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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见立绘”一词源于日语「見立絵」（みたて

え），是日本浮世绘版画中的一种绘画类型。此类

作品在绘画主题上常运用比拟手法，将远隔时空

的两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事物关联在一起（如将

中国古典神仙比拟成日本当时的风俗美人），在画

面中达到了古今交汇、雅俗融合的效果，给绘画欣

赏带来了新的乐趣。“见立绘”所使用的比拟手法

与中国的“典故画”、“指涉画”既相似亦有区别，具

有一定的独特性。因此在转译日语「見立絵」的问

题上，较难将此概念转译为中文的固有词汇。中

国学者潘力（2007）在《浮世绘》一书中直接使用

“见立绘”；在英文中“见立绘”被表记为其罗马音

“mitate-e”；现在“见立绘”一词已成为中文词汇被

纳入百度百科词条。借鉴以上对于「見立絵」的转

译方式，本文将直接使用“见立绘”和“见立”来转

译日语中的「見立絵」和「見立て」这两个概念。

在日本学界中，“见立”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

歌舞伎、俳句、戏作文学、绘画等方面受到了广泛

的关注。其中，诹访春雄（1997）对浮世绘“见立

绘”进行量化统计分析，按照“见立”的操作方式将

“见立绘”进行分类，以此说明“见立绘”由雅俗融

合转化为俗俗融合的发展特点。早川闻多（2003）

以铃木春信的《见立寒山拾得》一图为例，探讨“见

立”手法的特质，并用日本文化的暧昧性来解释

“雅俗融合”双重结构的文化根源。目前中国国内

关注“见立”这一文化现象的学者尚少。其中，朱

美臻（2010）以江户民众强烈的自我肯定意识来解

读“见立绘”中的古今转化。程茜（2014）以佛教的

本地垂迹说和绘画上“游女即菩萨”的画题相比

较，说明“见立绘”中“圣俗”转化的思想根源。

但据笔者分析，以“圣俗”转化来理解“见立

绘”的特点，比较适合限定于“菩萨”转化为“游女”

的画题范围中。若以“见立绘”的主题来看，“圣”

这一说法明显不能涵盖和歌、中日传说故事等内

容，而把“圣”与“俗”的概念置换为“雅”与“俗”的

概念则更符合“见立绘”的主题范围。另一方面，

上述学者的研究中着重研究产生“见立绘”古今转

化的思想根源，但作为带有出版物性质的版画，社

会文化因素对其创作的影响不能被忽视。针对以

上问题，本文以“见立绘”的著名代表画家——铃

浮 世 绘 中“ 雅 ”与“ 俗 ”的 双 重 再 现
——以铃木春信的“见立绘”作品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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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因绘画主题集中在花街柳巷、歌舞伎表演、相扑比赛甚至情爱场面等风

俗内容上，而被誉为平民艺术与艳俗艺术的代表。然而，对浮世绘“见立绘”的分析可知，大部分“见立

绘”都体现了雅俗融合的特点。以“见立绘”的著名代表画家——铃木春信的作品为例，围绕“见立绘”

的特质、主要类型、及兴起的社会文化根源进行分析，从日本文化的重层性结构来解读“见立绘”这一

艺术现象，进而揭示日本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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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春信的作品为例，围绕“见立绘”的特质、“见立

绘”作品怎样达到“雅”与“俗”的双重再现及在 18

世纪江户时代的背景下为何产生这一艺术形态这

三个方面做进一步探讨。

1 “见立”的概念和特质

1.1 “见立”的概念

“见立”是日本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重要概念之

一。《广辞苑》（第六版）对“见立”的解释为：“①送

行、送别；②选定、诊断、挑选；③比作、比拟；④艺

术表现技法之一。将此物比作彼物来进行表现。

常用于和歌、俳句、戏作文学、歌舞伎等方面”（笔

者译）[1]。“见立”一词最早出现在《古事记》中，在描

述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的结婚情景时这样提到：

“二神降到岛上，建立天之御柱，造成八寻殿”[2]（原

文：「於二其島天降坐而、見立天之御柱、見立八尋

殿」[3]）。折口信夫解读此处出现的“见立”时认为，

“并不是现实中树立了实体的柱子，而是将某种事

物当做柱子，表达祝福祈祷之意”[4]（笔者译）。可

见，“见立”始于一种比拟作用，将“眼前之物”比拟

成“联想之物”，从而建立此物与彼物之间的关联。

在美术领域内，“见立”手法的使用主要集中

在浮世绘的“见立绘”中。《原色浮世绘大百科事

典》中对“见立绘”的概念作了以下说明：

浮世绘版画特有的用语。作画的构思多采

用古典题材，以当世化的人物、背景、小道具来

表达古典传说故事及和歌意境⋯⋯在浮世绘中

“见立绘”所采用的题材通常有中国的故事、传

说、神仙、《水浒传》和《三国志》中的人物、五行、

五性、七贤人、二十四孝等，以及日本的《源氏物

语》《伊势物语》《忠臣藏》等题材，还包括五节、

六玉川、七小町、七福神、八景、三十六歌仙、五

十三次、百人一首等各种题材。这些“见立绘”

如果没有相当的知识储备，很难判别其比拟的

用意。[5]
（笔者译）

“见立绘”取材于中国与日本的古典事物。例

如，五节指日本古代宫廷在大赏会等节日里举行

的以“五节舞”为中心的五种仪式。六玉川指日本

和歌中所咏的六处河流。七小町是描述平安朝著

名美女诗人小野小町的七个传说故事。七福神指

日本神话中主持福德的七位仙人，分别为惠比寿、

大黑天、毗沙门天、辩财天、布袋、福禄寿及寿老

人。八景原本指中国宋代画家根据湖南潇湘地区

八处美景所作的“潇湘八景图”，其后“八景”概念

传入日本，并结合日本本土风情创造出了“近江八

景”、“金泽八景”等概念。“见立绘”运用了大量中

日古典事物作题材，并通过画家的巧妙构思转化

为日本当时的风俗事物进行绘画表达。

1.2 “见立”的特质

基于对“见立”概念的理解，“见立”实际上是

一种比拟手法。但与隐喻手法相比，也有很大区

别。据早川闻多（2003）对“见立”的分析，其特质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见立”的此物和彼物之

间必须存在某种相似性，通过相似性将不同时空

或不同类型的事物关联在一起；二、在建立两者的

关联的同时，又能明显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差异；

三、“见立”的内容和对象之间的关联必须具备“意

外性”，两者之间的落差越大，比拟的效果越好。

这种差异性和意外性的特质是“见立”和隐喻的区

别之处。隐喻是为了使其中一方事物更形象化、

具体化，而“见立”强调的是此物与彼物交相呼应

的双重性。这也是“见立绘”与中国的“典故画”、

“指涉画”的区别之处。

在绘画作品的标题中“见立”手法的表达呈现

出多样化形式。历史上的“见立绘”既有在画题中

表明了“见立”的立意的，也有完全无题的，更有以

“风流”、“今样”等同义词进行命题的。本文主要

考察“见立”手法在绘画上的操作特点，而不对具

体作品的标题问题进行详细探讨。

2 铃木春信“见立绘”的类型和特征

在浮世绘的发展史上，江户时代中期著名美

人画画家铃木春信（1725-1770）为发展“见立绘”

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锦绘”（多色套印木版画）

创始人，铃木在短短 11 年的作画生涯中（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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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创作出 900余幅美人画作品。他笔下古典

抒情的美人形象，是浮世绘中期最具代表性的美

人形象。其中，大量“见立绘”的创作也成为春信

的主要特色之一。

美术史学家小林忠将铃木春信的“见立绘”分

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直接取材于人们熟识的

传统故事传说”；第二阶段是“将流行的古典和歌

记录在画面中，追求诗意般的情趣”[6]（笔者译）。

前者通常见于绘历期（1765年至 1766年，即明和

2、3年）作品，后者多见于锦绘期（1766年以后，即

明和3年以后），即铃木春信确立个人画风之后。

然而，基于对铃木春信作品中“见立”手法运

用方式的具体分析，朱美臻（2010）提出将第一阶

段中的古典当世化的“见立绘”细分为两种。一种

是保持古典画面构成不变的情况下，将画面的古

典人物替换成当世人物；另一种是将某种古典场

景转化为当世日常场景。（笔者译）

综合以上学者的分析，本文将铃木春信的“见

立绘”归纳总结为以下三种类型。

2.1 人物替换型的“见立绘”

第一种类型，在绘历期（1765-1766）中，铃木

春信的“见立绘”作品以单纯人物替换型的“见立

绘”为主。通常画面中保留与古典一致的符号，用

日本近世风俗美人代替中日典故中的人物，使观

赏者能从不变的符号来解读“见立绘”中的比拟关

系。例如《见立惠比寿》（图1），图中描绘的是少男

一手托鱼、肩扛鱼竿的形象，仿佛是钓鱼归来的少

年。图中“鱼竿”、“鱼”和“头巾”等物件是象征典

故中七福神之一“惠比寿”的标志性事物，也是构

成古今关联的象征性符号。在这一类型的“见立

绘”中，画面的背景环境通常较为单一，或基本与

原典故保持不变。主体人物从宗教传说的神仙或

典故人物替换为当时日常生活中的少男少女，强

调以“形似”来构建古典人物和近世人物之间的比

拟关系。少男少女的人物形象没有掩盖画师引用

古典仙人形象的用意，不变的古典元素也给风俗

画带来了浓厚的古典情趣，在视觉上达到二者的

双重再现。这是“见立绘”发展的第一阶段，古今

元素的替换方式较为单一和直接。

注：1765年，木版画，27.9cm*20.1cm，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1 [日]铃木春信《见立惠比寿》

2.2 场景替换型的“见立绘”

第二种类型主要集中在绘历期之末（1766），

相比第一种“见立绘”具有更为复杂的比拟结构。

此类“见立绘”将中日古典事物转换为日本近世日

常生活中较为形似的物体来引发观者联想。因

“见立”的象征性符号经过了变形，古今对比之下

更突出了比拟的“意外性”。如铃木最具代表性的

系列作品《坐铺八景》。《坐铺八景》的创意来自于

中国宋代著名的《潇湘八景》山水图。它将《潇湘

八景》原题中的“地名”替换成“物体”，以日常生活

中的事物比拟宋代中国风景，实现了八景主题的

本土化。例如《坐铺八景 手帕归帆》（下页图 2）

中将“远浦归帆”的原题保留“归帆”二字，而将“远

浦”一词转换为“手帕”，其“见立”的用意一目了

然。图中缘廊上晾晒的手帕挂在小木架上迎风飘

扬，正如归来的帆船。“帆船”与“手帕”之间的“形

似”，是连接山水画“远浦归帆”与美人画“手帕归

帆”的关键。除了通过“形似”的符号构建“见立”

105



日本文化研究 2020年 第1期 总206号

的比拟关系外，铃木的“见立绘”还达到了古今场

景之间的“意通”。午后少女们在缘廊上缝补衣

裳、舀水劳作的生活场景所透露出的宁静致远之

意，与潇湘八景山水图中“远浦归帆”所描绘的意

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一类型的“见立绘”不仅

将绘画主题由山水替换为美人，对空间场景与象

征性符号也进行了风俗化的转化，巧妙的构思让

人耳目一新。

2.3 混合替换型的“见立绘”

在进入锦绘期后（1766年以后），铃木春信在

以上两种“见立绘”的基础上，将视觉画面与和歌

意境相结合，创造了混合替换型的“见立绘”，俗称

为“见立歌仙”或“歌仙绘”。如图 3的《中纳言朝

忠（见立寒山拾得）》。“寒山拾得”为古代中国佛教

史上著名的诗僧。寒山爱好诗学，常手拿诗卷吟

诗作赋，性格孤僻乖张；拾得则是寺庙中负责厨房

杂活的厨僧，经常在生活上照顾寒山。二人在佛

学、文学上的造诣很深，常一起探讨诗书，因此手

拿诗书的寒山与手持扫帚的拾得成为二人的经典

形象。佛教中又将寒山与拾得称为文殊菩萨与普

贤菩萨的化身，二人相惺相惜，情同手足，被后人

誉为“和合二仙”。铃木在画面中描绘的是室内两

位少女相向而立的画面。左边的少女手持书信低

头阅读，右边的少女则停下手中的扫帚，关切地望

向对方。从服装和发饰可以判断两人为主仆关

系。“见立”手法在此图中主要体现于两处。一为

以“书信”、“扫帚”这两处象征性符号来引起“少女

主仆二人——寒山拾得二仙”的联想。另外，在上

方云形框内写有取自于《小仓百人一首》的和歌：

“当初无邂逅，何至动芳心。怨妾空余恨，哀哀亦

怨君”[7]（原文：「あふことのたへてしなくは中な

かに人をも身をもうらみざらまし」—中纳言朝

忠）。结合和歌不难猜出，画面描绘的是陷入爱河

中的少女在收到恋人的书信后，迫不及待地开始

阅读的情景。因此，第二处“见立”手法是以“少女

等待恋人书信的忐忑之心”呼应和歌中“患得患失

的爱恨纠结之情”，从而引发当风俗美人画与古典

和歌在意境上的联想与对照。这两处“见立”手法

的运用，除了以“主仆二人”与“寒山拾得”在形象

注：1766年，木版画，28.6cm*21.7cm，芝加哥美术馆藏。

图2 [日]铃木春信《坐铺八景 手帕归帆》

注：1767-1768年，木版画，28.3cm*21.1cm，热海美术馆藏。

图3 [日]铃木春信《中纳言朝忠（见立寒山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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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相似”进行场景替换外，还以“读信”这一画

面将和歌所表达的意境视觉化、具象化。“见立”手

法的使用，使美人画超越了简单的和歌图解作用，

既不掩盖富有人情味的美人画主题，也烘托出了

古典和歌意境。和歌是音律性的，美人画是视觉

性的，两者相互配合，达到了立体的艺术欣赏

效果。

2.4 铃木春信“见立绘”样式的特点

笔者根据以上对铃木春信“见立绘”作品的探

讨，从“见立”的内容、“见立”的对象、及构成“见

立”手法的转换符号三者的关系，归纳了铃木春信

“见立绘”的主要特征（如表1所示）。

“见立”的内容和“见立”的对象之间的比拟关

系，可以说是象征中日古典文化的“雅”与象征日

本近世新兴文化的“俗”在画面中的融合。从人物

替换型发展至混合替换型的“见立绘”，“见立”手

法运用的方式越复杂，对欣赏者提出的文化素养

要求则越高。“见立绘”在保持与继承传统文化的

同时，根据新时代的发展和民众喜好，使古典的

“雅”和具有人情味的“俗”以多样化的形式揉合呈

现在绘画作品中，充分体现了江户时代的人们对

古典文化的认同及对新兴文化的追求。这种“雅

俗融合”的思想是 18 世纪日本文艺界的主流价

值观。

3 “见立绘”与18世纪的“雅俗”观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较常使用宗教思想

中的“圣俗”观来解释产生“见立”这一现象的根

源。“狭义中的‘圣’为宗教性的，‘俗’为人性的”[8]

（笔者译）。在“见立”手法中，以日本近世事物比

拟中日古典事物的现象多被理解为将日常生活中

的风俗人物比作神圣的神与佛。例如，服部幸雄

认为“以俗喻圣的‘见立’精神并非意味着‘圣’的

权威的丧失和堕落”[9]（笔者译）。多田道太郎则认

为，“与其说是以‘俗’对‘圣’进行批判，不如说将

‘圣’引入‘俗’的世界”[10]（笔者译），以“见立”的方

式中和了人们对“圣”的畏惧。两位学者均使用

“圣俗”观来阐述近世“见立”手法运用的思想

动机。

然而，笔者认为，将“见立”现象用宗教思想中

的“圣俗”观来进行解释是较有局限性的。从美术

领域中的“见立绘”现象来看，仅仅用“圣俗”观来

解释的话，则出现众多不在宗教思想范围中的内

容，如典故、和歌、戏剧、传说等古典事物。宏观地

来看，这些古典事物的范围更适于以文艺学的“雅

俗”观来把握。“雅俗”概念早在《万叶集》中就已存

在，但其释义与近世的“雅俗”观有较大区别。“雅”

（日语中的「みやび」）原本指“贵族风”，“俗”（日语

中的「ひなび」）指“乡村风”。古代的“雅”与“俗”

主要是审美情趣上的两极对立。在近世町人文化

的影响下，“雅俗”概念也随之产生变化。近世文

学中，“雅”主要指和歌、连歌、汉诗等传统文学形

式，“俗”主要指假名草子、浮世草子、俳谐和狂歌

等新兴文学形式。受到这一文学理念的影响，中

村幸彦提出近世文化也应该以“雅”与“俗”两大范

畴来把握，“‘雅’为传统文化，‘俗’为新兴文化”[11]

（笔者译）。近世文化中的“雅”与“俗”并非是完全

对立的关系，尤其是18世纪所处的近世文化鼎盛

时期，“雅”与“俗”处于此消彼长、融合更替的状态

之中。“见立绘”就是这一特点在美术领域中的最

佳例证。对此，诹访春雄提出“用以说明浮世绘的

‘见立’手法的文艺用语，雅与俗是最为确切的。

所谓雅与俗，一般是指传统古典与当代新兴之间

表1 铃木春信“见立绘”的主要特征

“见立绘”样式

人物替换型

场景替换型

混合替换型

“见立”的内容

中日古典事物

中日古典事物

中日古典和歌

中日古典事物

“见立”的对象

日本近世美人

日本近世事物

日本近世美人

日本近世事物

日本近世美人

“见立”手法中的转换符号

以不变的古典象征性事物

或环境为媒介

以近世事物或背景为媒介

以古典和歌和近世事物、环

境为媒介

“见立绘”样式的特征

画面中保留与古典中不变的符号和环境背景，主体人物

用近世风俗美人代替古典人物，重在表达“形似”。

以近世事物和背景作为传达“见立”的符号。除了“形

似”的象征性符号外，也达到了古今场景的“意通”。

将抽象的和歌意境以具象的近世生活化场景进行表达，

达到和歌的音律性与画面的视觉性效果相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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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比”（诹访春雄，1997：172-173）。如此看来，

较思想学的“圣俗”概念而言，文艺学的“雅俗”概

念更适用于美术领域的“见立绘”现象。

4 “见立绘”兴起的社会文化根源

“见立绘”是 18世纪近世文化“雅俗融合”特

点影响下的产物。它的产生与流行与 18世纪的

艺术文化特点有着紧密的关联。近世艺术的总体

特征，一方面是公家和武家等贵族特权阶层“以复

古理念为主企图重建古典文化”[12]，绘画上主要表

现为古典绘画及传统绘画的复兴；另一方面，新兴

的平民阶层开启了日本近世平民文化的序幕，艺

术作品的题材集中表现为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

映。近世社会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矛盾统一的特

点，是造就“见立绘”特色的主要原因。以下从“见

立绘”的诞生契机、流通特点、创作动机及文化基

础等因素来探讨“见立绘”的形成原因。

4.1 京都上方文化和俳谐文学是“见立绘”的成

长土壤

“见立绘”手法在浮世绘上的运用并非首创于

铃木春信，他的众多作品构思均受到俳谐文学和

前人所做的“见立绘”的影响。其中，对铃木的绘

画风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初期浮世绘大师西

川祐信及俳谐爱好者的代表人物“巨川”（本名：大

久保忠舒）。

铃木春信（1725-1770）出生于江户旗本之家，

由于祖父的政治过失一家被贬至京都，成长在京

都传统的上方文化氛围中，直到30岁才重返江户

从事浮世绘师的工作。据日本学者的考证认为，

春信曾师承于西川祐信（1671-1750），其作品风格

主要受西川祐信的影响。西川祐信出身于京都的

御家人，是江户时代中期著名的上方浮世绘师。

他的画风继承日本画的传统官画派系狩野派和土

佐派，具有强烈的贵族文雅之风。在西川祐信的

作品中，存在着不少以近世风俗与古典和歌相结

合的“见立绘”。可见，春信创作“见立绘”的思想

来源于京都贵族文化的影响，而“见立绘”的作画

风格则主要承袭于西川祐信。

铃木春信创作大量“见立绘”的契机，来自于

1765 年（明和 2 年）江户地区流行的“绘历交换

会”。所谓“绘历”，是指江户地区的人们以浮世绘

配合大小月（30天为大月，29天为小月）设计制作

而成的年历。因江户时代使用的是太阴历，每年

的大小月都不尽相同。每逢年初，人们都印制绘

历作为新春贺礼相互赠送。1751年至1763年（宝

历年间），幕府禁止民间私制绘历进行商业销售，

但财力雄厚的上层知识分子依然私人订制绘历，

并将表示大小月份的文字隐晦地设计在画面的服

饰图案中。1765年（明和2年）绘历的流行到达了

顶峰，江户城内的俳谐爱好者们在茶屋中定期组

织绘历交换会，交换并鉴赏绘历。其中，绘历交换

会的中心人物之一“巨川”（出身于高禄1600石的

旗本一族），是铃木绘画生涯中极其重要的密友与

伯仲。他不仅出资赞助绘历创作，甚至参与构图

设计。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坐铺八景》系列。作

为俳谐爱好的领头人，“巨川”熟练地将俳句文学

中的“见立”手法转移到绘画中，并借用前人西川

祐信的构图方式，创作了《坐铺八景》。他极高的

俳句造诣和古典知识素养使铃木这一时期的作品

充满了浓郁的古典情趣。可以说，俳谐文学及绘

历交换会是“见立绘”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推手。

早川闻多对江户时代知识分子喜好“见立绘”

的原因作出了以下分析：

与当时的京都拥有长期传统文化的积累相

比，江户则是充满活力的新城市，但在文化储积

方面远不能和京都相提并论。可以想象，江户

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有着纯粹的向往和憧

憬。见立绘的方法是将“雅”的东西引入了“俗”

的日常生活世界，也可以说是肯定了现世的智

慧，再宏观一点来看，见立绘的方法是为把隔着

时空的具有价值的东西引向身边的现实世界开

辟了一条通路。[13]
（笔者译）

这正说明了在“见立绘”的创作中，知识分子阶

层将“雅”带入“俗”的无意识的内心活动。这种复

古思想也能从铃木“思古人”的画号中窥视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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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富裕知识分子阶层是“见立绘”的主要消费

群体

作为具有出版物性质的版画，“见立绘”特点

的形成必然是一个双向选择的结果，它的流行与

当时的欣赏群体和审美喜好有着密切关联。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见立绘”的创作之初，主

要承袭了上方文化的贵族典雅气息，同时也受俳

谐爱好者的影响，使“见立绘”在描绘近世风俗生

活的同时，流露着对古典文化的崇拜。同时，由于

1751年至1763年（宝历年间）的历书销售禁令，当

时的绘历只能以交换的形式流传于俳谐爱好者之

间，不能用于商业贩卖。为了炫耀自身的文化层

次，出身于贵族阶层的俳谐爱好者们，使用高价的

“奉书纸”来印制绘历。制作成本之高，大大局限

了“见立绘”的消费群体。因此，“见立绘”的流通

和推广范围也仅限于旗本、贵族及富裕商人等具

备一定古典文学鉴赏能力的知识分子阶层，未达

到平民阶层的普及。

在1766年（明和3年）锦绘期之后，随着“见立

绘”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见立绘”中古今结合的

特点有所淡化。据 1973年座右宝刊行会编撰的

《浮世绘大系 2 春信》考证，在绘历交换会上获得

好评的作品，其底版将受到出版商的争相抢购。

为了提高销售量获取盈利，出版商通常会对初版

中的某些元素进行改造。例如，削去了绘历中反

映大小月份的文字，作为普通锦绘出售；或者削去

古代和歌部分，以迎合更多消费者的教养水平。

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结构复杂、构思巧妙的

“见立绘”若不经过改造，是无法被当时的普通民

众所理解而进一步推广的。由此证明，铃木春信

在1765年至1766年（明和2年至明和3年）这一时

期内创作的“见立绘”，主要是为了迎合富裕知识

分子阶层的喜好而非普通平民阶层。

4.3 崇尚现世享乐的浮世思想是“见立绘”的创

作动机

“见立绘”创作的最初动机来源于“绘历交换

会”中俳谐爱好者们追求猜测画意带来的乐趣。

富于娱乐性是“见立”手法运用于不同文艺领域的

共同特点。服部幸雄（1975）在探讨歌舞伎中的

“见立”精神时，以歌舞伎“假名手本忠臣藏”第七

幕“一力茶屋”中的游戏场面为例，说明了“见立”

精神的趣味性。大星由良之助为了掩饰其复仇报

忠之心，特意让内奸的九太夫看见其沉迷酒色的

状态。游女在茶屋内玩起了“见立茶番”游戏以助

酒兴，她用长筷子夹着九太夫的头，问众人“像不

像梅干啊？”，众人皆拍手大笑。这一幕中以眼前

的“九太夫之头”来比拟不在眼前的“梅干”，把两

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通过“筷子夹”这一动作联

系在一起，充满了平民的幽默感。“见立”的目的不

在于强调两者之间的相似性，而在于以一种智慧

性游戏的方式来取悦他人。这在本质上是平民娱

乐精神的表现，也是江户时代浮世思想盛行的

表现。

近世以前，在以京都为中心的上方文化影响

下，日本的绘画艺术主要集中于社会上层阶级，其

作品往往体现了对中国文化和佛教禅宗思想的崇

拜与向往。统治阶级通过宗教、文学和艺术对民

众进行思想统治，形成了以“物哀”、“空寂”、“闲

寂”为主的美学思想。直至江户时代，在政治抱负

上无法得到满足的町人阶层，将其日益强大的经

济实力转向艺术文化创作，文艺创作的主力开始

由上层贵族阶层转移至新兴的町人阶层。经历了

中世战乱而逐步安定下来的人们，开始积极地肯

定现世生活，使崇尚享乐主义和现世主义的浮世

观成为了社会主流思想。弱化政治教化性、强化

趣味性成为这一时期艺术创作的主要特点。因

此，透过画面中的“俗”竞相猜测背后的“雅”，追求

猜谜式的乐趣是江户时代文人阶层创作与欣赏浮

世绘的最直接的创作动机。

4.4 具有重层性结构的日本文化是“见立绘”的

文化基础

从构词来看，日语中「見立て」一词来自于动

词「見立てる」，它由「見る」“看”和「立てる」“竖

立”复合而成。「見立て」的比拟关系可以理解为，

“通过竖立及建立某种渠道，将未被发现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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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物显现出来”[14]（笔者译）。即通过一定的关

联操作，使观赏者由眼前之物解读出联想之物。

早川闻多对“见立”手法中表与里的双重结构做出

了以下的解读：

如果“见立”的构想是“俗中见圣”或“俗中见

雅”这双重结构的话，其前提必须是对“身边的事

物”怀有极其深切的感情。同时，对“有价值的事

物”也必须心怀憧憬。在这种矛盾心理的自觉下，

寻找两者间的平衡点，更好地发挥“身边事物”的

价值，才是“见立”的精神所在。（早川闻多，2003：196）

“见立”建构的“雅俗融合”，在本质上并不是

抑俗扬雅。相反，是对“雅”与“俗”、传统与当代都

抱有双向肯定。透过“见立”手法的运用，能看出

人们对新兴文化的追求并非建立在否定与推翻旧

文化的基础上，而是在对新文化的憧憬中透着对

古文化的崇拜。以文化视角来看，“见立”文化的

双重结构来源于日本文化的重层性结构。

在“雅俗融合”的社会风潮下，日本文化重层

性结构的特点在江户时代的文艺现象中尤为突

出。在17世纪的文学领域中，俳谐大师松尾芭蕉

提倡以“不易流行”论来解读俳谐创作。“不易，即

世易时移亦始终不改的本质；流行，是跟随时代不

断演变的创新”（諏訪春雄，1997：170）。不易与流

行看似矛盾，但两者在根本上却是相互驱动的。

“既不是固执于不变的传统，也不是一味地去追求

流行性的东西，而是要保持好不易与流行之间的

平衡”[15]。这种思想影响到了其后的“见立绘”创

作。“见立”的操作实际上是以一种柔软的、有趣

的、智慧性的方式把传统与新兴、雅与俗揉合为一

个整体传达给欣赏者。无论是“不易流行”论在俳

谐中的操作，还是“见立”手法在绘画上的操作，都

是日本文化重层性结构的一种反映。一方面，传

统文化是对日本文化核心价值的自我认同；另一

方面，新兴文化是日本文化外在形式上的创新。

这种重层性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以“冲突·并存

融合”[16]的模式向前发展。在两个本质上相互矛

盾的文化层面中，不断寻求平衡发展，形成了日本

文化独特的传承方式。同样，内在的古典性、传统

性是“见立”文化的内涵；外在的流行性、当代性则

是“见立”文化的表现形式。“揉合”与“平衡”成为

把握“见立”文化的关键所在。因此，传统文化与

新兴文化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统一的重层性结

构，使“见立绘”具备了跨越时空的二元性艺术表

现张力。

5 结 语

“见立”手法是解读铃木春信“见立绘”中“雅

俗融合”双重结构的关键，也是理解日本文化重层

性结构的一把钥匙。通过对“见立”的概念和特质

的阐述、代表画家“铃木春信”“见立绘”作品的分

类分析及“见立绘”特点形成原因的探讨，我们能

看到日本文化在不断变化其外在形式来迎合时代

发展的表象下，始终坚持着对传统文化的憧憬和

继承之本质。要正确把握“见立”文化中“雅”与

“俗”的双重性，就正如理解日本文化的重层性结

构一样，不仅需要将古典与当世、传统与现代进行

结构主义的分层解剖，也需要以解构主义的视点

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见立”文化的研究，为

理解日本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特点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为“2016年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人文社

科）——「見立て」视阈下江户时代浮世绘的文化研究”（批准号：

2016WQNCX076）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彭方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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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usion of Elegant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in Ukiyo-e: Focusing on Suzuki
Harunobu's Mitate-e

Abstract: In the Edo period, as ukiyo-e paintings focused on brothels, kabuki performances, sumo matches and erotic scenes,

they were praised as representatives of folk arts and gaudy arts. However, the analysis of mitate-e shows that most of the works

are fusions of elegant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Based on a study of the works of Suzuki Harunobu, a representative of mi-

tate-e painte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eatures, primary types of mitate-e paintings an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roots of their

prosperity, with an attempt to explain the popularity of this art form from the aspect of multilayered structure in Japanese cul-

ture, and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cultural heritage'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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