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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院王喜先生家藏一件清宫寿典缂丝作品，王先生向编者介绍此作品多年来几经求鉴，已确定为清宫
寿典缂丝作品，
但对于其缂织年代存在一些分歧，故想借我刊向国内外收藏家、学者征求鉴赏的片言只语。
编者认为此事可行，有利于各界观点的汇集，形成“头脑风暴”
，进而有利于相关清宫寿典缂丝作品的再认
识。望有不同观点的收藏家、
学者不吝赐稿。

《清康熙御制黄天祥云海水龙爪纹朱红卍寿庆典缂
丝群仙祝寿图》鉴赏
王 喜
渊阿联酋川渝商会冤

1 关于命名的说明
笔者收藏的《清康熙御制黄天祥云海水龙
爪纹朱红卍寿庆典缂丝群仙祝寿图》见图 1。笔
者之所以将其定名为“清康熙御制……庆典缂
丝群仙祝寿图”，原因在于：著名学者朱启钤依
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编录的《清内府藏刻丝
书画录》卷四、卷六记载，共录六件《清缂丝群
据清宫档案
仙祝寿图》。这类作品属宗教题材，
记载，初录于《秘殿珠林》，后与《石渠宝笈》两
书合并，
“有别于宝笈记录的一般题材作品，
十
。
分珍秘”
目前发现幸存三件：①台北故宫一件：
转
载台湾 《故宫文物》87 年 2 月笫五卷笫四期月
刊，该刊图片选自 《国立故宫博物院缂丝刺
绣》；②辽宁省博物馆一件：经朱启钤收藏撰写
编录，后转让张学良带至东北，国陷入“伪满
馆”，后归辽宁省博物馆藏，继后收录于杨仁
恺编著的《辽宁博物馆藏缂丝刺绣》，书中引用
《纂组英华》论点，说明“所选古代丝织品著录
于《石渠宝笈》”并阐述其“由于历史原因，
流传
稀少，大都藏之宫闱，少许流入民间，十分珍
秘”；
③笔者收藏一件:故宫已作认定。
2017-06-14；

2017-07-05

王喜，本科，
阿联酋川渝商会副会长

图 1：清康熙御制黄天祥云海水龙爪纹朱红卍寿庆典缂丝群仙祝
寿图（笔者收藏） 绢本立轴，
画心 176cm×9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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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件藏品（图 2~ 图 4），气势恢弘，鬼斧神

红火，正如《存素堂丝绣录·弁言》评“清代康雍

工，各显时代特征；虽缂织时期不同，但整体

两朝尚存靓雅之余韵，乾隆全盛又趋繁缛精采

对比，形神相似，就细节对比，无论人物形态神

……”
对照主色调及史据，
此品符合康雍之作，

态，眼神手势，飘逸衣带，还是山水景物，松柏

应早于台、
辽（红天）馆藏。

姿态，花束松叶，桃叶卷态，台栏式样等细节都

构图上，
有康熙“豪放与精细并存，近树低

无不相似，如“孪生兄弟”穿了不同色彩衣服。

于远山，
线条规矩写实”特征，
与《饮流斋说瓷》

这类图稿，有前朝遗风，应为清初宫廷大师为

论康熙五彩瓷
“人物线条老辣，
绘制纯熟准确，

皇家祭典专用奉旨设计制作，继后按此标准缂

注重写实，
以规矩细腻著称，讲虚实均衡”
特点

织，从不同时期幸存作品分析，虽色调及少许

相符；人物身长“上身长一点，下身短一点”有

细节处略有变化，但整体构图标准统一。三图

前朝遗风，
显早期特征。

工艺显示，应为清宫盛
世之作。
通过对比，从色调
及纹饰等方面分析，笔
者藏品为清康熙作品，
下面予以说明。
其原因在于：
自古以来，国人对
黄色就有明晰认识，
《通典》注云：
“黄者，中
和美色，黄承天德，最
盛淳美，故以尊色为溢
黄色为
也”
。清代亦然，
帝王之色，承轩辕以土

图 2：笔者收藏品局部

图 3：台北故宫收藏品局部

德王天下，尊严不可侵
犯；此品黄色为天，显
皇家身份。
故宫宗凤英、张淑
芬依据 《大清会典》织
品色 调 论述 及 日 本藏
家对乾隆“御制绛色地
缂丝三多瑞果挂帐”色
调分析：
“清 入 关 后到
乾隆初期，宫廷织品以
黄色，天蓝，宝石蓝，月
白，石青为主色调
……”，到乾隆，贵亮
丽，喜艳抹，少留白，显

图 4：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品局部

服饰与传播：
文物鉴赏

朱红施用上，为宫文钤印专用，书画少用，

65

寿”
独艳显赫继后未有超越（台、辽藏品万寿为

据资料，康熙“惜红如金”，符合评论家分析的

蓝色及乾隆执政年数避忌超过康熙） 分析，此

“康熙抹红，其色正朱”特点，
《万寿》点以朱红，

品用于辅三朝，
威望高之孝庄祝寿可能性大。

同类独特，
其意非凡。

此品与台、
辽藏品对比，个性独特：一是月

海水浪花（图 5），青白相间，融为一体，波

白祥云烘托“黄天”
，显清早期色调与审美风

涛汹涌，
栩栩如生，具“康熙写实性强”特征；
浪

尚；
二是瑶台大地绿草茵茵，
松桃古老苍桑，多

花纹如龙爪，刚劲有力，隐去一趾，四趾朝向一

结疤，桃枝伸松杆外，喻帝后万年常青；
三是王

致，略带弧形，显巨龙翻江倒海如履平地之气

母身着“明黄霞帔锦衣”
，御驾鸾鸟，众仙有序

势；龙爪趾状，错落有致，对称有变，喻巨龙刚

簇拥，
帔带长空起舞，
仙鹤姿美引鸣，凸皇权殊

柔相济，灵动果断；海水线条，交错万千，粗犷

荣；
四是龙爪水纹，
具有康熙时代气息；
五是瑶

豪放，虚实有变，形断气接，线断意连，弧度大

台二仙“卍寿”衣纹闪耀夺目，其中立于栏边，

而求变，
形成节奏协调之整体。

双手相拱，
仰望云天，身背宝剑仙人，其笼冠大
袖衫上朱红“卍”与云端王母衣上宝石蓝“寿”
遥相呼应，亮显主题……祝帝与太后万寿无
疆！
综上史据及色调纹饰特征，
此品为祭典御
故名《清康
寿专用，
可称万寿级别之缂丝极品，
熙御制黄天祥云海水龙爪纹朱红卍寿庆典缂
丝群仙祝寿图》。

2 赏析说明
2.1 未注钤印原因
图 5：笔者收藏品中的海水浪花图像

收
观海浪之豪放气势，映照康熙平三藩，

据清宫档案记载：宫物有奉旨不加款的；
有康熙宫瓷“曾一度被禁写，后渐解禁令的”；

台湾，逐沙俄，息蒙藏动乱……达万民康乐，
天

有祭祀宫物按规不署款的……以此说明判断

下兴盛之史实，感触海浪翻湧着民族的辉煌，

以史为鉴。
宫物要以品为准，

呼啸着华夏的振兴，展示出东方巨人那种囊括

历代多数
查《清内府藏刻丝书画录》记载：

四海，归心八荒，江山一统的气度雄心；创意独

缂丝书画注有御览之宝，五玺全及等次区分，

特，给人启迪。台、
辽藏品之海水，风格有变，
层

也有部分未作任何注释，单查清代作品，如清

次清晰，规整精湛，有乾隆之装饰意味，可见时

缂丝高宗书法临帖、赞文殊菩萨、应真像、佛

期不同。

像、多数花卉及清缂丝群仙祝寿图、群芳祝寿

图中祥云，海浪，大地用石青与月白色调

再查
图，
大寿字轴、
寿字挂屏等未有任何注钤；

组成，交相辉映，显天地之“清白”
，兴邦之廉

两岸故宫馆藏及《存素堂丝绣录》记载的清缂

政，颂皇天之下，万物盎然，国泰民安；其色调

丝朱衣达摩像、福字图、万年如意图等也无款

喻意凸显时代特征。

印。探其奥秘，
其作品与清室庆典祭祀有关。

云纹线条，与《康熙帝万寿庆典图》神武门

清内府记载的历代“缂丝群仙祝寿图”
，清

上空云纹相似；海水与故宫“清康熙青花海水

前均有御览钤印，独清代未注钤款及等次，且

云龙纹瓶”
有神似点。综上分析，此图符合康熙

多数未注尺寸。究其原因：
清前作品为宫收藏，

作品；从题材内容，孝庄辅佐康熙期长，及“万

供帝点评，
故有宝玺御览及注等级；
清代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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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题材寓意与《秘殿》缂丝难识的原因

为宫专用，象征皇权，避用钤印，方显祭典庄重
吉祥。

笔者收藏品含儒释道精髓：集道家之养

2.2 出自《石渠宝笈》的依据

德，
融儒家之仁礼，
佛家之奉献。展现一幅陶冶

一是依据《内府》记载数量与幸存数。依据

万物、化育天地，
既修人道，又修仙道之最高境

《纂组英华》论点及已证出自《石渠宝笈》的辽

界。表现人追求德善淳朴，
谦让水柔，
泽被万物

宁省博物馆藏品；依据构图标准，气韵审美及

而不争名利的最高信仰。教化人只要顺应自然

未发现有同类藏品超越分析，另两幅难以排除

规律，顺应天时地理人和，规范行为，度德而

注录，故三品均应出自《石渠宝笈》；再依据色

行，感恩重孝，仁爱诚信，建功奉献，生命将得

调，
“万寿”标志及细节特征，此品显清早期特

升华……

点，应初录《秘殿珠林》，后合并《石渠宝笈》初

按《周礼》有天子祭天、
庶人祭祖之规。清

编或续编。

宫祭典将万寿、
元旦、祭天并祝，
内容多为神仙

二是 2003 年中央电视台二 台与故 宫联

祝寿故事。笔者所收藏品为其内容之一。图中

系，通知笔者，后由故宫唐敬生带入，专家集体

有王母及侍奉女仙、八仙、东方朔、驾舟麻姑、

定为清中前宫廷缂丝，观之惊奇！有位专家说：

代表天
和合二仙（图 6）、
张仙父子等吉祥神仙，

“故宫只有类似缂丝，
要好好保存！”
三是依据《清内府藏刻丝书画录》卷四、
卷

帝旨意，
聚集瑶台，
为女神王母祝寿。
图含寓意：一显天子祭祀封禅，
敬天法祖，

“清刻丝群仙祝寿
六共载六轴，其中卷六记载：

济世得道，仙道贵生；二显修身已达最高境界

屏一帧，蓝地五彩刻丝花卉、无款印、高三尺五

之“王母”
，象征皇权，萬民敬仰，寿与齐天；三

寸七分、广二尺五分，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附

，颂扬皇天
显仙人总数，隐含“二十四个节气”

卷笫一，热河行宫前现存宝蕴楼；清刻丝群仙

国泰民安；
四显“飞
之下，一年四季，
风调雨顺，

祝寿图一轴，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现存齐宫第

龙在天，利见大人，腾升九五，在天飞龙”
（易

二二二号木箱第一二号；清刻丝群仙祝寿图

经·乾卦），帝为民父母，禀承天意，祝寿朝岁，

一轴 …… 现存 齐 宫第 二 二 一 号 木 箱 第 二 二

祭天降福。

号；清刻丝群仙祝寿图一轴……现存齐宫第

图中典故，动人故事，美丽传说闪烁着人

二二二号木箱笫一号；清刻丝孝钦后御笔群

性的光芒，它是民族精神寄托；人物执佩的葫

仙祝寿图一轴……存齐宫笫二三零号木箱笫

芦宝剑、宝扇玉版、荷花紫箫、花蓝等“法宝”

三六号……”，映照标准，笔者的收藏品显其
内府著录。

图 6：
笔者收藏品中的和合二仙图像

（图 7）犹如民族之魂，支撑着人们扶弱抑强的
聚万物于寸丝；
美好心灵。全景凝天地之灵气，

图 7：笔者收藏品中的八仙中三仙及其法宝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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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图之严谨细腻，隐喻之
高深莫测，扩充了人们对
宗教灵魂信仰的想象空
间，吸引人赏其工艺，触动
感官，领悟内涵，得其修
养，觉悟人生，进而达其对
佛释道境界认知，对人生
价值观的思索及对生命哲
学的探寻……
据记载，明万历到清
中期，缂丝生产被皇家垄
断，成了皇权象征，其间多
为服饰类，书画缂丝甚少，
数量有限；
后外敌
人物缂丝尤稀。据内府记载，

图 8：笔者收藏品中的王母图像

众仙簇拥的王母（图 8），彰显卍寿无疆的

掠毁，内乱失损，观今馆藏，屈指可数。《秘殿》

皇权；险峻巍峨的高山，象征至高无上的帝王；

难见真
缂丝，清宫缂织甚少，祭典后藏于深宫，

群山环抱的殿宇，意含皇室独尊的庄严；浩瀚

容。如今即使露面，
人们不知其然。如《陀罗尼

磅礴的大海，表达帝王海纳百川的胸怀；古老

经被》展示茫然，专家迷惑，所幸秦先生好奇购

苍桑的松柏，
喻意万古长青的江山……

不
而求证，国宝得以归宿。笔者所收藏品亦然，
懈求是，幸显其秘。

2.4 审美中蕴含历史文化价值
展开图卷，蔚为巨观，如诗如歌：山美、水
美、家国美；天乐、地乐、人仙乐；远观气韵犹如
宋代工笔画，近看瓦楞凸感金丝亮，清新靓雅，

图中人物，端庄贤淑，笑容可鞠，温良谦
恭，
其乐融融。
图中景物，牡丹寿桃、玉兰海棠、萱草天
人间仙
竹、
兰花灵芝……甜美芳香，寓意吉祥，
境，
令人神往……
梦一般的景致，跳动生命的弦律，尊敬自

“一丝一缕
形神完美统一，正如明代沈周评说，

然的谦卑，
悠闲自乐的王国……无不感到美的

可万寿，妙合天机造化中”；构图色彩，光影笔

存在，无不感到传统美德永存；
从美的哲理中，

触，
显皇家风范，
透文明气息。

可领悟到古代
“五伦”的人性美，人物表情的和

欣赏此图，似觉嗅到大自然的芳香，听到

谐美，天人合一的社会美；从美的意景中，
可想

云雾仙山回荡着《霓裳羽衣舞》曲，伴随涛声，

想到两岸归一的
到民族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

风声，
鹤声，
祝声……奏出天地和谐交响乐！图

欢聚场景，
想到民族的聪慧及敬业织娘的梦想

以精湛工艺，展现民族美好蓝图，歌颂人与自

与追求……

然融洽包容，蕴含天人合一，天赐百姓福祉，
黄
(皇) 天与民同乐景象！

全图独具风格，艺术特色鲜明，给人以挺
拔遒劲，
雄健壮美之感。图中动感美、色彩美、

品味图景，似觉与人交流，感生命永恒，王

曲线美、协调美、
稳重美、
挺拔美……使全景气

国尊严；全景浓缩天地之大美，凝集对宗教的

骨古雅，
神韵透逸，
显宫廷水准与时代特质。作

虔诚，皇权的敬畏，展现一幅“知者乐水，仁者

高贵明
品按传统审美，
运用工笔技法缂织渲染，

乐山”之东方文明图，那里伦理有序，恰似天

快，
色调对比鲜明，
关注细节，
虚处见实乃臻
“通

堂，那里江山如画，美意延年……

体皆灵”
，
达其画有尽而意无穷之艺术效果。

68

FASHION GUIDE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 第六卷

第六期

透过图景，探其承载的政治经济、宗教哲

观图人物身着的袍服（图 9），那潇洒飘逸

学、宫廷礼制、祭典规模、文化融合、缂丝工艺、

之袖带起的海边清风，显其何等清廉律己，自

典故人文、图案色调、服饰礼仪等历史文化内

信于人！

涵，光大华夏文明，让人感民族精神，怀理想抱

人物细节，
追求完美，
如诗曰：妆成低声问

负，给人以“只有文明，
民族才有希望”
的启迪。

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人神美法，以人为本；

2.5 服饰文化与人物细节

气韵形意，惚兮恍兮，玄虚神秘，达其浪漫，理

图中服饰有历代特色，对照历代书画、
壁

想与现实完美结合之境界。

画，人物襦裙中的交领、右衽、袂、腰带等样式

东晋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
“凡画，
人最

与历代相似：男装与魏晋笼冠大袖衫、敦煌壁

难，次山水，次狗马……”缂织人物，表现人物

画人物服装、唐代文官大袖礼服及宋代官服相

生动形象尤难，
图中二十四仙，
几人一组，
有男

似；女装与汉代妇女曲裾，中晚唐、五代女装服

有女，有老有少，姿态各异，神态逼真，有的似

饰及宋代皇后服饰相似；王母头饰金钗、霞帔

有所语，
有的欲语无言，
眉目顾盼，
颜喜神传。

与唐宋皇后相似；男帽、履既有南唐《韩熙载夜

观人物眼神姿态：瑶台上捋胡须仙人手

宴图》人物帽履特点，又有宋代特色；其服饰图

姿，
显人物潇洒庄重；刘海戏蟾姿态，表童颜天

案、花卉祥瑞、蝶翼轻盈、福禄绵延……说明满

真浪漫；
和合二仙微笑欲言，
透朋友诚信友谊；

族文化融于华夏文明。

张仙父子依依惜别，显尊老爱幼之人伦；衣着

汉服承载着历史文明，风雅中蕴含礼仪传

“朱红寿字”仙人（图 10），左手拄寿杖，右手奉

承，
气度中体现信仰精神。
《礼纪·深衣》：
“负绳

仙桃，鹤发童颜，神采奕奕，慈眉善目，肌肤质

。汉服中缝垂直，
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

感，
媲美西画，
抿唇笑貌与神秘举止巧妙结合，

下襟与地齐平，领子方正，袖口圆润，象征天道

显其形于心声之神韵美，宫廷大师略作点染，

圆润，地道方正，政教不偏，义理公正，以显作

达透视逼真之视觉效果，可与名画比美，可与

人美德。古人穿衣站直时，以镜正衣，作到人与

大千画中人物争辉；再观海边右手拿金扇、左

衣“正直权衡”，就会鞭策自己知其礼仪，规矩

手举宝仙人，眼闪金光，炯炯有神，细观眼白，

作人。

金丝银线点缀，
瞳孔月白，
眼睑点以黑丝，仿佛

图 9：笔者收藏品中人物所着袍服

图 10：笔者收藏品中衣着“朱红寿字”的仙人

服饰与传播：
文物鉴赏

眼神透过睫毛，闪射出伸张正义，仁爱施德的
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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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如神笔，点面精刻细腻，于形似中求神
采，
“师其意而不师其迹”
。不识缂丝者，
有人疑

仙女之眉、
眼角、
鼻唇略作勾纹，
显含蓄微笑

似宋画。知其缂丝者，
也许难以置信，
就是那华

带着端庄娴静，
那宛若秋波之单眼皮（图 11），
如

美图面之细微处，也凝聚着那个时代最聪明、

《诗经》中的“美目盼兮”到《红楼梦》中的“眼颦

最敏感、最有书画修养、最有表达能力的古代

秋水”，
无不显其民族之审美观。

织娘们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以“梭为媒，线
为情，
穿梭引线织出的中国风情”
！细观整图,
均用各种色丝缂织，
如春蚕吐丝，
细韧柔和，如
放大局部，
每根纬线色丝走向清晰可现。
精细程度，体现于各种技法的具体运用，
为使色丝丰富变化，如蟠桃叶用深绿、淡绿、淡
黄多种色丝，结合宋代技法，用不同色相色丝
捻合使用，
增强物象色彩，使叶之卷态明暗，阴
阳向背生动活现；动感的人物、鸾鸟、仙鹤、金
蟾、海浪等用惯缂，透缂、勾缂、三色金、三蓝
缂、
子母经及各种戗法，显细微处之神形；静态
的山石宫殿、树木花篮、佩饰法宝等用“结”的
戗色技法凸其质感，
显其静中动感（图 12）。

图 11：
笔者收藏品中的仙女

全图如飞如动，形具神生，把传统文化品
质之精髓，化为美的灵魄，化为美的境界，
表现
民族自古以来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及敢“问苍茫
大地，谁主沉浮”之气魄雄心。正如汤因比说，
中国人在漫长历史中，保持着人类可贵的天下
主义精神，其宗教人文会影响世界，引领人类
文明。

2.6 工艺技法、
精细程度、
丝理密度、
判定标准
此图用材珍贵，用色天然，集多种技法于
一身，
显宫物之高贵，盛世之辉煌。黄天白云大
地处，有工艺失传而显质朴典雅，用丝粗实，挺
括坚实的本缂丝；有质地柔软，运用到领口袖
口，接近人美化人，设色雍容华贵的明缂丝；有
缂织间断性图案，在女性胸部表现梦幻感觉的
纟吕 缂丝，及点缀女子腰部，展现风釆的引箔缂
丝……

图 12：笔者收藏品中工艺技法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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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理密度，细如西汉素纱禅衣之纱，单测
人眼用丝，以手拿金扇仙人“眼黑”部位为例，

2.7 独特艺术与遗存价值
图心按清代尺寸换算，高五尺六寸六分，

按实物测量，
上下两端宽约 1.2mm，放大上百倍

广三尺零八分，属巨作之一，只有宫殿才能展

后，纬线有 11 根，由此计算此图纬密为 100 根

其气派，
显其艺术最高境界。此品色彩典雅，
纹

/cm 左右。

饰精美，呈现缂丝工艺高难技巧，传达古代艺

据故宫专家严勇对馆藏《石渠宝笈》历代

工书画修养，
凸显宫廷艺术鲜明独特风格，
“其

缂丝书画丝密度测计：南宋沈子蕃缂丝《青碧

艺术的观赏价值完全可以和名家书画分庭抗

山水图》纬密为 64~66 根 /cm，部分也有 100 根

礼，
甚至有所超越”
。

以上；元代《东方朔偷桃图》纬密 54 根 /cm，明

“图中梦”情怀
其“艺术的预言”
引人深思：

代纬密通常为 60~90 根 /cm。此图纬线密度与

—传承的是希望，保持的是信仰，敬
中国梦——

之对比，
可见用丝精细。再观眼黑瞳孔，银丝点

奉的是自然，
已超越时代审美，
如“悲鸿奔马”，

缀，凸眼仁亮点，与眼白中金丝银线映衬，
尤显

魂系中华，
催人奋进！

传神。窥斑见貌，图以无可存疑之精细工艺，
脱
颖而显其高贵身份。

实物印痕具时代典型特征，集审美性、学
术性、
创造性、
趣味性、不可再生性众多元素于

全图用色天然，与现代化工色线均匀过亮

一体，代表时代工艺水平，它是民族智慧结晶

截然不同。刻口水路与织锦抽纱镂空有明显区

与人类时代科技成果的进步标志，以“独特艺

别，断纬如“刀刻”
，如山石层次，树杆枝叶，寿

从外形
术”
形式，
实现审美、情感、道德的超越，

品宝物，人物衣纹，帔带佩饰，拴浆丝带等。全

审美到无形蕴含，
沉积着任何一件器物都无法

图灵活运用基本技法及创新技法，显时代最高

取代的历史文化、
社会信息，显其独特，
具有极

水准。

只有从多角度探
高研究价值。这类珍稀宫物，

观赏此图，似觉蒙上一层“白灰”，室外又
觉“云开雾散”，无论放置哪里观察，都艳而沉

索认知，
才能真正体现价值。
价值方面诸多，单以科技难度耗费工时

稳，亮而温润，如“古瓷出汗”老而爽润，浓厚

计，超过许多艺术品类，故宫《十大镇馆之宝》

古朴。析其因，这是丝中蛋白随着沧桑岁月发

中《梅鹊图》介绍：
“缂丝之高贵，首先因其耗費

生物理状态形成，
也是丝中染色物质在漫长岁

。据报
工时巨大……如妇人一衣，终岁方成”

“自
月中产生（化学）结构调整所致。由此可见，

由曹美姐与
道，
“世博会金奖缂丝《贵妃醉酒》，

然造化的痕迹”是无法仿效的。

十位绣娘轮流缂织，历时四年半，用工四万多

皇室用物，范本隐秘，工序繁复，真假易

个工时而成”
，可见信念执着，年华情丝，几多

辨，此品单以海水线条，犹如“指纹”，难以摹

付出！

拟，
况在严格等级制度下，
岂敢僭越仿制？判别

3 结语

就会
这类宫物，只要见到真品，悟其气韵魅力，

如赏其精：推及宫物，尤为精珍，再及这类

提高对缂丝书画的鉴别能力。对比赏析，就会

“特定御物”
，
有别一般宫物或赐物，必集精英，

感盛世宫物独树一帜。从市面上看，有晚清缂

为这一美，
倾其所有，
可见此品为宫上乘之作。

织的这类宫物，因受国力技术等局限，比之盛

如鉴其真：为多位顶极大师完美结合之

世宫物，显其逊色。也有民国初年“肆贾因出搜

作，
同类无出其右，显工艺达其最高境界，就作

寻居为奇货甚至仿造伪作”
（摘自朱启钤《存素

业工时而论，也许百件宫瓷难以比之，况缂丝

堂丝绣录·弁言》
），且范本失真，作品低劣，与

技法不可逆反，而又艺繁本高难仿，比之艺术

之相比，大相径庭。

品类，
凸显品真无疑。

服饰与传播：
文物鉴赏

“养在深宫”
，
如比稀缺：这类《秘殿》缂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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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品，多少年来，略有感触：就工艺，万千

冷门珍稀，藏界难识，民间未闻；寥若内府晨

情丝绵延着勤劳与智慧；就意境，和谐吉祥标

星，孤如“蓝釉白龙”，居高而不美名，罹难而守

志着奋进与希望；就情感，来自古代“幸运之

贞节；无须粉饰自然美，出神入化神秘美，
至尊

神”
带着祝福，
散发芳香，
让人在陶醉中净化心

至贵，
奇崛孤芳。

灵，
平复创伤，
展望未来，
身心健康！

如衡成本：应不低于《贵妃醉酒》，按马克

这件宗教缂丝，于皇室品中别具一格，不

思经济学原理，
“商品的劳动价值决定价格”计

愧为古代手工艺品之奇葩，今“众里寻他”
，品

成本：作业工时 + 珍贵材质 + 督查 + 宫廷大师

相完美，
品孤品神，
工艺莫及，如出水芙蓉清香

设计 + 损耗等，足见成本高昂。

溢人，
也如天山雪莲冰清玉洁。又存特定内涵，

如量价值：皇家宫藏，胜比名人鉴藏，
“印

真精稀缺，
个性独特，
有别《宝笈》一般记载，难

痕”符合记载，
亮其深宫流传，
彰显多重价值，
如

寻同类比较，其独特艺术与遗存价值可与故

按艺术资产量化评估：成本 + 审美超越 + 科技

宫、台辽馆藏缂丝论涵媲美，也可与认同度高

难度 + 宫廷艺术 + 祭典专用 + 宗教人文 + 历史

的 《宋缂丝蟠桃献寿图》、
《明永乐御制红阎摩

政治及社会思想內涵 + 稀有度 +《宝笈》记载 +

敌刺绣唐卡》等织品点评争辉。当山花烂漫，百

不可再生 + 精神享受等附加值，
可见品极。

花争妍，这类圣洁高雅、庄重呈祥又能真正体

如评品位：万寿红篆，胜似钤玺，亮显皇
权，品第崇高。
如还面貌：遥想寿诞当年，祭天朝岁同庆，

现中国古代文化品质之“东方文明之花”定会
赢得世界艳羡青睐。
收藏贵在求真，只要有“和氏献璧”之求是

四海丰登，朝野同欢，紫禁御苑，喜气弥漫，殿

精神，国宝终会现身；收藏贵在美的诱惑中发

展群仙祝寿，
案置万字寿瓶，华灯奇珍相辉，轻

风韵犹存，
形神工艺，
现：
究其此品，
路漫沧桑，

歌曼舞绕梁，洪福祝语切切，帝后心怡开颜，可

已露端倪，
今追根溯源，
已显《秘殿》之谜。一件

见蕴含。

珍品就是一部史书，上有时代烙印，内藏几多

如感收藏：而今市场，光怪陆离，众说纷

故事，身怀感应心灵，只要心存敬畏，结缘呵

云，
“贾珍”张扬，
“宝玉”心凉。如要寻宝，既要

护，钟情蕴含，对话共鸣，达其境界，就会为肩

让历史
慧眼有缘，又要重史情连，让藏品说话，

负文化传承而尽责！

见证，方能给你指点迷津，助你跨入成功之门。

（责任编辑：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