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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eation of women's images is called as the "painting of the figures of ladies" in 
Chinese paintings, and it is called as "beautiful paintings" in Japanese paintings. Japanese Kayoed 
beauty painting originates from painting of the figures of ladies in China's Tang Dynasty, and is 
constantly develop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traditional meticulous painting of the figures of 
ladies. This paper aims at comparing costumes between China's traditional meticulous painting of the 
figures of ladies and Kayoed beauty painting on the basis of the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of existing 
data, studies,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nd combines 
practical experience with theoretical knowledge to discuss it. 

Keywords: China's traditional meticulous painting of the figures of ladies, kayoed beauty painting, 
costume, influence.  

 

论中国传统工笔仕女画和浮世绘美人画在服饰上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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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性形象的创作在中国画中被称为“仕女画”，在日本画中被称作＂美人画＂。日本

浮世绘美人画胎息于中国唐代仕女画，在中国传统工笔仕女画的影响下不断发展。本文旨在

对现有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工笔仕女画及日本浮世绘美人画中的服饰做比较，

研究、分析和讨论两者的异同，并结合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作一论述。 

关键词：中国传统工笔仕女画  浮士绘美人画 服饰 影响 

1. 前言 

女性在绘画作品中作为表现对象，具有悠久的历史。以女性为绘画题材的创作在传统中国人

物画中被称为“仕女画”，在日本人物画中被称作“美人画”。追溯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源

远流长，日本艺术与中国艺术血脉相融，日本的绘画从飞鸟时代到江户时代历经的一千二百

多年发展过程中无不在学习中国的绘画，并以不同的形式反映着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与中国

古代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日本浮世绘美人画在发展变化过程中，

始终受到中国传统工笔仕女画的影响，我们透过其媚艳浮华的外表下，仍可清晰的探到它在

绘画中的服饰亦深受中国传统工笔仕女绘画艺术影响的痕迹。并以各自独具民族特点的艺术

形式，给世人展现和认识东方女性的不同美。 

2. 发髻 

仕女的发型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中国传统工笔仕女画中大致有高髻、灵蛇髻、九鬟

仙髻、螺髻等等，最常见的是从汉代开始盛行于唐、五代的高髻。高髻，总发也，挽发而束

之于顶，特别是唐代妇女的发型，直接影响到五代和北宋末年，它既是《簪花仕女图》中贵

妇的代表发型，又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展现不同的美。它的特点是厚重高大，利用自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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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或别人剪下的头发添加在自己的头发中，或以之做成各种假髻来装戴。而浮世绘美人画中

美人的发髻几乎都是从中国的高髻演变而来的，将全部的头发高高束在头顶上，露出光亮的

前额及后颈，称为岛田髻。 

3. 头饰 

中国传统工笔仕女画的头饰缤纷复杂，让人目不暇接。画家根据古诗《羽林郎》“头上蓝田

玉”；曹植《洛神赋》“载金翠之首饰”；白居易《长恨歌》“云鬓花颜金步摇”等等这些

描写古代妇女头饰的诗句作为工笔仕女画头饰的依据。譬如“头上蓝田玉”就是指周昉《纨

扇仕女图》中仕女头上所戴的用玉做成的头饰；“金步摇”是五代阮郜的《纨扇仕女图》中

仕女的头饰。各个朝代的发饰虽因当时不同的时尚而各异，但总的来说都离不开梳、钗、笄

等束发工具。于是首饰艺人就在这几种束发工具上雕刻纹饰，或镶嵌金银珠宝，极尽奢华。 

浮世绘美人画美人的头饰相对来说就显得极为简单，基本上就是原始牙梳、笄，钗等束发工

具，少有镶嵌及雕刻装饰。类似于中国五代时的高髻与银钗牙梳相配，但浮世绘美人画中和

服美人头上的钗和笄造型比之更纤长，且往往以数根从两端分别插入发中，那长长的笄呈放

射状形成对称，别具一种形式美。她们有时还会戴角隐，也就是我们说的蒙头的帽子，其实

是一种美女们游山玩水时戴的防尘帽。一般从前额顶分两边向脑后缠绕，在头顶打结，戴在

高高的岛田式发髻上。在鸟居清长的《春之野游》中，那头戴角隐，发插笄的美人正向我们

展示出日本民族那独特的头饰美。 

4. 服式 

中国历代妇女的服装式样众多，变化颇大。即使是某一个相同时期内，服装式样也经常反复，

如唐代上衣的袖子就经过了宽－窄－宽的变化。尽管服式千变万化，然而至明清，中国传统

工笔仕女画大都采用了唐、五代的妇女服式。顾恺之《女史箴图》中每个仕女的上衣皆为广

袖，并流传下来；到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演变为宽袖；再到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中仕女又着窄袖，反反复复，光袖子的宽窄变化就体现出不同时代中国传统工笔仕女画的不

同风格。总的来说，除上衣外，古代仕女衣着通常有以下几种，即领边、衬衣、大带、裙腰、

正面小带、侧面小带、腰裙边及土裙。其中，腰裙是在唐后出现的。从《簪花仕女图》中我

们可以看到唐代仕女不着腰裙，而是将土裙直接系到胸部，体形就显得格外修长，里面不着

内衣，仅仅以轻纱蔽体。“绮罗丝缕见肌肤”的句子形容的就是这种装束。大带又名风带，

是仕女衣饰中最主要的带子。“吴带当风”就是表达的此类风带的飘逸舒卷，它是增强仕女

动态，表现美感和神采的有效手段。此外，还有一根用双带打成蝴蝶结样式的花结系在腰上，

作为拦裙带子的正面小带，它在仕女服饰中同样为表现飘逸感不可或缺，也占有很重要的地

位。此外，仕女脚下穿的是用凤头装饰缝在前端的鞋，通称“凤头鞋”。由于中国古代有缠

足的习惯，既不健康又不美观，因此历代画家少有画脚的。只有在张萱《捣练图》等唐、五

代的工笔仕女画中才会看到在土裙下稍露出的那一点凤头。 

浮世绘美人画中美人身着和服，是日本的传统民族服装，但追究其根源，它源自中国唐代的

长袍。是日本奈良时代从中国的江浙一带“移植”过来，被称为唐风贵族服。到平安时代，

也就是日本的“国风时代”，在全盘消化唐文化后，以毕业生之态堂堂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他们施以一些改造，譬如加长袖子，把衣服的幅度变宽。但为给人以美感，宽大的和服穿时

需要紧紧贴在身上，有意识的显示出人的线条美。基础和服是一种齐踝长的有宽大的长袖和

v 形领的衣袍。整件衣服既无衣扣又无绊带，而是在胸前将左襟盖在右襟上，然后在腰部用

腰带或和服的带束穿。“最初的和服腰带窄而细，打结在腰前。桃山时代后，日本女子不再

穿裙子，腰带露在外面，看起来不顺眼，而且破坏体形美。后来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开始

系筒装腰带，并改在前方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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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和服相配的是草屐和木屐。草屐呈椭圆足形，使用革、草、布制作而成。发明于古代中国，

在《后汉书》中已有记载，日本平安时代出版的《西宫记》中也出现过草屐两个字。清长的

《春之野游》中的黑衣美人脚上正是穿的草屐。由于日本女人不束脚，浮世绘美人画面多有

表现光滑的小脚或着草屐、木屐，表现户外美人穿着草屐漫步的情景，另外还热衷于表现闺

室风情中，美人光着细白柔滑的小脚丫的场景。在这种特殊的民族服装包裹下露出来两头，

既满足了浮世大众审美要求，又使日本民族的含蓄美和诱惑美体现得淋漓尽致。 

5. 纹式 

中国传统工笔仕女画和浮世绘美人画中，人物服饰上都要画上一些图案和花纹，借以色彩突

出人物的形象，体现丰富的画面效果，增强观赏性和装饰性。中国传统工笔仕女画中的图案

纹样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各朝代都因服装不同而图案纹样各异，标志着不同的时代

特征。长沙汉墓的《龙凤人物帛画》中贵妇衣服上的图案，“云纹”、“回纹”等纹样异常

精美，可算是最早的仕女衣饰绘画图案。而在张萱、周昉画中，流行于唐代的“唐草”和“番

莲”，汉代却没有，足以说明汉、唐两代妇女衣服纹式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五代继承汉代

的纹样较少，而延续了唐代的纹样；宋、元、明、清的图案纹样却直接受五代的影响。中国

传统工笔仕女画的图案纹样虽然很多，但用在仕女服饰上一般有九种：方格式；蜂窝式（也

称龟背式）；古钱式（也可称套圈式）；云头式；由唐草演变而来的拐如意式；菱形式；波

纹式和散点式。其中，波纹式多用于仕女土裙底部，而散点式（一切不连属的图案花纹按对

衬排列组合而成的都称为散点式）以动物纹、云鹤纹、各种花纹最常见。如《簪花仕女图》

上最左边的贵妇带上的云鹤纹样，土裙上的番莲花样；唐寅《孟蜀宫妓图》中仕女衣领及土

裙上的拐如意式等等都显得异常精美，突出了衣服的华丽质感。 

日本江户时代正好开始大量流行各种纹样，为浮世绘美人画的美人服饰纹样创作提供了丰富

参照。美人和服及其带的图案纹样既有全部一体的循环纹样，也有不循环纹样经排列组合而

成的模样。日本纹样的原型大多来自自然界的花鸟风月或生活中的各种道具。通常包括四大

类：植物纹样（梅、樱、藤、菊等）；动物纹样（龙、凤、鱼、鸟、虫等）；器物纹样（扇

子、团扇、茶道具等）；几何纹样（麻叶、网眼、龟甲等）。此外，在纹样的风格中，还喜

用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所产生的带有吉祥含义的各种题材吉祥纹样，如松、竹、梅等植物纹

样；鹤、龟、凤凰等动物纹样以及各种宝物纹样等等。当时以卷草式样构成的唐草纹样也盛

为流行，可分为葡萄唐草、菊唐草、牡丹唐草等，明显带有中国唐代风格。另外，还有一种

将经向的缟纹样与纬向的缟纹样组合起来形成的最为普通的格子纹样。喜多川歌麻吕《木琴

与三弦之合奏》中，左边的美人和服上即为这种格子纹样；前面距离观者最近，跪坐着的美

人身上和服不仅带有扇形纹样，黄色的葡萄唐草纹样还点缀着上方，下方却装饰着飘动的羽

毛纹样；靠右身着普通直立条形纹样和服的人面前，木琴上用的是中国的拐如意配花饰的混

合纹样；而最右边站立的美人手捧的带上纹式正是仕女画纹样中常见的六角形蜂窝式纹样，

里面配以菊花纹样点缀，和服下方流动着梅花纹样……整个画面的各种美丽纹样让人目不暇

接，极具观赏性和装饰性。  

一个民族的特性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生存地域和生活环境中孕育出来，它是无形却无处不在的。

中国传统工笔仕女画服饰崇尚表现含蓄柔美、矜持的内在美风格，画中的仕女形象传达出来

的精神给人的感觉就是安静、温柔、宁顺，有含蓄逸雅之貌；体态平缓、神情安详平和，让

人轻松随意，没有紧张感。这种风格的形成与传统中国古代封建礼教思想对妇女产生长期的

束缚有很大关系。而浮世绘美人画中的服饰与中国传统工笔仕女画的服饰既有共性又在双方

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民族传统、文化习俗所形成的审美观念的不同下存在自己独特的个性，

在融合外来艺术与本民族艺术的基础上移植、吸收、消化、演绎，从而展现自己别具一格的

形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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