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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绘是⽇本江户时代流⾏的风俗画，分⼿绘和⽊刻版画两种形式。它的产
⽣⼀⽅⾯基于本民族艺术的延续性，另⼀⽅⾯又受到中国绘画及西⽅绘画的影
响。 

18世纪浮世绘版画趋于成熟，艺术家胜川春潮的主要创作时间为该世纪⼋⼗
年代，并以美⼈画见长。《⾬归图》是胜川春潮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描绘了三
个穿着华丽的⼥⼦在⾬中⾏⾛的场景，画⾯颜⾊丰富和谐，空间⼴阔真实；并且
⽆论从艺术语⾔、画⾯内容还是具体的制作技术来看，《⾬归图》都具有⽐较全
⾯的浮世绘信息和⽐较明显的浮世绘版画特点。笔者试图以《⾬归图》为窗⼜，
窥视整个浮世绘艺术，同时论证中国绘画（尤其是传统⽊刻版画）对其的影响。
为了便于研究，笔者对这张画进⾏了⽐较完整的技术还原，并通过对其复制从⽽
对浮世绘有了更进⼀步的认识。 
在具体的论述中，笔者通过对⽂献资料的查阅研究和图⽚⽐较，试图论证中

国古代⼈物画对浮世绘的影响；通过对《⾬归图》主版的研究，从形象特征、线
条特征、线条组织、空间处理等⽅⾯论证中国绘画对浮世绘的影响；通过对《⾬
归图》套⾊技术的研究，论证明清版画对浮世绘的影响；通过《⾬归图》研究浮
世绘的本⼟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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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  Ukiyo-e Foreign  Influence  YuGuiTu  Copy   Unique  

    Ukiyo-e is Japan's unique art form, popular in the 17th to the 19th century, including 
hand-painted and wood engraving in two forms. It in place on the basis of the domestic 
arts, and foreign influence. 
   Ukiyo-e prints in the 18th century to mature, ShenChuanChunChao main creation 
time for this century eighty s, and is good at painting beauty. YuGuiTu representative in 
his works, depicted the three wearing gorgeous woman walking in the rain, the picture 
color harmony, vast space; This picture has the obvious Of Ukiyo-e prints 
characteristics, in line, color, etc. In my thesis, I attempt to prove that the picture is the 
effect of Chinese painting, so I copied the prints. And through a copy of it I had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I'm going to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and pictures to prove my point of view. 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parts: effect of Chinese ancient figure painting of 
Ukiyo-e prints; in-depth study of this painting lines; influence of Ming Dynasty Qing 
Dynasty prints; Unique Ukiyo-e pr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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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国内外关于浮世绘与外来⽂化尤其是中国绘画关系的研究很少，⽽针对某
⼀张具体画⾯进⾏的相关研究就更为罕见。 
⽇本⽅⾯相关的著作不多，其中⼤多只是提及中国版画对浮世绘的影响，

⽐如⽇本学者永⽥⽣慈在《关于中国⽊板技法与浮世绘的思考》中提出⽇本浮
世绘的产⽣与发展是受到了中国版画的影响，但并没有做深⼊探讨。 
荷兰⼈⾼罗佩因得到⼀本中国古代春宫画册《花营锦阵》⽽著有《秘戏图

考》，在这本书的英⽂⾃序⾥他明确提出⽇本浮世绘创作者受到了中国⽊刻版
画极⼤影响，并在正⽂中列举出具体事件以证明。但因此书的⽬的并⾮研究浮
世绘与中国⽊刻版画的关系问题，所以对这⼀观点没有展开讨论。 
中国有⼀些关于浮世绘的书籍，但⼤多也是普通的介绍，对浮世绘与中国

版画的关系问题很少有深⼊研究。学者潘⼒所著《浮世绘》，⽐较全⾯系统的
介绍了浮世绘，并对浮世绘的社会⽂化根源、题材样式以及具体的制作技法等
做了深⼊研究，对国⼈了解这⼀独特艺术形式有很⼤帮助，但书中没有针对浮
世绘与中国绘画的关系问题做详细深⼊的个案研究。东南⼤学⾼云龙博⼠论⽂
《浮世绘与明清版画》，⽐较系统地论证了明清版画对浮世绘产⽣及发展所给
予的深刻影响，对浮世绘是⽇本⼈独创的绘画艺术的说法提出了有⼒的质疑，
但其论证的⽅法主要是⽂献资料的考证⽽⾮对具体画⾯的详细研究。 
浮世绘在⽇本美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主要特点之⼀是它的平民性，⽽

这种平民性的艺术形式也同时具有很⼤程度的国际影响，这种影响在欧洲印象
派和后印象派的画家中不难看出。相反，对浮世绘的产⽣及发展造成巨⼤影响
的中国传统⽊刻版画却没有其应有的地位，尤其是在浮世绘与中国绘画的关系
问题上，⼀直以来缺乏深⼊的认识与研究。所以，笔者打算以不同的视⾓，⽤
不同的⽅式来论证中国绘画尤其是⽊刻版画对浮世绘的影响。 
在笔者看来浮世绘包含两种性格：第⼀是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绘

画及西⽅绘画的吸收借鉴上；第⼆是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它的本⼟性上。 
胜川春潮是胜川派始祖胜川春章的门徒，擅长美⼈画，主要创作期间在⼗

⼋世纪⼋⼗年代。虽然不是浮世绘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但他的《⾬归图》包
含⽐较全⾯的浮世绘信息：从艺术语⾔上讲，⽆论是主版的线条特征还是颜⾊
的平⾯处理，都具有很强的浮世绘风格；从画⾯内容上讲，它既有⼈物又有风
景，并且⼈物形象具有浮世绘艺术的程式化特点，风景部分又体现西⽅绘画的
焦点透视；从制作技术上讲，他是标准的套⾊版画，体现成熟的浮世绘技术。
所以笔者认为《⾬归图》具有代表性，具有研究价值。 
笔者对本论⽂的写作有以下特点：以版画制作者的⾝份；以⼀张具有代表

性的浮世绘版画作品为突破⼜；以对《⾬归图》技术还原的具体实践为基础；
以对⽂献资料的查阅研究和具体画⾯的⽐较对照为主要⼿段。 
浮世绘对于很多⼈来讲都不是陌⽣的词语，相关的⽂章、书籍也有不少，

但很少有亲⼿制作过浮世绘版画的⼈去介绍甚⾄论证相关问题。⽽在笔者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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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具体制作的经验是珍贵的甚⾄是必要的，因为这能为研究浮世绘提供不同
的视⾓，⽐如浮世绘与中国传统版画制作⼯具上的不同所体现出的创新精神和
本⼟化特征问题。以⼀张画为突破⼜，有利于更集中、更彻底的研究分析，从
⽽以点带⾯把握全局。浮世绘、中国传统⽊刻版画都是视觉艺术，既然是视觉
艺术就肯定有单纯的语⾔⽂字所不能充分表达的部分，所以在⼀些论证中⼤量
具体图画的参与是必要的。 

                

        第⼀一章 中国古代⼈人物画对浮世绘的影响 
  
                     
           第⼀一节 略略谈中国绘画对⽇日本的影响 
     
《⾬归图》中具有很强的中国古代⼈物画⾊彩，尤其是物象轮廓的线造型

特征。中国古代绘画对⽇本有着深远影响，这在⽇本古代早期⼈物画作品中就
就可以看到，同时在⽇本浮世绘版画这样⼀个特殊的艺术形式上也有明显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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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1 《⾬雨归图》 胜川春潮 

   浮世绘作为⼀种艺术形式，它的产⽣除了受到外来⽂化的影响，当然会基于
本民族艺术的延续性——那么，为了讨论中国绘画对其的影响，⾸先有必要总
体上讨论⼀下中国绘画对⽇本绘画⼀直以来的影响。 
中国艺术对⽇本的影响由来已久，正如学者王勇所说：“⾃弥⽣时代开始，

⽇本艺术在其受容、模仿、消化、成熟、创新的各个阶段，均与中国艺术拥有
不可分割的关联，······” ⽇本学者真保亨也指出：“以历史的眼光纵观⽇本绘画1

的发展，从古代到近世，中国绘画的影响是始终如⼀的。”   2

《⾬归图》的特⾊之⼀是⽤线条对⼈物形象的成功塑造。⼈物是中国古代
绘画的主要表现对象之⼀，⽽⼈物造型使⽤的绘画语⾔主要是线条，这⼀点在
历朝历代的绘画实物中都可以得到证实，在此不做讨论。产⽣于⼗⼋世纪末的
《⾬归图》甚⾄可以看到东晋顾恺之的影⼦，尤其是画⾯整体的飘逸之感。在
顾恺之的作品《⼥史箴图》与《洛神赋图》中，⽆论是⼥史还是洛神都有随风
飘扬的美丽⾐带，这种对线条语⾔的娴熟运⽤让观众⼏乎感觉不到线的存在，
只有对画⾯形象的深刻印象。如图2所⽰，虽然⽤同样的⼿段刻画，但在具体表
现上还是有明显的区分：所谓⼥史就是侍候古代帝王的⼥⼈，与普通⼥⼈的唯
⼀区别是她们具有⼀定的⽂化修养，所以相对来讲画⾯中⾐带处理⽐较简洁⾃
然，合乎常理；洛神是神，所以⾐纹处理⽐较夸张，着重加强了⾐服的华丽尤
其是飘逸，这样就突出了不同于凡⼈的⽓质。相⽐之下《⾬归图》虽然线条“⽣
硬”很多，但⼈物描写依然真实可信⽽不失艺术夸张，⾐纹繁密复杂⽽能洒脱流

 王勇 上原昭⼀：《中⽇⽂化交流史⼤系7艺术卷》，浙江⼈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1

 王勇 上原昭⼀：《中⽇⽂化交流史⼤系7艺术卷》，浙江⼈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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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同时还具有⽊刻版画所特有的⼑味与⽊味。 

  !  !  
                    图2 《⼥女女史箴图》与《洛洛神赋图》（局部）  东晋 顾恺之 
⽇本⽂化化对中国⽂化的借鉴吸收有⼀定的滞后性，就像中国学者严绍璗

所说：“⽇本⽂化在与中国⽂化的会合中，始终存在着⼀百⼏⼗年⾄两百余年的
时间差距······九世纪⾄⼗⼆世纪的平安⽂化，主要与唐代⽂化会合；⼗三世纪
⾄⼗六世纪的五⼭⽂化，主要与宋代⽂化会合。” ⼀般说来中国的⼭⽔画在中3

唐时期才成为独⽴的艺术门类，⾃五代以后逐渐兴盛，在此之前⼈物画⼀直是
绘画的主流，⽽唐宋又是中国⼈物画的⾼峰，并且⽇本与中国最早的美术交流
可以追溯到唐代。那么下⾯我们就把唐宋时期与相应的⽇本平安、镰仓时代的
⼈物画来⽐较。 

       !          !  
         图3《挥扇仕⼥女女图》（局部） 唐 周昉   图4《源⽒氏物语绘卷》“夕雾卷”（局部）  

 严绍璗：《汉籍在⽇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1—62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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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5 《杂剧图》（局部） 宋    图6《病草纸断简》“肥满的⼥女女⼈人”（局部）  
《源⽒物语绘卷》是⽇本现存最早的绘卷，也是物语⽂学绘卷最经典的代

表；《病草纸断简》也是镰仓时代⽐较重要的作品，其中对⼈物形象的描绘⽣
动活泼，极具⽣活⽓息。虽然《源⽒物语绘卷》在构图、设⾊等⽅⾯与中国绘
画已有明显区分，但通过与唐代⼈物画的⽐较可以清楚地看到，⾐纹的穿插组
织，线条的概括提炼都有明显的中国特征。宋代《杂剧图》（图5）中画⾯⼈物
塑造结实有⼒，⾐纹勾勒软中带硬、富有弹性，这是⽑笔勾线所特有的艺术效
果，⽽这些在“肥胖的⼥⼈”（图6）⾝上有极其相似的体现，尤其是线条软中带
硬这个特点甚⾄在《⾬归图》中还可以看到。                                  

       !    !  
                 图7 唐代永泰公主墓壁画（局部）与《⾬雨归图》线版（局部） 

     即使我们将《⾬归图》与中国古代的⼈物画并列⽐较（图7），也依然能从
画⾯艺术风格上推断⼆者有⼀定的渊源关系，⽐如画⾯构图上的⼈物组合⽅式，
⼈物形象的程式化处理，“绵中裹铁”的线条风格等等。《⾬归图》与永泰公主
墓壁画当中的线条同样硬朗，相⽐之下后者好像只是缺少风的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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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江户时期中国绘画对浮世绘的影响 

浮世绘产⽣、发展于江户时代  ，下⾯就针对性的探讨江户时期中国绘画对
它的影响，对浮世绘产⽣直接影响的中国绘画⽆疑是离江户时期最近甚⾄同时
的明清版画。 
    江户时代中国⽂献典籍东传⽇本的规模、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并且主要以商
品买卖的形式传⼊。 鲁迅在其《连环图画琐谈》中谈到：“古⼈‘左图右史’，现4

在只剩下⼀句话，看不见真相了，宋元⼩说，有的是每页上图下说，却⾄今还
有存留，就是所谓‘出相’；明清以来，有卷头只画书中⼈物的，称为‘绣像’。有
画每回故事的，称为‘全图’。” 由此可见，传⼊⽇本的这些书籍⼀定包含⼤量的5

插图，当然有些本⾝就是画谱，这些插图、画谱⾃然会影响浮世绘的产⽣和发
展。 
由于雕版技术的进步和较多画家的参与等因素，明代版画空前发达。“明代

版画的成熟在时间上⽐江户民间刻本的兴起整整早了⼀个多世纪，当这些线条
圆润、⼑法精湛的版画随着通商货物出现在长崎港之际，⽆疑成为⽇本画师们
的最好范本。” 被认为是浮世绘版画创始者的菱川师宣就曾翻印过中国的春宫6

画。  7

    《⾬归图》作者胜川春潮的“主要制作期在天明年间后期（1781~1789年）”8

也就是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6年）。根据浙江⼤学教授戚印平《⽇本江户时
代中国画谱传⼊考》 考证，江户时代⼤量传⼊⽇本的中国画谱和带有插图的书9

籍很多是有明确记载的，⽐如：《三才图会》最早于1639年（宽永16年）传⼊
⽇本；《状元图考》于1648年（安庆元年）传⼊⽇本；《便民图纂》于1660年
（万治3年）传⼊⽇本；《孔⼦家语》于1714年（正德4年）传⼊⽇本；《列⼥
传》于1722年（享保7年）传⼊⽇本；《御制耕织图》于1725年（享保10年）传
⼊⽇本；《养正图解》于1726年（享保11年）传⼊⽇本；《⼈镜阳秋》于1761
年（宝历11年）传⼊⽇本。在下⾯的论述中笔者打算把《⾬归图》的线版与其
产⽣之前（并且时间接近）进⼊⽇本的⼀些中国书籍插图进⾏⽐较，试图说明
后者对前者产⽣影响的可能性。 

 参阅严绍璗：《汉籍在⽇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9—62页。4

 鲁迅：《鲁迅杂⽂选集》，⼆⼗⼀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5

 潘⼒：《浮世绘》，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6

 参阅⾼罗佩著 杨权译：《秘戏图考》，⼴东⼈民出版社2005年6⽉第⼆版，第157页。7

 潘⼒：《浮世绘》，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页。8

 戚印平：《⽇本江户时代中国画谱传⼊考》，《新美术》2001年02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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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8《御制耕织图》插图（局部）清   《⾬雨归图》线版（局部） 

         !    !  
            图9 《⼈人镜阳秋》插图（局部） 明      《⾬雨归图》线版（局部）         

       !   !  
            图10 《列列⼥女女传》插图（局部） 明     《⾬雨归图》线版（局部）                                                                                                                                                                                                                                                 
通过以上⼏组图的⽐较，我们不难发现《⾬归图》主版与当时传⼊⽇本的

中国书籍插图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关系，画⾯的构图，情节的安排，⼈物的动态，
线条的组织⽆不体现中国绘画的基因。《御制耕织图》为清代焦秉贞所绘，由
苏州⼈朱圭刻制于1696年，画法上吸收了西⽅焦点透视法。如图8所⽰，画中⼈
物不仅动态很像⽽且线条特征类似，这当然有巧合的成份，但某种程度上也可
看出江户时期⽇本与同期中国⼈物画的紧密关系；如图9、图10所⽰，《⾬归
图》当中的⼈物组合、动态特点、形象处理与《⼈镜阳秋》、《列⼥传》都⾮
常类似，我们虽然不能因此就武断地说《⾬归图》就是受到了以上明清版画的
影响，但是完全可以想象当⼤量类似的中国⽊刻插图⼀拥⽽⼊时，对当地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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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会产⽣多⼤的感染。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归图》与中国绘画尤其是明清版画存在

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看出当时浮世绘创作者极强的接收与学习能⼒，以及
浮世绘艺术的极⼤包容性。 

            第⼆二章 《⾬雨归图》的主版研究 
   

             !  
                  图11 《⾬归图》主版  笔者翻刻 

   主版指的是浮世绘版画中的线版，也就是画⾯当中物象的轮廓。浮世绘版画
的制作过程通常是先制作主版，然后再有⾊版。主版雕刻完以后，“先拓印约⼆
⼗张单⾊墨版，称为‘校合摺’，⼀⽅⾯⽤于雕版的修正，另外还要交给画师指
定颜⾊之⽤”， 按照指定的颜⾊再由雕版师雕刻出⾊版。 10

⼀般情况下，观赏者不能单独欣赏到⼀张浮世绘版画的主版，⽽在笔者看

潘⼒：《浮世绘》，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227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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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主版除了有其特殊的审美价值外，还包含⼀定的⽂化信息，但是这些在常规
情况下往往会被减弱甚⾄覆盖。为了便于研究，笔者在复制《⾬归图》的过程
中对主版做了保留。 

           第⼀一节 《⾬雨归图》中⼈人物形象的程式化 

   《⾬归图》中的⼈物形象⼗分雷同，缺乏个性，⽆论是⾯部长相还是体形特
征。其实，这也是浮世绘艺术的⼀个缩影。当然我们不能绝对地说整个浮世绘
艺术全是脸谱化的，⽐如胜川春章和⼀笔斋⽂调就曾以写实⼿法描绘演员，但
是它整体上的确存在明显的程式化特点。笔者认为这种程式化的特点是受到了
中国绘画的影响，为了证明这⼀点笔者打算做以下⼏⽅⾯研究：浮世绘的程式
化问题；中国绘画的程式化问题尤其是对浮世绘产⽣直接影响的明清绘画。 
⾸先探讨⼀下浮世绘作品中⼈物形象的程式化问题，浮世绘创作者的数量

极多，笔者打算列举部分有代表性的⼈物来证明以上观点。 
《⾬归图》中的⼈物形象是类似的，⽽作者的其他作品中⼈物形象也有同

样特点，并且根据这些形象特征还可以明显看出胜川春潮对在他之前出现的画
家鸟居清长的模仿，如图所⽰： 

      !   
                             图12《⾬雨归图》主版（局部） 

   !  !  
                  图13 《⽆题》（局部）                    图14 《赏樱》（局部） 

  !  !  
           图15 《飞鸟⼭赏花》（局部）                    图16 《寻声》（局部） 

    菱川师宣被认为是浮世绘版画的创始⼈，⽽他的作品中⼈物形象的概念化是
很明显的，尤其是像《低唱之后》，画⾯中与其说是两个⼈物不如说是⼀个⼈
在照镜⼦： 

!  9



   !     !  
              图17 《低唱之后》 菱川师宣                      图18 《⽆题》 

     提到铃⽊春信就会让⼈⾃然想到“锦绘”，他是浮世绘美⼈画的⼀代宗师，⽽
他作品中⼈物形象地脸谱化是最明显的，可以说是“千⼈⼀⾯”，如图所⽰： 

! ! !   
    图19 《夜深》（局部）     图20 《弹琴⼥女女》（局部）    图21 《折梅梅枝》（局部）      

!  !  
           图22 《赏红叶》（局部）                   图23《⽆无题》（局部） 
江户中期的⼈物画的典型样式⽆疑是鸟居清长创造的，这⼀时期甚⾄被称

为“鸟居清长的时代”， 并且他的美⼈画风格极⼤地影响了胜川春潮。清长美⼈11

画依然是雷同的，⽆论是⼈物脸部特征还是整体的动态安排，有时不同的画⾯
会出现惊⼈的相似（图25、26）： 

!  
                      图24 《青楼少⼥初露粉⾯》（局部） 

潘⼒：《浮世绘》，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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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5 《⼤川岸边晚纳凉》（局部） 

!  
                           图26 《⾬中浴归》（局部） 

喜多川歌麿被认为是浮世绘美⼈画成就最⾼的画师，与鸟居清长处于同⼀
个时代，他的⼈物形象有⾃⼰的独特风格，相对后者更加妖艳婀娜： 

     !  !  !  
                                        图27 

通过对以上⼏个⽐较有代表性的浮世绘创作者作品的⽐较研究，我们可以
做以下总结：第⼀，同⼀个作者同⼀张画⾥的⼈物形象有程式化特点；第⼆，
同⼀个作者不同作品⾥的⼈物形象有程式化特点；第三，不同作者作品⾥的⼈
物形象有程式化特点。 
程式化现象始终存在于中国传统艺术创作的各个领域，像古代青铜器上的

装饰纹理，汉字当中的基本笔画构造，传统绘画当中对于⽵叶画法的概括总结
等，德国学者雷德侯认为有史以来中国⼈创造了数量庞⼤的艺术品的原因是“中
国⼈发明了以标准化的零件组装物品的⽣产体系”，并将这些零件成为“模
件”。 其实著名的《⼗⽵斋书画普》、《芥⼦园画传》就是明显的“模件”思12

维。这种“模件”思维在中国古代⼈物画作品中也有明显表现，下⾯列举⼀些例
⼦： 

 参阅（德）雷德侯：《万物》张总等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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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28 《簪花仕⼥图》（局部）   唐 周昉 

 !  
                   图29 《⼋⼗七神仙卷》（局部）   宋 武宗元 

  !  !  
   图30 《列仙传》插图（局部） 明      图31 《状元图考》插图（局部） 明 

           !  
                         图32 《⼈镜阳秋》插图（局部）  明 

  !  
                      图33 《养正图解》插图（局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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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34 《琵琶记》插图（局部）  明           图35 《列⼥传》插图（局部） 

   以上列举的这些中国⼈物画当中的⼈物形象都有明显的程式化特征，⽽这种
特征也是中国古代绘画乃⾄整个中国古代艺术的突出特点。所以，浮世绘艺术
中⼈物形象的程式化现象受到始终影响⽇本的中国绘画的影响是⾃然的事情。 

             第⼆二节《⾬雨归图》主版中的线条 

    仔细观摩《⾬归图》主版中的线条，⽆论是单根线的“钉头⿏尾”特征，整体
线条的飘逸之感、合理组织，还是⼈物头部的细微处理，都明显可以看出中国
⼈物画的影响。 

“钉头⿏尾”是中国⼈物画线条的主要特征之⼀，也是雕版师在雕刻时着重
处理的内容，线条头和尾的丰富程度如何不仅影响画⾯的视觉效果，⽽且也考
验雕刻者的经验和⽔平。在《⾬归图》主版中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线条的硬朗及
“头”、“尾”的讲究。这种讲究也可在中国⼈物画中找到根源，以下是中国古代
⼈物画与《⾬归图》主版的局部⽐较： 

!      !  !  
  图36 《三⾼高游赏图》 宋 梁梁楷                局部⽐比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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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7 《古先君⾂臣图鉴·元世祖忽必烈烈像》 明    局部⽐比较 

    !            !       !  
   图38《⽔水浒叶⼦子·宋江》明 陈洪绶        局部⽐比较 
 流畅飘逸是《⾬归图》主版最⼤的特征，同时也是以线作为绘画语⾔的优

势所在。谈起这⼀点就会有很多的经典之作映⼊脑海，⽐如：战国时期的《⼈
物驭龙》帛画，东晋顾恺之的《⼥史箴图》、《洛神赋图》，宋代武宗元的《⼋
⼗七神仙卷》，元代的《永乐宫壁画》等等，下⾯是⼀些相关对⽐： 

 !   !   
     

           !     !  
              图39 《⼋八⼗十七神仙卷》与《⾬雨归图》主版的局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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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图40 《永乐宫壁画》（部分）元 

         !     !  !  
           图41 《修⽵竹仕⼥女女图》（局部）明 仇英 

《⾬归图》主版的线条⼗分繁复，但视觉上并不让⼈感觉混乱，⽽是“闹”
中有序，富于美感——原因是线条组织合乎规律（包括结构上的准确，运动上
的⾃然，疏密上的合理等）——这就是中国⼈物画的特点之⼀。下⾯以中间这
个⼈物（图42）为例来阐释： 
⾸先从结构上看，⼤的结构线在左边，也就是她的背部到臀部再到其右腿

和脚，⽽左边从上到下基本上不体现结构。原因有两点：第⼀，⼈往画⾯的右
⽅⾛且稍弯腰；第⼆，现场明显有风且往画⾯右边吹。 
其次从线条的运动上看，显⽽易见画⾯正往右吹风，说明线条整体配合“默

契”，即线条的运动合理⽽不混乱。 
再次从疏密上看，虽然整体上线条很密，但是密中有疏。整个⼈物以右下

⾓为最密，所以视觉上有“喘息”的空间。        
《⾬归图》主版对线条的成功运⽤及合理组织在很早就已成熟的中国古代

⼈物画中表露⽆遗，以下⾯的图为例：                                          

    唐代《⾦刚般若波罗蜜经卷⾸图》（图43）画⾯极其丰富有⼒，线条完全密
不透风⽽又分明轻松舒朗，⼈物的确拥挤不堪相反却能安静平和。作者巧妙地
利⽤了线条的疏密关系将观众的视点引向中间的佛，因为那是“眼睛休息的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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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图42         图43《⾦金金刚般若波罗蜜经卷⾸首图》   图44《捣练图》（局部）唐 

 唐代张萱的《捣练图》（图44），⼈物塑造严谨⽣动，形象刻画惟妙惟
肖，线条富有动感，对⾐纹的概括提炼⼗分⾃然。 

!  !  
图45 《维摩诘演教图》（部分） 宋 李李公麟     图46 《消夏图》（部分） 元 刘贯道 

 《维摩诘演教图》（图45)充分发挥线的灵动，营造出⼀派仙⽓；《消夏
图》(图46）线条遒劲⼲练，结构清晰精确，流畅不失刚硬，洒脱兼具稳重。 

!  
                         图47 《⽟玉簪记》插图  明 

 上⾯这⼀张《⽟簪记插图》画⾯中“堆满”了线，但依然营造出了⼀份温馨祥
和，原因是恰当地运⽤不同线条的“性格”相应地表现了不同物象的特征。 
《⾬归图》中⼈物头部的处理很有特点，脸型和五官相对⾐服来讲线条更

加细腻，尤其是头发的处理，极其精到。这也是整个浮世绘艺术的特点，他们
把⼈物脸部的雕刻称为“头雕”，只有最优秀的雕版师才能担任这项⼯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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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对⼈物头部的特殊处理在中国⼈物画中也能找到源头，在中国传统版画的制
作中对难度较⼤的头部的雕刻称为“开脸”，通常是在雕刻完⾐服上的较粗的线
条之后进⾏。 

       !     !  
                        图48 《⾬雨归图》（局部） 

!  !  !  !  
   图49《南薰殿历代圣贤名⼈人像·华佗》 明       图50 《孔圣家语图》 明  

              第三节 《⾬雨归图》的空间处理理 

   对画⾯当中真实空间的营造是包括⽇本在内的东⽅艺术不擅长也不关⼼的，
清代画家邹⼀桂在其《⼩⼭画谱》中说西洋绘画“画宫室于墙壁，令⼈⼏欲⾛
进。学者能参⽤⼀⼆，亦其醒法。但笔法全⽆，虽⼯亦匠，故不⼊画品。” 
西⽅绘画具体何时进⼊中国在此不做讨论，“但西⽅绘画由传教⼠不断带⼊

并引起国⼈普遍注意，当在万历以后”并且“将西⽅绘画的透视、明暗技法，融
⼊传统题材创作的现象，却异乎寻常地在苏州年画中出现了”， ⽽苏州版画进13

⽽成为影响⽇本浮世绘版画的“⼆转⼿” 。 14

西洋绘画对⽇本的影响主要是在⼗⼋世纪开始的，通过对进⼊⽇本的欧洲
绘画的研究，“⽇本出现了第⼆期西洋画。第⼆期西洋风格绘画迥异于只重形似
的早期西洋画······⽽是还注重运⽤透视法。”  15

在风景画⽅⾯，浮世绘版画对西洋焦点透视法的运⽤最为明显，从⽽出现
“以线描的⽅式模仿西⽅绘画追求空间深度”的“浮绘”。 但是浮世绘版画对西⽅16

 参阅王稼句：《桃花坞⽊版画》，⼭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98、106页。13

  潘⼒：《浮世绘》，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14

 【⽇】町⽥甲⼀：《⽇本美术史》，莫邦富译 周平校，上海⼈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329页。15

 参阅潘⼒：《浮世绘》，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页。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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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透视的运⽤也是逐步成熟的，早期包括单纯风景画在内的浮世绘版画并没
有真正掌握这⼀⽅法，⽐如《⾬归图》中⼈物背后的栏杆、河岸线条的消失点
是⽐较混乱的。（图52）虽然没有成熟地掌握焦点透视，但《⾬归图》中也有
对近⼤远⼩的透视规律的合理运⽤，同时画⾯景物的层次安排也⼗分清晰，所
以同样营造了⼀个⼴阔的画⾯空间。 

   !       !  
    图51《芝居狂⾔言舞台颜⻅见世⼤大浮绘》  奥村正信                 图52 
如果我们把《⾬归图》中的三个主要⼈物去掉，剩下的⼏乎是⼀张完整的

风景画，它包括近景（地⾯）、中景（河⾯）、远景（河的对岸部分），如果
再进⼀步细分远景中由近及远还可有四个层次即河岸、房屋、近⼭、远⼭。（图
53） 
同时在空间处理上也有细微的⼀⾯，⽐如远景中共⼋个⼈，这⼋个⼈虽然都很
⼩但有明显的层次区分：第⼀个层次是画⾯当中离观众视点相对近⼀些的房屋
前⾯的五个⼈；第⼆个层次是处在更远处的三个⼈其中包括⼀个划船的——这
两个层次有明显的透视处理，⼤⼩区分，并且吻合了各⾃所在的空间位置。浮
世绘的风景画中对西⽅透视法的运⽤⼀种是像图51所表现出的极其明显、精确
地运⽤；⼀种是相对含蓄地使⽤或者说没有那么热衷，⽐如在葛饰北斋的风景
画中就较少出现极其明确的透视线。 

 !  !  
                                      图53 
在画⾯空间的处理上中国绘画不同于西⽅的焦点透视⽽采⽤散点透视，西

⽅的这种透视法也是⽂艺复兴之后才出现的，在受到西⽅绘画影响之前中国绘
画的空间处理也是很成熟的，即使画⾯存在多个消失点，消失点不与地平线吻
合，画⾯依然具有⼴阔的空间效果。就像《⾬归图》中的空间营造依靠的不是
简单的透视上的消失点，⽽是⼤的空间层次安排，⽽这⼀点恰恰体现中国绘画
处理空间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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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雨归图》制作中的套⾊色技术 

         第⼀一节 《⼗十⽵竹斋画谱》与《芥⼦子园画传》 

套⾊版画⽆疑是⽊刻版画史上的⾰命性事件，因为画⾯只有具备了颜⾊这
个重要的因素才能具备更强⼤的表现⼒，浮世绘版画由于出现了“锦绘”（套⾊
浮世绘）才逐渐进⼊兴盛期。 
《⾬归图》是典型的浮世绘彩⾊套印版画，⾊调柔和，⾊彩丰富沉稳。

“1765年，铃⽊春信在‘红折绘’这种多彩的原⾊的基础上混合中间⾊，印刷出美
妙和谐的鲜明⾊彩，创造出⾊彩丰富的‘锦绘’。”  17

现知中国最早的套⾊版画是明代刊刻的《萝轩变古笺谱》，⽽在⽇本的彩
⾊套印版画诞⽣之前，在中国有极⼤影响的《⼗⽵斋书画谱》、《⼗⽵斋笺谱》
也已分别于1633年（崇祯六年）、1644年（崇祯⼗七年）刊刻完毕，《芥⼦园
画传》也于1679年（康熙⼗⼋年）出版。 

   !    !  
                  图54 《⼗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部分） 

   !  !  !  
                   图55《⼗十⽵竹斋笺谱》与《⾬雨归图》（局部） 

《⼗⽵斋书画谱》、《⼗⽵斋笺谱》的作者胡正⾔“⼗年如⼀⽇地探索，终
于发明了‘饾版’（分⾊分版的⽔印⽊刻）与‘拱花’（以凹版在笺纸上压印花纹图
案），开拓了中国版画技艺的新领域。” 根据浙江⼤学教授戚印平《⽇本江户18

 叶渭渠：《⽇本⽂化史》，⼴西师范⼤学出版社2005年8⽉第2版，第250—251页。17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中国美术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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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中国画谱传⼊考》 考证：《⼗⽵斋画谱》（此处的“画谱”即使不包括“笺19

谱”，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后者会随着前者的传⼊⽽传⼊）曾于1759年传⼊⽇
本（不确定之前是否传⼊）；《芥⼦园画传》也最早于1719年传⼊⽇本。并且
在江户时代早期浮世绘的创作者们已经接触甚⾄翻印中国传⼊的套⾊版画，⽐
如其中的春宫画《风流绝畅》。  20

在《⼗⽵斋笺谱》中多版套印技术已经显得很成熟，画⾯往往有四五种颜
⾊。如图55所⽰，左侧画⾯⼈物雕刻精细、套⾊精确，尤其表现在⼈物的头
饰、脚部、⾐袖等⾯积较⼩的地⽅；中间画⾯线条流畅，⾊彩简约和谐，花纹
装饰活泼⽣动，其中⾐服整体上的运动处理甚⾄完全可以在《⾬归图》中看到。
由于《⼗⽵斋笺谱》中的画幅尺⼨都很⼩，所以在制作中套⾊的难度是较⼤的，
同时也更加透露出⼀种精致感。 

           第⼆二节 “⻆角标”对版与“摸版法” 

笔者对《⾬归图》进⾏了⽐较完整的技术还原，在复制的过程当中尽量遵
从⽇本浮世绘的传统制作⽅法，包括刻制、印刷。谈起⽇本浮世绘版画的制作
⾃然会让⼈们想到中国传统版画，同时笔者在复制《⾬归图》之前也曾做过中
国传统版画制作的相关练习，可以对这两种不同的制作⽅法做⼀些清晰的⽐较。

   !  !  !  !  
                           图56 传统的饾版制作 

! ! ! !  

!  !  !  !   

 《新美术》2001年02期。19

参阅⾼罗佩著 杨权译：《秘戏图考》，⼴东⼈民出版社2005年6⽉第⼆版，第154—158页。 20

!  20



!  !  !  !  
                   图57 《⾬雨归图》制作中的雕版 
从刻制的⾓度看⼆者不会有明显的差别，道理很简单，因为⽆论怎么雕刻

⽬的只有⼀个那就是把想要的图形准确的保留下来，即使是在中国，⾃古以来
的雕版⽅法也都不尽相同，仅从磨⼑的⽅式就可看出，扬州⼀代主要是单⾯磨
⽽苏州桃花坞则是双⾯磨，⼑磨得不⼀样⼑法⾃然也不会相同；从印刷的⾓度
看⼆者有明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对版⽅式上：浮世绘是⽤“⾓标”（即⽇语中
的“见当”，是印刷时的对准标记，如图58左图右下⽅）对版；⽽我国传统版画
采⽤的是“摸版法”。“摸版法”简单地说就是把⼀定数量印纸的⼀端固定后反复
试探板⼦的正确位置，待确定后将其固定然后⼤量印刷。 
虽然⾓标对版与摸版法明显不同，但笔者认为这不会改变两种艺术形式根

本上的“套⾊”性质，从上⾯两组雕版图⽚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者形式上的
相似性——都是将不同的⾊块分别刻在不同的⽊板上，然后经过多次印刷完成
丰富的画⾯。 

  !   !   !  
        图58 《⾬雨归图》主版及完成图 笔者翻刻           图59《⼗十⽵竹斋笺谱》  
我们把《⼗⽵斋画谱》的部分画⾯与《⾬归图》放在⼀起⽐较观看，再结

合之前的论述，⼏乎可以肯定地说⽇本的浮世绘版画在根本的技术语⾔上没有
任何创新，⽆论是分版套⾊还是“拱花”技术，甚⾄包括后⾯将谈到的叠⾊技
巧。同时还可以明显的从《⾬归图》中看到《⼗⽵斋》的影⼦，尤其是画⾯当
中的⾊块特征与后者如出⼀辙。荷兰学者⾼罗佩因得到⼀本中国古代春宫画册
《花营锦阵》⽽著有《秘戏图考》，他曾谈到：“这些⽊刻画清楚地证明了⽇本
套⾊版画家对他们的中国先⽣的极端倚赖。早期的⽇本浮世绘画家不仅采纳中
国的彩印技艺，⽽且紧紧袭⽤中国的绘画风格，有时甚⾄局限于单纯地把⼀种
⽇本韵味移⼊中国画来创作他们的作品。”  21

 ⾼罗佩著 杨权译：《秘戏图考》，⼴东⼈民出版社2005年6⽉第⼆版，第3页。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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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笔者从版画制作的⾓度认为浮世绘版画的套⾊技术受到了来⾃
中国的⽐它早⼀个多世纪出现的“饾版”技术的影响。 

          第四章 浮世绘版画的本⼟土化特征 

如前所述，⽇本浮世绘版画的产⽣、发展是受到了外来⽂化尤其是中国绘
画的影响，但浮世绘也表现出⽇本⽂化较强的本⼟化能⼒，有明显的本⼟化特
征。正如⽇本学者藤悬静也所说：“在我国⽂化艺术中的例⼦，可以说原先是吸
收了外国⽂化艺术，转眼之间便将它⽇本化，成为我们⽇本⽂化艺术，直⾄到
凌驾于外国的⽔平，这是我们⽇本⾃古以来的特⾊。” 

       第⼀一节 浮世绘版画制作的⼯工具材料料 

从制作的⾓度上讲浮世绘版画有⾃⾝独⽴的系统，⽆论从印刷⽅法还是⼯
具材料。 
在之前的论述中我们谈到过，浮世绘版画的对版⽅式为⾓标对版。这种对

版⽅法不是把纸固定，⽽是在印刷时⽤双⼿提着印纸，将其放到雕版上对齐⾓
标——这就意味着印刷所⽤的纸张不能太软，否则不容易对版。⽽中国传统的
印刷⽅式则是将⼀沓纸的⼀端固定在印桌上，这样对印纸的软硬程度就不会太
挑剔，因为印时可以把纸拉直防⽌因其折皱导致”错版”。 
与⾓标相配套的是“和纸”。和纸是⽇本本⼟纸的总称，其中印制浮世绘版

画的理想选择有“政纸”、“奉书纸”等。 在复制《⾬归图》的过程中笔者把⽇本22

产的纸与中国的宣纸（单宣和夹宣）分别作了⽐较，发现⼀些质地较硬朗的夹
宣可勉强⽤于⾓标对版，⽽较柔弱的单宣则⽆法胜任。 

 参阅潘⼒：《浮世绘》，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228页。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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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60 趟⼦子与⻢马莲 

浮世绘制作所使⽤的⼯具中最有特⾊的是马莲，对马莲的具体结构及制作
在很多相关书籍中都有介绍，不是此处讨论的重点，笔者关注的是马莲这⼀⼩
⼩的⼯具中透漏出来的浮世绘制作者极强的创新与本⼟化能⼒。制作马莲最主
要的材料是⽵⼦，它的芯是⽵叶拧成的细绳，最外⾯的包装是笋⽪。在复制⾬
归图的过程中笔者强烈地感觉到这⼀⼯具的重要性甚⾄不可替代性：因为浮世
绘所⽤和纸较厚硬，并且画⾯多⾊块，所以印刷时需要很⼤的压⼒（这种压⼒
是我国传统⼯具“趟⼦”不具备的），⽽马莲的材质特点便于施压；马莲在纸上
来回运动的阻⼒越⼩越好，⽽笋⽪恰恰有“滑”的特点。虽然⽇本现在又发明了
马莲的替代品“简易马莲”（制作也很精致），但是实际使⽤效果较真正的马莲
差太多。当然，“趟⼦”也是与中国传统版画的特点相适应的：中国的⽊刻版画
印刷⽤纸较柔软；画⾯⼤多是以线造型为主，这些雕刻纤细、精致讲究的线条
经不起较⼤压⼒，否则变形变粗从⽽影响画⾯效果及印刷数量。 
总之，浮世绘版画制作的⼯具材料⾃⾝是相配套的，是和它的画⾯语⾔特

征及对版⽅式相适应的，在很多⽅⾯都有其⾃⾝的独创性。 

              第⼆二节 浮世绘版画的表现对象 

中国古代版画主要的形式是佛教版画和书籍插图， ⽽浮世绘本质上是“平23

民艺术” 。浮世绘产⽣的背景是⽇本江户时代随着礼教崩溃，⾃由平等、⼈⽂24

主义的理念得以发展。其题材与现实⽣活息息相关，它的主要形式有美⼈画、
役者绘和风景画。表现对象的改变为浮世绘提供了更为⼴⼤的施展空间，使其
获得更强的⽣命⼒。 

 参阅王伯敏主编《中国美术全集 绘画编 20 版画》，上海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23

 潘⼒：《浮世绘》，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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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61 《远眼镜》 葛饰北北斋           图62 《猫与蝶》 铃⽊木春信 

 某⼀种艺术形式的⽣命⼒是否强⼤很⼤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受众群体数量的
⼤⼩及社会层次的⾼低，⽽受众群体则与艺术的表现对象直接相关。⽇本浮世
绘的表现对象⼗分丰富，创作者们也往往不局限于某⼀类题材，⽐如：浮世绘
的创始⼈菱川师宣“从花街柳巷到歌舞伎演员的宣传册，从风景名胜介绍到古典
故事，从美⼈图到风俗画，他的作品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 制作美⼈画25

的⼀代宗师铃⽊春信也曾涉及花鸟画，像带有中国“拱花”技术的《猫与蝶》；
以风景画闻名于世的葛饰北斋也曾制作⾮常成熟的美⼈画，像《远眼镜》；“青
楼画家”喜多川歌麿也有描绘雄鸡栩栩如⽣的《百千鸟狂歌合》。 
相⽐之下中国古代的⽊刻版画基本都是以插图的形式存在，依附的是书本

⽂字，⽽⼏乎不直接表现当下⽣活，所以甚⾄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刻插图不属
于版画，就像中国学者祝重寿所说：“⽊刻插图往往被称作‘版画’，笔者认为不
妥，笔者认为⽊刻插图是复制素描（⽩描、线描）原画，⽽版画是为了表现⼑
刻、⽊味之美，⼆者⽬的不同，追求不同，效果（画风）也不同，不能混为⼀
谈。” 虽然笔者在此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传统版画在26

艺术独⽴性上的某些缺陷，以及在表现对象上的相对单⼀，并由此造成了艺术
⽣命⼒上的后劲不⾜。 
所以相⽐较来看⽇本浮世绘在表现对象上有极⼤的甚⾄本质上的改变，这

种改变让其具备了很强的平民性，同时也注⼊了新的艺术活⼒。 

               第三节 浮世绘版画的⾊色彩优势 

    中国传统⽊刻版画套⾊技术的出现⽐浮世绘早得多，这在之前的论述中已谈
到，但笔者认为浮世绘版画在⾊彩上有其明显优势，尤其体现在画⾯⾊彩的丰
富度上。 
笔者对《⾬归图》颜⾊上的认识⼤体分两个阶段：第⼀个阶段是初见这张

 潘⼒：《浮世绘》，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页。25

 祝重寿《中国插图艺术史话》，清华⼤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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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时，感觉并不是很复杂，颜⾊对⽐不⼤，画⾯层次并不太多；第⼆个阶段是
雕刻完主版并印刷以后，在准备雕刻⾊版的时候才发现有⼀些层次是最早没有
注意到的。所以后来笔者对浮世绘的最⼤感受之⼀就是画⾯层次的极⼤丰富，
有很多内容是“隐藏”的，⽐如右边⼈物⾐服上红⾊的宽纹路（图64）。 

      !   !  
                        图63 

      !   !  
                          图64 

谈到浮世绘版画的⾊彩，就必须要谈其制作过程中的“叠⾊”技巧，所谓“叠
⾊”就是使颜⾊重叠，以产⽣新的颜⾊为⽬的——这是浮世绘版画制作的最⼤秘
密之⼀。简单地说，利⽤这种技巧，印两块不同的颜⾊就能得到三块颜⾊，印
三块就能得到五块。当然颜⾊也不能随便叠加，⽽是根据情况，根据需要，有
严密的思考和计划。⽐如：中间⼈物⼤⾯积的绿⾊就是粉红和树叶的绿相叠加
⽽成的；她腰部的暗紫⾊条带是地⾯灰⾊和⼤红叠加⽽成；（图63）右边⼈物
⾐服上隐约的红⾊细条纹是黄⾊、地⾯灰、⼤红叠加⽽成。 

                   结语 

浮世绘版画是⼀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的产⽣⼀⽅⾯基于本民族艺术的延
续性，另⼀⽅⾯也受到了中国传统绘画及西⽅绘画的影响。同时浮世绘版画又
体现⽇本⽂化较强的“消化吸收”能⼒，具有明显的本⼟化特征。 
在以上的论述中，笔者以⽂献资料的考证和具体的画⾯⽐较为⼿段，分别

论证了：中国古代⼈物画对浮世绘的影响；《⾬归图》主版中隐含着中国绘画
的“基因”和西⽅绘画的影⼦；浮世绘的套⾊技术是受到了中国古代版画“饾版”
技术的影响；浮世绘版画具备很强的本⼟化能⼒，使其具有明显的本⼟化特征。

中国绘画对浮世绘版画的影响是本论⽂讨论的重点，但本论⽂的⽬的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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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证明中国绘画对⽇本浮世绘的影响，更不是增加国⼈的骄傲感，⽽是在
澄清说明某些客观史实之后让当下的⼈们进⼀步看到浮世绘成功的原因，这种
启⽰性或许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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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图1《⾬归图》，（⽇）胜川春潮 浮世绘版画，纵38cm,横25cm，中央美术学院

版画系藏。

图2 ⼥史箴图、洛神赋图（局部），《中国历代⼈物画选》。 
图3挥扇仕⼥图，《中国历代⼈物画选》。

图4源⽒物语绘卷“⼣雾卷”， 《⽇本绘画》。

图5杂剧图，《中国历代⼈物画选》。

图6病草纸断简“肥满的⼥⼈”， 《⽇本绘画》。

图7唐代永泰公主墓壁画（局部），《中国历代⼈物画选》。

图8御制耕织图，《中国美术全集 绘画编 20 版画》。

图9⼈镜阳秋插图，《中国美术全集 绘画编 20 版画》。

图10《列⼥传》插图

图11《⾬归图》主版，笔者翻刻。

图12《⾬归图》主版，笔者翻刻。

图13⽆题，（⽇）胜川春潮，《⽇本浮世绘精选》。

图14《赏樱》，（⽇）胜川春潮，《⽇本浮世绘精品》。

图15飞鸟⼭赏花，（⽇）胜川春潮，《⽇本浮世绘精品》。

图16寻声，（⽇）胜川春潮，《⽇本浮世绘精品》。

图17低唱之后，（⽇）菱川师宣，《⽇本浮世绘精选》。

图18⽆题，（⽇）菱川师宣，《⽇本浮世绘精选》。

图19夜深，（⽇）铃⽊春信，《⽇本浮世绘精选》。

图20弹琴⼥，（⽇）铃⽊春信，《⽇本传统艺术 卷四 浮世绘》。

图21折梅枝，（⽇）铃⽊春信，《浮世绘的故事》。

图22赏红叶，（⽇）铃⽊春信，《⽇本传统艺术 卷四 浮世绘》。

图23 ⽆题，（⽇）铃⽊春信，《⽇本传统艺术 卷四 浮世绘》。

图24青楼少⼥初露粉⾯，（⽇）鸟居清长，《⽇本传统艺术 卷四 浮世绘》。

图25⼤川岸边晚纳凉，（⽇）鸟居清长，《⽇本浮世绘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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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中浴归，（⽇）鸟居清长，《⽇本浮世绘精选》。

图27⽆题，（⽇）喜多川歌磨，《⽇本传统艺术 卷四 浮世绘》。

图28簪花仕⼥图（局部），唐，周昉。 
图29⼋⼗七神仙卷（局部），《中国历代⼈物画选》；宋，武宗元。

图30《列仙传》插图（局部），明，⽊刻版画。

图31《状元图考》插图（局部），明，⽊刻版画。

图32《⼈镜阳秋》插图（局部），《中国美术全集 绘画编 20 版画》；

明，⽊刻版画。

图33《养正图解》插图（局部），《中国美术全集 绘画编 20 版画》；

明，⽊刻版画。

图34《琵琶记》插图（局部），《中国美术全集 绘画编 20 版画》；

明，⽊刻版画。

图35《列⼥传》插图（局部），明，⽊刻版画。 
图36三⾼游赏图，《中国历代⼈物画选》； 宋，梁楷。

图37古先君⾂图鉴·元世祖忽必烈像，《中国美术全集 绘画编 20 版画》；

图38⽔浒叶⼦·宋江，《中国历代⼈物画选》； 明，陈洪绶，⽊刻版画。  

图39⼋⼗七神仙卷（局部），《中国历代⼈物画选》。

图40永乐宫壁画（部分），元。

图41修⽵仕⼥图（局部），《中国画⼤师经典系列丛书 仇英》；明，仇英。

图42《⾬归图》主版（局部），笔者翻刻。

图43⾦刚般若波罗蜜经卷⾸图，《中国美术全集  绘画编  20 版画》；唐，⽊刻

版画。

图44捣练图（局部），《珍本中国美术全集 上 》；唐，张萱。

图45维摩诘演教图（部分），《中国历代⼈物画选》； 宋，李公麟。

图46消夏图（部分），《中国历代⼈物画选》；元，刘贯道。

图47《⽟簪记》插图《中国美术全集 绘画编 20 版画》； 明，⽊刻版画。 
图48《⾬归图》主版（局部），笔者翻刻。

图49南薰殿历代圣贤名⼈像·华佗，《中国历代⼈物画选》； 明。

图50孔圣家语图，《中国美术全集 绘画编 20 版画》；明，⽊刻版画。

图51芝居狂⾔舞台颜见世⼤浮绘，《浮世绘》；（⽇）奥村正信   

图52《⾬归图》主版（局部），笔者翻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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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归图》主版（局部），笔者翻刻。 
图54《⼗⽵斋书画谱》、《⼗⽵斋笺谱》（部分），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藏。 
图55《⼗⽵斋笺谱》（局部），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藏。 
图56传统的饾版制作，笔者翻刻。 
图57《⾬归图》制作中的雕版，笔者翻刻。 
图58《⾬归图》主版及完成图，笔者翻刻。 
图59《⼗⽵斋笺谱》，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藏。 
图60趟⼦与马莲 
图61远眼镜，《浮世绘》；（⽇） 葛饰北斋。 
图62猫与蝶，《浮世绘》；（⽇） 铃⽊春信。 
图63《⾬归图》（局部），笔者翻刻。

图64《⾬归图》（局部），笔者翻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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