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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画报》：

独特的校园画刊
■ 周利成

■ 墨伊

1931年 9月5日，《青春画报》
在天津创刊，其编辑部设在南开中
学校园，编辑、记者也多为在校学
生，其内容更是以记录全国各名校
的教学活动、社会活动、体育活动及
教师、学生对时局变化的看法为
主。因此，《青春画报》可谓当时名
副其实的第一校园画刊。

《青春画报》为十日刊，每月5
日、15日、25日出刊。自第23期起
改为周刊，每周三出刊，8开道林纸
印刷，共4版。该画报营业部设在天
津法租界32号路93号，由位于老西
开教堂后中和里的百城书局承印。
后接受社会捐款3000余元，自备印
刷设备，从第22期开始实现自行印
刷。该画报拥有完善的通讯员网
络，全国各名校均有其通讯员，画报
所刊文章除头版“社评”外，其余均
为通讯员来稿。该画报存世时间不
长，约于1932年底停刊。

《青春画报》头版除刊登全国各
名校毕业生、高材生的照片和广告
外，“编者的话”是编读沟通的一个
园地，如发布画报改版消息、回应读
者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更正前几期
的错误等。“社评”是该画报的品牌
栏目，就社会热点问题发表言论，虽
然每篇文章不过千字，但观点鲜明，
语言犀利，切中时弊，很能代表民
意。二、三版以图片为主，兼有文
字，开设有“学生的话”“时髦消息”
等栏目，报道各校教学信息，介绍名
校特点，交流学生的学习心得等。
四版为小说连载和广告，曾刊登凫
公的《街头之泣》、老道的章回小说
《连理枝头梦》、鸿音的言情小说《霭
如的梦》、璞的《被捕——纪念我的
好友步魁兄》等。自第23期起开设

“体育馆”专栏，由“南开校父”严范
孙的孙子严仁颖主编，及时报道华
北地区各校的重要体育赛事，配以
比赛现场图片，发表各体育名家小
传和趣闻逸事。自第24期起邀请
北平中央医院医生生景清开设“常
识讲座”专栏，发表他撰写的有关医
学常识的文章，解答读者在医疗保
健方面的问题。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
爆发后，《青春画报》立即派驻沪摄
影记者李为伟到战斗前线拍摄战
况。第22期推出“沪战专页”，以
《巨炮轰击杀人无数》《富村闹市尽
成灰烬》《流弹击毙逃难人民》等图
片，客观呈现日军的侵略行径，揭露

“日人残暴之万一”，以使民众铭记
“这不可磨灭的一页，暴日对我们民
族那样无人道的摧残、违背公理的
侵袭”，“希望华北同胞观后，一致奋
起，督促政府收复失地”。

1931年，日本侵略者蓄意发动
“九一八”事变，派兵侵占中国东
北。随后，中国政府请求当时的国
际联盟派员来华进行调查。1931年
12月，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决议，选
派英、法、美、意、德五国各一名代表
组成国际调查团来华。1932 年 3
月，调查团抵达中国。为此，《青春
画报》刊登了十余幅国际调查团到
访平津的图片，还表达了自己的看
法。 （据《藏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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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0 年 12 月 10
日起，至2021年 2月 28
日，“觉色敦煌——敦煌
石窟艺术展”在海南省博
物馆展出。来自敦煌的
100余件展品和莫高窟第
320窟复制洞窟，全方位
呈现了敦煌石窟的千年
营建历史、丝路多元文化
交汇的艺术结晶和敦煌
文化的博大恢宏，给椰城
人的心灵作了一次深刻
的历史洗礼。其中的“霓
裳美仪”章节，展示了敦
煌石窟壁画和彩塑保存
的部分服饰图像和资料，
这绚丽的色彩，风蓬的水
袖，惊艳了海口冬日。

始建于前秦建元二
年（公元366年）的敦煌
莫高窟，从十六国直至元
代，在一千多年的时空
中，历经北魏、西魏、北
周、隋、唐、五代、北宋、西
夏、元，各朝代都在此建
窟，从未间断。敦煌石窟
的壁画和彩塑保存了丰
富而珍贵的中古时代服
饰的图像和资料，服饰画
面集中、系统且全面，使
我们在欣赏过程中能感
受到我国服饰史的源远
流长，并可探索古代服饰
发展嬗变的脉络。

悠悠千年的流行时尚

中国是一个服饰大国，历代的
衣冠服饰发展演变的历史从一个
重要的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社
会经济、文化审美发展变化的轨
迹。敦煌石窟中保存的大量古代
人物形象和服饰，印证了中国“衣冠
王国”的美誉。同时，它也成为众多
服装设计师的灵感来源。譬如曾经
设计“龙袍”的中国服装设计师，在
2015 年巴黎时装周上，即以一组
《敦煌》作品震惊了众人。而这组
作品的灵感，毫无疑问，来自于敦
煌莫高窟。可以说，敦煌莫高窟的
服饰长廊，就是一部千年中国流行
时尚发展史。

史料记载，汉代伊始，敦煌就有
大量中原移民至此。在十六国的
270多年间，敦煌先后归属诸多的少
数民族政权统治，加之当地原本就
是少数民族依存的游猎牧场，又是
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重镇，因此这个
多民族杂居之地的居民成分更加复
杂，文化较为多元化。这一点，从敦
煌壁画的服饰中也可窥出一二。从
公元366年敦煌莫高窟建窟到公元
589年北朝结束，敦煌壁画中的各个
阶层人物服饰表现了强烈的时代特
征，胡服与汉服并行，汉人以胡服为
时尚，胡人又以汉装为潮流的特殊
现象，构成了多元文化融合的主旋
律。

贵妇头梳双丫髻，上着窄袖对襟
襦衫，披巾搭在臂上，围腰下延伸出
襳髾，下着间色裙。长长的襳带和上
身的褵带随风飘舞，女子的灵动于这
飞襳垂髾间得到了完整的展示。

到了隋代，奢华盛装已在画中隐
隐透出。大业六年，隋炀帝在天津街
盛陈百戏，“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
银、锦罽、絺绣、其营费钜亿万”。在
朝廷的提倡下，京都的王公贵族穿着
追求华丽，伎人皆衣锦绣缯綵，东西
两京的锦绣丝织品甚至出现了空
竭。随着西域及外国客商纷至沓来，
精美华丽的波斯锦、薄如蝉翼的纱縠
等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并受到王公贵
族的青睐，西域及海外服饰纹样也在
中国广为流行。在中国流行西域服
饰的同时，西域民族在服饰上也要求
汉化。

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壁画和塑像
中的人物服饰也隐隐出现了追逐色
彩绚丽、衣冠华美的迹象，有一种汉
化趋向，但装饰风格崇尚朴实、简约，
不如中原尊卑等级的分明，可见得此

时这里的生活是更为轻松惬意的。
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礼佛者的服
饰，譬如文殊菩萨衣饰华美，服饰类
于隋朝王室贵族妇女：头戴宝冠，璎
珞帔巾绕身，前垂宝珠，上着胸衣，系
围腰，下垂红色长裙。敦煌研究院原
院长段文杰先生生前在其关于敦煌
服饰的论著中就曾提到，此红裙开启
了唐代妇女时兴的石榴裙的先河。

古代男子的锦绣衣冠

人类最早的服装，应是在生产
劳动中起源的。而生产劳动中的人
物形象，也多以男子为主。相传，古
时炎帝神农氏的形象是：身着红色
襦，臂膊上戴有形似臂箍的东西，
小腿着绑腿，头戴鸟羽帽，足踏皮制
鞋，手执农具，俨然是一幅农人的画
像。在古代的黄帝、尧舜时期，已开
始有了衣裳，结束了史前那种围披
状态。人们穿着这种式样的衣裳，
拜祭祖先和天地。人们从经验中
得知，早晨天未亮时，天空是黑色
（称“玄”），上衣如天，所以用玄色；
而大地为黄色，下裳如地，服色即
用黄色，以此表达对天和地的崇
拜。远古时期，以上衣下裳代表服
式，又有上衣下裳相连的“深衣
制”，这种深衣形式在那时男女没
区别。魏晋服装服饰虽然保留了
汉代的形式，但在风格特征上，却有
独到突出的地方。公元六世纪波斯
图案花纹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
国，对当时的纺织、服装以及其他装
饰物，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一
点在敦煌壁画上多有反映。

在敦煌壁画中，魏晋时的平民男
子常服袴褶在隋朝以后仍在延续，但
在样式上开始发生变化，演变成为大
褶衣。这是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
百姓的常服，甚至在西域各族中也广
为流行。

隋朝人尚赤，这一点非常具有中
国特色，据传隋文帝杨坚在建国之初
的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即位时，有
赤色雀飞翔，被视为天瑞，因此隋朝
自以为得火德，崇尚红色。隋文帝制
定的冠服礼制中，官服等级也开始注
重颜色的差别，祭服、朝服尽令尚
赤。我们现在逢年过节时穿大红的
习俗，或许来源于此。

云想衣裳花想容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是
物质和精神文明高度的结晶。从三
皇五帝到清朝的几千年间，中华民族
凭借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绚丽多彩的
服饰文化，其中，女子的服饰以其多
变和丰富成为服饰史的代言人。这
一点，单从敦煌莫高窟的唐朝壁画中
可窥见一斑。

唐王朝是史书记载中极为繁荣
的朝代，政局稳定，经济发达，百姓安
居乐业，人们盛赞其为大唐盛世。它
具有高度的开放包容精神，与之相对
应的是自由与开放的社会风尚。这
一精神气质也深深体现在唐王朝的
服饰文化中。

唐 朝 的 女
性，在穿着打

扮上是极为自由的，她们可以任性地
穿着个性大胆的袒露装，把盈盈一握
的小蛮腰展示出来，不会有人对此指
指点点。流行的服饰往往是先被推
崇于王公贵族间，再流传至民间，被
许多平民女子所效仿以追赶潮流，兴
盛于一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唐朝
的流行服饰，体现的是统治阶级和贵
族阶级的审美。此时的贵族妇女们
思想大胆开放，追求女性美。袒胸装
的领口设计得十分低，露出了女子美
丽的颈部和部分酥胸。唐朝以胖为
美，这种设计十分完美地展现了女性
的窈窕与丰腴。在敦煌初唐壁画第
329窟中的女子，上穿袒胸大圆领窄
袖纱罗孺，下穿高腰长裙，十分精
致。最令人欢喜的是，壁画中的中唐
及晚唐时期，出现了一些下层的劳动
妇女，她们也经常穿着如此性感的袒
露装。

富足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让唐朝
的女子最大限度地绽放自己的美。
除却大胆展示女性曲线美的袒胸装
外，她们还开发出颇富幽默感的男装
女着。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女子，已经
穿出了最前沿的时尚衣饰。

圆领袍服作为唐朝时期最典型
的胡服之一，也是男性服饰中舒适度
最高的一款，一度成为唐朝妇女们钟
爱的出行服饰选择，在盛唐第130窟
都督夫人像中，其身后的9名婢女有
8名身着圆领长袍式男装，腰间系带，
显见得唐时女子的地位之高，也由此
可追溯唐王朝社会的高度开明。大
唐王朝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女性的社
交活动丰富多彩，她们不囿于高墙内
与闺阁间，而是常常出游，骑马、打马
球、狩猎，这些具有明显男性特色的
竞技娱乐活动，她们积极热情地参
与。这也从侧面推进了中国服饰文
化的发展。

政治开明的唐王朝，对外贸易
不断发展，促进了民族间融合与民
族间文化交流。如此大背景下，唐
朝服饰也吸收了周边各少数民族的
服饰特色，传统中华服饰在古典风
韵的基础上又添加了异域风情，胡
服与舞蹈服饰风靡一时。这大抵与
异域舞蹈的传入有关。在敦煌第66
窟壁画中的“伎乐天”舞服，即是中
原服饰与印度服饰糅合而成。而缨
络，是唐时从印度传入中国西北地
区，再传入中原，而后被全国爱美的

女性所喜爱的。至今，我们依
然流行佩戴它，任几千年

的辉煌中国史在颈间
缠绕，飘拂。

牛年谈牛，人们自然就会想到的
就是牛的敦厚踏实，勤劳能干。对于
华夏文明这一农耕文明来说，黄牛和
水牛曾经分别在我国北方和南方的
农耕文明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此外，
牛在古代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祭品，
《礼记·王制》中记载“天子社稷皆大
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其中的大牢
（太牢）就是指古代帝王在祭祀社稷
时，牛、羊、猪三牲全备，而诸侯祭祀
用的少牢则没有牛，可见牛在祭祀作
用中的地位之高。除此之外，古书上
还记载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神牛”，能
让我们脑洞大开，惊叹世界之妙。

五色神牛又名五彩神牛，是东岳
泰山天齐仁圣大帝黄飞虎的坐骑。
黄飞虎是明代神妖小说《封神演义》
中的人物，中国民间崇拜的东岳大
帝，旧时皮革业所信奉的行业神祇之
一。他原是凡人武将出身，为雪商纣
王调戏并逼死其夫人贾氏与其妹黄
娘娘冤死之耻辱，与姜子牙率兵攻打

商军五关，后在战斗中被商朝大将张
奎杀死。阵亡后魂魄入封神榜，总管
天地人间吉凶祸福，执掌幽冥地府一
十八重地狱。据说他的坐骑五色神
牛是一匹神骑，力大无尽，不惧凶兽，
可以托云走路。

铁牛是用铁铸造而成的，置于堤
下或桥堍，用以镇水。《太平寰宇记》：

“开元十二年，于河东县开东、西门，各
造铁牛四。其牛并铁柱连腹入地丈
余，负桥跨河。”开元铁牛亦称唐代铁
牛，位于永济市城西十五公里，蒲州城
西的黄河古道两岸，各四尊。铸于唐
开元十三年（ 725），为稳固蒲津浮桥，
维系秦晋交通而铸。后因黄河东移，
开元铁牛等没入水中，悄然消失。
1988年，永济县博物馆经过一年多的
查访勘探，于次年8月让唐开元铁牛
重见天日。

木牛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
亮发明的运输工具，分为木牛与流
马。史载建兴九年至十二年（231

年－234 年）诸葛亮在北伐时所使
用，其载重量为“一岁粮”，大约四百
斤以上，每日行程为“特行者数十里，
群行二十里”，为蜀国十万大军提供
粮食。关于木牛流马有多种解释，其
中一种说法是单轮木板车，是一种山
路用的带有摆动货箱的运送颗粒货
物的木制人力步行机。

老黄牛系牛郎喂养的一头牛。
此牛教唆牛郎偷走仙女（织女）的衣
服，最后得逞娶做妻子。婚后，牛郎
织女男耕女织，相亲相爱，生了一儿
一女，幸福美满。后来，老牛要死去
的时候，叮嘱牛郎留下来牛皮。天庭
的王母娘娘知道仙女下凡后大怒，抓
回织女。牛郎急忙披上牛皮，担了两
个小孩追去。眼看就要追上，王母娘
娘心中一急，金簪划出一条银河，牛
郎再也过不去了。从此，牛郎织女只
能泪眼盈盈，隔河相望，天长地久，王
母娘娘也拗不过他们之间的真挚情
感，准许他们每年七月七日相会。

青牛是太上老君的坐骑，全名为
板角青牛。太上老君即老子，春秋时
思想家，道家创始人。刘向《列仙传》
记老子出关：“后周德衰，乃乘青牛车
去。入大秦，过西关。关令尹喜待而
迎之，知真人也。乃强使著书，作《道
德经》上下二卷。”老子骑坐的“青牛”
成了老子乃至道家的标志性符号，老
子又被称为“青牛师”“青牛翁”等。
在某种意义上，青牛是老子思想的象
征，象征着自然与自然之道。

牛魔王是中国古典小说《西游
记》中的角色，主要出现在孙悟空与
火焰山这一篇故事中，在书中一开始
称他为大力王，又自号平天大圣（为
七大圣之首）。他是翠云山和积雷山
的主人，妻子是铁扇公主。在火焰山
一节中，孙悟空和牛魔王的恶斗惊动
天庭和极乐世界，李天王哪吒父子，
西方众罗汉前来收服他。经过这一
番争斗，牛魔王皈依佛门，罗刹女也
隐姓修行，最后都成了正果。

■
李
喜
庆

这件三彩驼载奏乐俑现藏陕西
省博物馆，1959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
市郊区中堡村唐墓，墓主为鲜于庭
诲。鲜于庭诲为唐玄宗李隆基的亲
信，曾参与平定“韦后之乱”，官至云
麾大将军，上柱国。

三彩驼载奏乐俑通高56.2厘米，
长41厘米。长方形底座板上立一匹
引颈嘶鸣的骆驼。骆驼周身施白釉，
在饰有赫、绿、蓝、白四种彩釉的毯子
上有8个乐舞俑。其中7个男俑手执
笙、箫、琵琶、箜篌、笛、拍板、排箫等
乐器作吹奏状。中间立一个歌舞女
俑，体态丰美，云发高髻，身着宽衣长
裙、袒胸，作歌舞状。

盛唐流行胡乐，这件驼载乐舞俑
是唐代汉胡文化融合的见证。这一
件明器之宝向人们展现了丝绸之路
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以及长
安作为当时国际都会的繁荣。乐俑
所奏的乐器基本上都是胡乐，而舞乐
者均是穿着汉人服装的陶俑，据考古
专家研究，这些乐器演奏的都是当时
新疆地区的舞乐，后经汉人加以改编
并创造出一种新舞乐。唐代开元、天
宝前后，这种舞乐已进入宫廷。当时
的唐王朝以博大的胸怀，将国内外新
旧舞乐加以收入、改编、补充，出现了
中华各民族文化大融合、各民族大团
结的空前壮观景象。 （杨道 辑）

莫高窟第55窟。伎乐飞天，身披长巾，乘彩云吹笛奏乐。

少女襦裙纹样（段文杰
临摹）吐蕃 莫高窟第144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