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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影视造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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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的女性叙事与诗意美学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蕴含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古老的

东方智慧。时至今日，随着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主张个性化的全民消费

新趋势出现，这也直接导致了古风新

国牌、国潮新国货等纷纷兴起，国乐、

汉服、非遗、老字号，还有茶道、花道、

香道、古琴等传统生活美学，以及诸多

体现传统意味的日用品消费领域都在

近年得到了复兴与重视；影视造型中

也仍然蕴藏着许多继承自传统文化的

文化基因。近年来，汉服圈、古风圈、

国潮圈等逐渐兴起强大，以新式古风

国风为影视设计要素的作品越来越

多，中国观众群体对深刻影响了现代

美学潮流的传统记忆也更加充满深厚

的情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影视造

型中的应用也形成了思路升级、设计

升级、美学升级、新国潮新国风的影视

美学设计新趋势。

一、传统文化元素

在影视造型中的历史还原

以人物角色为核心展开叙事的影

视艺术，最具观赏性与代表性的便是

围绕人物展开的造型。近年来，衣袂

飘飘的汉族古典服饰蔚然成为年轻人

消费的文化新风尚，许多大品牌也不

间断推出新国潮方向的单品；越来越

多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在人物服装造型

方面的传统设计要素越来越多，在进

行服装设计时也更加注重传统造型的

考据。其中许多剧组还会直接与专业

古代服饰研究者进行合作，在营销的

时候甚至也会把还原历史造型的“服

化道”作为宣传点。

例如，《长安十二时辰》的故事发

生在上元节的长安，其中男女演员都

身着的半臂造型就是在唐朝非常流行

普及的服饰，李必的子午簪和上清芙

蓉冠端正大气，簪子纵向穿过发髻和

发冠，在影视作品中首次完全还原了

历史上的唐朝道士戴法；张小敬身着

圆领衫、盔甲采用棉袍扎甲，手持横式

长刀，都是根据历史记载还原的装束；

小女孩季姜穿着红地织金圆纹锦，精

致的发髻与妆容仿佛唐画《捣练图》中

跳出来的人物一般。即使是相同的唐

朝守卫，不同的军种也穿戴了不同样

式的铠甲：不良人腰侧佩戴捕快用的

铁尺，死牢侍卫著铁甲胄、胸口十字披

挂幞头，旅贲军蓝底黑甲、右骁卫银

甲、龙武军银甲金边、神武军则是铜色

的金甲……这些象征士兵身份的铠

甲，由专业甲胄复原师温陈华精心制

作，全部按照历史复原。

如果说《长安十二时辰》表现的是

唐朝开放博大的气势与融合了民族服

饰的多元性特征，那么以宋代宫廷为

故事背景的《清平乐》与《大宋宫词》是

展示出宋代传统服饰高贵典雅的一

面。这两部先后制作的电视剧采用统

一服装造型团队，集结了艺术顾问叶

锦添、化妆造型杨树栋摄影指导曾念

平，美术指导宋军等两岸三地的一线

美学大师，以宋代真宗皇帝皇后的爱

情故事为主线，以“咸平之治”与“仁宗

盛治”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北宋真宗时

代宫廷内外名臣、宗族及周边国家之

间的故事。其中真宗皇后刘娥谒庙时

穿的一套女版衮冕（王公贵族在祭宗

庙等重大庆典活动时穿戴用的正式服

装）、皇太后与曹皇后的翟衣（后妃命

妇绣有翟鸟花纹的最高礼服）、宋仁宗

佩戴的通天冠，大臣的朝服都经由专

业的服装复原专家设计并制作。

实际上，中国美学演进至唐宋，其

高雅性和精致性就已经在花鸟山水

画、陶瓷、唐诗宋词等多个方面展现出

来，这几部作品在其它方面也参考了

《瑞鹤图》、《韩熙载夜宴图》、《听琴图》

等多幅古画，角色的台词、礼仪、庭院

等方面均存在诸多考究。在影视剧中

积极“复原”古画、典籍中的人物造型

在文化引导方面具有很大推广效应。

这样的造型设计源于中国传统的历史

记载与古画文物，风格别致、还原精

美，是古典美学在当代艺术形式中的

应用。

二、传统文化元素

在影视造型中的变革创新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承

载着从古至今数千年来的民族生存经

验与记忆，又因不同社会环境与社会

意识的积累而具有独特性。在当今全

球一体化的大格局下，一个民族的文

化与美学不仅承担着彰显民族历史、

表现民族文化精神的重任，也具有创

造新时代中国文化的使命。

传统文化元素在表层符号上与画

面的融合是最常见的创意设计，如对

古典画常见色彩的挪用、图形元素的

提取、结构的摹写等方面。此时，设计

者应当将这些表层元素与中华文化的

深层核心价值结合起来，在满足观众

与消费者个性化的审美和消费需求的

同时，通过古典审美传播优秀传统文

化与价值观念。在侯孝贤导演《刺客

聂隐娘》时，他首先在美术、服装、布

景、摄影等方面进行了极尽精细的描

绘，所有“唐朝”的丝制品全部是真丝

材质的精品，除了在中国的丝织品产

地苏州杭州购买，美术部门还远到去

印度、韩国买了不同的手工的丝制品

在布景中使用。更重要的是，他真正

赋予了女主角聂隐娘以给予传统美德

的完整人格。《聂隐娘》的故事原型取

材自裴铏所著的唐传奇，原文字数仅

有百字左右。为了将聂隐娘故事背后

的中唐藩镇之乱、道教与朝廷的关系

以及节度使、遣唐使等历史背景还原

出来，真正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赋予

隐娘与其他人物以符合其身份、地位

的形象，侯孝贤及其他主创人员在拍

摄前集体研读《资治通鉴》、《新唐书》

等典籍，并在此基础上根据隋唐的社

会风俗记载反复修改了剧本，根据这

些信息重新梳理了角色的行为动机与

心理特征。在最后的影片中，聂隐娘

情感丰富却沉默寡言，出身名门令她

的言谈举止沉稳大气，但从小寄居师

父篱下生活的经历让她更喜欢独行。

作为侠客，聂隐娘武功高强但颇有同

情心，她对幼时喜爱的田季安一直念

念不忘却背负了杀死他的任务，踌躇

与迷惘之间更显出她人格的高贵。这

部影片的外景充满《坐石看云图》、《谿

山行旅图》、《溪山渔隐图》等文人山水

画中寂寥悠远的意境；即使是室内场

景，在纸醉金迷间也能听到鸟虫鸣叫、

导演执意等来的微风吹动轻罗幔帐，

给全片带来了无比清冽的质感。总而

言之，其中的传统文化元素没有过度

消费和滥用，优质传统文化资源的价

值也没有因这一媒介的大众化遭到贬

损。《刺客聂隐娘》充满士人与侠客精

神，是一部可以真正代表中国美学的

作品。

最后，影视造型中的传统元素不

仅要致力于挖掘、传承传统文化，传承

中国文化和传统的基因；还要与中国

当代的优秀新文化相融合，将传统美

学与当下的潮流相融合，这样兼具历

史性、当下性和未来性的美学设计才

能引领整个民族的审美风尚，引领创

新性的古典潮流和新的生活方式。在

《妖猫传》、《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等影

片中，传统文化元素既具有贴合历史

记载、标识角色身份的一面，也有借鉴

了当代审美要素，以表现主义手段显

示其个性与心理状态群体认同的一

面。这些传统文化符号虽然具有历史

原本，但影视剧本质而言还是要反映

当下的国民文化心态与审美价值，它

们是时代文化潮流与历史文化资源的

有机结合，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内涵与

时代审美潮流的结合。

（作者系四川传媒学院副教授）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彼得·韦伯

于2003年所拍摄的一部传记电影，改编

自英国女作家特雷西·雪弗兰的长篇小

说。两部艺术品以不同的艺术体裁聚焦

于同一幅画作背后的故事。家境清寒的

女孩葛利叶为了补贴家用来到画家维梅

尔的家中帮佣，颇具艺术天赋的葛利叶

无意中为维梅尔提供了灵感，二人开始

合作一幅将要流传百世的名画……作为

令维梅尔成为 17 世纪小画派代表的杰

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却并没有在约

翰内斯·维梅尔生前为他带来任何荣誉

和财富的奖励。电影的内在核心叙事所

展现的正是这样高雅体面的艺术史难以

兼容的荒诞：在赊账、夫妻争吵和图谋不

轨的艺术赞助者等种种阴暗的边缘事件

中，传世的少女的珍珠耳环散发出可疑

的光辉。正如画作本身的明暗对比一

样，色彩鲜明的前景背后隐藏着沉默的

少女葛利叶，在 17 世纪启蒙话语、现代

性的时代盛景中她与她的形象建构起了

一个关于女性叙事的美学隐喻。

一、男性凝视与沉默的女性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的葛利叶验

证着一个真理：对于贫穷的少女来说，美

貌是一种诅咒。因为她的美貌更加显化

出在17世纪的欧洲，贫穷女性的存在无

异于阿甘本所言的赤裸生命。葛利叶先

是因为父亲和兄弟的意外（这些背景在

原著小说中均有所交代）而成为画家的

女佣，而后在画家的家庭中成为女主人

欺凌的对象、男主人观看与凝视的客体，

最后甚至险些遭到艺术赞助者凡·路易

的暴力胁迫。一个群体的阶级与身份属

性与个人的身体紧紧缠绕在一起，单纯

的身体在某一个社会语境中获得政治身

份，以及随之而来的法律庇护。

与此形成对比的葛利叶的生命却是

如同动物一样的赤裸生命，她只在纯粹

的生物学上存在着，不受任何法律与道德

的保护而可以被人随意处置。葛利叶处

在这个群体权力的底端，就像在电影最后

维梅尔所绘制的两幅画——一幅是被公

开展示的上等社会的晚宴群像，一幅则是

动机暧昧单独绘制的葛利叶，前者对后者

的权力控制不仅表现在葛利叶被强迫作

为画中人物的模特，更还体现在画中的葛

利叶完全被抹去了姓名。只有在这个角

度上，我们才可以更加全面地评估这个所

谓的“爱情故事”的残酷真相。

艺术的美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现

实来源的血腥压迫，但是无法否认的是

绘画与作为绘画素材的现实是无所不在

的生命政治的一部分，这首先就体现在

视觉中心主义的观看之道上。即便葛利

叶本身就是一个极高艺术天赋的女性，但

是她的天赋却只能用来作为维梅尔天赋

的容器与工具。当葛利叶移开了椅子，认

为“她（女模特）看上去像是被困住了”的

时候，她实际上却是在谈论现实中被困的

自己。她连续地被交易、被吸收进男人的

世界里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形象。没有

耳洞的葛利叶接受穿刺，只为了戴上象征

着纯洁无辜的珍珠这一情节象征着维梅

尔对葛利叶无声无形的掠夺。

男性凝视（Male Gaze）这个概念特

指男性对女性一种特殊的观看方式。这

种观看绝非纯洁中立的观看，而是携带

着一整套权力运作和欲望纠缠的方式。

男性凝视正是视觉中心主义的产物，在

视觉中心主义文化中，观看是一种权力，

观看者通过“看”确立自己的主体位置，

被观者沦为了观看的客体而渐渐失去自

己的认知。维梅尔几次在暗处观察葛利

叶、凡·路易在晾晒的白被单背后伏击葛

利叶都在强化着一种身份力量悬殊的观

看对比，成为被观看者意味着自我身份

的空缺从而当女性体会着男性凝视者的

眼光带来的权力压力时，会通过内化观

者的价值而物化自我，就如同女主人妻

子嫉妒葛利叶被选中质问维梅尔为什么

不画她一样，被凝视讽刺性地成为了价

值的体现。

然而《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看和被

看的关系比惯常所知的男性凝视更加复

杂。伍尔夫曾说过女人是男人的镜子，

她拥有神奇和美妙的力量能够让男人在

镜中呈现出比自己实际还大二倍的身

影。绘画的看与被看并非是一个单向通

道，电影所正确看到的是男性通过观看

物化女性以确证自身的时刻，同样也是

男性身份焦虑最为严重的时刻，因为这

意味着他随着她的位置而动摇波动，若

她不回应这一观看那么把男人当作中心

的父权期望反而很吊诡地将男性隐形

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侧面挑战着视

觉中心主义的霸权，电影表现了葛利叶

完全不为男性所知的自我正如她紧紧包

起来的头发一样，《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中的少女不只是被描绘的对象，同样在

回望着画家/观众，她目光中的欲望、痛

苦与纯真成为画的灵魂，左右着人看的

方式——葛利叶既是手无寸铁的赤裸生

命，又是这个残酷游戏的潜在参与者。

二、美与现实：诗意美学的隐喻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并不仅仅是关

于一幅世界名画的传记电影，其在内容

与形式上达到了完全的一致。电影本身

同样就有着油画般的质感和和谐的比

例，比如在葛利叶与男友散步时过曝身

边的树林来制造特殊的质感。电影时常

以缓慢拉近的镜头突出前景与背景之间

强烈的明暗对比，来暗示人物性格的变

化以及某种特殊的气氛。

在电影的最后，葛利叶穿了耳洞，名

画的完成仅仅需要最后的一个步骤，画

家维梅尔用暧昧的肢体动作抚慰了葛利

叶的疼痛和委屈，却又回到画布前准备

继续完成画作。此时镜头对准了葛利

叶，并且慢慢拉近聚焦，葛利叶背后纯黑

的背景更加突出了她头巾的色彩和珍珠

耳环的光泽。电影在这里暗示着葛利叶

与维梅尔之间一触即发的欲望张力与绘

画难分难舍地融合在了一起，绘画或者

说绘画的美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艺术创作

行为，而更像是情欲的最终结合。这同

样也是这部电影对于艺术美的形而上想

象，在至高的画的美中身份、道德都不再

重要，葛利叶不再是一个贫寒的底层少

女，而维梅尔也不再是一个籍籍无名的

已婚画家，二者可以在一幅画中实现自

由地结合。电影强调了这种美的结合超

越了世俗的审判标准，成为一个不公义

的现实世界中的镜与灯。

值得注意的却是，电影这样混淆现

实与艺术，将道德替换为美的尝试可能

也包含着一种它所试图避免和净化的权

力隐喻。以爱情与艺术的名义获得永恒

仅仅是无力改变现实的精神胜利法。当

葛利叶险些被凡·路易强暴时，美不能保

护这个纯粹美丽的少女不受伤害，当维

梅尔无视经济压力沉浸在作画与修改中

时，妻子与幼子又都成为了美的牺牲

品。电影最后的情节是原著小说的结

尾：维梅尔英年早逝，留下遗嘱将当年那

对珍珠耳环赠予葛利叶。而彼时的葛利

叶已经结婚生子，并未将往事告诉丈夫，

而是将耳环变卖谎称是维梅尔家付清的

买肉欠款——葛利叶最终用生活的物质

要求走出了美的迷障，艺术或许可以流

芳百世，却仅仅是整个现实的一个侧影。

（作者系南宁理工学院文理学院讲师）

■文/朱虹博

■文/邓正燕

延安时期电影对延安精神的呈现

在全面抗战初期，袁牧之、吴印咸、

徐肖冰等奔赴陕甘宁边区，他们首次将

电影拍摄设备带到了延安，掀起了延安

时期拍摄电影的高峰。以他们为核心，

中共中央于 1938 年成立了八路军总政

治部电影团，简称“延安电影团”。延安

电影团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

个电影组织机构，他们以简陋的设备记

录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艰苦奋斗

的生活、战斗场景，留下了白求恩在手

术台上进行手术，毛泽东在七大上发言

等珍贵的影像。这些电影作品展现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诸多历史细节，

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奋斗历程中形成的

宝贵的延安精神。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

的灵魂。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

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高举抗日救国和民

主建国的大旗，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

出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完成

了拯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实现

人民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与

《九一运动会》两部电影中，中国共产

党带领延安军民一贯坚持坚定正确的

政治方向。在影片中，毛主席在抗大

回答“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的问题时

表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在纪

念抗大成立三周年时又明确将“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确定为抗大首要的

教育方针。影片将笔触聚焦于大时代

下平凡革命者的个体情感与命运起

伏，充分尊重拍摄对象的真实体验，这

样的真实影片激励了无数边区群众为

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突破国民党

反动派的军事和经济包围共同奋斗。

《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与《九一运

动会》在电影形式上以气势磅礴的生

产生活场面与为特征，让无数党员受

到了精神上的洗礼，在国统区也产生

了巨大影响。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

精髓。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完成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

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从

《陕甘宁边区二届参议会》、《十月革命

节》等延安时期的重要活动和纪录片便

立足现实，展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精神。

《陕甘宁边区二届参议会》展示了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设立的民意

机构和立法机构——参议会的会议情

景。影片的创作者深入历史事实与历

史真相，从各个方面尽量触摸历史的精

神与脉搏，影片深入大会场景中，生动

表现了众位代表听取了边区政府主席

所作的工作报告和参议会副议长作的

参议会常驻会工作报告，重申要团结全

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

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情景。这些情景

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立足工作中的现实

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矛盾，从客观实际

出发搞好革命工作的宝贵经验。《十月

革命节》则展现了延安军民庆祝苏联十

月革命节的干部晚会场景。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科学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功地推进了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部带有强烈纪

实性的影片将创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

革命经历、思想、情感、观念以及审美特

征直接体现在作品当中，从当下出发观

察延安的生活百态与我党的思想进步；

在这样的作品中，观众不仅可以看到历

史中的各种人物与事件，以及它们之间

的联系，还可以看到特殊事件中体现出

的普遍性真理，看到无数平凡的“小人

物”是如何在各自不同的情景中与中国

共产党相遇，最后在党的带领下凝聚起

扭转乾坤的磅礴伟力。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

的本质。在袁牧之编导，吴印咸、徐肖

冰摄影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中，

便记录了全国各地的爱国者从五湖四

海来到延安学习战斗的情景，以及八

路军指战员与战士们与人民群众在生

产备战中建立起血肉联系，在革命战

争中培育军民鱼水深情的情景。

《延安与八路军》是延安电影团摄

制的第一部影片，摄制组在陕西省延

安市黄陵县桥山镇的黄帝陵拍摄了第

一个镜头，随后东渡黄河，进入晋绥抗

日根据地进行拍摄。底片在送去苏联

洗印的过程中，遇苏德战争爆发而丢

失，现有版本根据延安存放的 16MM

胶片修复完成。影片中，被誉为“民主

的政治”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与爱国人

士、知识青年、工农群众密切联系，表

现了我党践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

作风。《延安与八路军》在对延安社会

风貌的展现中表现了“天下人心归延

安”的信念，以及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

“为人民服务”朴实也最响亮的时代最

强音。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

突出特征。延安时期，以三五九旅南泥

湾大生产为典型的大生产运动，为陕甘

宁敌后抗日根据地摆脱困境、打破封

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

的保障。同一时期的许多记录电影便

以这场伟大的生产运动为拍摄对象，反

映出延安时期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的创业精神。

延安电影团从 1942 年开始摄制大

型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由吴

印咸、徐肖冰拍摄。由于拍摄的大部分

场景都位于南泥湾，因此也被亲切地称

为《南泥湾》。《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选

择的拍摄对象以三五九旅军民垦荒发

展农业、手工业的劳动情景为主，其中

的劳动场景与中国农村的面貌、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处境结合起来，从更为宏观

的层面上展现了外有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内有国民党军事包围、经济封锁，中

国共产党人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断

发展壮大的过程。影片首先展现了八

路军将士们风餐露宿，在贫瘠的黄土地

上艰难开垦田地、挖窑洞、修路筑桥与

开办手工业作坊等改造南泥湾的行动；

镜头一转，又来到丰衣足食之后的八路

军战士们有组织地积极学习文化知识、

农闲时在打靶场上练兵习武的场景，充

分展现了我军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进行

的积极准备，以及“生产与战斗结合起

来”的奋斗目标。影片还穿插了机关、

学校的大生产运动。这部电影的题词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正是大生产运

动火热开展时毛泽东主席专为本片写

下的题词。影片记录了毛泽东专门为

影片题词的情景，展现了共产党领导人

对以边劳动边战斗为主导话语的时代

精神的肯定。在影片的结尾，曾经贫瘠

荒凉的南泥湾在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下变成了瓜果遍地、牛羊成群、风景

秀丽的“陕北好江南”。

结语

延安时期的电影通过呈现大历史

中诸多人物的战斗、学习、生活、劳动等

景象，成功描绘出一个伟大的民族在苦

难的时代不懈奋斗的生动图景。延安

电影团也因此揭开了中国电影史上划

时代的一页，为新中国发展人民的电影

事业开辟了道路。这批珍贵的饱含延

安精神的历史镜头也将永远激励着中

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勇毅前行。

（作者系延安干部培训学院延安精

神教研室主任）

■文/刘凡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