邃，孩童的异想世界越是狂热和丰富，讽

德国法西斯主义已渗透进德意志的各个阶层。处

刺意味和悲剧色彩就越浓重[4]。

于这年龄段的儿童，世界观并未建立完整，还处于

2

要的叙事视角，力图以儿童的眼光看待世界。这种

不断吸收知识的不稳定状态。这种后天灌输的种

是如何慢慢变得柔和，开始正确的看待世界。

色彩鲜明的服饰搭配

《乔乔的异想世界》服装设计师马耶斯·C·鲁贝

族歧视，加上父亲形象的缺失，让乔乔臆想出来的

奥谈其创作灵感时，认为儿童总是对色彩鲜艳的事

“希特勒”形象设定变得理所当然。影片中的纳粹

物更有兴趣，他们的回忆往往也充斥着梦幻般的童

大都有着夸张的表演动作，略带滑稽感的人物设

话色彩。再加上 30 年代的欧洲的时装其实是非常

定，并未表现出人性中的黑暗。但就是这些戏剧化
的元素令人啼笑皆非，增加了荒诞感，减弱了战争
带来的创伤性。
导演并不想做成典型的缄默、压抑的二战电影

丰富多彩的，所以在角色的塑造上都采用了非常鲜
艳的色彩。
例如导演在采访中谈到罗茜的人物设计，将她
设定为一个非常喜欢外出和交际的人物形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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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罗茜的服装都十分前卫、时

处。当红白皮鞋第三次出现时，并未拍及罗茜全

尚，透露着一点古怪，在人群

身，只交代了脚的镜头，这里利用儿童的身高差，巧

中是最多彩的存在。第一次

妙的隐藏了血腥的镜头，暗示了母亲的去世。正如

出场时的罗茜，身着浅绿色的

契柯夫的静态性戏剧所强调的“在貌似平静的形式

薄纱材质衬衣，搭配暗绿色针

中包含了内在的精神风暴和深刻的内在冲突”[5]。
马耶斯·C·鲁贝奥创作罗茜这个角色的时候，

织衫，穿插着深浅变化的菱形
图案和卡其色长裤。饰品搭

灵感来源借鉴了一位乌克兰出生的法国艺术家

配了深棕色带着羽毛点缀的

——索妮娅·德劳内。索妮娅·德劳内以运用强烈
的色彩和几何形体绘画风格著称，其作品《Bal Bul⁃

小皮帽，简约风格的项链、戒
指、手表等饰品（图 2）。整体
造型在面部上点缀了鲜红色

lier》因运用了色彩和舞蹈的韵律而闻名世界（图

图 2 罗茜第一套服饰
Fig.2 Roise’s the first
outfit

4）。她不光是画家还是位时装设计师，将其充满舞

蹈旋律的平面画作用在了服装上，通过使用对比色

的唇妆，搭配棕色的帽子元素加入，以及带有柔软
意味的针织布料，使冷色调的绿色也温暖了起来，
与前期还略带暖色的绿调相互辉映。如此充满细

的重叠和基于色彩的组合来吸引感官（图 5）。她独

特的艺术美学为后世设计师开创了新思路，提供了

节的设计将这个人物形象丰富立体了起来，也传达

更多的可能性，赋予了更广阔的时尚内涵。主创人

她在乔乔的心目中，代表着希望、
生活与色彩。

员在服装设计中，刻意拉开了罗茜与其他人物之间

罗茜第二套设定的是深

的距离，用颜色的搭配暗示她的冒险精神，用图形

蓝色及膝小礼裙，
整齐利索的

的组合强调她的独特之处，而这些细节之处都能看

卷发和配套的深蓝色法式礼

出来自索妮娅·德劳内的审美意象。

帽（图 3）。在色彩传达中，红
色往往蕴含着危险的信息，
而
礼裙的胸部与肩部上有红色
花纹刺绣，
以及出现过三次的
红白皮鞋（表 1），选用舞鞋的

外形来设计。这些信息都暗

图 4《Bal Bullier》
Fig.4 Bal Bullier

图 3 罗茜第二套服饰
Roise's the second
outfit

示其作为反纳粹的一份子，Fig.3
正在进行一项冒险的任务，

借此推动剧情发展，并表达出了这是个有着强烈的
自我意识和冒险精神的女性形象。
罗茜第三套出现在乡间小路上，她身着长款蓝
绿色风衣，内搭红白条纹针织衫，深绿色阔腿裤，第
二次出现的红白皮鞋，搭配了松散微卷的发型。罗
茜在乔乔面前轻松的舞蹈着，乔乔却说：
“跳舞是没
工作的人才会干的事。
”于是她反驳道：
“舞蹈是自

图 5 效果图与布料
Fig.5 Fashion drawing and cloth

由的人干的事，是逃离残酷现实的解药。
”而蓝色正
是自由的象征，这个处理展现了罗茜对孩子潜移默

主人公乔乔的塑造经历了几个时期，不同的心

化的教导，也显示出主创对细节之处的拿捏恰到好

理状态可以从服饰的变化中看出（图 6），刚开始统

第一次出现

罗茜的红白色
皮鞋

表 1 罗茜的红白色皮鞋
Tab.1 Rosie's red and white shoes
第二次出现

第三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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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乔乔的服饰变化
Fig.6 Jojo’s Clothing changes

一的希特勒青年团制服，对应了乔乔还停留在对纳

子，并为之引以为豪，到最后的英勇赴死，说明她已

粹狂热追寻的盲目服从阶段，揭示了即将战败的德

经彻底的丧失了自我，沦为生育工具。电影画面中

国还处于非理性的集体狂欢之中。进入秋天，乔乔

的色彩能够传达情绪，激发观众的联想，而纯粹的

毁容后穿上了深绿色军装外套，依稀可见希特勒的

黑白大都出现在传统的二战电影之中，这种手法暗

纳粹标志。这抹深色暗示了乔乔自卑的心理，以及

讽了纳粹党的小丑形象。将拉姆与罗茜仅有的两

为后面反纳粹份子受刑的场景增添了肃杀、沉重之

位成年女性形象，拉开了对比，导演并没将二者定

感。随着艾尔莎的出现，乔乔换上了黄绿条纹衬

格为善或恶，没有用控诉的语言形容，而是用多个

衫，棕色外套，这里交代他心境发生变化，是逐渐对

视角下的小人物解读战争，由观众自行体悟反而更

种族平等的认可和成长为独立个体的视觉隐喻。

具有说服力。

这件衬衫在最后与艾尔莎跳舞的场景时也出现了，

色彩是电影传达思想、表达情感的载体，
“俄罗
斯画家列宾认为‘色彩及情感’
,可见其的重要性。
而观众最为鉴赏者，通过色彩等直接作用于视觉的
艺术要素调动艺术想象力而发掘艺术作品的意蕴
内涵。
”[6]造型艺术通过色彩、款式、材质等元素的运
用，在特定空间中塑造直观形象，传达导演的审美
意象，其中服饰与色彩的结合可以产生流动性，可
以参与到剧情的进展之间。
“
‘它既是视觉造型，又
是情绪氛围；既是色调，又是情调’，其重要的价值
在于
‘创造出具有鲜明视觉感的色彩特征’，这种特
征‘往往蕴涵着某种意味，成为抒情表意的视觉符
号。’
”[7]影片导演在把握整体画面基调的同时，细致
入微的将色彩融入服装，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色彩层

搭配卡其色外套，浅色牛仔裤，是整部电影中，饱和
度最低的造型。由此可见，服饰不仅作为表象存
在，还具有一定的指向性，乔乔也终于变得像母亲
所希望的那样柔和。
影片中的克伦
森多夫上尉一开始
出场穿的是普遍的
德国军官绿色制
服，刚开始于其他
军官一样，并无区
别。随着故事的发
展，个人风格逐渐

图 7 克伦森多夫上尉
Fig.7 Sam Rockwell

鲜明了起来，
直到他为自己设计了一套制服，
采用夸

次，营造出游走在荒诞与现实边缘的魔幻风格。

张的羽毛，鲜红的披风和少量的荧光黄点缀（图 7）。

3

在最后一场战事中穿上了自己设计的制服，用夸张
的肢体语言、
戏剧的装扮粉墨登场，
我们才深层次认
清这个人物。影片中蕴含深意的色彩运用和画面构
图俯拾皆是，
通过对“画面中的画面，
文本中的文本”
进行解码，
极力夸张地彰显出影片的主旨。
影片中的拉
姆小姐是唯一一
个没有色彩的角
色，黑白简洁的制
服下是她丰满的
身躯（图 8）。她自
我介绍中说到为德
国生了十八个孩

图 8 拉姆小姐
Fig.8 Rebel Wilson

暗含隐喻的电影语言

影片中随处可见动作、场景、服饰等充满隐喻
性的符号象征。
“那些承载了底层诉求与公共疼痛
的话语内容得以突破画框本身的限制而进入图像
之中，从而成为通往公共话语生成的‘意义制造者
’
”[8] 正如上述所说，优秀的电影会借助隐喻的手法
传达导演的主题思想，影片一开始将乔乔比喻为兔
子，并起了绰号“乔乔兔”，他象征了在战争肆虐下
不敢反抗也无法反抗的底层人民。乔乔臆想出来
的“希特勒”，是由于他的成长过程中父亲角色的缺
失，而极端的德意志是他收到的唯一教育，强化了
希特勒的权威性，同时体现了青少年的认同归属
感。而母亲与艾尔莎的存在，唤醒了他对社会平等
的渴望，开始质疑自己的信仰。直到希特勒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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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打破了他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形象，戏谑的臆想

电影的核心内涵。导演另辟蹊径，各方面都以儿童

消失了，他开始放弃自己偏执相信的世界观，直视

的视角出发，把握画面基调与主线故事之间的距离

内心，
独立思考。

感，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让观众看到了不同于

影片多次给脚部特写，鞋带也被赋予了隐喻

其他爆米花战争电影的另一种创新型表达。

性。第一次乔乔不会系鞋带，需要母亲的帮助，交
代他还是个无法独立生活的孩子。第二次面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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