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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故宫院藏清代宫廷佩饰与首饰欣赏
环佩叮当——
文 / 张正义

清入主中原后，曾下令改服易冠。有清一

代就已出现，
历千年不衰，延续至今，成为一种

代，清廷都厉行汉人著满装，但仅限于男子。汉

社会时尚。不同历史时期玉佩的表现内容有所

家女子礼服上仍是凤冠霞帔，便装为上衣下

不同。玉佩寓意吉祥，
千姿百态。明清玉佩饰多

裳。清初，
统治者即禁满族及蒙古妇女仿效汉

悬挂于人身或器物之上作为玉坠，
既有大量的

族妇女服饰。清代近三百年间，满汉女子服饰

也有香囊等具有实
动物型佩坠及各种玉牌饰，

一直不同，宫中妇女多作满装。故宫所藏清代

用功能的佩饰。清代玉佩饰集古代佩玉之大

妇女服饰、佩饰多为满族女子的饰物。清宫廷

刀法娴熟。
成，
制作精致，

妇女所用佩饰与首饰种类繁杂，沈阳故宫收藏

翡翠是一种绿色宝石，以碧绿而透明者为

的就有朝冠、钿子、簪、钗、步摇、扁方、金约、
领

贵。多用以镶嵌首饰及制作指环、
手钏。古代以

胸
约、镯、
戒指、佩、表、
手串、数珠、耳环、耳坠、

“翡翠”
指称绿色玉石由来已久。古之
“翡翠”与

针、指甲套等多种。其中既有簪、钗、步摇、耳

今之“翡翠”
系同名异质。清代纪晓岚《阅微草

环、耳坠、佩等承继汉风之饰物，也有钿子、扁

堂笔记》中，谓其幼时，世人对云南翡翠尚“不

方、指甲套等满族妇女特有的饰物。限于版面

以玉视之”
。直至乾隆时期，
翡翠方由石升扬为

及篇幅，
本文难以面面俱到，逐一介绍。先做综

玉，
并超过羊脂白玉。晚清，
翡翠更是受到慈禧

合性描述，以其制作材质为纲，考证及厘清各

太后的钟爱。晚清，后妃所用翡翠佩饰多为上

类材质及所制佩饰、首饰、冠饰的形制及沿革，

等翡翠制作，
且多为老坑种翠料。翡翠的使用

然后择沈阳故宫院藏品 28 件以飨读者。

涵盖陈设、
器皿、
佩饰、
文玩、
镶嵌等类。除生活

1 玉石

用品外，其使用也涉及宫廷典章制度，用以制

中国玉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约一万

作朝珠、翎管、宝玺等，但极少用于制作册宝、

年前，玉器就已脱胎于石器，成为祭祀及装饰

神像等典章制度方面，
从侧面反映出翡翠在清

用品。玉的成分为含水钙镁硅酸盐。通常分两

代宫廷政治、
生活中的地位。

种，
一种是软玉，主要指产于新疆的和田玉。一

2 玛瑙

清代
种是硬玉，俗称翡翠，主要产于缅甸北部，

源自佛经，梵文意译
玛瑙一名，始于汉代，

才流行起来，不属于中国传统玉。中国古玉大

“玛瑙”
。 为玉髓质矿物，成分
“马脑”
，
转写为

多是软玉。狭义的玉，特指和田玉，广义的玉，

是二氧化硅，
化学性质稳定，
耐酸碱、
干燥和高

包括岫岩玉、
南阳玉、蓝田玉等。

部分为半透明状。
温。呈层状、
波纹状，
富光泽，

玉器的制作由商周发展至明清，深入社会

颜色多种，素有“千样玛瑙万种玉”的美称，以

生活。玉佩是用于人身服饰的玉件，新石器时

红者为佳。内含不同颜色的层、
带或条纹，
具有

张正义，
沈阳故宫博物院展览陈列部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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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定名，
如苔纹
美丽的花纹。玛瑙多以色彩、

碳化氢及少量硫化氢和琥珀酸，世界范围内琥

玛瑙、缟玛瑙、火玛瑙、云雾玛瑙、风景玛瑙以

珀产地很多。琥珀色彩有浅黄、
棕黄、
褐黄、土

及水胆玛瑙等。

红及深褐等多种。颜色金黄而透明者称为金

玛瑙历史悠久，中国红山文化遗址就曾出

珀。琥珀形成的年份较长，
金珀形成年份较短，

土以玛瑙制作的刀、箭头等。《梦溪笔谈》、
《本

有
“千年的金珀，
万年的琥珀”
之说。琥珀红色

草纲目》 也都有玛瑙的记载。公元前约 4，
000

者称为血珀。琥珀含极细气泡的，透明度稍差

年的爱琴海地区早期的文化遗址出土了世界

呈黄红、
浅黄色蜡状的，
称蜡珀或蜜蜡。蜜蜡硬

上最早的玛瑙制品。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

度低，
熔点低，
性脆，适宜雕刻小型工艺品及小

收藏有苏美尔人于公元前 3，000~2，300 年前

摆设，
不宜雕作大件器物。

制作的象征权势的玛瑙玉斧。

3 碧玺

中国古代琥珀产地为今云南至缅北地区。
琥珀内若有昆虫、树叶等内含物，则更为珍贵。

古籍记载产于缅甸，现中国新疆、内蒙古

现今的合成琥珀是将琥珀碎屑加热融熔，
加入

等地均有出产，其中以新疆阿勒泰地区所产最

亚麻油调色制成，
内部可见熔液流动形成的痕

为著名。以红、蓝、绿色者为贵，红碧玺最为名

迹。人工琥珀内所含气泡则不同于天然琥珀中

贵，
晶莹通透、内部纯净杂质少者为佳。

的圆形气泡，
呈长条形状。

《石雅》 谓：
“清会典图云：妃嫔顶用碧亚

6 珍珠

么；滇海虞衡志称：碧霞玺一曰碧霞毗，一曰碧

珍珠为贝类所生，成分为碳酸钙，一般为

洗；玉纪又做碧霞希。今世人但称碧亚，或作璧

白色，
久用易变黄，
故有
“人老珠黄”
之句。主要

碧，然已无问其名之所由来者，惟为异域方言，

产于波斯湾和中国等地。中国海水珠主产于南

则无疑耳。”此后的文献中，碧玺也有砒硒、
碧

海，
如著名的合浦珠。古人依产地不同将珍珠

碧玺
玺、
碧霞希、
碧霞玺、碎邪金等称呼。清代，

划分为南北两大系，清代则把产于东北的北珠

多用作一、二品官员朝服冠顶上装饰的宝石。

称
“东珠”
。东珠为河蚌所生，产于松花江下游

直至民国，碧玺之贵重都仅次于钻石和红蓝宝

及支流中，
颗粒大，园润晶莹，也称为北珠。东

石。大块碧玺可雕成鼻烟壶、笔山、笔插、
花插

珠产量少，
历来与金、
玉并提，
为珍宝之属。
《后

帽正以及镶嵌首饰。
等，小块者可制挂坠、

汉书·夫余传》中即有记载。《北盟汇编》载，东

4 青金石

《明实录》中历年都有
珠为中原瞩目始于北宋；

一种蓝绿色宝石，色彩鲜艳、均匀，少数带

女真人进献东珠的记载。清代冠服制度中特别

紫色带。以新疆密尔岱山出产者最著名。六朝

讲究用东珠，
皇帝、
皇太后、
皇后方可佩戴东珠

即有开采，用以制作饰物。清代规定以青金石

朝珠。冠顶所饰东珠数量也依亲王，
郡王，
贝勒

作四品官冠饰及命妇首饰。
《吾学录》卷八：
“文

等级有严格的区别。

四品冬朝冠，熏貂为之，顶镂花金座，中饰小蓝

7 珊瑚

宝石，上衔青金石……吉服冠，
顶用青金石。武

珊瑚是由生长在海洋中的水螅类动物珊

四品补服，前后绣虎，余皆如文四品。”
《清史

瑚虫分泌出来的石灰质树状物。断面有同心层

稿·舆服志》载，皇后、皇贵妃、贵妃、妃所佩金

不耐酸碱。颜色有红、
状花纹，
成分为碳酸钙，

约之上均有青金石饰件。

白、
绿、
紫、
蓝、
黑等。东方人以颜色纯正的红色

5 琥珀、金珀、
蜜蜡

珊瑚为上品，西方人则喜爱粉红色珊瑚。珊瑚

琥珀、金珀、蜜蜡均为松树脂液埋藏于地

质地细腻，柔韧坚实，既可雕刻工艺品及镶嵌

下多年后经地质作用形成的化石，主要成分为

首饰，
也可入药。亚洲的主产地为日本到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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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海域，海南岛及西沙亦有出产。欧洲则以
地中海一带出产最多，意大利为集散地，即中
国古代典籍所谓大秦国产珊瑚。
汉代司马相如《上林赋》中对珊瑚有咏赞。

9 点翠
点翠为中国一项传统首饰制作工艺，
是传
统金属工艺和羽毛工艺的完美结合。其历史悠
久，
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清代乾隆时期达到顶

珊瑚常用来制作各类首饰，如项串、冠顶、挂佩

峰。点翠工艺繁杂：先用金或鎏金的银制成不

等。清代，一、二品官员的顶戴均为红珊瑚制

同图案的底座，再把翠鸟羽毛依设计剪裁，粘

成。
《清史稿·舆服志》又记：
“皇后……领约，
镂

贴于底座之上，
制成各种头饰、
风景挂屏、摆件

金为之，饰东珠十一，间以珊瑚。两端垂明黄绦

等。点翠饰品，
色彩艳丽，
永不褪色。清代宫中

二，
中贯珊瑚。”

内务府的
“皮库”
负责收集和管理翠羽，
“银库”

8 伽南

内设“点翠匠”
，承造宫中所用“翠活计”
，多用

伽南，又称奇南香、茄南香、棋南香、伽楠

于妇女头饰上，点翠工艺做成的首饰称作“珠

木等，属沉香类香料，产于越南、泰国等地，广

翠”
。

东琼州诸山亦有出产，芯材为著名熏香料。关

10 西洋钟表

于伽楠香的成因，明代学者黄衷《海语》中说：

明晚期由基督教传教士带来，并贡献进

“香木枝柯窍露者，木立死而本存者，气性皆

宫，
除计时功能外，也成为皇室成员娱乐玩物。

温，为大蚁所穴，蚁食石蜜，归而遗于香中，岁

清代康熙时期海禁解除，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贡

久渐渍，木受蜜气，
结而坚润，则成。”
此说为后

商人也开始从粤海
品中即有西洋钟表。同时，

人所采纳。伽南香自宋代始为时人推崇，
延续

关进口西洋钟表。康熙时期，内廷设自鸣钟处

至明清。清宫使用的伽南香，多为安南及地方

贮藏西洋钟表，雍正时期将其归入造办处管

官员的进贡。从档案记载来看，清宫使用伽南

理，
并开始制作钟表。乾隆时期钟表制度数量

香的用途主要为制作数珠、手串，赐臣下及外

较多。此外，苏州、广州等地也都能够制作钟

藩，制作器物，制药等。清晚期，由于安南成为

宫廷后
表。清皇室与官员有佩带怀表的风气，

法国的殖民地，
清宫伽南香的数量锐减。

戒指表等。
妃也喜佩戴各式坤表、

荨 图 1：清 青玉镂雕莲花香囊
宽 6.8 厘米，高 8.3 厘米。青玉制成，器身为两组对称的
五瓣式镂雕扣合而成。瓣上镂雕荷花、荷叶、芡菇，
枝蔓叠压相
连，
纷繁有秩，玲珑剔透，
形成镂空孔洞以散香气。器身上部为
香囊之盖，雕十二花瓣形，其上饰浅浮雕五瓣形菱花，罩于香
双首回望。梁下有双榫，
囊口外。顶部为系梁，
雕作双首夔龙，
榫上有孔，插入盖内两孔中。横梁内镂空，系绳自顶贯入，
于横
梁内分向两侧，穿过香囊盖，系于香囊内。系绳附一珊瑚豆。使
用时，
系绳勒紧则器身扣合，系绳松开则器身开启。囊中可置
香料、香花，是皇帝、
后妃们佩戴于腰间的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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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碧玉镂雕夔凤长宜子孙璧
荨 图 2：
高 12.5 厘米，宽 7.3 厘米，厚 0.7 厘米。碧玉雕成，上部
透雕卷云纹，蝙蝠云纹和对称的一组夔龙纹。下部圆形璧，以
圆孔为中心，四周分刻“长宜子孙”四篆字，两侧镂空雕双夔
龙、
双凤纹。图案细部兼用阴线勾勒，
整体布局匀称。此壁仿汉
代吉语铭文璧的样式与主题。宋、明、清都有对“宜子孙”璧的
仿制，尤以清乾隆朝为多。此璧较汉代玉璧略小，
装饰、
造型上
较汉代更为复杂精致。

清 翡翠梳
荩 图 3：
长 12.1 厘米，宽 4.4 厘米。翠梳由老坑玻璃种白翡翠雕
成，质地纯洁透明，梳背有刻花。白翡翠根据颜色深浅分成雪
白、瓷白、乳白、
羊脂白等，
其成因是翠体不含铬、铁离子。老坑
玻璃种白翡翠表面略带荧光，晶莹剔透，质感十足，有东方古
典韵味之美。
梳子之形制可追溯至新石器时期。山西襄汾陶寺新石器
遗址出土有石梳和玉梳，其位置都在头骨部位，有的紧贴头
顶，可知我国古代插梳的习俗的确久远。红山及良渚文化遗址
中也都出土过玉梳。春秋战国时期，玉梳制作工艺更加成熟。
至唐代，圆首圭形或长方形的玉梳已消失，出现了宽长半月形
梳。唐以后，玉梳大多不作为梳头用具，成为妇女头部的一种
玉饰。

清 翡翠扁方
荨 图 4：
通长 23.9 厘米，宽 2.8 厘米，厚 0.4 厘米。以整块翠料雕
成，
翠白地，绿丝絮状布满白地。扁方细长，平板式长条形状。此
扁方一端圆弧形，另一端反卷。地子未磨，
不似苏州、扬州之作，
或为滇工所琢。
扁方是满族妇女梳“两把头”最主要的工具，相当于汉人妇
女发髻上之扁簪。长者一尺许，短约四五寸，均为七八分宽，为
最初是把真发分成两把，
用
一字长条形。满族妇女梳
“两把头”，
扁方支撑固定。晚清时期，两把头改以青缎制作，安于头顶上，
与真发梳成的头座相连接也使用扁方。其材质多为玉、
翡翠、玳
瑁，
还有金胎镶玉、
翠或其他珠宝，或金凿花、
银镀金等。

清 透雕盘龙翡翠发簪
荩 图 5：
全长 14 厘米，翠长 5.75 厘米，宽 3 厘米。簪首精雕盘龙
赶珠，龙身盘曲，鳞甲分明。龙头雕琢精细，龙睛嵌小米珠两
粒，张口吐舌，
追衔宝珠，
龙身周围透雕如意云。簪头下嵌接银
质簪杆。
玉簪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中就曾出土了
玉簪。清代，
簪子是满族妇女梳各种发式必不可少的首饰。宫
廷妇女的发髻常饰以金、银、珠玉、玛瑙、珊瑚等名贵材料，其
种类则有大挖耳簪、小挖耳簪、珠花簪、压鬓簪、凤头簪、龙头
簪等多种。扁方、头花等大型首饰也是从簪子演化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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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雕手把花叶活环花篮翡翠步摇
荩 图 6：
全长 13.5 厘米，宽 3 厘米。翠长 5.75 厘米。簪首翡翠雕
制。雕一纤纤玉手，
小指上翘，手把荷花一束。雕荷花一朵，
荷
叶两片及小花篮一只，花篮与簪体以活环连缀，玉手腕部雕活
环手镯一只，构思巧妙，雕工精湛。
步摇是始现于汉代。它是在簪钗上装饰一个可以活动的
花枝状饰物，花枝垂以琼玉，走动时，钗簪上的珠玉自然摇曳，
风情万种，故名“步摇”，为历代宫廷妇女所喜爱，多以金、玉、
珍珠等材料制成。根据所依托的饰品不同，又有步摇簪和步摇
冠之分，
其中的步摇冠逐渐发展演变为后世的凤冠。

清 透雕双喜翡翠坠
荨 图 7：
长 6.62 厘米，宽 4.42 厘米，厚 0.82 厘米。翠质细腻、坚
实，色泽饱满，通体色调一致。整雕双喜字形，喜字边缘起凸
线，
字迹棱角分明，立体感强。
用汉字组成的器物图案，
俗称“字花”。传统文化中“喜”字
寓意喜庆、
平安、婚姻。双喜字则更体现大喜大庆、大吉大利之
意，
在传统文化中成为幸福、欢乐的象征。

清 百子呈祥翡翠佩
荩 图 8：
长 8.4 厘米，
宽 5.45 厘米，
厚 0.83 厘米。为梯形锁式佩，
上端透雕长方倭角锁环，底边圆弧形；正面凸雕正圆开光四
处，内书“百子呈祥”四楷体字；四角雕如意云头纹并以凸线相
连，下部有弧形弦纹一道；
背面刻凸起轮廓线及弦纹。翠色碧
绿，翠质极佳。

清 巧琢蜂猴玛瑙坠
荨 图 9：
长 5.13 厘米，宽 3.9 厘米，厚 1.96 厘米。坠一面雕猴卧
于葫芦之上，葫芦及枝蔓上伏蜜蜂数只，俏色雕蜂目及羽翅。
坠另一面阴刻“封侯大吉如意”字样。蜂、猴谐音“封侯”
，“葫
芦”
音近“福禄”，书“大吉”为祈求吉祥福禄之意。

服饰与文化：
文物鉴赏

37

清 巧琢辣椒玛瑙坠
荨 图 10：
长 5.42 厘米，宽 3.43 厘米，厚 1.05 厘米。此坠构思巧
妙，玛瑙的白色部分雕为枝叶及椒蒂，俏色雕橙红色辣椒三
只。造型写实，色彩明艳，
极为逼真。坠带为圆环形，
以银丝连
缀小米珠百余粒而成。
辣椒原产于中南美洲，传入中国的年代未见明确记载。明
高濂《遵生八笺》首见辣椒的记载：
“番椒丛生，白花，果俨似秃
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由此可认为辣椒为明末传入中国，
逐
其传入路径，一为丝绸之路，
一为南洋海路。乾隆时期开始，
渐广为种植。清宫留存佩饰里以辣椒为造型的并不多见。

清 穿珠翠玛瑙珊瑚佩穗
荩 图 11：
长 20.5 厘米。以玛瑙雕五毒虫，间以玛瑙及翡翠雕的小
葫芦。利用玛瑙俏色，以圆雕、浮雕、透雕等技法雕五毒及葫
芦，
形象惟妙惟肖。
为清宫妇女端午节佩戴之物。五月天气渐热，毒虫纷现，
疠疫时常发生。民间在端午节这天于门上悬挂艾草、
菖蒲或石
榴、
蒜头等，以驱邪避疫。五毒，即蝎子、蛇、
蜈蚣、壁虎和蟾蜍，
配以葫芦纹样，寓意以毒攻毒，以恶镇恶，驱邪免灾。旧时风
俗，常于端午日以织物或佩饰制五毒纹，结于身上或挂墙壁
上，以避邪驱毒。

清 雕三蝠桃红璧玺坠
荨 图 12：
长 4.36 厘米，宽 3.2 厘米，厚 1.95 厘米，重 44.5 克。桃
红色碧玺上雕蝙蝠三，红蝠谐音“洪福”。蝙蝠口中衔玉牌，玉
中间为一绿色翡翠珠，
牌中心雕卍字，
缀绶带。坠上部为坠带，
翠珠上下连缀细小米珠为饰。

清 青金石珍珠手镯
荩 图 13：
手镯外径 4.8 厘米，重 9.6 克。以银镀金材质制镯箍，其
上分别嵌青金石 6 块，珍珠花三团，计小珍珠五十余粒。因手
镯外径小，当为宫内幼年皇子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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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琥珀手镯
荩 图 14：
外径 8.01 厘米，体径 0.95 厘米。为金黄色的金珀制成，
清澈透明，
品质极佳。金珀产量稀少，以其制作的器物较为罕
见。
镯子也称“镯头”、
“约腕”、
“压袖”，男女均用。中国多地新
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手镯实物出土，多为骨、石、牙、玉等材料
磨制而成，
外表一般不施纹饰。商周以后，多采用陶、铜、金、银
等材料制作，
外形也渐趋精巧。秦汉以后，男用者渐少，
多用作
女性装饰。

清 金珀玛瑙朝珠
荨 图 15：
此朝珠为金珀、翠、玛瑙、紫晶等制成。共有金珀珠 108
颗，佛头翠珠 4 个，在 1 佛头下面有翠佛头塔，佛头有孔用明
黄绦与银镀金嵌翠托牌相连，下面连接的是银镀金托玛瑙坠
角 1 个，记念是由 3 串玛瑙珠串成，每串 10 颗，下面各嵌银镀
金托紫晶坠角 1 个。
清代服饰典章将源于佛教数珠的念珠定为穿着礼服时的
佩戴饰物，
称朝珠。大体由珠身、
佛头、记念、背云、
大小坠角组
成。108 粒珠串成，每 27 粒间隔一个其它材质的珠子作佛头，
并有记念三串，每串有珠十粒，记念间的佛头上有佛塔一，其
下垂背云一。佩戴时，
背云垂颈后，记念一边有两串，另一边一
串。两串者，
男在左，
女在右。清制，皇帝及武职四品和文职五
品以上官员或命妇及京堂、翰、詹、科、道、侍郎等官员穿朝服、
吉服时可垂挂朝珠。皇太后、皇后、命妇穿着吉服时，悬挂朝珠
三串。

清 蜜蜡葫芦坠
荩 图 16：
高 3 厘米，长 5.8 厘米。以蜜蜡圆雕大小葫芦两只，瓜蔓
枝叶弯曲缠绕，形态刻画生动。
古人以大小葫芦及其藤蔓相联象征多子。道教神话中，葫
芦象征无量寿，是福禄寿的化身，象征福寿绵长不绝。葫芦型
器在康、雍、乾时期大量制作，反映了清代重儒崇道、重文治，
也是满族贵族对汉文化的吸收和附会以及对“福”文化的理解
和追求。

清 珍珠凤凰发簪
荨 图 17：
长 17 厘米，宽 18 厘米，
高 4 厘米，重 79 克。以银为胎，
錾
刻凤凰形象，凤凰头颈、后背及翅羽均连缀珍珠为饰，翅根烧
蓝为饰。尾羽边缘饰锯齿形点翠，尾羽端之眼状斑以点翠为
地，眼斑为大粒珍珠。凤凰目睛为数粒红色珊瑚珠连缀而成。
凤凰后背饰一大两小三朵石竹花，花瓣点翠，花芯为红色碧
玺。珍珠及碧玺嵌件有缺失。凤凰作展翅飞翔状，形神皆俱，制
作考究，工艺繁复，
为清宫发簪之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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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穿珍珠石榴胸饰
荨 图 18：
高 8.1 厘米，
宽 6.97 厘米，厚 0.4 厘米。重 30.6 克。以银
制胎，
制榴实、
榴叶。银胎榴实内满嵌小粒珍珠，
中间点翠一道
作分际线，
线外嵌碧玺十粒作石榴籽。榴实上有翠叶雕制的榴
叶。白色珍珠、蓝色翠羽、
粉红碧玺、绿色翡翠，五彩缤纷，彰显
宫廷首饰之高贵华丽。此饰物一说为簪头。

荩 图19.清 珊瑚小朝珠
合并长 70 厘米。此件朝珠按清代定式而制，原由 108 颗
另有 4 颗碧绿分珠，佛头之下为碧
珊瑚珠组成（现存 100 颗），
绿方牌背云，其下为碧绿大坠角。朝珠左右侧共有三串纪念，
每串有小绿珠 10 个，纪念之下为璧玺、
绿料小坠角。

清 珊瑚软镯
荨 图 20：
珊瑚珠直径 5.7 厘米。手镯为两只，每只均以 19 粒珊瑚
珠串成。珠间隔以银圈，
系瓜棱形带链镯扣。
镯，
古时男女通用，唐、宋时成为女性装饰品。清代戴手镯
扁口镯、
扁平镯、
串
成为女性时尚。清宫旧藏的镯子有圆条镯、
珠软镯等，
此为串珠软镯。清宫内用手镯用料涵盖金银、珊瑚、
翡翠、玳瑁、珍珠、
白玉、碧玺、伽南香等多种名贵材质。手镯上
之纹饰也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多为蝙蝠、佛手、万字纹样，期
盼福寿康宁。

清 伽南香香串
荩 图 21：
翠珠径 1.95 厘米，伽南香珠径 1.6 厘米。香串由 18 颗伽
南香木珠穿成，木珠表面均四面开光，开光内均填嵌金色和黄
色小米珠。木珠间有翠质结珠两个，
俗称“佛头”。其中一佛头
下接翠玉佛头塔一，下连碧玺蝙蝠背云，上下均系珍珠，共有
米珠五组。
香串又名“香珠”，通常为十八粒珠串成，故又名“十 八
子”
，珠子选材多用珊瑚、碧玺、翡翠、青金石、玛瑙、蜜蜡、水晶
等材质。佛头、坠角多用翡翠、珊瑚、
珍珠、碧玺装饰。
香串与数珠用于善男信女及僧尼念佛计算诵读次数，后
来因其材质、色泽及雕工，逐渐演变为可把玩的饰物，既可戴
于手腕、把玩掌间，又可悬挂衣襟之上以避秽气。数珠多为
108 粒珠串成，
也有不及或不止此数的。

40

FASHION GUIDE 二零一六年

八月 / 第五卷

第四期

荩 图 22：清 迦南香手串
手串周长 17 厘米，伽南香珠径 1.4 厘米。手串由 19 粒伽
南香木珠穿成，有佛头一个。下接背云，背云镂空雕龙虎斗故
事，背云上下均饰小米珠两组。

荨 图 23：清 黑缎嵌点翠凤戏牡丹钿子
高 21.6 厘米，宽 19.8 厘米，帽口长 16.9 厘米，帽口宽 19
厘米。钿以缎带编织，其外缠绕黑色丝线编织成的网状纹饰，
再于其上缝缀镀金银片，錾制为凤凰、牡丹、梅花等图案的钿
花，表层全部点翠。梅花芯嵌缀黄色料石。
钿子是满州贵族妇女在皇帝登基、大婚、后妃受册封以外
的吉庆节日里最常戴的冠帽，也称面簪。以珠翠为饰，冠顶平
覆如箕形，多以细铁丝或藤条为骨，以黑纱、黑绸或黑线网罩
于其外。钿子上多以金、玉、宝石、珍珠、玛瑙、
琥珀、绿松石、翠
羽等为饰，钿花有龙戏珠、菊花、葵花、蝴蝶、蝙蝠、如意云头等
式样。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
“妇女著礼袍褂时，头上所带者
曰钿子。钿子分凤钿、
满钿、半钿三种。其制以黑绒及缎条制成
内胎，以银丝或铜丝之外，
缀点翠，或穿珠之饰。”

荩 图 24：清 点翠头簪
宽 7 厘米。簪体银质，
长 13.5 厘米，
以银镀金材质制作头
簪底托，其上点翠，制为蝴蝶形。以镀金银丝绕制为蝴蝶触须
两对儿，一对儿触须顶端镶嵌珍珠及玛瑙珠各二粒，蝴蝶背有
珍珠一粒。翠鸟羽毛色彩经久不褪，清代的点翠饰品虽历数百
年仍明艳如初。

荨 图 25：清 点翠头簪
宽 5.8 厘米。簪体为银质镀金，一端为双插长
长 16 厘米，
针状，一端作精心的装饰，錾刻加累丝作蝴蝶一只，佛手两只，
茶花、
海棠花五朵，海棠花芯各有珊瑚小珠 5 粒。

服饰与文化：
文物鉴赏

41

荨 图 26：K 金镶钻石戒指表
横 1.7 厘米，纵 2.4 厘米。此表为十八世纪末英国制造。
为 18K 金制成，戒面上壳部錾花镶嵌一圈钻石与蓝宝石，戒身
錾几何花纹。表盘上制有罗马及阿拉伯数字，中央为花形双
针。此表结构巧妙，镶嵌钻石与蓝宝石的上壳部可以向上翻
开。
18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促进了钟表业的勃兴。英国钟表的
哥特式、洛可可式装饰手法受到清廷青睐。传入的英国钟表，
大中型的多以欧式建筑或中国古典建筑为造型，以自然界及
田园风光为装饰背景，钟内各种机械可连续转动，小型的钟
颇受喜爱。
表，
制作也精致巧妙，

长方白金钻石坤表
荩 图27：
加表带全长 14.5 厘米，表长 2 厘米，宽 1.25 厘米，厚 0.7
厘米。为二十世纪初瑞士制造。壳及链均为白金制成，饰方形、
三角形花纹，并镶红宝石、钻石。表链两端为棕色和白色细皮
绳编结而成。表长方形，中央为环针式时分针，
上部有“TRUST”
字样，表盘书写花体阿拉伯数字，数字外部为带刻度的黑色双
框。材质名贵、镶嵌华贵，彩编皮绳更是新颖别致，气质脱俗。
瑞士制钟业系由法国传入。16 世纪始，
瑞士与法国就存在
着工艺方面的往来，并融入许多自己的创新品味。17 世纪后，
瑞士纽莎泰尔地区出现了木质齿轮钟，借鉴了法国洛可可风
格，
经简化并融入了瑞士的特色，一直兴盛至 18 世纪末。19 世
纪中期，摆钟逐渐在瑞士钟表业中居次要地位，小型表及怀表
开始流行。清宫通过口岸贸易等途径获得瑞士及其他西方国
家制造的各类钟表。

荨 图 28：琵琶形坤表
加表带全长 22 厘米，表长 5.4 厘米、宽 2.2 厘米、厚 1.2
厘米。为二十世纪初瑞士制造。外形呈琵琶造型，表壳银质，
錾
刻花纹精细，外饰壳为合金制作，满嵌白色圆形料石。表上部
有银环，接棕色皮绳编制成的表链，表链顶端为银质表杠。表
盘整体为椭圆形，中央为花式浅棕色时针、分针。阿拉伯数字
为深棕色，其内有浅灰色双框刻度，上部为“ROXY”字样。此表
外观奇特，装饰华美，艺术价值颇高。

（收稿日期：2015 年 11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