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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壮族以青蛙作为图腾,壮族民间许多东西都与青蛙息息相关,以青蛙为原型的蛙纹也作为图案
运用在壮族的服饰等方面,本文将结合蛙纹在日本和服上的运用,将运用在壮锦上的蛙纹和日本和服上
的蛙纹进行对比,以此探究中日之间的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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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Zhuang people use frogs as totems, many things in the Zhuang folk are closely related to frogs,
and frog patterns are also used in Zhuang clothing. This article will combine the use of frog patterns in Japanese
kimonos and campare the frog patterns used in the Zhuang Brocade is compared with the Japanese kimono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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