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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经变画中的舞伎服饰研究
——以莫高窟 220 窟南壁《药师经变图》为例
王梓悦，李

楠

（中国传媒大学 戏剧影视学院，北京 100024）
摘 要：[研究意义]文章以莫高窟初唐 220 窟北壁的大型经变画《药师经变图》为例分析其舞伎的服饰风格，
其在初唐乐舞
壁画中具有代表性，
表现内容完整丰富，
对唐代佛教服饰研究具有学术价值。因此选择对该壁画中四位主要舞伎的服饰作
为研究对象，
在还原图像的基础上对舞伎服饰的源流做出判断和分析。[研究方法]文章使用文献研究法、
图像分析法和比
较研究法研究该壁画中的舞伎服饰，
从服饰形制等方面展开分析，
结合世俗画作中舞伎服饰进行比较和推测，
对莫高窟壁
画中的舞伎服饰特征进行归纳。[研究结论]文章认为：
初唐经变画中的舞伎服饰在吸收早期印度佛教飞天形象的基础上，
受到汉文化舞伎服饰和西域文化的影响，
借鉴了世俗舞伎服饰元素，
形成了
“胡汉交融”
特色的服饰风格和纹饰。
关键词：
敦煌壁画；舞伎服饰；服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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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Dancer Costumes in the Buddhist Scripture Painting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ake the "Pharmacist Buddhist Scripture Painting" on the south wall of Cave 220 of Mogao Grottoes as an example

WANG Ziyue, LI Nan

(School of Drama film and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24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large-scale Buddhist scripture painting "Yao Shi Buddhist Scripture Painting" on the north wall
of Cave 220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t Mogao Grottoes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costume styles of four dancers, which are
representative and intact in the early Tang music and dance murals. The scale of the form is the largest, the content is complete
and rich, and it has academic value for the study of Buddhist costumes in the Tang Dynasty. Therefore, the costumes of the four
main maikos in this mural are chos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origin of maiko costumes is judged and analyzed based on
the restored images. This article uses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image analysis method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study the maiko costumes in the mural, the costume form and other aspects are analyzed, and the maiko costumes in the secular
paintings are compared and speculated. And final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stumes are summariz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maiko costumes in the Buddhist scripture paintings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bsorbed the image of flying Indian Buddhism
in the early stage, and were influenced by the maiko costumes of the Han culture and the Western culture. "Characteristic cloth⁃
ing style and ornamentation.
Key words: Duhuang murals; dance costumes; study on clothing

佛教据记载从汉传入中国，而佛教艺术于南北

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等故事画为主，

朝时期在中国兴起，其表现形式为开凿石窟塑像、

而经变画据记载出现在南朝时期。早期佛教故事

修建寺庙、绘制壁画。早期受佛教发源地古印度艺

壁画在主要的叙事画面周围绘有伎乐形象和飞天

术风格影响较为明显，壁画的内容大多以佛教中的

形象，这是敦煌佛教艺术中关于“乐舞”最早的表现
形式。
“飞神”形象最早来源于佛教“天龙八部”中的
乾达婆与紧那罗，因此莫高窟早期壁画中的飞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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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带有浓厚的西域风格，早期舞伎的衣着效仿印
度、龟兹风格，上半身赤裸，下身着长裙，身披飞舞
的长巾；西魏、北魏之后逐渐脱离西域服饰风格的
影响，开始出现阔袖长袍的“飞神”；隋朝时期则出

生。通信作者：李楠，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

现了乾达婆与紧那罗复合为一体的“飞神”形象，做

授、
博士生导师。

出吹奏乐器、持花散花、献花舞蹈的姿态，成为敦煌

服饰与艺术：
设计研究

独有的飞天形式；从北周开始，飞天的服饰风格表
现为每个朝代世俗的服饰风格，既有中原式的飞
天，也有中西合璧式的飞天；直至唐代才真正出现
乐舞的表现形式，音乐与舞蹈不再作为装点主要叙
事画面的陪衬，而慢慢出现在画面的主要位置。
在隋朝末期至唐朝初期出现的佛教经变画中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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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的经变画中有 27 部佛经绘有乐舞内容，而

其中最多的就是“药师经变图”，其次是“观无量寿
经变图”和“阿弥陀经变图”，220 窟南壁的《药师经
变图》
（图 2）作为经变乐伎中的礼佛乐队乐伎，画面

中绘有乐伎 28 名，4 名舞伎出现在画面中央位置，
是敦煌壁画中礼佛乐队人数最多的一幅大画，模仿

开始出现在画面的主要位置，而这些大型经变画

的是隋唐宫廷乐舞的编制，体现的是对佛国极乐世

体现了唐朝当时流行的舞蹈、乐器、演出服饰，较

界的向往与礼赞。同时，该壁画画面保存较为完

为清晰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的研

整、色彩鲜艳，舞伎占据画面中心位置，完整的绘制

究价值。

了其衣着配饰，且同时有正、背面图像，是难得的唐

因此笔者将以莫高窟初唐 220 窟北壁的大型

代乐舞服饰语汇资料。

经变画《药师经变图》
（图 1）为例分析其中四位舞
伎的服饰风格，因为这幅作品画风精致华美、保存

完整，具有代表性，为当今敦煌乐舞服饰的研究提
供了宝贵的资料。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参考了壁画
的原图和各种后期复原图。这里参考了包铭新在
《敦煌壁画和雕塑用于古代丝绸研究的可行性和
方法论》一文中的术语界定，将研究服饰史的资料
分为文献资料、实物资料和形象资料三类，其中参
考的形象资料包括雕塑、壁画等提供服饰史信息
的造型艺术作品。本文中研究的舞伎服饰缺少实
物资料，主要依靠壁画这一形象资料做出分析和
推断。周锡保在《中国古代服饰》一书和沈从文在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使用了雕塑、壁画等
形象资料对服饰史做出分析，我们可以借助形象
资料清晰的看到服饰的色彩、图案、一定程度的面
料肌理和穿着效果，因此对壁画的分析也能一定
程度上还原服饰。

图 2 220 窟南壁左侧第一位舞伎原图
Fig.2 The first Kabuki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south wall of cave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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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窟《药师经变图》舞伎服饰描述

《药 师 经 变 图》改 编 于《佛 说 药 师 如 来 本 愿
经》，壁画后方塑有七尊东方净土药师佛以及八
尊胁侍菩萨和十二药叉大将护法神，壁画前方是
盛大的乐舞场面，包含 28 位乐伎和 4 位舞伎。其

中四位舞伎均为女性，每人都脚踏圆形小毯做出
不同的舞蹈动作。根据唐代《乐府杂录》中对胡
旋舞的记载，
“俱于以小圆毯上舞，纵横腾踏，两
足 终 不 离 与 毯 子 上”，以 及《新 唐 书·音 乐 志》中
“胡旋舞，舞者立球（毯）上，旋转如风”的记载，再
分析图中小圆毯上带有西域风格的波斯连珠花
纹可以推测画面中 4 名舞伎所跳的是胡旋舞（图

3～图 8）。初唐时期胡风盛行，胡旋舞风靡一时，
深刻影响到了佛教壁画的创作。下面笔者将整

理在初唐 220 窟北壁的《药师经变图》中四位舞伎

的服饰细节，顺序依次为头饰、发型、头部配饰；
上身；下身；配饰。
（1）下侧（图 3 为原图，图 5 为复原图）第一位舞

图 1 200 窟南壁药师经变图左侧壁画原图
The original mural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Sutra change of the
pharmacist in the south wall of cave 200

伎背朝观者，脸朝左侧，露出小半侧脸。头戴装饰

根据笔者参考文献资料，学界主要将敦煌壁画

有宝石璎珞的高耸的宝冠，花冠上高扬彩缯，发型

中的乐舞形象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天宫佛国的

为及肩散发，脑后有宝石璎珞垂下，耳着耳珰，脑后

伎乐天，另一类是属于世俗人间的伎乐人。在敦煌

有头光。左一舞伎上身着短袖紧身上衣，图案为红

Fi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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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窟 左 侧 第 二 位
舞伎壁画原图
Fig.3 The second Kabuki
mural on the left of
cave 220
图3

第三期

220 窟右侧第
一位舞伎壁
画原图
Fig.4 The first Ka⁃
buki mural
on the right
side of cave
220
图4

1 号舞伎修 图 6 2 号 舞 伎 修 图 7 3 号舞伎 图 8 4 号舞伎修复图
复图
复图
修复图
Fig.8 Restoration of Ka⁃
Fig.5
Restora⁃ Fig.6 Restoration Fig.7 Restora⁃
buki No.4
tion of
of Kabuki
tion of
Kabuki
No.2
Kabuki
No.1
No.3
图5

底绿色棋盘格，后背佩戴一条 X 型一条璎珞长链，
上衣下摆扎入腰裙中。下身着绿色腰裙，腰间有宝
石璎珞环绕固定在腰间；外围一层蓝色短裙，裙摆
装饰有卷草纹图样；裙内着一条石榴红阔腿裤。双
臂佩戴臂钏、手镯，因图案颜色较为模糊难以辨认；
佩戴红蓝色长巾。赤脚踏小圆毯。
（2）上侧（图 4 为原图，图 6 为复原图）第二位舞

伎同样背对观者，脸朝右侧，露出半侧面脸，其发
型、头饰、下身着装与配饰与左侧第一位相同，不同

的是她长发梳为两条弯曲的长辫；上身衣着红底
绿色菱格短袖紧身衣，后背横系一条璎珞，中腰系

图 9 舞伎服饰形制复原图 1（笔者绘）
Fig.9 Restoration of Kabuki dress shape 1 (drawn by the author)

一条蓝色宽腰带，上衣下摆扎入腰裙。赤脚踏小
圆毯。
（3）上侧（图 7）第二位左侧面向观者，头顶梳圆

发髻，后脑头发披散成绺状；头戴山形冠，装饰有宝
石璎珞，同样带耳珰，脑后有头光。上身赤裸，佩戴

璎珞长链。下身着素白色长裙，下摆围绕一条暗绿
色装饰宽边，内衬为深色，侧面可以看见左右群片
相互搭盖，推测为围系款式。长裙外围一条素白色
短腰裙，下摆边缘颜色变深；内里衬裙为绿色；腰系
一条深绿色细腰带固定。双臂戴臂钏、手镯；佩戴
暗红色长巾。赤脚踏小圆毯。
（4）上侧（图 8）第一位右侧面向观者，衣饰穿着

与右侧第二位相同。

以下是笔者根据分析绘制的 220 窟舞伎服饰

形制复原图，在原图斑驳脱落的地方参考了陈卉
《敦煌 220 窟<东方药师经变画>乐舞图像研究》、胡

Fig.10

2

图 10 舞伎服饰形制复原图 2（笔者绘）
Restoration of Kabuki dress shape 2 (drawn by the author)

220 窟《药师经变图》舞伎服饰分析

对比盛唐 220 窟的“双舞图”经变画中的胡旋

舞伎，两位舞伎身披长巾，做“吸腿”舞姿，单腿赤足
立于小圆毯上，两人相、对而立，对称和谐。而初唐

220 窟北壁的《药师经变图》中的四舞伎则分为两
组，一文一武。左侧一对舞伎头戴宝冠（因壁画有

梦晨《唐代敦煌壁画经变画中舞伎形象研究》，王克

部分损毁，亦有人认为舞伎头梳的武将发髻），上身

芬《中国佛教艺术中舞蹈形象的考察与研究》等学

着紧身短袖短衫，下身着百褶长裙，身披绕背长巾，

者的修复图做出推测（图 9～图 10）。

两人相背而舞做“提襟亮相”之姿，英气勃勃。右侧

服饰与艺术：
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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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舞伎服饰概况表
Tab.1 Overview of Kabuki costumes
人

人物方向

头部

上身

下身

配饰

1.腰裙：绿色，璎珞环
1.及肩披发；
左 1 舞伎

背面

2.宝冠高顶，宝缯；
3.耳珰；
4.头光

短袖窄身衣：红绿菱
形格，装饰宝珠，下摆
塞入腰裙

绕固定；
2. 短 裙 ：蓝 色 ，卷 草 1.臂钏、
手镯；
纹；

2.红蓝色双面长巾

3.阔腿裤：暗红色，内
里绿色

短袖窄身衣：红绿菱
左 2 舞伎

背面

1、
2、
3、
4 同上

形格，背中横系璎珞，
中腰系蓝色细腰带，

1、2、3 同上

1、2 同上

下摆塞入腰裙
1.腰裙：素白，深色边
下摆，内里绿色，用暗
绿色细带围系于腰
右 1 舞伎

右侧面

圆髻高耸，卷发披发

裸

部；
2.长裙：素白，长度及

1.臂钏、
手镯：细带；
2.暗红色长巾

地，围系于腰部，内里
深色
1.同上；
右 2 舞伎

左侧面

2.带宝冠；
3.耳珰；

裸

1、2 同上

1、2、3 同上

4.头光

复 原 线 描 图 1（笔 者
绘）
Fig.11 Restoration line draw⁃
ing 1 (drawn by the
author)
图 11

图 12 复原线描图 2（笔者绘）
Fig.12 Restoration line draw⁃
ing 2 (drawn by the
author)

图 13 复原线描图 3（笔者绘）
Fig.13 Restoration line draw⁃
ing 3 (drawn by the au⁃
thor)

复 原 线 描 图 4（ 笔 者
绘）
Fig.14 Restoration line draw⁃
ing 4 (drawn by the
author)
图 14

一对舞伎头戴山形冠，后脑梳多条长辫，随人物的

的宝冠、花冠。左侧一组舞伎身着戎装，头戴全包

舞动而飞扬，上身赤裸，下身着白色曳地长裙，双臂

型武冠。一些文献中认为舞伎头顶高耸的椭球形

平举做飘洒飞舞之姿，婀娜动人。笔者对比了 18

为头冠上的配饰，另一些则认为这是舞伎在头冠上

饰、上身衣着、下身衣着并绘制复原线描图（表 1、图

主要衣着服饰，敦煌石窟自五胡十六国时期修建至

幅现存《药师经变图》依次分析四位舞伎的头饰、配
11～图 14）。

2.1 发型头饰
首先，对比 18 幅大型经变图可大致得出舞伎

的发型具有相似性，发型发式大多为镶嵌璎珞宝石

梳圆形发髻。而在佛教艺术中宝冠裙帔是菩萨的
元代，菩萨的衣着虽在细节上存在变化，但其基本
形制没有发生改变，即：头戴宝冠，头顶束髻，后发
披肩，肩披长巾、胸挂璎珞，腰围长裙。根据此形象
推断两舞伎头的椭圆形应该是发髻。右侧一组舞

42 服饰导刊

FASHION GUIDE 二零二一年 六月/第十卷

第三期

Fig.15

图 15 220 窟南壁修复图（黑白）
Restoration of the south wall of cave 220 (black and white)

Fig.16

图 16 220 窟南壁修复图（彩色）
Restoration of the south wall of cave 220 (color)

伎身着红装，头戴半包式山型冠，露出后脑。
《法华

讲经文》中，
“整百宝之头冠，动八珍之璎珞”中提及

经》中记载：宝冠由金银、琉璃、车磲、珍珠、玛瑙、玫

了璎珞的制作材料，还有前文提及的《妙法莲华经》

瑰等七宝制成，宝冠前中镶嵌宝珠，称之为摩尼

中记载用七宝合成众华璎珞，可见璎珞是由世间众

珠。
《法华经》称：净如宝珠，以求佛道。
《智度论》称：

宝制成。因此，
“璎珞”一物所指的内涵可以界定

戴宝珠能除四百四病。宝冠上两侧又装饰有宝缯，

为：

缯是古代对丝织物的总称，宝缯丝带随舞伎的旋转
飞舞而飘飞，于静态画面中体现了舞蹈旋转如风的
动势。左侧一组舞伎的发型大部分被头冠挡住，露
出的仅为后脑垂下的齐肩披发。右侧两位舞伎的
发型则为满头长辫，约有七条，类似于现今维吾尔
族妇女梳的细辫（图 15、图 16）。

2.2 身体配饰

（1）璎珞是一种环状饰物，包括挂在颈部和垂
于胸部、
戴于头部、手臂和小腿等位置的饰物；
（2）主要是用贵金属、珍珠、宝石等串联制成，
包括华鬘一类饰物。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尤其在唐代，女性模仿璎
珞的形制并加以改进制成颈饰，因其形制较大而在
颈饰中最为华贵。璎珞不仅作为颈饰存在，在其发

其次，就舞者的配饰部分而言同样在形制上具

源地古代南亚次大陆是作为人们用来装饰身体的

有相似性，舞伎的配饰大多为臂钏、手镯、璎珞长链

装饰物的一大类而存在，追溯到佛经中的梵文原

和长巾，仅在细节部分稍有不同。臂钏亦称作臂
环，是一种佩戴在上臂的环形首饰，臂钏自西汉后
出现，在隋唐时期由为盛行，从初唐阎立本的《步辇
图》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都能见到臂钏的存
在。而佩戴在手腕处的叫做手镯，亦称为脱条。臂
钏和手镯大多以金银等贵金属或玉石玛瑙等石料
制成，镶嵌有宝石。璎珞在梵文中写作 keyura，音
译“吉由罗”，是指首饰中戴在手臂上的臂钏、手镯
等饰物。Ratnavali，这个词的本意是“一连串的宝
石”。Rucake，一词的本意是指“华鬘（花鬘）形的首

意，
“璎珞”可以被理解为“成串的珍珠首饰”、
“一连

饰”。Mukta-hara 是指“用珍珠等串成的首饰”。这

垂至腰腹部，还有一条璎珞佩戴在下腰裙边用以装

些梵文词语原指古印度佛像颈部佩戴的装饰物，由

饰腰部。

世间众宝所制成，寓意为“无量光明”，在《维摩诘经

串的宝石”等意，因此将四位舞伎身上成串佩戴在
身上的圈状、链状饰物称之为璎珞。璎珞同样指代
用宝石、金银串起来的臂钏、手镯。右侧一组舞伎
上身赤裸，最大的装饰物就是一组缨络长链，舞伎
身上最大型、最复杂的一组璎珞饰物是其佩戴的单
层项链下的 X 型璎珞长链，从颈部向后垂至后背中
间成圈，从颈部向前在腰腹部重叠成 X 型，再向后

垂直膝盖处，造型、材质复杂。而左侧一组舞伎身
上的璎珞装饰物则较短，上身主要是一条璎珞项链

璎珞长链在画面表现中随着舞者的动作而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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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不同的姿势变化，也体现了唐代敦煌壁画的写

2.4 下身衣着

实风格，如实还原了舞者的动势。最后要提及的装

中常被表现为半透明、
轻薄卷曲而多褶皱的形态。

最后是舞伎的下半身服装部分，根据文献资料
的归纳汇总得出五种舞伎的基本服饰形制：短裙，
长裙，腰裙，束腿裤和阔腿裤。舞伎的下着搭配较
为丰富，最基本的款式为纯色腰裙，面料大多为
柔软轻薄但不透明的材质，短裙、长裙、腰裙和裤
子的叠穿使舞伎的服饰搭配呈现出丰富的层次
感。左侧舞伎最外一层着
绿色腰裙，长度刚好包住
臀部，并在后腰中间系结，
使腰裙呈现出两道优美的
褶皱，下摆呈弧线形。其
下着一条蓝色短裙，长至
膝盖，下摆齐整，长于腰裙
比穿着与腰裙之下。边缘
装饰卷草纹宽边，材质较
为挺阔。其下着一条红色
阔腿裤，长至脚踝，较为宽

2.3 上身衣着

松多褶皱，边缘形状如同

饰是舞伎所配戴的长巾，这不仅是“飞天”形象中的
重要服饰安排，也是胡旋舞该舞种的重要表演道
具。乾达婆和紧那罗的飞神形象在传入中国之后
与中国的羽人形象迅速融合，他们飞天也不再依靠
翅膀，而仅仅用衣带长巾的飞翔飘舞来表现飞天。
其次，长巾也是胡旋舞者必不可少的表演道具。在
唐代元稹的《胡璇女》中就有“虹量轻巾掣流电”的
记载，舞伎的长巾又分为两种佩戴方式；一为长巾
抓于手中；二为长巾披在双肩的穿法（长巾在不同
的文献资料中又被称为披披帛、肩巾、大巾、纱巾、
长巾、飘带等，实际指的是同一样东西）。较之世俗
女性穿戴的长巾，舞伎的长巾长度要更长一些。长
巾的材质大多为轻薄透明的纱罗，较厚的材质也有
锦，壁画中常使用疏朗通透的画法来表现罗的材
质。二在长巾中最常出现的就是薄纱材质，在壁画

再次是舞伎的上半身服装部分，根据文献资料
的归纳汇总得出四种舞伎的基本服饰形制：裸呈，

卷云，表面布料为红色，内
衬为绿色，从膝盖处往下

络腋衣，宽褶领和窄身衣。右侧两位舞伎即着裸

放款，形状类似喇叭口，面 图 18

呈，上半身不穿衣，仅用项链、璎珞长链和长巾作为

料材质较为轻薄垂坠。面

装饰，这一形制在舞伎衣着中极为常见，直接的表

料上印有十字宝相花图

现出了舞者的姿态动势，也是画工参考了飞天形象

案，裤口边缘装饰有打褶

与菩萨形象的改良。左侧两位舞伎则身着印有花

的花边。右侧舞伎则在素白色短裙内穿围系式

纹的窄身衣，这种紧身合体

素白色及地长裙，面料轻薄柔软，推测为纱罗一

的短袖上衣亦被称作半臂，

类面料制成，透出内搭的一条绿色衬裙。另附阔

半袖边缘装饰有团花纹图

阔腿长裤十字四瓣纹
样（笔者绘）
Fig.18 Cross four petal pat⁃
tern of slacks (drawn
by the author)

腿长裤纹样，参考《敦煌历代纹样》一书（图 18）。

2.5 鞋子

样，上衣紧身合体，凸显出

关于舞伎鞋子的分析，根据《旧唐书·志第九》

身体曲线，下摆长至胯部，
上腰束一条宽腰带，胯部用

中《康国乐》以及杜佑《通典》中《康国条》中的记载，

璎珞长链扎进腰裙中，体现

胡旋舞伎脚踏“赤皮靴”，而壁画中的舞伎大多为赤

了舞者腰部的灵活运动。

足，虽与文献记载不符，但根据壁画中的佛像、菩萨

胯部围系一条宽巾带，在腹

和飞天神的形象大多为赤足推断，画工对舞伎的形

部正中间打结并用宝珠固

象存在艺术化的加工，模仿了佛国天界的神佛形象

定。根据《旧唐书·志第九》

和世俗生活中的宫廷乐舞样板，故舞伎大多为赤

中的记载：
《康国乐》，舞二

足。

人，绯袄，锦领袖，绿绫浑裆

3

绔，赤皮靴，白绔帑。舞伎 图 17
窄身衣大多为红色或暗红
色，材质为较厚实而不透明
的 面 料 ，印 有 棋 盘 格 纹 图

窄身衣棋盘格纹（笔
者绘）
Fig.17 Chessboard pattern of
narrow body garment
(drawn by the author)

样。另附上身衣着纹样复原图，参考《敦煌历代服
饰图案》一书（图 17）。

结论
唐代的世俗女子服饰呈现出款式渐趋宽博、着

装渐趋开放、图案渐趋华丽的总体特点，款式主要
为三类：襦裙装、男装和胡服。与世俗服饰相异，唐
朝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人物服饰呈现出“胡汉交
融”的鲜明特点，
这一点在舞伎服饰上尤为突出。
首先，唐代服饰本就是汉服与胡服相互交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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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产物，具有众多胡服元素；其次，唐代出现了汉
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的现象，也是少数民族服饰传
入中原，例如吐蕃服饰、回鹘服饰等；最后，临近国
家的服饰也是这一时期进入人们的视野，尤其是佛
教发源地的印度服饰、龟兹服饰等对乐舞服饰的影
响尤为重要。
本文通过分析初唐 220 窟《药师经变图》中四

位舞伎的服饰形制推测出初唐时期胡旋舞伎的基本
着装样式，
敦煌乐舞伎的衣装受西域风格影响深远，
多强调人体的身材曲线，在人体关节处加上丰富的
装饰以加强舞蹈的装饰效果；且乐舞服饰在很大程
度上受佛教服饰审美影响，画工在创作时参考了菩
萨形象和天王形象来创造舞伎服饰，因此敦煌壁画
中的舞伎形象与世俗舞伎形象存在很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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