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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铜镜、铜剑、勾玉的外来性与本土化
广岛大学 文学研究科
[摘

要]

程海芸

日本天皇家族将具有某种特殊形状或特殊纹样的铜镜、铜剑和勾玉神圣化为“三种神器”，

并分别称之为“八咫镜”
“草薙剑”和“八坂琼曲玉”。三者虽然秘不示人，但结合日本考古学研究成果，
仍然可知其大致形状及纹样。从日本土著视角来看，铜镜、铜剑和勾玉原本皆为外来，但在此神圣化
的过程中均被本土化。据《日本书纪》记载，
“三种神器”的神圣化始于天照大神，而天照大神的原型则
应该是弥生时代晚期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据此文化背景，本文认为将具有某种特殊形状或特
殊纹样的铜镜、铜剑和勾玉神圣化为
“三种神器”
，意味着太阳信仰与蛇信仰的融合。
[关键词]

八咫镜 八坂琼曲玉 草薙剑 外来性 本土化

有 1 枚“铜华镜”，铜镜背面涂为红色，笔者认为其
1 八咫镜的外来性与本土化
素戋鸣尊被贬“根国”之前，曾在“高天原”与
其姐天照大神相见。因其无恶不作，天照大神便
躲入天石窟，导致高天原一片黑暗。为让高天原
重现光明，使“镜作部”造八咫镜。
《日本书纪》云：
「亦以手力雄神、
立磐戸之側、
而中臣連遠祖天兒屋

造型与八咫镜相似。
据《日本书纪》记载，制造八咫镜之人为“石凝
姥命”
（ishikoridomenomikoto），
“ishi”指“石”，
“kori”意 为 敲 打 物 体 ，去 掉 多 余 的 部 分 。
“dome”是
“tome”的浊音化，其语源是“tobe”，
“tobe”是邪马
台王权的称号之一，4 世纪以前被用作女性首长之
称呼。综合分析，
“石凝姥命”
（ishikoridomenomiko-

命・忌部遠祖太玉命、掘天香山之五百箇眞坂樹、

to）即磨石镜之王。在中国，关于做镜，
《述异记》

而上枝懸八坂瓊之五百箇御統、中枝懸八咫鏡一

曾说（原文为繁体，现统一为简体）：
“饶州俗传轩

云、眞經津鏡、下枝懸靑和幣和幣、和幣、此云尼枳

辕氏铸镜于湖边，今有轩辕磨镜石。石上常洁不

底白和幣、相與致其祈禱焉。」[1]由此天照大神走出

生蔓草。
”[2]从这两则记载来看，两国皆有王者磨石

天石窟，
高天原重见光明。

镜之意。由此可知，在中国，镜原本与权力相关，

关于“八咫镜”，李国栋与笔者曾在《论太阳信

传到日本后亦成为权力之象征。

仰与蛇信仰的一体性——基于对日本镜与中国苗

日本弥生中期的铜镜皆由中国传入。据《后

族镜的考察》一文中指出“一咫”为食指和中指张

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原文为繁体，现统一为简

开时的宽度，
“八咫镜”即镜背有八个长度为“一

体）：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

咫”的连弧纹内向连接的“八连弧铜镜”，日本称之

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

为“内行花纹镜”。另据《日本书纪》记载，八咫镜

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3]

亦称
「眞經津鏡」
（mafutsunokagami），根据注解可

1784 年，日本北九州地区的博多湾志贺岛出土了

知“ma”是接头词，
“futsu”为“赤、赫、火”之意，因

一枚“汉委奴国王”金印，此发现印证了上述历史

此八咫镜实为红色的八连弧铜镜。山东博物馆藏

记载。汉光武帝刘秀是南阳郡蔡阳人（今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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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市枣阳市），而蔡阳战国时期应为楚国疆域。

为王。
《三国志》记载，景初二年六月，邪马台国女

楚人重视铜镜，据《长沙楚墓发掘报告》记载，属战

王卑弥呼遣大夫难升米等人入谒魏国，同年 12 月

国时期的长沙楚墓中共出土了 485 面铜镜，所以

魏明帝制诏赏赐“铜镜百枚”，并且赐予“亲魏倭

笔者认为，汉光武帝赐予奴国国王印绶时应该也

王”的称号。此外，正治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

赐予了铜镜。

尉梯俊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并赍诏赐金、帛、锦

日本福冈县春日市的须玖冈本遗址是奴国的

罽、刀、镜、采物等。两次交流中皆可见铜镜，且综

核心区，该遗址共出土了 35 面西汉铜镜，其中有

合历史记载以及考古成果，铜镜传到日本之后被

13 面连弧纹镜。以草叶文镜（图 1）为例，铜镜内

邪马台国王卑弥呼作为权力象征分给地方。这更

弧为 12 连弧太阳纹，外弧为 20 连弧太阳纹。以纽

加验证了前文所述铜镜作为权力象征的意义源于

座为中心点，内弧纹与外弧纹之间有 4 个圆点，位

中国，此为外来性。

置上构成十字纹。不论是 12 还是 20 都是 4 的倍

《三国志》：
“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馀步，

数。
《论太阳信仰与蛇信仰的一体性—基于对日本

徇葬者奴婢百馀人。
”[4] 卑弥呼死后葬在奈良县樱

镜与中国苗族镜的考察》
（李国栋，程海芸，2018）

井市著墓古坟，著墓古坟开启了古坟时代前方后

一文中也曾指出，
湖南汤家岗遗址用于祭祀的圆形

圆坟的先河。而作为邪马台国祭祀场的缠向遗址

白陶盘底部出现了“×”字纹、
十字纹、
八角纹、
八角十

hokeno 山古坟中出土了画纹带同向式神兽镜与内

字纹、
十二角纹、
十六角纹等各种纹样。太阳芒基础

行花纹镜。另外，奈良县也出土了 100 面以上三角

芒数为四纹，
“×”字纹又与十字纹结合，
便产生了成

缘神兽镜，其中黑塚古坟出土 33 面。日本环境考

熟的“八角太阳纹”，
四芒纹或四角纹的 3 倍就是十

古学家安田喜宪曾指出三角缘神兽镜的三角纹为

二角纹，
4 倍就是十六角纹，
5 倍就是二十角纹。

蛇纹（安田，
2015）。笔者认为内行花纹镜为太阳信
仰的象征，
三角缘神兽镜则为蛇信仰的表征。
关于三角缘神兽镜的原产地，至今有诸多争
议。有可能是中国本土专为日本邪马台国制造
的，但也有可能像很多学者所指出为东渡吴人工
匠在日本本土所造。三角缘神兽镜的产地暂且不
论，但其所具有的外来性定与中国相关。到邪马
台国时期，三角缘神兽镜在日本畿内地区的出土
量分外显著，占据总出土量的 47%。藤田宪司
（2016）认为是跟畿内地区的势力相关。
『邪馬台国
とヤマト王権—卑弥呼の鏡が解き明かす』一书中
讲到，古坟时代畿内出土了大量三角缘神兽镜，且
390 面三角缘神兽镜中有 324 面是复数陪葬。笔
者认为，邪马台国时期重视八连弧内行花纹镜，同
时重视三角缘神兽镜这一现象象征太阳信仰与蛇
信仰的融合。而这两种信仰的来源为中国长江下
游的稻作渔猎民族。日本学者吉野裕子（1999）也

注：李国栋拍摄于奴国之丘历史资料馆。
图1

草叶文镜

指出日本镜（kagami）的发音是由蛇目转换而来，
本身包含蛇信仰。而中国的铜镜读音中没有蛇目
之意，这是铜镜传入日本后本土化的结果。

弥生后期曾发生“倭国大乱”，卑弥呼被拥立

至于为何卑弥呼如此重视铜镜，坂口丰在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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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の先史・歴史時代の気候」一文中谈及，通过考

数“四”或者“四”的倍数，
故笔者推测此铜镜在制造

古学花粉分析以及绳文杉树的年轮幅调查得知，

勾玉纹样时初衷应为 36 个勾玉作为修饰，因制造

公元 240 年左右至古坟时代日本气候发生寒冷

技术欠缺，变成 35 个勾玉。古坟时代铜镜与勾玉

化。气候寒冷，作物减产导致食粮不足。因卑弥

为权力的象征和信仰的主体。勾玉纹镜的出现代

呼既是女王又是巫女，拥有维护国家安定与作物

表着日本接受了作为外来文化的铜镜与勾玉，并

丰产的责任。
（坂口，1984）八连弧铜镜的连弧纹象

将本土的信仰与权力象征结合在铜镜中，成为本

征太阳光强调太阳信仰，三角缘神兽镜强调蛇信

土化的铜镜。

仰。其通过向魏明帝索要大量铜镜，是为了借铜
镜之力重塑其神圣巫女形象以护佑稻作丰产。
在日本，铜镜不论在农事祭祀上还是在维持
权力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本将铜镜作为太阳
神信仰的最高主体来崇拜，将稻作民族的太阳信
仰与蛇信仰寄托于铜镜中，在实现稻作丰产的同
时也实现政权的统一。从本质上讲，这其实也是
一个铜镜本土化的过程。
日本大阪府茨木市宿久庄紫金山古坟出土了
一枚独具特色的日本制勾玉纹镜。勾玉纹镜直径
35.7 厘米（如图 2），是铜镜与勾玉元素的组合体。
铜镜正中，围绕纽座有八个乳钉状圆点，象征八芒
太阳芒。内区有类似于芋虫的纹样中，有 8 个四
花瓣花相围绕。外区有 4 个正方形纹样将 35 个勾
玉分为 4 个部分，
有 3 个部分包含 9 个勾玉，
还有一
个部分有 8 个勾玉。勾玉纹内侧有象征蛇头的三
角纹。综合铜镜中所体现的数字都是太阳芒基础

2 八坂琼曲玉的外来性与本土化
作为三种神器之一的八坂琼曲玉至今被供奉
在日本皇宫中。根据《日本书纪》记载，
八坂琼曲玉
最早是作为天照大神的发髻配饰出现的。八坂琼
曲玉所组成的串饰被称为
「八坂瓊之五百箇御統」
。
夫父母既任諸子各有其境。如何棄置當就之
國、而敢窺窬此處乎、乃結髮爲髻、縛裳爲袴、便
以八坂瓊之五百箇御統、御統、此云美須磨屢。
纒其髻鬘及腕、又背負千箭之靫千箭、此云知能
梨。與五百箭之靫、臂著稜威之高鞆、稜威、此
云伊都。振起弓彇、急握劒柄、蹈堅庭而陷股、
若沫雪以蹴散、蹴散、此云倶穢簸邏邏箇須。奮
稜威之雄誥、雄誥、此云鳴多稽眉。發稜威之嘖
讓、嘖讓、此云舉廬毗。而俓詰問焉。
（坂本太郎等，
1994：
437）

日语中玉读作“tama”，有灵魂之意，本身是包
含神圣意义的祭祀器具。
《日本书纪》中有使用八
咫镜与八坂琼曲玉来祭祀，吸引天照大神出天石
窟的记载。
至於日神閉居于天石窟也、諸神遣中臣連遠
祖興台産靈兒天兒屋命而使祈焉。於是、天兒
屋命、掘天香山之眞坂木、而上枝懸以鏡作遠祖
天拔戸兒石凝戸邊所作八咫鏡、中枝懸以玉作
遠祖伊弉諾尊兒天明玉所作八坂瓊之曲玉、下
枝懸以粟國忌部遠祖天日鷲所作木綿、乃使忌
部首遠祖太玉命執取、而廣厚稱辭祈啓矣。
（坂本太郎等，
1994：
444）
注：
『日本原始美術 6 埴輪·鏡·玉·劍』東京：講談社，
1966：
24.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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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前期的滑石制勾玉，是日本国内已知最古老的

户矢学在《三种神器》中曾引用木下尚子的话

勾玉。日本新潟县丝鱼川市的电车站前有奴奈川

并指出，
“定形勾玉”在弥生时代中期中段到后段

姬的像，左手持翡翠勾玉。奴奈川姬为《古事记》

出现在九州北部，此时多数的“定形勾玉”为玻璃

八千矛神的歌谣中所记载的“沼河比卖”
（nunak-

制勾玉，且伴随地域权力最高者的坟墓而出土。

awahime）。高志国的沼河是翡翠产地，
“nunak-

通过玻璃质成分的分析成果来看，与中国制的玻

awahime”中的“nu”即为“玉”的意思，
“nunakawa”

璃成分基本一样（户矢，2016）。但是，中国从没有

即“玉河”。
《万叶集》中也有记载姬川（奴奈川）河

出土过类似日本“定形勾玉”的玉器，笔者认为日

底拾玉的故事。从八千矛神向高志国沼河比卖求

本弥生时代中期出现的“定形勾玉”是弥生人将蛇

婚的的故事来看，八千矛神是外来神，沼河比卖是

信仰与鸟信仰相结合的产物。

本地土著，两人的结合则体现了外来性与本土性

关于勾玉的起源与形象，目前学术界有很多
说法。有“牙玉起源说”，认为动物的牙齿具有咒

的结合。
八千矛神是大国主神的别称，而祭祀大国主

力，佩戴动物牙齿可以使自身拥有同等咒力。此

神的神社是日本岛根县的出云大社，与新潟县丝

外还有“胎儿说”
“巴形说”
“月牙说”
“玦状耳饰演

鱼川市的地理位置相同，都位于日本海一侧。日

变说”等。奈良县奈良市富雄丸山古坟曾出土一

本列岛的日本海一侧自古与长江下游交流密切，

琴柱形石制品（图 4），四个“定形勾玉”呈现飞鸟立

曾有玉石交易。至于两地交流的路径，李国栋曾

于枝头的状态，我们可以推断弥生时代的“定形勾

在《稻作背景下的贵州与日本》一书中指出“黑潮”

玉”中也存在鸟信仰。
“定形勾玉”在日本出现时正

的重要性。参照黑潮及海流图可知，长江下游的

值稻作文化普及期，稻作渔猎民族普遍存在太阳

越人是可以通过“黑潮”支流进入日本海，并到达

信仰与蛇信仰。蛇司水，鸟象征太阳，而水与阳光

新潟县一带的（李国栋，2012）。浙江省余姚市田

都是稻作农耕不可或缺的，而将蛇信仰与鸟崇拜

螺山遗址出土了许多勾玉（图 3），年代与上述日本

凝聚在“定形勾玉”之中，则体现了勾玉的本土化。

大角地遗址出土的勾玉大致相同，可见勾玉原本
是长江下游古越人的文化符号，之后伴随玉石交
易而传入日本列岛日本海一侧，并成为绳纹时代
日本
「越」
（koshi）地区的文化符号。翡翠制的勾玉
也体现了勾玉的本土化。

注：瀧音大『原始・古代日本における勾玉の研究』東京：早稲田
大学大学院，
人間科学研究科，
2018：
140.
图4

琴柱形石制品

米田克彦在《弥生时代造玉的发展》一文中指
注：李国栋拍摄于田螺山遗址现场馆库房
图3

浙江省余姚市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勾玉

出，目前确认有 127 个弥生时代的玉作遗址，弥生
前期的玉作遗址主要分散性的出现在山阴以及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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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濑户内。之后，随着稻作文化的扩散，弥生中期

聴為神地。自此以下、須作人田。自今以後、吾

前段从近畿北部扩散到北陆西部以及东海。弥生

為神祝、永代敬祭。冀勿祟勿恨」、設社初祭者。

中期中叶，玉作遗址大幅增加，分布范围也由山阴

即還、発耕田一十町余、麻多智子孫、相承致祭、

到北陆东部以及佐渡、近畿南部、东海扩展（米田，

至今不絶。[5]

2014）。总而言之，勾玉随着稻作农耕的扩展而扩
展。这也从考古学层面告诉我们，日本“定形勾
玉”的出现确实与稻作农耕密切相关。

绳纹时代晚期稻作文化传播到日本，人类为
了在大河周边的低湿地种植水稻将蛇打杀，或驱

此外，弥生时代晚期“定形勾玉”变成了国家

赶到山上。此时内心必然产生愧疚和恐惧，所以

权力的象征用来进行外交活动。
《魏志·倭人传》中

便自然而然地要祭祀蛇神，久而久之便产生了蛇

有记载卑弥呼死后，
（原文为繁体，现统一为简体）

信仰。但是，日本并没有八岐大蛇那样的大蟒蛇，

“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

所以对于大蟒蛇的信仰应该是外来的。安田喜宪

政等以檄告喻壹与，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

（2015）在《日本神话与长江文明》一书中认为，八

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

歧大蛇神话是从长江流域传过去的。

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

中国南方的稻作渔猎民族聚居区普遍存在大

十匹”
（相見英咲，2002：32）。
“孔青大句珠”则被认

蛇以及蛇信仰。成书于东晋（317-420）的《搜神

为是“定形勾玉”。卑弥呼死后其宗女壹与曾作为

记》中李寄斩蛇的故事与日本八岐大蛇的故事相

外交礼品将勾玉赠给中国，可见此时在日本人心

似，内容大致如下：以前有一条大蛇长七八丈，60

中勾玉已经成为本国特有之宝物，勾玉已经彻底

余围，为祸一方。每年 8 月当地人都要送去童女

本土化了。

祭祀，已食 9 女。为此，居住在将乐县李诞的小女
儿李寄访求名剑和会咬蛇的狗，前往斩杀了大

3 草薙剑的外来性与本土化
素戋鸣尊因做恶事而被逐出高天原，来到了
出云国簸之川上，听闻有八歧大蛇食童女之事，则
斩杀八歧大蛇，从其尾部取出草薙剑（kusanaginotsurugi），献给天照大神。草薙剑原本称作“天丛云
剑”
（amanomurakumonotsurugi），第十二代景行天
皇的皇子日本武尊讨伐虾夷时，在骏河被火包围，
以天丛云剑横扫周边草木得以自救，
“草薙剑”之
名便由此而来。
关于斩杀大蛇，
《风土记》中有如下记载：

另一个侧面证明，对于大蟒蛇的恐惧与祭祀源自
中国的长江流域。
素戋鸣尊所降临的出云国簸之川附近有荒神
谷遗址，出土了 358 把铜剑，时间为弥生中期后段
到弥生后期初段，皆为祭祀用铜剑，而 358 把铜剑
中至少有 344 把铜剑手柄部分刻有“×”字纹样（如
下页图 5），这一点值得特别留意。
关于铜剑上“×”字纹的含义，学术界虽未有明
确的解释，但从长江流域的传统纹样来看，
“×”字
纹代表火灵，而在日语中，
「 ひ」
（hi）既有火的含

古老曰、石村玉穂宮大八洲所馭天皇之世、有

义，也有太阳的含义。剑本身象征蛇，蛇是水神的

人、箭括氏麻多智。献自郡西谷之葦原墾闢新

象征，所以剑与“×”字纹的结合则意味稻谷丰收。

治田。此時、夜刀神、相群引率、悉尽到来、左右

关于荒神谷遗址出土的 358 把铜剑，日本历

防障、令勿耕佃。
（ 俗云、謂蛇為夜刀神。其形蛇

史学家武光诚认为铜剑数量与当地神社数量对

身頭角。率免難時、有見人者、破滅家門子孫不

应，意味着出云地区的统一（武光，2000）。笔者推

継。凡此郡側郊原、甚多所住之）於是、麻多智

测，统一出云地区的王应该就是《古事记》和《日本

大起怒情、著被甲鎧之、自身執仗、打殺駈逐。

书纪》中提及的大国主神。

乃至山口、
標梲置堺掘、
告夜刀神云、
「 自此以上、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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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与镜结合使用可通神，
《日本书纪》卷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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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了铜戈和玉管，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弥生中期就
已经有了象征日本王权的“三种神器”，但其端倪
确实已经在弥生中期出现了。
日本佐贺县弥生前期的吉野里遗址出土了铜
剑和管玉。吉野里遗址公元前一世纪的核心大墓
中出土了一把涂为朱红色的铜剑，这使笔者联想
到“真经津镜”以及山东省博物馆镜背涂红的铜华
镜。红色自然使人联想到火或太阳，由此我们可
以知晓，涂红的剑既象征蛇，同时也象征太阳。而
蛇自古有王权之意，因此笔者认为此剑不仅包含
稻作民族的太阳信仰、蛇信仰，
还是权力的象征。
在中国，制作青铜剑始于商代，成熟于春秋时
注：https：
//www.travel.co.jp/guide/article/12117/3/。
（访问时间：2018.

期，其中越王勾践剑尤为著名。该剑长 55.7 厘米，

11.14）

柄长 8.4 厘米，剑宽 4.6 厘米，剑首外翻卷成圆箍
图5

荒神谷遗址中出土的铜剑

功皇后”记载，
「 皇后召武內宿禰、捧劒鏡令禱祈神
祗、而求通溝。則當時、雷電霹靂、蹴裂其磐、令通
水。故時人號其溝曰裂田溝也」[6]。
此外，依据卷十七“男大迹天皇 继体天皇”的
记载镜剑开始作为传位玺存在。
二月辛卯朔甲午。大伴金村大連、乃跪上天

形，内铸有间隔只有 0.2 毫米的 11 道同心圆，剑身
上布满了规则的黑色暗格绞索纹，笔者认为这与
日本神社前悬挂的绞索纹相似，象征蛇。剑首为
有 12 道同心圆，应是太阳的象征。但铜剑传入日
本列岛以后，它不仅具有作为武器的实用性，同时
也具有神圣的权威性，所以弥生时代中期以后铜
剑便开始大型化，逐渐变成了祭祀对象。在这一
点上，我们仍然清楚地看到铜剑的本土化。

子鏡劒璽符再拜。男大迹天皇謝曰、子民治國
重事也。寡人不才、不足以稱。願請、迴慮擇賢
者。寡人不敢當。大伴大連、伏地固請。男大
迹天皇、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大伴大連
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子民治國、最宜稱。臣
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幸藉衆願、乞垂聽
納。男大迹天皇曰、大臣大連、將相諸臣、咸推
寡人。
々々敢不乖。
乃受璽符。是日卽天皇位。[7]
此后卷十八“宣化天皇”、卷三十“持统天皇”

4

结

语

八咫镜、八坂琼曲玉、草薙剑原本皆属外来，
但最终都被本土化了。在中国，连弧纹铜镜也曾
象征太阳，但与蛇无关。不过传到日本后，八咫镜
不仅是日本太阳神天照大神的神体，同时也包含
蛇的意象。
据《日本书纪》中记载，八坂琼曲玉是天照大
神的发髻配饰，而在稻作文化圈，发髻佩饰多与鸟

中皆有论及“剑镜”为传位之玺。镜剑结合不仅神

有关。从弥生时代中期起日本出现了“定形勾

圣化增强，
还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

玉”，笔者认为，
“定形勾玉”是蛇与鸟的组合，是日

历史上奴国不仅是日本当时的政治中心，也

本稻作农耕社会中的蛇信仰和太阳信仰所使然。

是青铜器铸造中心。其核心区须玖遗址群不仅出

作为纹样，勾玉也出现在铜镜之上，这种组合所表

土了 32 面西汉铜镜和 2 把铜剑，还出土了铜镜、铜

现的仍然是蛇信仰与太阳信仰的一体性，在这里

剑和铜戈的铸模，其附近的吉武高木遗址还同时

我们确实可以清楚地看到铜镜与勾玉的本土化。

出了铜镜、铜剑和勾玉。当然，吉武高木遗址也出

草薙剑由素戋鸣尊从八岐大蛇尾部取出，然
15

日本神话与民俗信仰

2019 年 第 4 期 总 203 号

后进献给天照大神。天照大神是太阳神，而太阳

神器”，学术界尚无定说。但从上述论证判断，其

神持有象征蛇的剑，这本身就显示出蛇信仰与太

神圣化应该在弥生时代晚期。据《古事记》和《日

阳信仰的结合。草薙剑所体现的蛇信仰与长江下

本书纪》记载，
“三种神器”始于太阳女神天照大

游相关，但长江下游的剑与太阳无关。另外，弥生

神，而天照大神的原型则应该是弥生时代晚期邪

中期以后，日本青铜剑开始出现大型化，由武器变

马台国的女王
「卑弥呼」
（himiko）。
“himiko”的日语

成了祭祀蛇神与太阳神的法器，这也可以视为铜

原意即
「 日巫女」，即太阳巫女。很多学者认为，

剑本土化的结果。

“卑弥呼”很可能就是第十代天皇崇神天皇的伯母

总而言之，八咫镜、八坂琼曲玉、草薙剑虽然

倭迹迹日百袭姫命，
而倭迹迹日百袭姫命的丈夫又

被神圣化为“三种神器”，但其所要表达的其实是

是蛇神“大物主神”。因此，
作为集太阳信仰与蛇信

太阳信仰与蛇信仰的融合或者说一体性。至于八

仰于一身的女王“卑弥呼”将八咫镜、八坂琼曲玉、

咫镜、八坂琼曲玉、草薙剑何时被神圣化为“三种

草薙剑神圣化为“三种神器”的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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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s of archaeology, we can still appreciate their forms and patterns rough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apanese aborigines,
bronze mirrors, bronze swords and curved jades pieces, such as the Magatama, were all originally extraneous but eventually localized in the process of sanct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Nihon Shoki, the sanctification of the "Three Sacred Treasures" began
from the acts of Amaterasu Oomikami, nevertheless the prototype of Amaterasu Oomikami must be "Himiko" who was the
Queen of the "Yamataikoku" at the end of the Yayoi period. Thus, with this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mind,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the viewpoint that the sanctification of the "Three Sacred Treasures" actually refers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worship of
the sun and the worship of the sn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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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务礼仪 –利用《しごとの
しごとの日本語
日本語 ビジネスマナー
ビジネスマナー編
編》
日本文化中，要学习的礼仪有多种而复杂。尤其是商务礼仪是在日企工作中必须学习的内容。用
卡西欧电子辞典你可以有序轻松地学习多种礼仪哦。首先进入《しごとの日本語

ビジネスマナー

編》，
选择日本商务礼仪，学习交换名片的方法！
（图 110 图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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