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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绘的世界：北斋、 
广重、和日本江户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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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绘的世界：北斋、广重、和日本江户艺术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是一个极为平和的时期。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城
市繁荣，商业兴盛。财富新贵们开始和传统的贵胄武士阶层一样，追逐起了文化
娱乐生活的满足。在一些大都会中，出现了崇尚“浮世”所带来的短暂欢愉的思
潮。对于“浮世”的赞颂，被通过诸多不同的文化载体呈现出来，譬如诗歌、音
乐、舞台剧、时装、以及美术。

《瑰丽的世界：北斋，广重，和日本江户艺术》着重于展示江户时期最为高阶的
美术形态——那就是由当时名望最盛的艺术家们所创作的，水墨或设色的立轴或
条屏。“浮世”的繁华和美妙在这些独特，精致，并融入了画家极致技巧的作品中
绽放了出来。

江户城与“浮世”

在1603年，德川幕府首任将军德川家康把一个落后的渔村，江户（现在的东
京），作为行政中心。高居于江户城堡中的德川家康逼迫驻守于日本各地的260
个大名轮番来江户居住并且朝贡。由于大名以及他们所带来的武士阶层在江户
的长期影响，这个日本新都会的文化也欣欣向荣地发展起来。

画屏

自古以来，日本的金屏风画一直是备受推崇的美术形式。它们有时描绘自然的优
美，有时描绘战争的壮阔，以“对屏”的形式陈列于宫苑或寺庙中。在江户时代，
京都、江户、以及大阪的新贵们越来越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屏风。他们请来町绘师
（本地画家），让他们描摹市井生活以及位于风月场周遭的名胜。这些传世的作
品给了我们窥探江户“浮世”，以及它所囊括的民风胜景、良辰佳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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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清水寺赏樱 约1640年 六条屏, 纸本水墨设色。私人收藏。

这件全景屏风描绘了浮世的诸多乐趣。这类屏风通常由想要炫耀自己高端物质享
受的新贵们拥有。作品将我们带到了京都东郊的林泉中，这里不仅有静谧优美的
山川，更有名胜音羽瀑布，以及远近闻名的清水寺。

佚名 清水寺赏樱 (detail) 约1640年 六条屏, 纸本水墨设色。私人收藏。

从江户著名风月场祇园来的青楼女子以及她们的侍童，在享受绽放樱花的同时，
阅读着诗歌集子，品味着烟枪，弹奏着三味线。花期极短的樱花影射了女孩们转
瞬即逝的青春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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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清水寺赏樱 (detail) 约1640年 六条屏, 纸本水墨设色。私人收藏。

舞者、武士、商人、以及吹着笛子的乐师们聚集在清水寺的露台上。这座在1633
年由幕府将军德川家光所建的寺院里包含了许多神社。其中的地主神社供奉着掌
管婚恋嫁娶的大国主神。传说若是祈愿者能从寺院13米高的露台上跳落并且生
还，他们的愿望就能实现。在江户时代所记录的234跳中，有35人没能看到他们
祈愿的结果。

佚名 清水寺赏樱 (detail) 约1640年 六条屏, 纸本水墨设色。私人收藏。

音羽瀑布的泉水传说中能带来长寿、财富，和爱情。在画里，有一个男人用木盆
接取下注的三道泉水。在稍远处可见一位武士与两个妇人在泉水中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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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原

江户的吉原是一个糅合了服务业、风月业、以及舞台剧艺术为一体的娱乐中
心。在这里，各类男客，从贵胄到布衣，混杂在一起，欣赏从歌舞伎到花魁的
各式表演。直至1642年，吉原的五街开设了117家风月场。最上流的风月女子需
要花将近$1000才能见到一面。吉原是江户时代休闲享乐主义的浓缩，飘荡在灯
红酒绿的浮世中。正因为此，新贵们对于吉原美女画像的收集变得愈发狂热。

佚名 旧吉原的饮宴 约1655年 六条屏，纸本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在这件作品诞生的年代，吉原还是只有少数上流人士才有机会体验的新鲜事物。
正因为此，芸芸大众对里面的情况颇感好奇。作品用鸟瞰的方式从上而下描绘出
了隐私的内在空间与公众的外在空间之强烈对比。用金叶子制成的云彩凸显了暴
露与隐私这两个对立面摩擦出的让人惊奇的火花。

佚名 旧吉原的饮宴 (detail) 约1655年 六条屏，纸本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一群男客来到了吉原的入口。他们还没有按照行业的规矩解下他们的佩刀。在这
群人中，我们可以认出大名、削发的僧侣、以及武士。他们中有些人想要利用戴
着的宽沿草帽隐蔽自己的身份。一群青楼女子，协同她们的侍童、男佣、以及遣
手（年老退休的青楼女子），出门相迎。



CURATOR TOUR 6

佚名 旧吉原的饮宴 (detail) 约1655年 六条屏，纸本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进入吉原之后，男客们会被迎入内院的茶室中。风月女子会与男客行棋牌之戏，
演奏乐曲，并提供饮食。画的左侧有一位女子正准备更衣，然后参与画面正中的
饮宴，或是加入画面右侧的扇舞。

佚名 旧吉原的饮宴 (detail) 约1655年 六条屏，纸本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当然，男客们的最终目的是和女子们享受肌肤之亲。男女之事很隐晦地占据了画
面的一小部分。在这之前，男客们需要经历一系列繁缛的前戏。在画面的左侧及
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欣赏心仪女子表演的茶道，这是发生性事之前一系列前
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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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川丰春 新吉原之春  约1790年 六条屏，纸本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为了减少年轻武士的纵欲之风，在1656年，幕府决定将吉原转移到距离江户市镇
更加边远的地方。新吉原的常客们依旧是大名、武士、以及富有的商贾和农民。
幕府同意新吉原在夜晚营业，意外赋予了这个风月场更加诱人而神秘的气息。

歌川丰春 新吉原之春 (detail) 约1790年 六条屏，纸本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各色人等乘着船，骑着马，或者徒步顺着隅田川来到离江户11公里之外的新吉
原。这幅画描绘了人们纷至沓来的情景。画中的一顶轿子为那些希望保护自己名
誉的男客提供了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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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川丰春 新吉原之春 (detail) 约1790年 六条屏，纸本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吉原的男佣们提着大灯笼，用以照亮盛放的樱花。风月女子们则提着长竿上装
置的小灯笼，引领着客人。在烛火的映照下，屋内男客和女子的身影像是皮影
戏一样，被投射在白色的纸墙上。

笔下的妖娆：美人画的诞生

早在宽永年间（1624-1644），画家们就开始在独立的卷轴上描绘美人图。在此
之后的300年，美人画的形制和风格随着对女性之美理解的变迁而进化着。“宽
文美人”有着宽文时代（1661-1673）的审美。女性皆是脸庞圆润，五官精细。
怀月堂安度及他的画派（活跃于1704-1716年）首次描绘了体型高大的女子，她
们穿着由粗笔重墨所描绘的和服。宫川长春（1683-1753）将自然主义与更加丰
富的色彩引入了美人画。而盛川春章更在美人画中加入了现实主义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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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读书美人 约1665年 立轴，绢本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在宽文时代（1661-1673），背景留白的美人画开始作为一种独特风格出现。这
些作品通常被富商或武士看作他们和某位风月女子春宵一夜之后的纪念。画作中
的女子被称统称为“宽文美人”。此类画作并不写实，通常描绘了大众化的美女摆
出千篇一律的造型。在小桌上放着的笔记显示出这位女子精通诗、书、画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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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月堂安度 立美图  约1710年 立轴，纸本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安度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美人画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且被广为效仿。以书
法一般的雄浑笔触勾勒出的和服，以及其上精致的花卉图纹是让人一眼就能辨识
的怀月堂画派（活跃于1700-1714年）风格。图中女子梳着1760年之前流行的“
鸥髱”，并且有着18世纪美人画中独特的圆润脸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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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崎女龙 美人戏猫图  约1740年 立轴，纸本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女龙自六岁开始就表现出对绘画的热爱。作为一名自学成才的女画家，她喜欢在
绘制的风月女子画上题写自己创作的诗文。这幅画的灵感来自于《源氏物语》
（11世纪），说是这只淘气的猫咪阴差阳错地让自己的女主人结识了一位王公贵
胄。图中的女子手执烟枪，逗弄着身边的猫咪，不经意间透露出充满诱惑，欲拒
还迎的女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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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川一笑 花见  约1745年 立轴，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风月女子和她们的男客在盛放的樱花丛中品茗、聊天、奏乐、歌舞。这种原本特
属于风月女子的娱乐活动被称为“花见”（赏花会）。然而在江户时期，花见逐
渐被更多市民所青睐，而对于风月女子来说，更是她们能够短暂踏出吉原的好机
会。画中明快的色彩和带着动感的线条，勾勒出了一幅野外游乐画卷。

宫川一笑 花见 (detail) 约1745年 立轴，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在穿着相似和服的风月女子以及她的侍童身旁，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武士用宽沿草
帽隐蔽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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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期的美人画

18世纪的美人画，因为有着适合广泛传播的木刻印刷术的加持，持续盛行。在这
一时期，一批后起的美人画大家涌现了出来。盛川春章极尽细致的描绘让他获得
了“一画抵万金”的美誉。歌川丰春以其画中美人微妙传神的表情而著称。窪俊满
富有诗意的描绘通常得到文人墨客的赞许。而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还是喜多川歌麿
善用画中女子的一笑一颦来反映复杂而微妙的心理世界。

在隅田川的岸边，伫立着三位女子，两只小狗正在她们的脚边嬉戏。在远方，来
去吉原的船只往来如织。对于江户市民来说，单是看到和风月场有关的船只，都
会给他们带去无限遐想。可以确定的是，岸边的三位女子并非来自风月场，因为
她们腰间的束带并非系于腰前，而是缠于腰后。

喜多川歌麿 晚凉图 约1805年 立轴，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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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间的女子手中执一小笼，里面装的可能是蟋蟀。笼装蟋蟀经常在寺院或夏日
庆典中出售。蟋蟀在日本文化中又有冬季降临的隐喻，以致令观画者有流光飞
度，韶华易逝的感慨。

喜多川歌麿 晚凉图 (detail) 约1805年 立轴，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喜多川歌麿 晚凉图 (detail) 约1805年 立轴，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喜多川歌麿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运用了西方的透视原理。这对他画中独有的景深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前景的女子衣衫鲜艳，而处于远方的吉原则缥缈于一片淡
淡的雾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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窪俊满  美人沐发图 约1800年 立轴，绢本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这是一幅写意墨绘。墨绘是以水墨为主体的绘画方式。画家用熟练的笔触勾画出
女子束束分明的长发与其罩衫上的松鹤图案。日本文化对散发女子有着一种独特
的情色向往，因为这个场景展示了风月女子不为人知的私人生活——每个月她们
都会选取一天来洗去青丝上的树脂和发油，然后重新梳成华丽的造型。图中运用
的鲜亮红色将我们的目光引向女子的长发，同时也隐喻了女子的风月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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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川丰国  岩井半四郎五代目 约1810年 立轴，纸本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岩井半四郎五代目是日本歌舞伎中一位声名卓著的男旦。歌川丰国在他的作品中
将女装扮相的岩井描绘成了理想中的美人。被束带扎住的流转的衣纹，显示出演
员的曼妙身姿。画家以男旦为模特的绘画或木刻，日渐流行。

19世纪的美人画

在19世纪早期，越来越多的画家开始专擅美人画。然而幕府将军的更替所造成的
政治环境的转变，影响了文化的方向。在反对奢华的大环境渲染下，日本诞生了
一个全新的，更趋于简单高雅的美学风尚。这个风尚偏重内敛的用色，尤其喜爱
棕、灰、蓝、绿、暗红、以及紫色。和服设计更趋于对纹饰的简化。格子和线条
成为简洁风潮的新宠。

这种简洁的风潮体现在美人画上，是由丰腴转为清瘦的女性体格，以及由繁琐华
丽转为朴实黯淡的衣着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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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饰北斋  采蚌图 约1802年 立轴，绢本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每年四月至六月，日本人将采蚌作为一种营生和娱乐。图中一位女子正在将自己
的和服拧干，而旁边的两位角色正乐此不疲地在浅滩中挖掘。滩上浅绿的色调说
明这正是刚刚退潮的时分。北斋利用这幅作品将他笔下以瘦为美的女子带到了闺
房之外。图中的孩子说明了这幅画中描绘的有可能是一个家庭。然而不可否认
的，北斋创作这幅作品的初衷，是对高雅修长的女性身姿的崇尚。

吉原的没落

1760年以降，才色兼备的吉原花魁们要价愈发昂贵，让一般男客负担不起。底层
风月女子逐渐取代花魁占领了市场。她们坐在用木格遮挡的展示间中，让路过的
客人挑选，待价而沽。在宽政改革时期，大约2000个散布在各处的底层妓女被
集中送往吉原，拉下了以高端昂贵服务著称的吉原的身价。

1841年的天保革新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政府用军警对江户风月场日夜
监控，并一度禁止了有关风月女子和演员的图书、绘画的创作与发售。吉原终于
没落了。市场对于风月女子的钟情逐渐移向了新兴的艺妓行业，艺妓也最终取代
了吉原，成为文化娱乐界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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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文调二代目  骏河町越后屋 约1815年 册页，绢本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骏河町游人如织，幕府将军的城堡在背景中的富士山前若隐若现。以棱形作为标
记的越后屋，处在画面的中心位置。它是江户时代最大，也最有名望的布匹售卖
场。

柳文调二代目  骏河町越后屋 (detail) 约1815年 册页，绢本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你可以从门缝中窥见正在榻榻米上忙碌的售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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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文调二代目  骏河町越后屋 (detail) 约1815年 册页，绢本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在画面右侧，两位着黑帽的武士走出店外。他们武士刀的刀柄凸出罩衫之外。

歌川国贞  双美图 1835 扇面，纸本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一位风月女子和她穿着朴素的遣手正从轿子中走出来。茶馆和风月场通常有着自
己的轿子，用来将风月女子送到邀请她们的男客住处。这幅画被描绘在扇面上。
扇面上并无折痕，说明这把扇子从未被藏家用来抵御日本的炎炎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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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斋：神话、传说、和文学的世界

葛饰北斋（1760-1849）尝试过各式各样的浮世绘。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曾用
过30多种笔名，转换过多次风格，而且从不抗拒新生事物或外来事物，包括西方
的雕版刻印术。他从文学作品和神话传说中汲取题材，丰富了作品的多样性。在
1835年，北斋终于从自己赖以名世的木刻版画中脱身，把出版商和市民大众的喜
好抛诸身后，专心研究起绘画。

这些作品是具有娱乐和祈福作用的轻快创作。它们原本被展示在两扇六条的屏风
上。在右侧的五幅画描绘了三位仙人，加之“七福神”中的两位神祗。一般来说，
这类画有祈求幸运长寿之用，然而北斋却用一种更加娱乐戏谑的方式将日本仙人
们的故事表达了出来。

葛饰北斋  双足萝卜和大黑仙人、幸运之神、狂言演员 1839 11幅立轴之一（原作有12幅),  
立轴，绢本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这幅画的主角是大黑天，日本文化中的幸运和富足之神。他捧着一根大萝卜（大
根），传说中这根萝卜救了他的命。这虽然是一幅祈福画，但北斋却调皮地把对
男性阳具（大根）的隐喻埋藏于其中。



CURATOR TOUR 21

葛饰北斋 猩猩 仙人、幸运之神、狂言演员 1839 11幅立轴之一（原作有12幅）立轴，绢本水

墨设色。私人藏品。

猩猩是日本的水神。他也是日本传统文化中，利用清酒（传说中的不老仙水）给
人治病的药师。在能剧中，猩猩经常被刻画为酒醉后手舞足蹈的形象，而北斋描
绘的则是舞蹈之后的景象：猩猩瘫软在地，正在病酒之中。



CURATOR TOUR 22

左侧一系列画作描绘的都是狂言中的故事。狂言是在长篇能剧中间穿插的短篇喜
剧。北斋选取的狂言故事皆是轻快戏谑之作，画中的角色都穿着轻着点缀的狂言
演员服装

葛饰北斋 猎狐者 仙人、幸运之神、狂言演员 1839 11幅立轴之一（原作有12幅）立轴，绢本

水墨设色。 私人藏品。

作为一个非常流行的狂言剧目，猎狐者讲述了一只扮成高僧的狐狸劝诫猎人勿犯
杀生之罪的故事。猎人差一点就被狐狸蒙蔽，直到狐狸的叫声露出了马脚，最终
被猎人捉住。然而在北斋的画里，他描绘了狐狸蒙蔽猎人的刹那。你可以看到猎
人恭敬地下跪，向狐狸装扮成的僧人行礼。



CURATOR TOUR 23

强壮而威严的翔龙是北斋晚年特别喜爱的题材之一。在中国和日本的传说里，龙
是掌管季节变迁的水神。北斋用其惊人的水墨技法在生宣纸上描绘了这条吞云吐
雾，神秘莫测，同时又张牙舞爪，鳞甲毕现的巨龙。

葛饰北斋 云龙图 1845 立轴，绢本水墨。 私人藏品。



CURATOR TOUR 24

北斋：自然界中的隐喻

葛饰北斋是描绘动植物的大家。他曾出版过一本讲述他绘画心得的讲义，叫做《
北斋漫画》。“漫画”在北斋的本意里具有漫不经心，随意涂抹的意味。在将商业
上的成功抛诸脑后之后，北斋开始专心致志地进行一系列关于真实和神话中动物
的创作，在他的笔下，诞生了栩栩如生的苍龙、猛虎、狮子、鲤鱼、鹰隼、以及
狐狸。

溪斋英泉 日本 鲤鱼跳龙门 约1825年 立轴，纸本水墨设色。摘水轩纪念文化振兴财团藏。

一尾鲤鱼腾空而起，全然不顾地心引力和下注的水泽。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跳过
高不可攀的“龙门”，然后幻化为龙。鱼尾的扭曲，用粗旷的笔触勾勒的倾斜水
纹，无不让我们的眼睛随着鲤鱼想要完成这“不可能的任务”而造成的动势上下
游移。鲤鱼在日本传统文化中是富足和信心的象征。从古至今，常有日本人相
互赠送鲤鱼图作为幸运符。



CURATOR TOUR 25

葛饰北斋 雪鹰图 1843 立轴，纸本水墨设色。摘水轩纪念文化振兴财团藏。

葛饰北斋描绘的动物常以写实和庄严著称。在这幅画中，雄鹰的胸颈以及腿部被
以枯笔涂扫而成，而其喙部与尾部的毛发则以细笔精心勾勒。在日本文化中，雄
鹰代表了智慧。雄鹰面部若有若无的自信微笑似乎反射了画家对于自己艺术天才
如雄鹰俯视万物般的自信。



CURATOR TOUR 26

葛饰北斋 玉兔 1857 立轴，纸本水墨设色。私人藏品。

在中、日传说里，月球的阴影是一只站在石臼前的玉兔。在日本人独有的理解
中，玉兔在石臼里捣磨的是制作麻糬的原料。麻糬是日本人在月见节（中秋
节）所吃的传统食物。在这幅混合了传说与现实的作品中，玉兔的面部、耳
朵、以及毛发都被巨细靡遗地描摹出来，而在一轮满月周围氤氲的祥云，则被
相对写意地涂抹，将玉兔围绕在神秘而多变的夜色中。



CURATOR TOUR 27

山水与自然

在提倡摒弃奢华生活的天保革新（1842年）之后，一种新兴的山水画形式诞生
了，那就是名胜画。这些名胜画的主题包括了星落在江户、京都以及更加边远
地区的桥梁、渡口、庭园、酒肆、旅舍、寺庙，以及神社。除此之外，名胜画
也善于描绘一些连结市镇山川之要道周遭的景色。

神圣的富士山是名胜画家最钟爱的主题之一。江户时期两位最卓越的山水画
家：葛饰北斋，以及比他更为年轻的竞争者歌川广重，画过为数众多的富岳风
物。和北斋雄强刚猛、充满活力的大笔挥洒不同，广重偏向于运用清淡浅细的
笔触来表达神道教静谧平和、以自然为本的哲学思想。

歌川广重 江之岛 1855，立轴，绢本水墨设色。日本自由会社藏品。

江之岛是供奉日本“七福神”之一——辩才天的场所。辩才天是掌管风雨，并且
阻遏疾病的神祗。传说中辩才天曾经居住过的岛上洞穴，在江户时期成为了著
名的朝圣处。江之岛涨潮时没于境川的水中，退潮时则可a以徒步上岛，所以此
处成为了江户居民一日游的理想胜地。在画里，许多细小的人物伫立于涨潮的
江岸边，遥望水中的江之岛。处在岛屿中心的神社入口隐约可见。



CURATOR TOUR 28

葛饰北斋 松林外的富岳 1847年，立轴，绢本水墨设色。私人收藏。

作为日本的国家象征以及神道教的圣山，富士山是名胜画中最受欢迎的题材。北
斋于逝世的前两年创作了这幅作品。这幅画的取景非常独特，从枯槁的松枝之间
窥视富士山的一角之姿。北斋得灵感于中国绘画对于身临其境的提倡，让观画者
感觉自己不是置身画外，而是身在画中。

歌川广重：行旅画家
出生于江户武士家族的歌川广重，本姓安藤，年轻时创作了许多以江户美人为
主的木刻版画以及其他种类的浮世绘。在1832年，他作为幕府将军使团的一
员，自江户出发，沿着东海道行至天皇的居所京都。在这次旅行之后，广重发
表了《东海道五十三次》，用绘画记录了他的整个旅程。这部作品获得了巨大
的成功。广重在其后二十年间继续旅行、绘画、出版新作，他最后一系列的行
旅作品是于1856年发表的《名所江户百景》，此后他就抛弃红尘，皈依佛门。



CURATOR TOUR 29

二代目歌川广重 相州七里滨之波涛 约1847年，立轴，绢本水墨设色。 私人藏品。

在画中，七里滨翻卷的浪潮将远处的江之岛和富士山环绕。此地汹涌澎湃的巨
浪一直都是浮世绘画家们青睐的题材，它造就了葛饰北斋的代表作《神奈川冲
浪里》。在这幅作品中，二代目广重用淡墨快笔挥洒出的海浪，让观者的眼睛
随势上下起伏，而凶猛激荡的浪花则是用锯齿般的刚硬笔触表达出来。



CURATOR TOUR 30

束芋 隐月 2016，多媒体，人造舞台，片长10分36秒。 纽约 James Cohan画廊及日本小柳画廊共同拥有。

葛饰北斋观月处（1857）画作中描绘的格子纸门时开时合，将神秘的异兽引入
了月光荧荧的世界。隐月 2016 从美国西雅图美术馆的日本藏品中得到灵感，加
入了对日本“笔意”传统的致敬（“笔意”即用新的方式模拟往昔大家的意境），
束芋用动画的方式将北斋的名作演绎了出来。在描绘某间位于江户品川的风月场
或客栈的表象之下，隐藏着对于留白与未知的不安感。

位于占据画面中央的榻榻米左右两侧的风月女子和艺妓，犹抱琵琶半遮面，让人
不见全貌。这幅由木刻版画衍生而来的作品在原作的神秘与隐晦之上，更添加了
暗黑和妖异的氛围。

teamLab 四季、千年、梯田 - 田染庄 2016，六屏幕多媒体。 teamLab和Martin Browne 藏品。

农民正在撒种，群众正在欢庆丰收，晴空一鹤排云而上，转眼日光幻化为夜色。
这件作品描绘了日本九州著名的梯田——田染庄1200年间未变之风情，将人与
自然的和谐，季节的转换，以及时光的流逝娓娓道来。

和现实中田染庄的季节、天气、时间相呼应，这幅作品将观者带入了山水之中，
让万里之外的人也能够天涯共此时。作品中的色调与风情时时变换，让人在多变
的现实体验中拨开田染庄的层层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