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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漆工艺
日本工艺品的代表——漆器。

被全世界称为“ japan”，散发着日本魅力的这一工艺品，
用自然的恩惠呵护我们的日常生活，穿越时空向我们诉说沧桑过往。

日本各地的各种漆器。从左上按顺时针方向，
依次为正月时饮祈福药酒（日本屠苏酒）所
用之酒器（会津漆器）、盛放特殊日子的菜
品所用之套盒（轮岛漆器）、漆盘（山中漆器）、
五件套碗（越前漆器）。
摄影：青岛克巳

封面 /越前漆器汤碗
摄影：青岛克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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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漆的

各种工艺品

刚与柔

交融之美

谈话：室濑和美

漆在日本的用途十分广泛，不论是餐具、家具等日常生活

用品，还是祭器、武具、建筑物、乐器，都常常用到。

那么用漆制成的诸多工艺品又是在怎样的价值观和审美意

识中诞生、培育起来的呢？

让我们来请教一下“人间国宝”室濑师傅。

　　日本所用的漆是从漆树上采取下来的，作为涂料使

用。漆被涂在从日用品到祭器、道具、建筑物等各种物

体上。

　　日本人运用漆的特性创造出了琳琅满目的物品。

　　在诸多匠人的手中孕育出的漆文化有着丰富多彩的

表现及手法，带给人赏心悦目的视觉享受。

致各位读者

【漆】⋯⋯从漆树上采取的树液经加工而成的天然树脂涂料。也被用作

粘合剂。日本的漆与欧洲不同，欧洲的黑漆家具和餐具中所使用的是紫

胶虫分泌物溶于酒精后制成的虫胶漆，而日本的漆可以通过多层涂刷形

成透明感和深邃的漆黑色。

【工艺】⋯⋯工艺是指将功能性和美术性的美融合在一起的日本传统手

工活。

【漆器】⋯⋯涂刷多层漆料而成的工艺品。在英语中一般称作

“lacquerware”，但并非指使用虫胶漆制成的物品。

日本的漆文化

施有莳绘和螺钿的传统乐器日本筝。
日本漆工艺的最高杰作。
“莳绘筝” 152.7×26cm

12世纪（摄影 /收藏：春日大社）

过去人们的嫁妆中常见的将棋盘。运用莳绘技
法，绘有有栖川宫家族（存在于 17 世纪前半叶
～20世纪前半叶的皇族）的家纹三横菊纹。

“黑漆涂小竹唐草莳绘将棋盘” 
36.6×33.7　×21.7cm
19世纪（摄影 /收藏：彦根城博物馆）

下棋时，用来盛装被称作“ 驹 ”的将棋
棋子的棋盒。
19世纪（摄影 /收藏：彦根城博物馆）

用来放笔等物品的砚盒。表面运用莳绘和螺钿等
技法绘有豆叶和豆荚图案，盒盖背面则绘有兔子。
“豆兔莳绘螺钿砚盒” 26×18.4×14.7cm
19 世纪（收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照片提供：
TNM Image Archives）

运用莳绘技法，绘有蜻蜓等图案的发梳。
上 / “隅田川纹样莳绘梳” 18×5.5cm
下 / “露草蜻蜓纹样莳绘梳” 13.7×7.2cm
19世纪（收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照片提供：
TNM Image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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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一切

缀饰日本的漆器

　　漆是从漆树上采取的漆液。漆作为一种天然涂料，

也可用作粘合剂，在日本已有7000年以上的使用历史。

　　从上古时期延续至今的漆器文化在彼时已蕴含了高

度的审美意识和艺术感性等特性。随后于奈良时代（8世

纪）迎来了新局面。那便是日本漆工艺的代表性技

法——莳绘的诞生。进入平安时代（8～12世纪）后，以

当时的国都京都为核心，莳绘不断发展起来，到了镰仓

时代（12～14世纪），莳绘的基本技法终于确立下来。

室町时代（14～16世纪）之后也诞生了不少名作，到了

江户时代（17～19世纪）更是迎来了一个技术顶峰。

　　在16世纪后半叶，来日传教的葡萄牙及西班牙的传

教士们将日本的莳绘带回了他们的国家，当地的人们看

到这些漆器后，无不为欧洲涂料所不具备的神秘黑色与

金色光芒而惊叹。据说到了18世纪，欧洲人更是把这些

漆器叫做“japan”，对其充满了憧憬。尽管各个部位都

呈现深邃的黑色，却总透露出一种透明感——。漆兼具

乍看相互矛盾的两种要素，令整个欧洲的人都为之着

迷。渐渐地，欧洲人开始使用替代漆的涂料，试着模仿

日本的漆器制造，这种工艺则被称为“japanning”。

　　实际上，漆只有在季风气候地带才能采取到。虽然

除了日本以外，从东亚到东南亚的各国都在制作漆器，

但日本的漆器有着无与伦比的美。其背后的奥秘在于日

本产的漆拥有出色的固化性和绚丽的光泽，以及日本人

制作产品时严谨细腻的匠人精神。日本匠人会依季节精

心采取性质上有着微妙差异的漆，并根据工艺或表现技

法选用最合适的漆进行制作。通过对这些素材和技艺的

灵活运用，拥有出色强度和美感的漆器才得以完成。

　　漆工艺在江户时期之前顺利发展并已成熟，但其发

展势头却在明治时期（19～20世纪）出现了巨大转折。

随着幕藩体制的崩塌，工人失去了后援保障，再加上打

开国门的影响，主张“美术”和“工艺”分离的西方价

值观也流入了日本。在此之前，日本一直把以漆器为代

表的“工艺”等同于“美术”，但以此为临界点，工艺

品便沦于“美术”之下了。

玄黑如光

蕴含两极之物的美

上 /现存最古老的收有一整套化妆工具的大匣子
“梅莳绘手箱”13世纪左右（摄影 /收藏：三嶋大社）
下 /“梅莳绘手箱”中收纳的各种精美的化妆工具

用细竹条编制的竹篮上涂漆而成的
“篮胎漆器”（摄影 / 收藏：是川绳
文馆） 以莳绘技法绘有当时流行纹样的砚盒。平安时

代漆工艺的代表性名作“单轮车莳绘螺钿手箱”
12 世纪（收藏：东京国立博物院，照片提供：
TNM Image Archives）

上、右 / 中尊寺金色堂。承袭了在奥州藤原的时代发展起来的平泉地区黄
金文化，金碧辉煌的建筑物。集当时的螺钿细工等技术之大成，日本的第
一号“国宝”。（摄影 /收藏：关山 中尊寺）

下 / 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之长女千代姬的嫁妆。运用莳绘等技法
制成的华美物件现存共 27 件。“初音调度”17 世纪左右（收藏：德川美
术馆 ©德川美术馆照片档案馆 /DNP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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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

将夜光贝等贝壳内侧发出珍珠色光辉的部

分磨成较薄的板状，然后进一步研磨成不

同的形状，再镶嵌或粘贴在漆器表面进行

装饰的一种技法。闪耀着彩虹色的花纹是

一大特征，常与莳绘并施。

螺钿
在涂有漆的表面用刻刀刻划出图案，然后

沿着凹陷的刻线刷上漆料，擦去图案以外

部分的漆，并填压金箔粉的一种装饰技法。

金粉等材料会嵌入刻划的点和线中，因此

可以描绘出精致细腻的图案。

沉金

用名为“莳绘笔”的细笔在漆器表面施以漆绘，趁漆未

干时撒上金、银等金属粉，以此呈现出图案的一种装饰

技法。莳绘以立体而绚丽的金银纹样为特点，是日本漆

工艺的代表性技法。

莳绘

在叶子的前端部分等处撒上金属粉，

呈现出叶子逐渐变红的效果。

室濑和美

1976 年，毕业于东京艺术大学大学院美术研究科
漆艺专业。在国内外发表作品的同时，也致力于
漆艺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1991 年，设立目白漆
艺文化财研究所。2008 年，被认定为国家重要非
物质文化遗产“ 莳绘 ”保护者（人间国宝）。同年
获得紫绶褒章。著作有《漆文化》（角川选书）、《室
濑和美作品集》（新潮社图书编辑室）。

代表性的装饰技法

在悠久历史与诸多产地的孕育之下，漆器的技法

种类也是丰富多彩。完成底漆和表漆的涂刷工序后，

经过描绘修饰，漆器便会呈现给我们千变万化的

模样。

右 / 砚盒中的臻品。以莳绘技法表现了宛如绘画般的
花纹。“柴垣茑莳绘砚盒”17 世纪左右（收藏：东京
国立博物馆，照片提供 :TNM Image Archives）
左下 / 马鞍，放在马背上供人骑乘的道具。在施有黑
漆的表面饰以切割成花型的贝壳，光泽闪耀，意境优
美。日本马鞍的代表性作品“萩螺钿鞍”17 世纪左
右（收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照片提供 :TNM Image 
Archives）
右下 / 运用沉金技法绘有凤凰等图案的工具收纳盒。
日本早期的沉金作品。“凤凰文沉金雕手筥”16 世纪
左右（摄影 /收藏：白山比咩神社）

　　然而，漆工的传承并未就此断绝。在位于东京的日

本首个公立美术家培养机构东京美术学校（现东京艺术

大学）的努力下，曾为幕府和天皇家族服务的漆工艺者

的手艺得到了保护，并不断精进，如今仍在向我们展示

着最高峰的漆工艺的世界。

　　另一方面，在江户时期的各藩大名所推行的振兴产

业发展政策下，形成了各个漆器产地，其中的匠人们尽

管受到价值观变化以及机械化浪潮的影响，却依然坚持

制作各种漆器，为生活增添美感，如今也在为我们守护

着漆器相伴的生活不被隐没。

　　漆工艺文化从日用品到高级臻品均体现着美，各种

漆器与其中蕴含的精神一同延绵至今。近年来，“工

艺”的定位也正获得重新评价。

　　各时代的日本人竭尽心力制作的漆器，即便出现了

破损，也会用漆来修复，在每一代人的爱护下不断沿用

下来。另外，即使是深土中发掘的数千年前的漆器，也

依然保持着鲜艳的颜色和光泽，这着实令人惊讶。

　　漆有耐酸耐碱的特性，所以即便是在会腐蚀大部分

物质的日本的酸性土壤环境中，也只有漆器才能完整地

保存下来。

　　虽然漆器有如此之强度，但也会在紫外线照射下发

生劣化，经过数百年后便会回归至自然界的土壤中。在

微塑料问题愈发严重的当下，漆器作为一种对环境负荷

较小的材料，应该在环保这一课题上获得人们的关注。

　　漆文化凭借日本土生土长的原料、日本人特有的精

神薪火相传至今。可以说这是其他国家无法模仿的独一

无二的文化，值得我们细心保护、传承下去。



2

3

1

3

1

2

10 niponica 11

日本各地的

各种漆器
从京都到江户，再遍及全国的漆器。

在这里将从日本各地制作的漆器中

为大家介绍一些具有独特外观和技法的作品。

琉球漆器
主要使用具有光泽的朱漆和黑漆，
以涂完漆即完成的被称作“涂立”
的技法而闻名。南国风格的花纹图
案也是其特征之一。
（照片提供 /角万漆器） 香川漆器

以运用名为“象谷涂”的技法而著称，
善用刻刀雕刻出带有独特阴影效果的
线条纹样。
（照片提供 /一和堂工艺株式会社）

京漆器
自平安时代（8 世纪左右）延绵传承
至今，与茶道文化一同普及开来，
兼具细腻感和内在的深厚韵味。雅
致而优美的设计是一大特征。
（照片提供 /京都漆器工艺协同组合）

纪州漆器
以运用名为“根来涂”的技法而著称，
在底胎的黑漆之上施以朱漆后，特
意磨掉部分朱漆（用炭片等工具研
磨表漆的一种技法），显露出些许底
胎的黑色。
（照片提供 /纪州漆器协同组合）

会津漆器
著名的“会津绘”使用在日本具有良
好寓意的“松竹梅”、纺车以及名为“破
魔矢”的驱魔之箭作为纹样。除此之
外还拥有其他多种技法。
（照片提供 /福西惣兵卫商店）

净法寺漆器
岩手县也是漆的主要产地，因此这里
的漆器为了凸显漆原本的美，特意不
做过多装饰。
（照片提供 /岩手县二户市漆产业课）

新潟漆器
以运用名为“竹涂”的独特技法而
著称，使用独特的“锖”漆来巧妙
地表现竹纹和竹节等细节。
（照片提供 /新潟漆器株式会社）

越前漆器
非常牢固而实用的漆器。干净利索
地涂漆而成的润丽而深邃的独特光
泽也是其一大特征。
（照片提供 /越前漆器协同组合）

飞驒春庆
尽显极致木纹之美，呈现简朴而略
带透明感的琥珀色。
（照片提供 /户泽漆器）

石川拥有三大漆器产地，它们被称为木

胎之山中、涂漆之轮岛、莳绘之金泽

    金泽漆器
其特征是以高水平的“莳绘”技法，
创造华丽绚烂的美丽外观。金泽这
一带旧称“加贺”，因此此地的漆器
也被称作“加贺莳绘”。
（照片提供/金泽漆器商工业协同组合）

    山中漆器
其特征是底胎上的木纹之美，以及
在木胎表面施以凹凸纹理的被称作
“加饰挽”的技法。
（照片提供 /山中漆器联合协同组合）

    轮岛漆器
在制胎时，用漆在易磨损的部分贴
上布条，并在其上方涂以混有“轮
岛地粉”（玻璃质微化石、矿物质）
的漆，形成坚固耐用的漆器。
（照片提供 /轮岛涂之津田）

冲绳

香川

京都

和歌山

福岛

岩手

新潟

福井

岐阜

石川



二户

日本的手工活
～创造漆器的匠人们～

分工协力而成的漆器

细致的工作，

创造出好漆。

岩手县二户市净法寺

漆的产地。
净法寺漆是国宝和国家重要文化财产等文物的
修复工作中必不可少的材料。也被用于日光东
照宫和金阁寺等历史建筑的修复工作中。

摄影：岩手县二户市漆产业课、金井 元

【割漆】

从右到左分别为镰刀、刮刀、
刨子、漆桶（用来盛装采到
的生漆的桶）。
这些都是割漆时用到的特殊
工具，能够制作这些工具的
匠人在日本国内寥寥无几。

上 / 用来采漆的漆树。日本所用的漆中，日本产的仅不到 3%，这部分中的约
70%均为产自岩手县二户市的净法寺漆。
右 / 由于漆接触空气后便会固化，所以割漆匠人需要在割开漆树皮后的瞬间立即
收集漆液。

　　日本的岩手县二户市是著名的漆产地。这里也是全

日本割漆匠人最多的地区。

　　作为漆器涂料的漆，均经割漆匠人之手采取。割漆，

是用割漆刨等工具在漆树上割开一字形口子，再用刮刀

从割口处收集为治愈伤口而聚集过来的树液的一项作业。

每位匠人每年要负责巡视400棵漆树并从中收集漆液。

　　割漆的时间通常在6月至10月下旬，在不同时期割

取的生漆，其干燥性能及含有的成分也有所差异，因此

匠人会分季节割取性质上有微妙差异的生漆。例如，在 6

月至 7 月割取的生漆水分较多、干燥较快，适合用来给

器物披上光泽。8月是割漆的高峰期，此时割取的生漆由

于夏季气候的影响而水分较少，漆酚（生漆的主要成分）

含量也最多，因此拥有最高的品质。视天气、植被条件

以及漆树的恢复状态，每隔五天左右进行采取，在 10 月

刮下树上残留的所有漆液，一年的割漆工作便结束了。
　漆器在经过制作作为

涂料的漆、制作底胎、给底胎上漆这三个工序后方才大功告成。

这些工序基本上通过分工协作，

多数情况下在一个产地中会有各道工序的

专业匠人彼此合作，共同完成一个漆器。

在这里，通过各道工序中知名的产地，

来为大家介绍创作出漆器的日本手工工艺。

　　尽管生漆的刮采如此讲究，但每年只能从

每棵树上采到200g的生漆。据说匠人们为了采

到更多优质的生漆，会仔细观察漆树的状态，

以此确定割口的位置和间隔。

　　采到的生漆经搅拌变得均匀之后，再经过蒸发水分

的工序便成为了精制漆。精制后便交付给漆批发商，然

后到达负责上漆的匠人手中。



轮岛

山中

严谨制胎的匠心，

成就更为强固的漆器。

【制作木胎】

　　制作木胎，即是用木材制作漆器的雏形。被称作木

胎师的匠人会根据客户要求制作成相应的形状。

　　在制作木胎时，会用到将木材切成较大尺寸并干燥

数月到数年后得到的“块材”。将块材固定到旋床上，

首先进行“粗旋”（图1）。由于木材中残留的水分进一

步蒸发后，器物会略微变小，因此，在粗旋阶段中，先

磨削成较成品尺寸稍留厚一些，待磨削完毕后立马进行

干燥以减少水分含量，并多次重复这些步骤。这道工序

的目的是阻止木材的变化，因为树木被裁断后仍然有生

命力并继续在呼吸，因此需要防止经加工变薄的木胎吸

收空气中的水分而产生变形。

　　接下来，便要用刨子进行刨削，逐渐接近成品形

状，这道工序叫做“中旋”（图2）。此时并非一口气进

行刨削，而是不断地重复让木材干燥后再刨削的步骤，

并不时地用模板来确认刨削程度。待整体形状出来后，

将刨子换成削刀，进行“精加工”（图3）。用削刀细致

地磨削，木胎表面瞬间就会变得光滑。

　　木胎师制作的木胎，其大小和厚度不会有丝毫偏

差。同时，充分干燥多次的木胎也有着足够的牢固度。

木胎师清楚地知道，木胎的制作决定了之后上漆的光泽

和美感效果。

　　给漆器上漆的步骤由被称为“涂漆师”的匠人来进

行。上漆的工序因产地而异，在轮岛地方制作的轮岛漆

器仅上漆便有20道工序。

　　轮岛漆器以出色的牢固性而著称，据说其背后的秘

密在于各种各样的加固技术。通过加固接合部分及易缺

损的部分，来提升其牢固度。

　　将最优质的漆过滤后，用多种刷毛细细涂刷而成的

精美漆器，有的直接成为了商品，有的则进一步加以增

饰。

正因为熟知漆，

才能创造出美丽的光泽

【上漆】

1. 粗旋
2. 中旋
3. 精加工
4. 从块材到成品。

左 /令木胎充分干燥
右 /所用的工具会影响到成品效果，
因此全部由木胎师亲手制作。

木胎师

山田真子

以“木胎之山中”著称的山中漆器的
唯一一位女性木胎师，她同时也是传
统工艺士。近年来活跃于漆器行业的
女性在不断增加。

左 / 上漆时所用的“漆刷”以去除脂质后的
人的头发制成。
右 / 轮岛漆器使用的“地粉”是从小峰山采
得的硅藻土煅烧研磨成粉状后制成的。

涂漆师

　  津田哲司 （轮岛涂之津田）　　
轮岛漆器传统工艺士。其子津田真
一郎也是轮岛漆器传统工艺士，父
子俩一道守护并传承着传统技艺。

2. 贴上用漆浸染过的布条。照片中正
在将布条贴在边缘等易损部分进行加
固，即“裱布”。

1.在易损部分涂上漆。
照片中正在用漆加固接合部分及易缺
损部分，即“木胎加固”。

3. 底漆中混有由轮岛市内小峰山的土
制成的“地粉”，用底漆补平布条接
口处的层次不齐。

4. 待底漆变干后，用磨石打磨。根据
底漆的状态选择磨石的粗度。地粉分
为较粗、较细、更细三个层次，按照
粗细程度，每次刷粉后就进行打磨，
并重复三次刷粉后打磨的工序。

5.在涂漆之前，用和纸包住漆并拧绞，
这样做令漆变得更为细腻。

6.一边观察漆的状态，一边涂漆。

7. 漆在吸收水分后便会逐渐凝固，因
此要把漆放在湿度和温度适宜的室内
令其干燥。

8. 重复干燥和涂漆的步骤，最后在隔
绝尘埃的专用房间里涂上最后一层
漆，漆器便完成了。



摄影：金井 元

正在用漆进行修复的河井女士。根据器物状态选用最佳方法进行修复。

据说仔细观察损伤状态，便能弄清楚底胎的构造。
通常，文物修复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能够欣赏到隐藏在漆下面的先人们的高超
技术的机会。

右上/作坊里正在修复中的高台寺莳绘，以及修复剥落的漆膜的情形。
用刮刀给剥落部分上底漆，整平凹凸部分。

以用漆接合断裂部分的方
法来进行修复的挂轴盒。
接合后施漆润饰。

河井菜摘
修复专家/漆作家
在京都、东京、鸟取三地主要从事漆缮和金缮
的修复专家。修复的物件涵盖日用品和古工艺
品，至今已修复超过800件。

松本达弥
漆艺家
日本工艺会正式会员。从事漆艺文物修复
工作。同时也致力于拯救文物的工作。

在日用品修复中看到的
以漆相连之物

自古便修修补补延用至今的漆器。
在这里介绍运用漆从事修复工作的两位人物。

薪尽火传的日本心

用漆进行修复的人们

　　漆器在漆的包覆下受到保护，因此通过保养和修

缮，可以世世代代地延用下去。

　　主要从事漆修复工作的修复专家河井菜摘女士便是

被漆的魅力吸引的一人。河井女士之所以踏上这条道

路，是因为她对在制作物品等时候会产生大量垃圾的现

状抱有疑问。无需重新制作，只需加以修复便能重拾生

机的漆器，着实具有修理的价值。

　　河井女士说：“正因为是会被长时间珍惜的东西，

所以修复的过程中着眼于数十年后的未来。”前来委托

修理的客户所带来的都是30到100年前、有的则是150

年甚至更久之前传承下来的物件，其中所饱含的情感更

非一般。具体的修理方法会与客户共同商定，因此有时

也会刻意保留那些单纯因岁月磨砺而形成的独特质感。

为了让物件能够被不断地使用、传承下去，河井女士总

是精心地进行修复。

　　“在长年从事修复工作的同时，我也逐渐找到了物

件破损的规律。因此会给那些看上去有可能破损的地

方，提前采取一定的措施。”木头和漆都是会呼吸的，

所以尽管它们的状态常常有所变化，但在修复过程中，

观察能力会被培养起来，技术也会不断提高。她说道，

用漆进行修复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不会感到辛苦。

虽然有时会因为物件使用的是廉价材料而导致修复出现

困难，但从客户欣喜的表情中能够感受到自己所付出的

努力是有价值的。

　　“只需修复便能长久陪伴的这种安心感似乎有着治

愈的作用，能够令人掌握积极看待包括损坏在内的一切

事物的心态。”

　　通过修复，不论是自己，还是物件的使用者，都会

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会传承给拥有漆器的下一代人。

文物修复是将文化和技术
交棒给下一代

　　文物修复与日用品修复不同。最大的差异便是“不

多修复”、“不多触摸”。

　　“日用品修复是根据损伤程度进行重新上漆等工

作，但文物修复则以维持现状为原则，伤痕也会被保留

下来。”从事文物修复工作已有25个年头的漆艺家松本

达弥先生这样说明道。因为伤痕也印证着时代的变迁。

仔细检查漆的劣化程度等状况，仅按“现在”认为有必

要的最低限度进行修复，其余的则交给下一代修复者。

　　在文物因地震等自然灾害而受到严重损伤时，化学

分析团队也会加入进来，提供更为详细的数据，然后在

此基础上进行修复。此时最需要做到的是与不同领域的

人员能够无障碍沟通。

　　“在进行修复时，技术和知识自然不可或缺，但从

损伤部位读取出各种信息，并将其记录下来传给后世，

然后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恰当的修复也是十分重要的。”

　　弄清楚作品诞生的背景以及所绘图案的寓意，同时

加以想象，选择最适合那个时代的修复技术。因此，培

养一个优秀的修复人才需要数十年的时间。修复工作往

往需要通过积累实际经验来掌握技术。松本先生激动地

说道：“处理漆时需要有足够的熟练度，因此当务之急

是要设立相关教育机构来培养专业人才。必须将文化衔

接起来。”目前，文物修复都是在各个设施和作坊等地

方进行的，所以每年能够修复的数量有限。为了保护珍

贵的漆文化，松本先生希望能够提高全国整体的修复能

力，哪怕多修复一件也好。

　　漆工艺品中凝聚了过去的文化和技术。为了将它们

从过去延续到现代、传承给未来，松本先生修复文物的

工作今天也在持续进行着。



　   漆×不燃材料
在混凝土等不燃材料的表面涂漆的技术。凭借独自开发的
技术，做到了在木材和纸以外的材料上也能涂漆，成功为
一直以来属于无机质的不燃材料施上了自然的温暖和各种
表情。在漆膜的作用下，使材料拥有了出色的耐用性、防
水性和抗菌性，因此也非常适合餐饮店的装修。这种美术
建材不仅扩大了漆的用途，更为建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协助：株式会社 平成建设）

　   漆×3D 打印
在用3D打印机制作的雏形中涂上硅胶制成硅胶模具，再将
涂在模具上的漆剥离下来制成的漆器。彰显漆的光泽和原
本的美丽，是前所未有的全新漆工艺。漆器在最新技术的
作用下从形状和厚度等限制中解脱了出来，已能够呈现极
薄、自由延展的三维曲面。
（协助：角田阳太，摄影：Yuu kawakami / “SHIZUKU” ）

　   漆×户外用品
在漆器的下方装上用于携带的皮绳，可以挂在腰上或背包
上外出携带的漆马克杯。重量超轻，同时充分发挥了漆器
所拥有的出色的牢固性、抗菌性、防水性等特性，超出了
以往的使用场景，让漆器在户外也能轻松派上用场。
为了在露营时也能轻松携带且不占过多空间，采用了可套
叠的设计，每一件都是由会津漆器（福岛县）的手艺人亲
手精心制作。
（协助：株式会社 关美工堂 / “NODATE mug” ）

　   漆×和纸
在和纸上用漆印上各种精致纹样，制成的拖鞋、书皮、包等。
通过在独自开发的高强度和纸上施以特殊加工，使得以往
仅限于鹿皮的漆印刷技术也能应用于和纸之上，呈现出美
丽而精致的图案。漆的图案种类丰富，从日本的古典图案
到设计师制作的现代风格图案均有涉猎。每一张和纸都由
技艺精湛的匠人亲手印刷而成。
（协助：株式会社 大直 / “SIWA×URUSHI” ）

　   漆×石灰石
越前漆器（福井县）的匠人一个一个亲手涂制的手机壳。
壳体采用以石灰石为主要原料的名为 “LIMEX” 的全新素材
制成。
LIMEX 可以在几乎不使用水和木材的情况下起到替代纸的
作用，也可以在减少石油相关原料使用量的情况下作为塑
料的替代品使用，因此对环境的负荷较小。如今正往餐具
应用方向发展。
（协助：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媒体设计研究科 传统工艺未
来项目）

手机壳表面绘有越前漆器的产
地福井县鲭江市及近郊越前区
域的代表性食物 “荞麦面” 和特
产 “眼镜” 等图案。

1 

3

2

5

4

▲施工时可以直接涂抹，也可以使用不燃板。

▲以整体施漆的混凝土制成的厨房岛台。

▲涂漆后的表面会呈现生命的韵味。

传统与革新

漆工艺的新形式
超越了以往的底胎、产品和使用场景，

可能性不断延展的漆工艺的世界。

在此向您介绍利用最新技术或与其他领域的融合所诞生

的新形式。

※3D打印机：按照设计数据将树脂等材料层层堆积叠加形成立体实物的一种机器



将漆器融入生活
伴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诞生出了很多在外观和功能上

都凸显现代时尚的漆器。

漆工艺品给人的印象是在特殊日子里登场，

然而何不将其也融入到日常生活里呢？

木质材料，分量更轻，适合平时使用，
色彩鲜艳的漆勺与漆叉。
以漆为涂层，无需担心尖端部位，
入口质感柔和，给人安心感。
（株式会社 tao.）

多色系勺与叉
香川漆器

容器内部的上端采用弯曲边沿设计，更方便
舀取食物。引导更多的食物到勺内，不会撒
在外面，从宝宝吃辅食开始，孩子长大后也
能继续使用。由全国各地的匠人手工制作而
成，为孩子们“自己吃饭”助力。
（株式会社 aeru）

食物不易撒出的餐具
川连漆器等

采用通用化设计，底部留有凹槽，即使握力
较小也能平稳地拿住。由于是漆器，拿起时
也不会烫手。
（合同会社 乐膳 / 乐膳碗）

更易拿起的漆碗
会津漆器

采用颗粒细腻的漆，让漆碗更为坚固。外观
看起来与普通的汤碗无异，但更防裂、更防划。
（株式会社 j cocomo/Fudan 福碗）

想在日常生活中
使用的漆碗

越前漆器

五个拼在一起便成“环”的筷托。单个为扇形，
可稳稳地托住筷子。
（轮岛桐本 /筷托·环）

可改变造型的筷托

设有凹槽的托盘，可用来盛放饼干、日式点心、
花插及其他小物件。素朴的材质感加上适合
各种装修风格的简约设计，非常适合平日里
使用。
（岩本清商店 /小小托盘 擦漆）

用途广泛的托盘
金泽桐工艺

设计趋于现代时尚

功能趋向现代化



以东京为代表的大部分地区的年糕汤多使用“清汤”（左），京都等关西地区的年糕汤则主要使用白味噌调制的汤底（右）。

下一页：上/方形年糕佐以清汤调味而成的年糕汤
　　　　下/圆形年糕佐以白味噌调味而成的年糕汤

地域性丰富的日本传统料理

　　年糕汤是将年糕与胡萝卜、白萝卜等食材一起炖煮而

成的汤品，是主要在正月里食用的一道传统日本料理。

　　据传，以前的人们会把在除夕夜供奉给神佛的供品撤

下来后在正月日出后煮食，这便是最早的年糕汤，到了江

户时代（17～19世纪），年糕汤也普及到了老百姓之

中，变化成用来祈求一整年平安无事的寓意吉祥的菜品并

流传下来。

　　年糕汤在除了冲绳以外的日本各地都有食用的习俗，

各个地区所用的汤底、年糕形状、食材差异甚大。

　　东日本地区使用方形年糕，但年糕汤的发祥地京都以

及受其影响较深的西日本地区则使用寓意吉祥的圆形年

糕。两地的制作方法也不相同，方形年糕主要是烤着吃，

圆形年糕则主要是煮着吃。

摄影：Shutterstock.com、吉泽菜穗/Aflo

年糕汤

　　汤底多为在用木鱼花、海带等原料制取的高汤中加

以酱油和盐佐味后得到的透明的“清汤”，也有地区用

将多种味噌混合而成的“混合味噌”或者洁白甘甜的

“白味噌”进行调味。除了年糕之外，还会加入菠菜和

胡萝卜等配菜，并加入柚子、鸭儿芹等来提香，当然不

同地区也会使用不同的食材，各具特色。

　　这些强烈反映出地区特色的年糕汤主要用漆器来盛

装，并呈现在餐桌上。色彩斑斓的食材在同样具有丰富

地域性的漆器中闪亮浮现，将一份舒适惬意的温暖传至

手中，送抵口腹。

　　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面貌的年糕汤。这份饮食文化

似乎与漆器文化有着共通之处。



“锦涂”盘子。
从七七子涂演变而来，
在底胎上绘制图案。

“七七子涂”茶箱。
津轻漆器中有一种技法叫“七七子涂
（又称鱼卵涂）”，即在底胚上撒上
油菜籽，然后涂上色漆再加以打磨
成形的技法。

协助：弘前市政府、津轻藩睡魔村
摄影：弘前观光会议协会、金井 元
樱丘保育园、大塚知则、东田裕二 /Aflo
amanaimages

“津轻漆器”套盒。
津轻漆器以照片中的“唐涂”为代表，
独特的图案是其特点。

四百年岁月流转，
津轻地区的城下町

弘前 大阪

日本海

东京

太平洋

弘前

　　弘前市位于被称作津轻地区的青森县西部，作为这

片土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繁荣至今，是本州最北

端的“城下町”（以城堡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城市）。

　　弘前市作为“弘前睡魔祭”这一节日祭典的举办地

而闻名全国，每到8月便会有诸多来自海内外的游客特

地前来观赏。弘前睡魔祭这一祭典活动于1980年被指

定为国家重要非物质民俗文化遗产，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当天，正反两面绘有不同图案的扇形灯笼花车闪耀着

耀眼的光芒，在强有力的吆喝声下浩浩荡荡地在市内游

行，震撼全场。同时还会举办孩子们参与的“儿童睡魔

祭”，令活动变得更加热闹。在缩小版的花车灯笼旁，

孩子们拿着金鱼形状的“金鱼睡魔”走路的模样十分可

爱，令人忍俊不禁。

　　弘前市的另一张名片便是津轻漆器的产地。经过不

断重复上漆和打磨而表现出独特纹样的津轻漆器，在日

本的众多漆器中因非常费时费力而出名，据说有的漆器

甚至要花上半年左右才能完成。具有代表性的“唐涂”

拥有漂亮的色漆断层纹理，多重漆层更是为它带来厚重

的韵味。您可在市内的弘前市立观光馆欣赏到这些津轻

漆器，并在津轻藩睡魔村中亲自体验制作，此外还有多

处与漆器有关的设施，不妨去看一看吧。



上/旧弘前市立图书馆 到1931年左右仍作为市立图书馆使用。现在馆内陈列着
乡土资料等展品。
右/藤田纪念庭园洋馆 弘前市实业家藤田谦一的别墅。进入洋馆，映入眼帘的
是一片江户风格的日本庭园，您可品尝到各种苹果派，挑选最心仪的那款。

1. “粥汁汤”，将胡萝卜和白萝卜等蔬
菜切丁放入，调成味增味或酱油味的汤
品。
2. “酱汁贝壳烧”，在扇贝贝壳上盛放
各种食材，然后加入味增炖煮，最后淋
入蛋汁而成。与粥汁汤同为深受喜爱的
乡土料理。
3.“炸鱿鱼”，用边角食材炸制而成，
充分体现了日本人不浪费的精神。

位于东日本本州东北端的东北地区现存唯一的天守阁
(建在城池中心的瞭望楼)  ——弘前城天守阁。

弘前城所在的弘前公园。
到了秋季，层林尽染，美不胜收，
美景随季节变换，皆有妙处。 

从弘前城也能眺望到岩木山，其山脚下种满了苹果树。

　　弘前市地处北国，往往提到它便会让人联想到雪的

场景，但其实各个季节都有独到之美。特别是弘前城在

一年四季都会呈现给世人不同的表情。

　　弘前城建于江户时代（17世纪），现存的天守阁和

望楼等建筑已被国家指定为重要文化遗产，城址则被指

定为国家史迹，现在作为弘前公园向公众开放。举办于

此的弘前樱花节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游客，2600棵樱花

树竞相争放的景象更是令这里被选为赏樱胜地。秋天红

叶掩映，冬天银装素裹，更能欣赏到弘前城在灯光辉映

下的迷人景象。

　　另外，以“城池、樱花与苹果之城”为宣传名片的

弘前市，也拥有独具苹果产地风情的美景地。在“苹果

路”上乘着车英姿飒爽地穿越苹果园，并在途中欣赏远

处的津轻岩木山，令人流连忘返。想必只有在这片土地

上才能目睹有着69个弯的峻山与苹果树海共入一画的

视觉盛宴吧。如果想要品尝苹果的美味，推荐去岩木山

观光苹果园一游。在这里还可以现摘现吃，享受最新鲜

的苹果滋味。

●交通指南
从羽田机场到青森机场，乘坐飞机约需 75
分钟。从青森机场到弘前站前的公交总站，
乘坐大巴约需 55分钟。

●服务咨询
弘前市观光案内所（游客咨询处）
电话：0172-26-3600
弘前市立观光馆
电话：0172-37-5501
津轻藩睡魔村
电话：0172-39-1511

　　除了弘前城之外，市内还保存着诸多保留了历史面

貌的神社佛阁、古街道以及建于明治到大正时期（17世

纪后半叶～20世纪前半叶）的西式建筑等。堪称一座建

筑类文化遗产的宝库。其中也有像藤田纪念庭园洋馆那

样可以坐在馆内品尝美食的地方。在这座洋馆里，可以

一边欣赏美妙的庭园景色，一边品尝多种弘前特色的美

味苹果派。

　　惬意地度过一段茶歇时光后，可以去尝一尝津轻地

区的乡土料理。比如“粥汁汤”、“酱汁贝壳烧”等。

每种料理都蕴含了为度过漫长的冬季，而毫不浪费地使

用短期内采到的食材的北国智慧，用温和的味道温暖人

的身心。“炸鱿鱼”是将鱿鱼敲成肉糜后加入蔬菜捏成

圆形后炸制而成的一道料理，十分开胃。

　　风情万种的街道、诱人的美食、底蕴深厚的文化，

来弘前市重新发掘日本的四季之美吧。

弘前地区地图

←苹果路

津轻藩睡魔村
　　●

●　　　　　
　　　　　　藤田纪念庭园洋馆

弘南铁道中央弘前站

弘前城
●

●青森银行纪念馆
　　　●

旧弘前市立图书馆

弘前城
●

●岩木山

弘前市

●弘前市观光馆



no.２５
〈中国語版〉

　　印传，是在鹿皮上用漆印上纹样的装饰皮革制品。

　　据传，最早的印传诞生于江户时代的宽永年间

（1624-1643）。当时的日本人从印度进贡给幕府的精美

的装饰皮革中获得灵感，创造出了具有日本特色的装饰

皮革。

　　印传作为一项传统工艺，如今仅传承于山梨县甲府市

一带。该地区古称甲州，故而在这里制作出来的印传被命

名为“甲州印传”。发祥于甲州的用漆作装饰的该独特加

工手法吸引了当时人们的目光。

照片提供：藤卷百货店（银座店）协助：印传之山本

甲州印传

　　甲州印传的制作范围在古时仅限于盔甲、头盔和束

口袋，如今钱包、手提包等产品也纳入其中。鹿皮制品拥

有坚韧的强度，经久耐用，外观和质感会随着使用次数

的增多而变化，漆纹样和韵味也会随之增加。

　　小樱花、波浪、蜻蜓等带有日本四季风韵的传统纹样

是最为常见的，但近来也出现了印有动漫或游戏角色等图

案的制品，甲州印传的种类也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

　　何不试着从独特的立体纹样在鹿皮表面呈现出的优

美阴影中感受一下日本之美呢？

１６

发行：日本国外务省

https://www.mofa.go.jp/ （外务省网页）
https://web-japan.org/ （有关日本讯息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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