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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耳饰款式研究
文/李 芽
在中国汉族聚居区，
耳饰在观念上普遍被人们接受的时代始于宋，而真正在使用上达到普及的时
代则要到明。在中国历代的正史中，
明代是第一次把耳饰的形制纳入皇家服饰制度规范的，这也使宫样耳
四珠葫芦环、
梅花环、佛面环、垂珠耳饰等，
都被载
饰在明代始终为人们所钦羡和追仿。如：
珠排环、八珠环、
而择其佩戴。此外，
民间耳饰款式也花样繁多，
简约
入宫廷服饰典章。依身份品级之不同，
礼服常服之有别，
小巧者如丁香、
环形耳环；
复杂者如各式仿生形耳饰，皆各有特色。
明代；
耳环；
耳坠；
丁香

在中国历代的正史中，明代是第一次把耳

玉，贫贱者则以铜锡为之。明范濂《云间据目

这也使宫
饰的形制纳入皇家服饰制度规范的，

钞》 中有：
“耳用珠嵌金玉丁香，衣用三领窄

样耳饰在明代始终为人们所钦羡和追仿。据史

袖。”
《天水冰山录》 中亦有：
“金镶珠耳塞一

籍记载和出土文物来看来看，明代的耳饰款式

双”
。《金瓶梅词话》里的女子都是极喜爱戴丁

以以下几种（类）为其代表。

香的，如第七十五回：
“六（月）娘头上止摆着六

1 丁香（表1）

根金头簪儿，戴上卧兔儿，也不搽脸，薄施脂

也可
又名“耳塞”[1]。是一种小型金属耳钉，

粉，
淡扫峨眉，
耳边带着两个金丁香儿。”第七

于钉头镶嵌珠玉装饰，流行于中国明清时期。

十四回：
“西门庆见如意儿穿着玉色对衿祅儿

丁香，原是一种植物名，因其花筒细长如钉且

……油胭脂搽的嘴鲜红的。耳边带着两个金丁

芳香无比，故名。将耳饰取名丁香应是取其形

香儿。”第六十一回：
“王六儿打扮出来，
头上银

似。丁香不似耳环华贵、也不似耳坠般可以随

丝?髻……羊皮金缉的云头儿，耳边金丁香儿，

风晃动，而是固定于耳垂之上，故比较小巧轻
便，又简约随意、不碍劳作，非常适于家常佩
戴，因此深受女子喜爱。清代文人李渔《闲情偶
寄》中载：
“饰耳之环，愈小愈佳，或珠一粒，或
，肖其
金银一点，此家常佩戴之物，俗名‘丁香’
但勿过
形也。若配盛妆艶服不得不略大其形，

表 1:丁香
金嵌珠宝丁香
长 4.3，
南京郊区出土。丁香贴耳
处用金丝绕成五瓣花形，其下为
采用累丝工艺制成的如意云形
及葫芦叶形，其内嵌有一颗红宝
石和一颗白珍珠。 [2]
金兔纹丁香

丁香之一二倍。”将这种耳饰小巧玲珑的特点

长 1.5，南京中华门外邓府山出

交代得十分清楚。

土。耳饰为一如意云形，其上用

丁香的质地以金银居多，富贵者嵌有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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錾刻工艺刻画出兔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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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扮的十分精致。”
说的都是这种耳饰。明代的

普通女子一生中最为隆重的礼服配饰。

丁香实物，在南京地区出土较多，简约者宛如

明推翻蒙元异族统治，力求恢复汉族传

一钉头，复杂者则略嵌珠宝，但总体不失轻巧

统，
因此，
其服制大多承袭唐宋旧制。《大明会

玲珑之感。

典》
“冠服”部载：皇后受册、谒庙、朝会时礼服

2 珠排环（表 2）

所配耳饰为
“珠排环一对”；
皇太子妃礼服所配

“珠排环”
，即以珍珠呈一字垂直排列而成

耳饰亦为“珠排环一对”
。《大明会典》
“皇帝纳

的耳环，
故名。其是宋明时代规格最高的一种

后仪”所备礼物中耳饰有：
“四珠葫芦环一双、

耳饰，宋代皇后像中皇后几乎无一例外佩戴的

八珠环一双、排环一双”
，排环亦是聘礼之一。

均是珠排环。排环的名称，
最早出现在宋代。宋

可见排环规格之高，并与宋代有明显的相承关

吴自牧《梦粱录》
“嫁娶”一节所载：士宦家庭，

系。《天水冰山录》中所抄严嵩家财中亦有“金

所送聘礼中有“……珠翠特髻，珠翠团冠，
四时

珠宝排耳环九双”[1]。在明代皇后像中尽管未

冠花，珠翠排环等首饰”
，其为宋代士宦家庭所

见着排环者，但在故宫所藏《中东宫冠服》一书

送嫁娶聘礼之一，与珠翠特髻相配，当属宋代

中，
有珠排环的明确图像。其以长串珍珠做坠
儿，
末端缀大珠一颗，
贴耳

表 2:珠排环

部饰以珍珠翠叶花饰或梅
花饰，
环脚呈 S 形。

3 八珠环（表 3）
“八珠环”的名称，最
早 出 现 在元 《朴 通事 谚
解》中，书 中记录 着当时
据《中东宫冠服》所绘

据《中东宫冠服》所绘

人的说话：
“你今日哪里去？

表 3：八珠环

我今日印子铺里当
钱去。
把甚么去当?
把一对八珠坏儿、
一对钏儿。
“八珠环儿”句下注
云：
“珍珠大者，四颗连缀
为一只、
一双共八珠。”[2]
由此可见，
“八珠环”为一

明孝静毅皇后[11]

明孝康敬皇后像

[11]

只耳环嵌四珠的造型。此
种款 式在元代 应已比 较

金镶八珠环
一对，江西南城明益宣王夫妇合葬墓出土。
其上嵌有珍珠和宝石，共重 27 克。 [12]

流行，且成为富人娶妻的
聘礼之一。传承至明代后
亦成 为明代的 宫廷样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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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大明会典》
“皇帝纳后仪”所备礼物中即

图像上来看，在明代皇后像中，明前期的几位

有“八珠环一双”。台北故宫所藏明孝贞纯皇后

皇后，如明太祖朱元璋之妻孝慈高皇后、明成

像、孝康敬皇后像、孝静毅皇后像、孝洁肃皇后

祖朱棣之仁孝文皇后、
明仁宗朱高炽之诚孝昭

《天水冰
像，
所戴均为形制规整的金镶八珠环。

皇后、明宣宗朱瞻基之孝恭章皇后、明英宗朱

山录》中也有“金宝八珠耳环一双”
，
“金镶八珠

祁镇之孝庄睿皇后，
所戴均无一例外是金镶四

耳环四双”
。而江西南城明益宣王墓孙妃的首

珠葫芦环。或许此种款式在明前期更为流行一

饰中，
出土有与皇后画像几乎相同的一对。

些。其形制均为为顶覆金叶，
中间穿两珠玉圆

上行下效，尤其是妆容、首饰，宫样很快会

珠若葫芦，亚腰处有一金圈，下端又用金叶托

流被民间。明人杂剧《南西厢》第七出“对谑琴

底，
上连 S 形长至脖颈的金脚。此类金镶四珠

红”里就有这样的描写“俺小姐一锭墨光摇两

葫芦环，
《天水冰山录》中称之为“金珠宝葫芦

鬓，八珠环巧挂双钩。”
《金瓶梅》
“吴月娘扫雪

耳环”
，又根据所穿珠子的大小，分为“金镶大

“六娘
烹茶，应伯爵替花邀酒”一节里也提到：

。其实物在上
四珠耳环”
和“金镶中四珠耳环”

游丝儿抓住荼蘼架。”
子醉杨妃，落了八珠环，

海卢湾区打浦桥明墓和四川成都市郊明墓均

4 四珠葫芦环 （表 4）

出土过一对。

“四珠葫芦环”，又简称“四珠环”或“葫芦
环”
。这是在元代宫廷中

史籍中所说的“四珠环”应指的就是以珠
表 4:四珠葫芦环

就已流行的款式，到明代
则成为宫廷后妃命妇正
装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耳
饰款式，非常流行，且一
直延续到清代。
《大明会典》
“皇帝纳
后仪”所备礼物的耳饰
中，除了上文提到的“八

明孝慈高皇后[11]

明仁孝文皇后

珠环一双”、
“排环一双”，
便还有“四珠葫芦环一
双；
“ 皇太 子 纳妃 仪”和

金珠宝葫芦耳环
四川成都市郊明墓。 [13]

“亲王婚礼”所备纳征礼
物中也有：
金脚四珠环一
双 〔金脚五钱重〕；
《大明
会典》
“冠服”部载：皇妃
礼服和亲王妃礼服所配

金累丝葫芦耳环
高 4.7，
重 22.5 克。兰州上西园明墓出土。甘肃
省博物馆藏。耳饰以挂钩为轴，
用金丝编盘成六
瓣形花纹，
相互连缀而成绣球状，
分上下两层，
形
似葫芦。金丝交汇处，
焊以簇状金珠。[14]

耳饰皆为“梅花环、四珠
环各一对”，公主、世子
妃、郡王妃亦同。[3]由此
可见四珠耳环的隆重。从

金葫芦耳环
江西崇仁程瑞墓出土。通长 6，
重 10 克。江西省
博物馆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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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穿成的
“金珠宝葫芦耳环”。还

表 5:梅花环

有一类葫芦形耳环是以纯金制
成，这类耳环一般不称作“四珠
环”
，而直接前缀材质和做工以
“葫芦环”
名之。其规格应比金珠
宝葫芦耳环要低一些，在各地明
墓中，纯金葫芦环出土不少，数
量远多于金珠宝葫芦耳环。《天
水冰山录》
“耳环耳坠”一项，此
类葫芦环便列出多种，如金光葫
芦耳环、金折丝葫芦耳环、金累

明孝安皇后[6]

山西汾阳圣母庙东壁壁画仕女[15]

丝葫芦耳环，金葫芦耳环等。金

金嵌宝梅花环

葫芦环的制作方法多种多样，展

长 8，宽 5，
重 34.4 克。兰州上西园明墓出

现了中国古代细金工艺的精湛

土。甘肃省博物馆藏。坠子分上下两层，
上
层似伞盖状，下层为梅花形，以金丝编成

技法。

菊花纹为筐，原皆嵌有珍珠和红蓝宝石，

明代的葫芦耳环，除以上提

现已脱落殆尽。[6]

到的以金玉仿其形者外，还有一
种是以真葫芦制作的，取其轻便

金嵌宝梅花环

与难得。元代称为“天生葫芦”
。

明宁康王女儿墓出土。通长 5，梅花直径

清刘廷玑所撰 《在园杂志》 载：

3，一对共重 19 克，珠宝均已脱落。江西省
博物馆藏。 [6]

“明宫中小葫芦耳坠乃真葫芦结
就者，取其轻也。内监于葫芦初
将葫芦
有形时即用金银打成两半边小葫芦形，

梅花是四君子之一，凌寒独开，
暗香浮动；

夹住、缚好，不许长大俟。其结老取其端正者，

零落成泥，
香亦如故。因此，
自古就受到名士布

以珠翠饰之，上奉嫔妃，然百不得一二焉，因其

衣的共爱，
宋代起便成为闺阁首饰中常见的纹

难得，所以贵也。”

样。明代将之纳入舆服制度，也是顺理成章之

5 梅花环（表 5）

事，
明代皇后像中着梅花环者亦不少见。山西

梅花环，即以梅花造型的耳环，也是明代

汾阳圣母庙东壁壁画中随侍圣母出宫的宫廷

宫廷样式的一种。《大明会典》
“冠服”部载：
皇

女官，
耳畔所著亦是一对金梅花环。类似的实

妃礼服和亲王妃礼服所配耳饰皆为“梅花环、

物在明宁康王女儿墓和兰州上西园明墓均有

四珠环各一对”，公主、世子妃、郡王妃亦同。

出土。

“皇太子纳妃仪”和“亲王婚礼”所备纳征礼物
中除了上文提到的金脚四珠环一双〔金脚五钱
重〕之外，便还有梅花环一双〔金脚五钱重〕。
，
“金
《天水冰山录》中也有“金折丝梅花耳环”
。
珠梅花耳坠”

6 佛面环（表 6）
佛面环，即以佛像或菩萨像为妆饰题材的
耳环。其也被纳入舆服制度，
但不属于礼服，
而
是属于常服的配饰。《明史·舆服志》 载：
“（洪
武）五年更定命妇冠服。一品，
“常服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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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巷沐晟墓、[5]江西南城明益

表 6:佛面环

端王朱佑槟墓等，均有出土。
从目前明墓出土资料看，这种
金脚珠玉佛面环
江苏无锡明华复诚夫妇墓出土。 [13]

耳饰在明初南京地区曾极为
流行，且形制也都非常相似。
其制作并不复杂，
不需要什么

金脚宝玉佛面环

特殊的工艺，
不过是用一根金

高 2.1。上海肇嘉浜路打浦桥明代顾姓族墓

丝上下左右盘绕成形，
其间在

出土。上海博物馆藏。此对耳坠，
圆雕观音
作立状，脑后有髻，眉阴刻，下连鼻翼和嘴

顶端作为收
相应处穿珠穿石，

角。肩披帛，双手合掌，
神态静穆。玉佛下是

束的一颗绿松石一般做成伞

一金莲花台托座。[16]

盖模样，
和下边三角形的金丝

脚珠翠佛面环一双”
。二品、三品、四品耳饰同
一品。五品，
“常服……银脚珠翠佛面环一双”
。
六品、七品同五品。其以耳环脚的质地来区分
品第，可见在明代，耳环脚在耳饰中的分量是

框架相映成趣，虚实交映，金
丝框架上所穿珠饰以绿松石和珍珠为多见。
此类耳饰，
杨之水先生根据《天水冰山录》
“耳环耳坠”之部所列“金镶宝琵琶耳环”为之
[6]
命名，
笔者认为是合适的。

很重的。
将佛像以及佛教人物中的妆束和器具纳入

8 灯笼形耳饰（表8）

首饰，在明代并不少见，应是取之辟邪之意，
也

明代还有一类耳饰，做成精巧的宫灯模

是明代首饰取材的一个重要来源。《天水冰山

样，
既有纯金材质，
也有金镶珠玉材质。此类耳

“金观音耳环”
。在定
录》
“耳环耳坠”
一项中还有

饰，做工往往比较繁复，属于耳饰中工巧繁缛

陵出土的首饰中，孝端后有一件镶珠宝玉佛金

者。《天水冰山录》中便有“金镶珠宝累丝灯笼

孝靖后有一件镶
簪，
还有五件镶宝玉佛字金簪；

耳环”
，
“金镶玉灯笼耳环”
，
“金折丝珠串灯笼

宝玉佛鎏金银簪，还有两件镶宝玉观音鎏金银

耳环 ”
，
“ 金珠串 灯笼耳环”
，
“金 累丝 灯 笼耳

簪。[3]另外，
明代还有各式佛手

表 7:金镶宝琵琶耳环

簪、
禅杖簪等。佛面环的实物，
则在江苏无锡明华复诚夫妇

金镶宝琵琶耳环

墓和上海肇嘉浜路打浦桥明

长 6，
重 17.7 克。兰州上西园明墓出土。甘

代顾姓族墓均有出土。

肃省博物馆藏。 [14]

7 金镶宝琵琶耳环（表 7）
在明代，有一种构图为三
角形框架的，
造型奇巧又轻便

金镶宝琵琶耳环
江西南城明益端王朱佑槟墓出土。1 对。上

的金穿珠宝耳环，出土很是多

部以径粗 0.2 厘米金丝扭成 "S" 字形，
下部

见。在兰州上西园明墓、湖北

以细金丝扭成五边形。五边形顶端用金丝绕
一螺旋形小圆饼。两边各饰一朵五瓣花形的

梁庄王墓、[4]南京太平门外板

绿宝石。下边金丝绕成 "x" 形，从现象观察，

仓徐膺绪墓、 南京中华门外

上面应有一绿松石伞盖状饰物，但已脱落。

[5]

郎家山宋晟夫人墓、南京江宁

通高 8.3 厘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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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郡王墓出土的一对

表 8：
灯笼形耳饰

金镶玉累丝灯笼耳坠
做工更是巧夺天工，
上 为 一 五 爪 提 系 ，提
系下连缀一顶金雷丝
花朵式伞盖，五爪之
端有五个云钩，钩缀
五串 金 雷 丝 事 件 儿 。
盖下以两颗白玉珠连
佚名《明夫妇像轴》[17]

佚名《女像轴》[17]

缀成葫芦形，葫芦上
下均有金累丝的花叶

金累丝灯笼耳坠
长 6.2，
高 7，坠首宽 1.8。南京鼓楼区出土。耳坠

盖和花叶托。

上部用金丝编结成六角形，各个角上挂有一用

此类繁缛的宫灯

花丝工艺制作的可活动的盾形小金牌饰。下接

形金耳饰明清两代均

用金丝编结成的镂空形宫灯，其上嵌有极小的
红、蓝宝石，
大部分遗佚。 [18]

有流行。北京石景山
区清墓中也出土有类

金镶玉累丝灯笼耳坠

似金累丝宫灯形耳

兰州上西园明肃藩郡王墓出土，
高 10.8 厘米，

坠。我们无论是在明

重 38 克。

[19]

代的命妇耳畔还是雍
正妃子的耳上，都可
看到此类宫灯耳饰的

金灯笼耳环（一对）
长 9.4，总重 17.6 克。湖南麻阳苗族自治县隆家

不同形式。宫灯耳饰
尽管精巧奢华，但也

堡乡窖藏出土。 [20]

正是因此缘故，而少
了一 丝 清雅 之 致，故

环”
，
“金折丝灯笼耳环”，
“金折丝灯笼耳坠”
，
“金灯笼珠耳坠”，
“金累丝灯笼耳坠”，
“金玉灯

此也颇受文人诟病。清代大文人李渔曾专门撰

笼耳坠”，
“金宝灯笼耳坠”达十几种，可见其流

文加以批判：
“ 饰耳之环，愈小愈佳，……切忌

行之盛。

何须耳上悬灯？若
为古时络索之样，
时非元夕，

如湖南麻阳苗族自治县隆家堡乡窖藏出

再饰以珠翠，则为福建之珠灯，丹阳之料丝灯

土的一对，状似两盏长圆形宫灯，灯下各有一

矣。其为灯也犹可厌，
况为耳上之环乎？”[7]可

小金环，似原应缀有流苏。南京鼓楼也出土过

谓一语中的了。

一对金累丝灯笼耳坠，耳坠上部用金丝编结成

9 环形耳环（表 9）

六角形起翘的伞盖状，各个角上挂有一用花丝

典型的明式耳环环脚很长，环面镶金嵌

工艺制作的可活动的盾形小金牌饰，下接用金

宝，
往往和正装相配。但还有一类圆环形耳环，

丝编结成的镂空形宫灯，其上嵌有极小的红、

因造型简洁轻便，故也广受喜爱，当多和常服

蓝宝石，只可惜大部分遗佚。兰州上西园明肃

相搭配。《醒世恒言·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里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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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形式在辽宋时代就已出

表 9：环形耳环

现，
到了明代，
则不论在设计
金兽面纹耳环
直径 2.6，南京郊区出土。一端作长条状绕
成环形，上錾刻一简易铺首纹。[5]

还是制作上，
又略上一层楼，
而其登峰造极之时，则要到
清代了。后一种耳环的设计
中，有一类是把环面设计成

玉镂花耳环
直径 2.5，南京武定门外出土。白玉，环形。

扁长方形，然后再在上面錾

其其上镂雕钱纹、
卍字纹及花草纹。[5]

刻各式纹样，这一类看起来
比较中规中矩，
大方典雅，
其

金菊花纹耳环

中南京武定门外曾出土过一

长 2.8，宽 1.7。南京江宁龙都出土。耳环作

此种形制的白玉环，其上镂

荷包形，并采用锤鍱、錾刻工艺在其上饰扁

雕钱纹、
卍字纹及花草纹，
分

菊纹饰。[18]

外清雅别致；另一类则是把
环面打造成仿生的花卉或动
物纹，如菊花、摩羯等，但依

金摩羯耳环
南昌市通用机械厂出土。江西省博物馆藏。[6]

旧又不失圆环的整体形态，
显得比较活泼生动。

10 垂珠耳饰（表 10）
写：
“第二件是耳上的环儿，此乃女子平常时所
便应指此类。
戴”
,这里所说的“环儿”，

垂 珠耳饰，一般 是耳
坠。上为一金环或一金脚，用于贯耳，下垂一

原始社
圆环形耳环是耳饰最原初的款式，

珠，珠上多饰有一金蒂，华丽者金蒂上还会镶

会的玦就是此种形制，只是随着金属工艺的出

嵌有宝石，
如定陵出土的一款鎏金银环垂珠耳

现，金属环取代了玉质而已。在南北各地少数

坠即是如此。此种形式的耳饰在元代就已出

民族中，金银制的圆环形耳环一度称做“耳

现，
当时称为“一珠”
，
为元代蒙古族帝王所戴。

鐻”。其也是少数民族、西域人士和佛教人物耳

至明清，
因其轻巧，又可衬托女子婀娜之姿，故

上最常见的一种耳饰款式。
《明史·舆服志》载：

成为女子日常所佩耳饰。《明史·舆服志》 载：

“乐舞生冠服”之抚安四夷之“文舞”中，东夷四

“宫人冠服，
制与宋同。……垂珠耳饰。”
可见也

人、西戎四人、南蛮四人，皆着“明金耳环”
。此

“玉
是宫样之一种。
《金瓶梅词话》第七十八回：

类耳环在历代的墓葬和人物图像中屡见不鲜。

，这里说的
楼带的是环子，金莲是青宝石坠子”

不累赘，
但毕
光素的圆环形耳环固然简洁、

“青宝石坠子”
，便指的是垂珠的质地。垂珠的

竟过于朴素，
因此有心之人也免不了对其添加，

质地多种多样，有白玉珠、青玉珠、珍珠、各色

修饰。对圆环形耳饰的附加修饰主要有两种形

宝石等。垂珠耳饰在明定陵和江西南城明益宣

便又可
式：
一种是在环下连缀可以摇荡的饰件，

王墓[8]中都有出土，
在明清图像中也屡见不鲜。

称为耳坠，
这在先秦就已很是常见；
一种则是在

11 仿生形耳饰（表 11）

环上别做装饰，
依旧维持其圆环的基本形态，
保
持其简洁轻便的忧点，又别有一番韵味与情趣，

明代的耳饰，从形制上分类，有耳环、耳
则可分为两
坠、
丁香三类；
从装饰风格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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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要在生意的传达中，言

表 10：
垂珠耳饰

其志，动其容，表其情，慰其
心。故此，
各类物象的刻画
中，便又流露出时人的寸寸
心意。
在仿生耳饰中，最为精
致 的 莫 过 于 人 物 造 型 了。
《天水冰山录》中便有“金镶
（明）杜堇《玩古图》局部，台北故宫藏。[21]

（清）改琦《元机诗意图轴》局部[21]

“金水
，
珠宝童子攀莲耳环”

鎏金银环垂珠耳坠

晶仙人耳环”
，
“金镶玉人耳

一对。上为鎏金银环，
下系圆形白玉珠，珠

环”
等。江苏省无锡市大墙

上部有花丝制作的四叶形饰：
（左）其上各嵌
（右）嵌绿
宝石一块（绿色三颗，蓝色一颗）；

门明墓出土过一对金童子

宝石两棵，蓝宝石一颗，猫眼石一颗。顶饰

攀莲耳环，
一丫角小儿手持

红宝石一颗，每件通长 5.5，
环径 2.5，重 9.4

并蒂莲一支，有花二朵，一

克。北京定陵地宫出土，属孝端后首饰。定

盛开，一含苞待放，取莲生

陵博物馆藏。[3]

贵子之意。系锤鍱焊接而
成。此类题材，
因其寓意吉

金环垂珠耳坠

祥，
颇和封建时代女子的心

通长 4.3，
重
一对，
环径 1.9，
下系红宝石坠，

意，
故此在宋金时代就已很

5.6 克。北京定陵地宫出土，
属孝端后首饰。

南京太平门
是流行。另外，

定陵博物馆藏。 [3]

外板仓徐达家族墓出土的
金镶宝毛女耳坠，便是冰山

大类：一类是造型具象的仿生形耳饰，一类则

录中所说“仙人耳环”的代

是抽象造型的金银（嵌宝）耳饰。前文所列四珠

表。毛女
“本秦时宫人，后以采药入山，
谢去火

葫芦环、梅花环、佛面环、宫灯形耳饰、皆属前

食，渐渐身轻，得成大道，世人称为毛女者是

者；珠排环、八珠环、金镶宝琵琶耳环、垂珠耳

也。”[9]其作为仙姑的形象，
因采得仙草而得道

环则皆属后者。

成仙，
益寿延年，
故此也颇有福寿之意。至于前

仿生式 造型，宋 人又称 为“象生 ”或“ 像

文所述“佛面环”
，实也属此类人物耳饰之一

生”，在宋代的首饰设计中就已很是常见，到了

而成为宫样之一种。
类，
因其独特的宗教意味，

明代，随着金银加工工艺的成熟，尤其是累丝

当属定陵出土的孝
明代的动物造型耳饰，

工艺的炉火纯青，便愈发发扬光大起来。自然

靖皇后的一对金嵌宝玉兔捣药耳坠最为精致。

万物，林林总总，变化万千，各有生意，仿生形

玉色青白细润。兔竖
圆形金耳环下，
系一玉兔，

设计最能展示其芳华。宋代的耳饰纹样主要以

作捣药状。兔顶
耳、
红睛、
直立，抱杵，
下有臼，

花果蜂蝶纹为多，明代则愈加丰富起来，人物、

系红宝石一颗，两眼各嵌红宝石一颗，下部有

动物、建筑、花卉、宫灯，都在首饰中屡见不鲜。

云头形金托三个，中心嵌猫眼石一颗，两侧各

当然，中国的“仿生”，
不是单纯的为了仿而仿，

嵌红宝石一颗，正背两面镶嵌相同。墓中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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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物、动物、花

表 11：仿生形耳饰

果，还有建筑。南京太平
金童子攀莲耳环

门外板仓徐达家族墓便

左长 6.5，重 12.04 克；右长 6.6，重 11.85 克。江苏
省无锡市大墙门出土。锤鍱焊接而成。[22]

出土有一金楼阁形耳坠。
仙山楼阁图是明清工艺
品中的流行纹样，其纹样

金嵌宝玉兔捣药耳坠
北京定陵地宫出土，属孝靖后首饰。定陵博物馆藏。

的意义 源自流行于秦汉

通长 5.8，环径 2.5，兔高 2.4，重 5.5 克。出土两件，

时期的“海上有仙山”的

一件完整，另一件只存金环，缺耳坠。 [3]

传说，
《汉书·郊祀志》云，
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

金石榴形耳坠

中，去人不远，盖尝有至

长 3.8，
石榴长 1.2，
宽 0.6。南京鼓楼区水佐岗出土。
耳环顶部用金丝绕成五瓣花，再通过金丝连接四片石

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
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

榴叶，
树叶内为一圆形石榴。[18]

黄金银为宫阙。汉代大量
金楼阁形耳坠

出土的博山炉的造型 和

长 4.7，亭阁高 3，宽 1.5。南京太平门外板仓徐达家
族墓出土。耳坠为亭阁形。亭顶部用金丝编成十三瓣

纹样便取意于此。佛教东

花形，
亭作长方形，
重檐。亭的一面为屏风，
其余三面

传以后，佛经中须弥山的

则为可启闭的双扇门。亭的下部做有望柱和花板。整

意象也随之注入，并广修

个饰物造型和谐，立体感很强，主要采用了累丝、焊

宫室于其上。至唐代，其

接、锤鍱等工艺。[5]

中的宫 殿楼阁 作为一 种

土两件，只可惜只有一件完整，另一件只存金

图示开始流行于南北，变成一种稳定的样式而

环。元练子宁《东山待月歌》中的：
“月本无心尚

久被传承。到了宋代，随着祝寿风气的日益兴

圆缺，玉兔捣药能长生”一句，当说出了此中的

盛，
“神仙道扮”
的人物又开始穿插于楼阁图示

心思。而明代动物形首饰之一大宗当属头面上

内外，
楼阁人物图便成为早年仙山楼阁图的升

的草虫啄针了，与之须毫毕现的打造工艺比起

级版而成为时代的新宠。明代随着金累丝工艺

来，这只玉兔则愈显其温润玲珑之本色。

的日益精湛，
设计与制作俱见精彩的立体楼阁

花果纹是自宋代起就世代不衰的一类女

形首饰便流行开来。
《天水冰山录》中便提到了

性首饰题材。花朵美丽且多姿，果实多子且夭

，
“ 金珠串楼台人
“金折丝楼阁人物珠串耳环”

夭，妆点女性是再合适不过了。《天水冰山录》

物耳环”
“金折丝楼阁耳坠”
，
等品种。除了用之

中此类耳环不计其数，如“金珠茄子耳环”
、
“金

于耳饰之外，
最精彩的莫过于成套的楼阁人物

“金宝柿子
宝菊花耳环”、
“金折丝牡丹耳环”、

金簪，
如江西南城明益庄王墓便出土有属于万

耳环”
、
“金折丝杏花耳环”、
“金镶玉桃耳环”
、

贵妃的金累丝楼阁群仙首饰一套。[10]我们在故

“金甜瓜耳坠”等等。出土实物中，南京鼓楼区

宫博物院所藏明代贵妇容像中，
也可清晰看到

水佐岗出土的金石榴形耳坠和南京中华门外

耳畔悬楼的奇景。

郎家山宋晟墓出土的金牡丹纹耳环皆属此类。

12 文字纹耳饰（表 12）

前文所述的葫芦环、
梅花环也皆属此类。

将文字融入装饰纹样之中，流行于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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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表 12:文字纹耳饰
金玉
“喜相逢”耳坠

[5]南京 市 博 物 馆.明 朝 首 饰 冠 服 [M].

一对。上为圆形金环，下系雕刻有“喜”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寓意“喜相逢”
字、
蜜蜂的白玉坠，
。在其

[6]扬之 水 .奢 华之 色 ——
—宋 元 明金 银

顶部和两面共嵌红宝石 5 颗。每件通长

器 研 究（卷 二） [M].北 京 ：中 华 书 局 ，

3.7，重 9.5 克。北京定陵地宫出土，属孝

2010：75.77.79.78.33-45.74.

靖后首饰。定陵博物馆藏。 [3]
“喜报平安”金耳坠

[7]（清）李渔 .闲 情 偶寄 [M].延 边 人 民
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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