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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绘是日本的风俗版画,是在日本

江户时代(1603－1867)兴盛、发展并衰落

的，其尾声奏响于明治。浮世绘中有绘画，

称作“肉笔”，而多色彩印刷的版画——

锦绘是其代表。作为江户时代的代表性艺

术，浮世绘画师众多、题材广泛——从市

井风俗到时尚话题、从明星头像到花街美

人、从历史故事到神仙精怪，无不入画，可

以说描绘了江户三百年的生活史，今天仍

广为日本人所喜爱，也为世界所重视。

浮世绘由盛至衰所跨越的年代，大

抵与中国的清朝相始终。这个时代的日

本，尽管西洋文明已透过“兰学”等窗口

进入到社会中，但西风尚弱，完全没有

明治维新之后“全盘西化”的席卷之势，

日本人生活中依旧蕴含大量的中国知识

与中国文化元素，今天我们中国人看起

来仍感亲切。同时，由于时空的变化，那

些流传到日本的中国知识与中国文化元

素，在浮世绘中也呈现了很多变化，这一

切构成浮世绘里的另一个中国。这是我

们了解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一个重要

方面，也是很有趣的方面。

一

浮世绘画家中有几位显得近于疯狂

的人物，被称为浮世绘 后画师的月冈

芳年（1839－1892）就是其中的一位。说

起芳年，人们首先会提到他作画非常神

经质，有大量残酷、血气弥漫的场面。

江户川乱步、三岛由纪夫等著名作家都

很喜欢他这种血腥。而《月百姿》系列，

是讲述与月亮有关传说故事的作品，该

系列优美抒情，是芳年的晚年代表作。

本文 首的这幅画，就是《月百姿》系

列里的一幅。画名很绕口，叫“吼哕”

（koukai，大判锦绘，1886年）。“吼哕”

是模拟狐狸吼叫的拟声词。画面上一个

身穿僧袍、头系薄帽的狐狸，背朝外，从

左侧扭过头，露出一张狐脸。嘴巴长长

的，眉骨和眼睛像是盘算事的样子，显

出一副思前想后的神情，而略微张 的

嘴巴似在微笑。天上挂着一弯月亮，低低

的；秋草还有几朵枯荣未落，被夜幕衬

得和月亮一样白。芳年精到的笔触令画

面优美而诡异。

浮世狐语

                                                        撰文/秦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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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立意要讲中国狐狸在日本的文

字，选这幅画作 头，是因为画上这只老

狐狸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老狐狸 近

流年不利，眷族接连被一个猎人诱捕。为

了阻止猎人继续杀害同类，聪明的老狐

狸打听到猎人 听他伯父——一位老僧

人的话，于是它就变作这位老僧人前去劝

说猎人，让他停止对狐狸的猎杀。

狐狸老僧人给猎人讲起了狐狸的故

事，是一只来自中国的九尾狐的故事。狐

狸恨上人有多可怕，你知道吗？一只狐狸

积千年之功修行，可以变身为美女。可修

行期间，狐狸看到了人是怎样伤害狐狸

的，所以就决定要为祸人间，为狐狸一族

报仇。从中国来的这只九尾狐就是化为

美女，成了鸟羽上皇身边的女官，称玉藻

前。玉藻前是绝色佳人，生性聪明，博学

有识，深得鸟羽上皇的宠爱。这只为了报

仇的狐狸媚惑鸟羽上皇，一心想把鸟羽

上皇变成傀儡。可是鸟羽上皇很快病倒

了，御医们却找不到病因，于是就请来阴

阳师阿部泰亲。阿部泰亲果然有道行，判

明鸟羽上皇的病来自玉藻前作祟，并以神

镜照破了她的真身——原来是只金毛玉

面九尾狐！

玉藻前被看破原形后逃离皇宫，隐

蔽行迹。鸟羽上皇命军兵八万馀讨伐她，

九尾狐以法术打破军兵。 后三浦介义明

与上总介广常二将军改用流星箭攻之策，

射穿九尾狐的颈与腰，又以长刀斩其首。

九尾狐气绝身亡，却将身体化成巨大的毒

石，喷出滚滚毒气，靠近它的人或动物当

场毙命，人称杀生石。受命前来镇九尾狐

之魂的高僧命陨于此者，亦不可胜数。直

到日本的南北朝时代会津的玄翁和尚在祈

愿长祷之后，以禅杖将此石打碎，碎石飞

散日本各地，九尾狐之灵才得超度。

老狐狸的故事打动了猎人的心。猎

人决定不再杀狐，并听话地把捉狐狸的网

子也扔掉了，狡猾的老狐狸大获全胜。

二

在日本江户时代，九尾狐玉藻前的

故事非常有名。玉藻前故事、崇德上皇

天狗传说再加上酒吞童子故事，合称江

 月冈芳年《吼哕》，18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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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三大传说。其实中国读者对这只九尾

狐是耳熟能详的。《封神演义》中这只狐

狸出场后，以艳如桃花之美色蛊惑纣王，

让他纵情女色，荒淫误国， 后使商朝

灭亡。不过日本流传的版本比中国似乎

还要丰富。九尾狐精变成妲己害了商朝

后，遭姜太公剑斩却未伤及元魂，几百年

后她来到印度的日天罗国。这只九尾狐

变成美女，埋伏在国王经常出行的路上。

有一天日天罗国的班足王出门打猎，“发

现”了她并把她带回后宫，成了班足王

妃，称华阳夫人。这只九尾狐念念不忘

狐族常年为人欺侮，对人心存仇恨。她一

边作祟让日天罗国出现各种灾难，一边

蛊惑班足王说：这天灾是墓神在作祟，

解救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每天杀掉十个

《杀生石》，鸟山石燕《今昔百鬼拾遗》，1780年

人供养到墓神前，杀上一百天够千人之数

后，才可万事大吉。班足王信了她的话，

每天杀掉十个无辜之民。终于，人民不堪

暴政奋起反抗，结果班足王被杀掉。

九尾狐华阳夫人逃走后过了许多

年，她又回到中国，正是中国周朝周幽

王当朝称制。九尾狐化身为幽王宠妃褒

姒， 终使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国破家

亡，命丧黄泉。

喜欢血腥场面的月冈芳年，其笔下

当然不会遗漏制造血腥报复的华阳夫

人。芳年的血腥画面不是凭空想象而来

的，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由一些支持德川

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人组成的“彰

月冈芳年《华阳夫人》 ，18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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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队”，在江户无血 城后依旧坚持抵

抗姿态， 后在上野山被消灭。年轻的

“彰义队”队员们的尸体被弃置山野，形

态各异，散发出恶臭。他们成了年届三十

的芳年成名的机会。他去尸野画下无数

现场写生。在没有照相机和摄像机的年

代，这些作品的冲击力极大，而这些生

猛的血淋淋的画面，必然被构图到芳年

的作品之中。芳年笔下的华阳夫人左手

轻巧地提着一个人头，右手指着扎在长

矛上的两个人头,仿佛在说，还记得你们

当年是怎么祸害狐狸的吗？地面是流血

形成的血泊。华阳夫人眉眼弯弯，轻抿

红唇，一身南天竺的打扮。这幅《华阳夫

人》出自芳年的《和汉百物语》。

三

一只在中国为害商朝、在天竺为害

日天罗国、回到中国又为害西周的九尾

狐，怎么又隔山越海到了日本，有机会祸

害鸟羽上皇了呢？

以这只九尾狐为主人公，江户时代

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小说有式

亭三马《玉藻前三国传记》、高井兰山

《绘本三国妖妇传》，日本传统的木偶戏

净琉璃中也有《玉藻前曦袂》。关于这只

九尾狐如何从中国到了日本，这些作品中

都有很好的交代。相传当年吉备真备到中

国留学，学成乘船归国。船行至途中，他

发现船上多了一个中国少女。少女讲自己

出身于中国官宦之家，并以死相威胁，要

求吉备真备带她到日本。这时船已经航行

在海中，吉备真备无奈只好答应了她。船

甫至日本，少女就失了踪迹。许多年后，一

位名叫坂部藏人行纲的武士捡到了一个

婴儿，他为这女婴取名为藻。不用说，读

者已经猜到，藻就是船上那位中国少女，

中国少女就是那只九尾狐。

九尾狐是中国上古神兽之一。它的

形象在中国经历了一个由神圣图腾与瑞

兽到妖兽、妖精的转变过程。在《山海

经》中，它本是“太平则出而为瑞”的神

兽；在汉画像石上，我们能看到九尾神

狐经常是和西王母、伏羲女娲刻在一起

的，这足见其地位曾经是何等显赫。人们

对九尾狐的信仰起源很早，丁山先生认

为，楚辞《天问》中的“女歧”就是九尾

狐。禹娶涂山氏之女，《吴越春秋》记载

当时“乃有九尾白狐造于禹”。又《太平

御览》引《竹书纪年》载：“夏伯杼子东

征，获狐九尾。”《山海经》郭注亦引之。

凡此种种，都说明狐为祥瑞之观念由来

汉画像石中的九尾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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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稻荷大神具有极大护佑神力。

在日本，狐狸直到今天还有很高的

地位，而且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联系颇为

紧密。原本供奉白狐的稻荷神社今天仍

旧有很多供奉者，全国各地总计达三万

馀社。九尾狐的传说就是在日本如此丰

富的狐文化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走进

日本文化的九尾狐传说，故事以中国、印

度、日本三国为背景，情节变得曲折复

杂许多。特别是南天竺日天罗国一段，虽

然凭空杜撰，却编排得摇曳多姿。而在

日本，九尾狐传说还与日本风土产生了

密切的联系。九尾狐死后在那须野变化

而成的那块能“喷出滚滚毒气”的“杀生

石”，就是附着于日本风土的新情节。那

须野地质复杂，地下经常有对人与动物

有伤害的硫化氢、亚硫酸喷出。今天那

须野已经成了旅游观光点，但在毒气排

出量过大的日子，政府部门还是会发出

观光禁令。

四

日本绝大多数人都喜欢吃的炸豆

腐皮乌东面，正是以“狐”（kitune）命名

的，据说因为是狐狸喜欢吃油炸豆腐。

今天日本人生活中与九尾狐 亲近

的事，可以举出“那须九尾祭”作例子。那

须是传说中九尾狐被追杀并留下毒石的

那须野。如今，正是这个地方的居民欢天

喜地地纪念起九尾狐了。这活动是在每

久远。至于灵狐何以九尾，游国恩《天问

纂义》认为“女歧九子”与星象的“尾九

星”相关。《史记·天官书》称“尾为九

子”。《春秋元命苞》云：“尾九星为后宫

之场也。”如此说来，九尾狐为祸后宫是

自有渊源的。

从形象上说，九尾狐就是狐信仰的

神圣化。狐信仰普及于南北中国，直到

今天在很多地方仍有流传。但狐狸的神

性在东汉就已 始失坠。东汉许慎《说

文解字》把“狐”字释为“妖兽也，鬼所

乘之”，阴气明显已经很重。到后来，阴气

之上，更被加上了淫媚。在儒家话语体系

中，狐狸信仰成了淫祠邪祀，越来越见不

得阳光。不过狐狸信仰在民间一直是信

仰的热门，北京城直至建国前流行的“四

大门”，其中之一就是狐仙。

古代中国的狐信仰很早就传到了日

本。从大陆迁移到日本的移民们，不仅

把水稻种植技术带到了日本，同时还把

相关的信仰带了过去。在 早传进日本

的狐信仰中，狐是正面的神的形象。早

期日本的大陆移民集团——秦氏一族的

氏族神稻荷大神就是狐神。秦氏一族自

称来自中国，是秦始皇的后人。《日本书

纪》应神天皇十四年记载：弓月君自百济

来归。因以奏之曰：“臣领已国之人夫百

廿县而归化。”《新撰姓氏录》记载左京

诸藩的“太秦公宿祢”条云：“出自秦始

皇三世孙孝武王也。”在古代日本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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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九月 后一个周六与周日两天，在那须

町余笹川友爱公园举行，今年是第九届。

两天中的每一项活动都与狐有关——人

们穿上九尾狐装，凭想象学狐叫；自由展

示各种与九尾狐相关的手工制品；限量发

售九尾狐面具和印有九尾狐的T恤衫；体

验化狐狸妆；演唱《狐哟》和当地民谣，

奏能乐，表演金毛玉面九尾狐大鼓；在周

六晚上，还要点狐火和放烟花。纪念活动

中参加人数 多的是制作巨型豆腐皮寿

司卷一项。仅以第八届与第九届为例，所

制作的豆腐皮寿司卷就分别长达123.9米

和124.9米。这个寿司卷首尾不相望，蔚为

壮观，所有参加活动的人都可以吃到这

种里面加入了九种食材的稻荷寿司——

inari寿司。这种寿司就是用前面提到过

的狐狸喜欢吃的油炸豆腐皮卷什锦饭做

成的。之所以里面加入九种食材，当然是

为了与九尾狐的“九”相呼应——还有活

动选在九月、寿司卷的长度要在小数点后

挂上“9”这个零头，都是这种含义。可以

想见，那须九尾祭做到第二十届的时候，

也许寿司卷的长度会增加到135.9米，狐

文化的种种含义也一定随之被挖掘得更

深，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程度也必然更

深。九尾狐还有一个活跃的领域——动

漫界。动漫在日本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其

收入占到日本GDP十几个百分点。在日本

动漫影响全世界的今天，来自中国的九尾

狐丰富了日本漫画家们的想象空间。我们

在《火影忍者》等几部很有名的动漫作品

中，已经多次看到这只灵狐的形象。

后再回到文章 头那幅《吼哕》

浮世绘版画。

画中的老狐狸用九尾狐的故事说

服了猎人，满心欢喜地哼着小调往回走，

可他不巧看到了猎人扔在路边的网。老

狐狸有些好奇地想，那个捕获了自己一

个又一个眷族的家什儿究竟是怎样的

呢？自己的亲人们怎么就都会上套呢？

他决定到近前去看个究竟，结果他发现

网子里做诱饵的是一只油炸老鼠——这

是狐狸一族的 爱。看到它，老狐狸也

挪不动脚步了。明知是圈套，可它还是忍

不住想吃这只油炸老鼠。吃，还是不吃？

在狂言《钓狐》里，老狐狸一步三回头，

内心中做着激烈斗争。 后，它终于找到

了吃这油炸老鼠的理由——就是这个诱

饵夺去了眷族的命！——这油炸老鼠就

是狐狸一族的仇敌！！——消灭它！！！下

定决心的老狐狸赶快回古冢脱去衣服，

轻身来取。而发现网被翻动过的猎人心

生疑惑，此刻正隐身等待着事态的后

续发展。来吃油炸老鼠的老狐狸被网住

了，不过， 终他拼命挣脱 ，逃走了。

老狐狸逃走了。我觉得这个结尾非

常好。特别是在人类对自然界已经具有

绝对支配力量的今天看这幅画，很感谢

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给狐狸们、妖怪们留

下一条生路。这不是很好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