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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學者認為「盛唐

時期女性以豐腴肥胖為

美，這種風氣也在雕塑、

繪畫等藝術中體現出來」
[3]。《中原文化大典》對盛

唐女俑介紹時說：「這些

大髻寬衣、豐碩華麗、神

態坦然的肥女，氣度雍容

華貴，姿態悠閒隨意，一

改前期清秀苗條的女性形

象，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大

唐的殷富與強盛。」 [4]其

實，盛唐女性也不是以胖

為美。

第一，從初唐到盛

唐，唐朝走向強盛，但王

朝的強盛與婦女的胖瘦沒有必然聯繫。不能主觀

地認為，國力強盛，人民生活充裕，唐代的婦女便

長得越來越胖。無論哪個朝代，不管昌盛還是衰

落，貴族所享有的特權始終不變，生活始終是衣食

無憂。例如晚唐時期的女性雕塑，依然是臉龐豐

滿，身材肥碩。

第二，以出土的女俑來印證唐代婦女的形象，

有地域局限性。這些女俑多出土於北方，尤其是貴

族們聚集的京都附近。地域不同，自然環境不同，

社會習俗和審美風尚也不同，西北有西北的審美

觀，東南有東南的審美觀，不能僅根據出土的盛

唐雕塑，籠統地說盛唐甚至整個唐代都是以胖為

胖與瘦
─唐代婦女「以胖為美」說的虛與實

■ 許起山、孫  哲

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

唐代婦女以胖為美

的觀念在普通大眾中十

分風行，也得到一些學者

的認可。如馮驥才先生

《敦煌追問》一書認為

「唐代婦女以胖為美，菩

薩也明顯胖起來」，「周

昉擅長畫唐代崇尚的短

眉小口、艷麗豐肥的貴族

婦女」 [1]。陳振濂先生在

《中國書法篆刻品鑒》中

言：「花團錦簇的仕女，華

美眩目的騎從，人物都是

圓潤豐腴的特徵，頗合乎

唐代尚豐滿的審美趣

味。」 [2]這其實是自宋以

來形成的錯誤意識，唐代婦女並非以胖為美。

一、失真和片面： 

唐代雕塑、繪畫中的女子形象

人們談到唐代婦女以胖為美，多以唐朝女子

的雕像和繪畫為依據。出土的唐代婦女雕像，基

本上都是面容豐滿肥胖，很容易讓人以為唐代女

子是以胖為美。如出土的西安王家墳村唐初女坐

俑，以及右武衛大將軍鄭仁泰墓中五十多件不同

裝扮的彩繪陶女俑，基本上全是面容豐腴。但觀其

身材，皆是細腰窄身，纖瘦秀美。毋庸贅舉，從唐

朝前期的雕塑來看，唐初婦女不是以胖為美。

摘  要：在唐人的文字裡並沒有出現當時婦女

以胖為美的字句。自宋以後，世人開始認為唐代

婦女以胖為美，這種觀念影響至今。唐代女性雕

塑、繪畫作品有其特殊的藝術意義和時空限制，

不能作為婦女形態的有力論證。楊貴妃的胖瘦尚

待商榷，她顯然不是因為外貌而獲得唐玄宗的專

寵，不可作為判斷唐代女性以胖為美的依據。細

讀唐代文學作品對美麗女子外貌的描繪，顯然不

是以胖為美。後人認為唐代婦女以胖為美，實因

對史料的理解偏差和文化變革間的隔膜，是以訛

傳訛。

關鍵詞：唐代；婦女；以胖為美；虛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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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第三，中國的雕塑風格與歐洲不同，在寫實方

面無法與其相比。正如梁思成先生所言：「我國學

者及一般人，素重象徵之義，以神異玄妙為其動

機，故其去自然也日遠，而成其為一種抽象的藝術

也。」[5]佛教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很多婦女包括

武則天、太平公主在內，皆自稱是佛家信徒，對禮

佛之事格外用心，在各地興建寺院，塑造佛像。而

佛像往往被雕塑得豐頰方頤，身材肥碩，頭部較大

而強有力，但又寓柔秀於力量之中。為了達到超凡

脫俗、「神異玄妙」的目的，唐朝婦女雕像自然而然

地受到佛像的影響而顯得肥胖，失去了原本的真

實樣貌。

第四，豐滿的胖俑，多半是中年婦女，神態舉

止像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貴婦人。一般言之，

無論古今，婦女到了中年以後，多數難以保持年輕

時的美好身材，身體會變得肥胖一些。

所以，我們不能根據流傳至今的唐代婦女雕

塑來判斷唐代婦女或盛唐婦女是以胖為美的。

以今人眼光來看，人物的形象應該在他（她）

的畫像中表現得很真實。現存為數不多的以唐代

女性為主題的繪畫多是肥胖之身，照此看來，人們

認為唐代女子以胖為美的觀點並不錯。其實不然，

一是因為中國畫的線條粗疏，畫像朦朧，遠不及西

方人物畫的生動逼真，畫中形象與主人公有一定

的差別。二是為了突出畫中人物的貴族身份及身體

康健、家庭富裕，畫家刻意在她們的畫像中表現出

來一種富態，這幾乎成為中國古代刻畫人物形象

的一種習慣。其三，能請畫家繪像的必是經濟條件

優越者，畫家所畫的只是貴族中的幾個婦女，不能

代表舉國婦女形象。如南宋人賈似道《悅生隨抄》

引唐人著作《石渠錄》云：「八舅王彥舟侍郎，常隨

周昉、韓幹畫人馬，云：『天廄無瘠馬，宮禁無悴

容。』宜乎韓馬周人皆肥。」[6]另外，從畫中也無法

判斷女子年齡，或許多是中年婦女，她們的穿戴可

能是最時尚的，但容顏和身材已遠不及十六七歲

的花季少女。

人們往往根據周昉等人的《仕女圖》來論說

唐朝婦女的以胖為美，而宋代的《宣和畫譜》批評

了周昉繪畫的片面與失真：「世謂（周）昉畫婦女，

多為豐厚態度者，亦是一弊。此無他，昉貴遊子弟，

多見貴而美者，故以豐厚為體。而又關中婦人，纖

弱者為少。至其意穠態遠，宜覽者得之也。此與韓

幹不畫瘦馬同意。」[7]《宣和畫譜》是在宋徽宗趙

佶的主持下，由書畫大家米芾、蔡京等人共同完成

編撰的，著錄各時代畫作十分豐富，該書對周昉

畫風的評價顯然最具權威。如此看來，後人是不能

根據周昉等人的幾幅畫來判斷唐代女子以胖為

美。

從初唐到盛唐，雕塑風格和畫風或有轉變，

但婦女的體態和世人審美風尚沒有變化，皆不是

以胖為美。

二、誇大與誤讀： 

楊貴妃的「以胖為美」

不知何時，人們開始把楊貴妃作為唐代女子

以胖為美的代表，楊氏也恰好生活在盛唐時期。楊

貴妃（719-756），名玉環，文人又以玉真、太真、玉
奴等稱之。

值得一提的是，在楊貴妃進宮之前，唐玄宗寵

愛的是武惠妃，後來武惠妃死去，玄宗的感情無處

寄託，才有後來楊貴妃入宮的事情。史料中對武惠

妃的長相沒有記載，更沒有提到她的胖瘦問題，只

說她去世時已經四十多歲，死前一直得到專寵，死

後玄宗對其時常懷念。女人到此年齡，恐怕已年長

色衰，玄宗若對武惠妃沒有真感情，定不會如此哀

傷和難以忘記。而楊貴妃死時已經三十八歲，理應

是香消玉殞的年齡，卻讓宮內不乏年輕貌美女子

的玄宗難捨難棄，死後更是思念不已。因為有多年

積累的感情，惠妃、貴妃無論胖瘦，都會受寵。

五代時期的文人王仁裕在其小說《開元天寶

遺事》中言：「貴妃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常有肺

渴，每日含一玉魚兒於口中，蓋藉其涼津沃肺

也。」又言：「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

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

拭之於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紅也。」[8]人們看到「素

有肉體」、「苦熱」等詞句，容易認為楊貴妃確實比

較胖，所以才會在夏天如此怕熱。北宋早期著作

《楊太真外傳》載：「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成

帝內傳》，時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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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殢人。』覓去，乃是

『漢成帝獲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翥，帝為

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制七寶避風台，

間以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

『爾則任風吹多少。』蓋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語

戲妃。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上

曰：『我才弄，爾便欲嗔乎？憶有一屏風，合在，待

訪得以賜爾。』」[9]楊貴妃「微有肌」，玄宗以趙飛

燕的身輕而不經風吹向貴妃開玩笑，此則史料說

明楊貴妃微胖。

五代人說楊貴妃「素有肉體」，宋人說她「微

有肌」，但都沒有提到這些特徵是楊貴妃「三千寵

愛在一身」的資本。五代後晉編撰的《舊唐書》，記

述楊貴妃：「太真資質豐艷，善歌舞，通音律，智算

過人。每倩盼承迎，動移上意。」[10]「資質豐艷」，

不是形容身體肥胖，是說她的體態十分勻稱。此條

記載，或許受到了同時代人王仁裕所撰《開元天

寶遺事》的影響。宋人編撰的《新唐書》，沒有採

納小說家言，對楊貴妃的描述是：「善歌舞，邃曉

音律，且智算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

宴。」[11]這裡連「豐艷」也沒提起，更進一步說明貴

妃是以綜合素質而非簡單之外貌獲得玄宗專寵

的。

以上所舉史料，皆成書於唐代以後，距楊貴妃

生活的年代已遠，不妨再看幾則與楊貴妃年代相

近的唐人記述。陳鴻《長恨歌傳》對楊貴妃有這樣

描寫：「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

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藻瑩，既出水，體弱力微，

若不任羅綺。」又言：「非徒殊豔尤態致是，蓋才

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12]

前一段把楊貴妃比作李夫人，而李夫人身材並不

胖，若貴妃真胖，作者以二人相比，頗顯愚拙。並

且還說貴妃「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描寫的顯

然不是剛出浴的胖美人形象。後一段再次佐證了

楊貴妃的性格、才藝、聰慧是其受寵的重要因素。

唐人筆記《致虛閣雜俎》記載：「玄宗與玉真

恒於皎月之下以錦帕裹目，在方丈之間互相捉戲。

玉真捉上每易，而玉真輕捷，上每失之，滿宮之人

撫掌大笑。」[13]若貴妃「素有肉體」，也不至於如此

「輕捷」了。《周秦行記》載：「見前一人纖腰修

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來。太后曰：

『此是唐朝太真妃子。』」[14]此處「太真妃子」即指

楊貴妃。《周秦行記》的作者有爭議，但屬於唐代

作品是沒有疑問的。其中「纖腰」一詞便是唐人對

楊貴妃的描寫，與前文所舉《開元天寶遺事》所云

大相徑庭。

宋人王讜編撰《唐語林》，主要取材於唐代筆

記小說，其中有記載：「肅宗在東宮，為林甫所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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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幾危者數矣。鬢髮斑白。入朝，上見之惻然，曰：

『汝歸院，吾當幸。』及上到宮中，庭宇不灑掃，而

樂器屏棄，塵埃積其上，左右使令亦無妓女。上為

之動色……乃詔力士，令京兆尹亟選人間女子頎長

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

中，後生代宗皇帝。」[15]給太子選妻妾，自然要選

當時的美女，玄宗令選「頎長潔白者」，當然是他

認為此類女子可作太子之妃。「頎長」，指身高而

苗條的女子。玄宗有如此審美觀，或許，楊貴妃便

是身體頎長之人。

距楊貴妃生活年代較近的唐人記述，並沒有

提到她的胖，反而直接說她「體弱」、「輕捷」、「纖

腰」等。正如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提出的「唐宋變

革論」，唐、宋之間確實存在著經濟、政治、文化等

方面的深刻變革，五代、北宋的社會風氣、生活習

慣已與唐時顯著不同，時人對盛唐的審美風尚已

經陌生。部分士大夫又受到某些野史記載的片面

影響，出於獵奇的心理，開始有人提到楊貴妃稍微

胖了點。北宋後期，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民間文化的

繁榮，蘇軾對坊間流傳的楊貴妃故事又有所發揮，

他有詩：「短長肥瘠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
[16]「環肥燕瘦」的成語即源於此詩。由於蘇東坡在

當時和後世的巨大影響力，人們普遍認為楊貴妃

是以胖為美的，簡單地認為她的受寵正源於此。

故事往往愈傳愈繁愈雜，較早的唐人記載要

比五代及宋人記載更值得信賴，楊貴妃必然不是

唐朝「以胖為美」的代表。

三、細腰與輕身： 

唐代筆記小說中的女子

陳寅恪先生認為，小說雖然沒有個性的真實，

但是有通性的真實。[17]唐代小說對女子外貌的描

寫往往太粗略，如「姝艷能歌舞」（張文成《朝野

僉載》）、「容色姝麗」（沈既濟《任氏傳》）、「妖

姿麗質，妙絕無倫」（薛漁思《河東記·蘊都師》）、
「風態嬌麗」（李公佐《南柯太守傳》）、「妖姿要

妙」（白行簡《李娃傳》）、「妖姿媚態，綽有餘妍」

（孟棨《本事詩·崔護》）、「容質窈窕」（佚名《靈
應傳》）、「妖冶之姿出於世表」（谷神子《博異志·
敬元穎》）等，這樣的描寫都是總體形容，具體如

何美，給讀者留下想像的空間。

努力搜尋材料，還是發現一些對女性身材稍

有描寫的唐代筆記小說，如張文成《遊仙窟》對女

子的描繪：「華容婀娜，天上無儔；玉體逶迤，人間

少匹。輝輝面子，荏苒畏彈穿；細細腰支，參差疑

勒斷。韓娥宋玉，見則愁生；絳樹青琴，對之羞死。

千嬌百媚，造次無可比方；弱體輕身，談之不能備

盡。」又言：「向來見桂心談說十娘，天上無雙，人

間有一。依依弱柳，束作腰支；焰焰橫波，翻成眼

尾。」最後又有詩：「婀娜腰支細細許，眼子長長

馨。」「細腰偏愛轉，笑臉特宜嚬。」[18]從「細細腰

支」、「弱體輕身」、「依依弱柳」等辭彙來看，小說

中描寫的絕色女子自然是纖瘦的。張文成是唐朝

前期文人，風流倜儻，遊於各地，見多識廣，他認為

腰支纖細的女子才稱得上美。

蘇鶚《杜陽雜編》記載唐朝中期權相元載寵

妾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

輕，雖旋波、搖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又提

到她「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一二兩，摶之不盈一握。

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

薛瑤英頗受元載寵愛，只有好友賈至、楊炎來訪，

才讓她出來表演歌舞。賈至有詩：「舞怯銖衣重，

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台。」楊炎也

作詩：「雪面蟾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

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19]薛瑤英長相嬌

美，才藝出眾，體輕如趙飛燕輩，元載憐香惜玉，

特意從外國尋找輕薄衣服給她穿。當時權貴如賈

至、楊炎輩也認為體輕貌美的女子最美。

唐人小說《三水小牘·步飛煙》載：「愛妾曰飛
煙，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20]說明步飛

煙容貌美麗，身材纖細，幾乎不能承受用綺羅做的

衣服。孟棨小說《本事詩·事感第二》提到白居易有
「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白居易為她

們寫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白居易年

事已高，「而小蠻方豐艷」，白居易愛憐小蠻，不忍

分離，「因為楊柳之詞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

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裡東南角，盡日無人

屬阿誰？』」[21]這就是後人追捧的「小蠻腰」。可見

名動天下的白居易喜歡的是那種身材細軟的女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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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創作來源於現實生活，文學現象總是

對社會現象直接或間接地再現。」[22]唐代筆記小

說描寫的年輕貌美女子，雖然較為籠統，但無一

為身材肥胖者。從高級官員到文人雅士，都是喜歡

苗條的女子。

四、冉冉柳枝腰： 

唐代詩人的審美觀

詩歌能真實反映人的思想、感情及喜好。唐

代詩人是整個社會審美風尚的代表，上至貴族，下

至平民百姓，都會受到詩人審美觀的影響。詩人描

寫自己欣賞的女子，自然會將對方最美麗之處呈

現出來。詩歌雖偶有誇張、諷刺手法，但描寫美麗

女子時，絕不會以黑為白、以胖為瘦。《全唐詩》卷

5有徐賢妃詩《賦得北方有佳人》：
由來稱獨立，本自號傾城。柳葉眉間發，桃花臉

上生。腕搖金釧響，步轉玉環鳴。纖腰宜寶襪，紅衫艷

織成。懸如一顧重，別覺舞腰輕。

徐賢妃是唐太宗的充容，「賢妃」稱號是太

宗死後所贈。其中詩句「纖腰宜寶襪」、「別覺舞

腰輕」，便突出了宮廷女子也是以瘦為美，所謂有

「纖腰」者，方能「傾城」。徐賢妃久居宮中，其所

描繪，至少代表了唐朝前期宮中審美觀。

《全唐詩》卷45杜易簡《湘川新曲二首》：
弱腕隨橈起，纖腰向舸低。

《全唐詩》卷82劉希夷《春女行》：
纖腰弄明月，長袖舞春風。

《全唐詩》卷102武平一《妾薄命》：
綽約多逸態，輕盈不自持。

《全唐詩》卷130崔顥《盧姬篇》：
人生今日得嬌貴，誰道盧姬身細微。

《全唐詩》卷167李白《江夏行》：
憶昔嬌小姿，春心亦自持。

「纖腰」、「輕盈」、「嬌小」等詞，自然是對

當時女子體態輕盈的描寫，讀者自可領會，下不贅

言。

《全唐詩》卷199岑參《田使君美人舞如蓮花
北鋋歌》：

美人舞如蓮花旋，世人有眼應未見。

回裙轉袖若飛雪，左鋋右鋋生旋風。

《全唐詩》卷345韓愈《辭唱歌》：
幸有伶者婦，腰身如柳枝。

《全唐詩》卷354劉禹錫《觀柘枝舞二首》：
垂帶覆纖腰，安鈿當嫵眉。

體輕似無骨，觀者皆聳神。

《全唐詩》卷401元稹《寄吳士矩端公五十
韻》：

媚語嬌不聞，纖腰軟無力。

《全唐詩》卷423元稹《和樂天示楊瓊》：
腰身瘦小歌圓緊，依約年應十六七。

汝今無複小腰身，不似江陵時好女。

《全唐詩》卷449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
秋千細腰女，搖曳逐風斜。

《全唐詩》卷455白居易《楊柳枝二十韻》：
身輕委回雪，羅薄透凝脂。

《全唐詩》卷462白居易《勸酒》：
昨與美人對樽酒，朱顏如花腰似柳。

《全唐詩》卷479楊敬之《客思吟》：
細腰沈趙女，高髻唱蠻姬。

《全唐詩》卷485鮑溶《霓裳羽衣歌》：
此衣春日賜何人，秦女腰肢輕若燕。

《全唐詩》卷511張祜《李家柘枝》：
紅鉛拂臉細腰人，金繡羅衫軟著身。

《全唐詩》卷522杜牧《揚州三首》：
纖腰間長袖，玉佩雜繁纓。

《全唐詩》卷540李商隱《歌舞》：
遏雲歌響清，回雪舞腰輕。

《全唐詩》卷548薛逢《夜宴觀妓》：
纖腰怕束金蟬斷，鬢髮宜簪白燕高。

《全唐詩》卷561薛能《柳枝詞五首》：
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

《全唐詩》卷568李群玉《長沙九日登東樓觀
舞》：

南國有佳人，輕盈綠腰舞。

同卷李群玉《贈回雪》：

回雪舞縈盈，縈盈若回雪。

腰支一把玉，只恐風吹折。

《全唐詩》卷570李群玉《龍安寺佳人阿最歌
八首》：

團團明月面，冉冉柳枝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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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詩》卷576溫庭筠《江南曲》：
連娟眉繞山，依約腰如杵。

《全唐詩》卷577溫庭筠《金虎台》：
皓齒芳塵起，纖腰玉樹春。

同卷溫庭筠《陳宮詞》：

妓語細腰轉，馬嘶金面斜。

《全唐詩》卷651方幹《贈美人四首》其二：
含歌媚盼如桃葉，妙舞輕盈似柳枝。

其三：

剝蔥十指轉籌疾，舞柳細腰隨拍輕。

《全唐詩》卷680韓偓《從獵三首》：
小鐙狹鞦鞘，鞍輕妓細腰。

《全唐詩》卷683韓偓《褭娜》：
褭娜腰肢淡薄妝，六朝宮樣窄衣裳。

《全唐詩》卷798花蕊夫人徐氏《宮詞》：
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

自教宮娥學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

《全唐詩》卷891〈詞〉溫庭筠《南歌子》：
轉盼如波眼，娉婷似柳腰。

《全唐詩》卷892〈詞〉韋莊《訴衷情》：
垂玉佩，交帶，嫋纖腰。

同卷韋莊《天仙子》：

露桃宮裡小腰肢，眉眼細，鬢雲垂。

惟有多情宋玉知。

《全唐詩》卷893〈詞〉和凝《何滿子》：
正是破瓜年幾，含情慣得人饒。

卻愛藍羅裙子，羨他長束纖腰。

《全唐詩》收錄的唐代詩人，既有皇帝、宰

相、文士，也有農夫、兵卒、歌伎，他們的詩歌是對

宮廷生活、上層交遊、民間風物、山村小景等的如

實記載，其中也包括個人對貌美女子的用心描述。

由以上所舉唐代不同時期的詩歌可知，凡是被詩

人喜愛、推崇的女子，必不是肥胖之身。【1】在閱讀

《全唐詩》過程中，本人特意找尋有關描寫女子以

胖為美的詩句，但終不可得。

結語

唐代雕塑和繪畫的失真及所描繪女子屬於唐

代婦女的冰山一角，不足以證明唐代婦女以胖為

美。據目前所見史料，沒有發現唐代或者其中某一

時期的女性尚肥胖的記載。由唐代筆記小說和詩

歌的描述可以推知，唐人喜歡的是輕柔窈窕、身

材纖細的女子。經過本人對唐代筆記、小說、詩歌

等材料的梳理與分析，世人以胖為美的傳統觀念

可以徹底破除，人們心中的疑惑可以煥然冰釋。要

之，後代人認為唐代女子是以胖為美，是以訛傳

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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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所舉唐詩及唐代筆記小說中記載的女子形象，

多是纖細之身。在沒有發現描寫唐代婦女以肥胖

為時尚的確切材料的同時，本人也注意到了所舉

材料中有數條描繪的是當時舞女。一般而言，舞

女多半是細腰，舞姿才顯得靈巧可愛。需要注

意，健碩的女子一樣能舞出美妙的舞姿。唐人尚

武，皇室又有濃厚的鮮卑族血統，一些莊重的舞

蹈，如《秦王破陣樂》，反而身體健壯的女子舞

起來更美。但在文人的筆下，卻沒有把這種健壯

的舞女描繪成美女，他們更喜歡女性柔軟的舞

姿。唐代文人並不喜歡肥胖的女子，這種審美觀

引領了當時的風尚。古人用字十分含蓄，正常情

況下不會直面描繪女子的形象，更少用「瘦」字

描繪美麗的女子，因為「瘦」字在古人意象中是

不好的字眼，往往與「骨瘦如豺」、「瘦骨零

丁」、「骨瘦形銷」、「人比黃花瘦」等聯繫起

來。用字格外講究的唐代文人，自然不會用

「瘦」字形容眼前的俊麗少女。推敲唐代文學作

品中描寫美妙女子外貌的詞句，無論如何也看不

出唐代女子的以胖為美。

Fat and Thin: The False or True of the 
Saying that Women in Tang Dynasty Regard 
Fat as Beauty

Xu Qishan, Sun Z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are no words in the Tang 
Dynasty that women regard fat as beauty. Since the 
Song Dynasty, people began to think that women in 
the Tang Dynasty were beautiful because of their 
fat, and this concept has been influential to this day. 
The female sculptures and paintings of Tang Dynasty 
have their special artistic significance and time and 
space limitation, which can not be used as a powerful 
demonstration of the female form. The fatness of 
Yang Guifei is still to be discussed. She obviously 
won the special favor of Tang Xuanzong not because 
of her appearance, so it cannot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judging the beauty of women in the Tang Dynasty. 
Peruse the depiction of beautiful women in Tang 
Dynasty literature, it is clear that fat is not beauty. 
Later generations believed that women in the Tang 
Dynasty regarded fat as beautiful, because of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data and the gap between 
cultural change, it was a false message.

Key Words: Tang Dynasty, Women, Regard fat 
as beauty, False or tr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