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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天仙洞衣特征表征及成因研究
黎姗姗 a，
李 强 b，
钟安华 a
武汉 430070)
(武汉纺织大学 a.服装学院；b.《服饰导刊》编辑部，
摘 要院[研究意义]清代天仙洞衣不仅考虑到服装的审美性、
舒适性与功能性的要求，
还保留了因满清
入关而遭重创的汉族服饰文化，
在道教发展途中实现了哲学思想与民俗文化的融合。[研究方法]以国
内外博物馆及民间收藏的 69 件清代天仙洞衣为研究对象，采用实地考察和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法，
文章对清代天仙洞衣的造型、
结构、
装饰与工艺特征进行表征，
并尝试对这些特征一一进行成因分析。
[研究结果与结论] 研究表明：天仙洞衣是道教斋醮科仪中具有程式化特征与鲜明文化内涵的服装载
与宗教信仰和
体，在造型与结构上遵循了寡欲尚简的宗旨，在装饰与工艺上寄寓着长生成仙的期盼，
教义传播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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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zation of 1st Degree Taoist Priest’
s Robe
in Qing Dynasty and the Reas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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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1st degree Taoist priest's robe not only takes into account the aesthetic, comfort and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garment, but also retains the Han costume culture that was hit hard by the

rule of Manchu, and has realized the integration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folk cul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oism. The 69 1st degree Taoist priest's robes in Qing dynasty collected from folks and

museums at home and abroad a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 this paper.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modeling, structure, decorative and production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of 1st degree Taoist priest's robe in Qing dynasty, and explored the causes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1st degree Taoist priest's robe is a clothing carrier with formula

features and distinct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Taoist rites. The robe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simplicity in

shape and structure, embodies the longevity expectation in the decoration and production process and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pread of religious beliefs and doctr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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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仙洞衣是道教高功法师在大型斋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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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与工艺中遵循的共性规律进行探讨与总结，

仪中，朝拜天上高真、拜表时所穿的品级最高

并试图挖掘这些特征背后蕴藏的文化内涵及

的法衣，古时被称为“被（帔）”
，属于道教法服

成因，以期为现代天仙洞衣的设计与制作提供

的一种，古无定制，大约从南宋陆修静起，
始据

思路。

古代衣冠之制，结合宗教需要，定为制度。《天

1 清代天仙洞衣特征表征

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提到“洞衣：寇谦之所

清代天仙洞衣形制为直领对襟，无袖（袖

制”[1]，描述“天仙洞衣”形制者，为清代全真派

与衣身通直），
穿着者双臂侧展时，
袖子与衣身

王常月道长所著 《初真戒·三衣格》，其文载：

呈矩形（图 1），
本文将按造型、
结构、
装饰、
工艺

“参《道德真经》，身著天仙霞衣，领用直开，袖

四个方面对清代天仙洞衣的特征进行表征。

不合缝，霞带云边……” 目前学界对于天仙洞
[2]

衣鲜有探讨，
有关天仙洞衣的论述一部分夹杂
在一些科仪类书籍中，这类信息往往有史无
据；一部分夹杂在介绍道教文化的书籍之中，
如湖北省博物馆编写的《道生万物：楚地道教
文物》，虽有清代天仙洞衣实物照片[3]，但仅一
件，难以系统的了解清代天仙洞衣特征；还有

图 1 清代天仙洞衣形制
The Form of 1st degree Taoist priest’
s robe in Qing dynasty

一部分夹杂在介绍中国传统服饰的书籍中，如

Fig.1

香港艺术馆编写的《锦绣罗衣巧天工》[4]和徐海

1.1 造型特征表征

荣主编的《中国服饰大典》[5]等，也只是针对某

依据清代天仙洞衣的形制特点，以下主要

一件清代天仙洞衣的只言片语，信息相对零

以清代天仙洞衣的衣身造型、领襟造型、下摆

散。论文方面，
田诚阳的《道教的服饰二》[6]与许

造型进行造型特征分析。

宜兰的《道教服饰的文化内涵》[7]中都提到了天

（1）衣身造型特征表征。清代天仙洞衣衣

仙洞衣，但是主要是基本样式的简单概述，并

身宽博，袖与衣身通直，呈“矩形”造型。为了

未深究。高丹丹在《艺术设计研究》期刊上发表

得到这种“矩形”衣身在人体上的具体造型效

过一篇介绍北京民族服饰博物馆藏的一件清

果，笔者考察了一些

代天仙洞衣的短文[8]，文章概括描述了此件天

清代道教画像，依据

仙洞衣的形制与装饰，但并未就清代天仙洞衣

北京白云观藏《太清

做系统分析。夏添在文章《清代及民国时期汉

道德天尊像》
（图 2）

—以武当山正
族道教服饰造型与纹饰释读——

可见，太上老君坐下

一道、全真道教派法衣为例》[9]中，以清代及民

两位天师所穿天仙

国时期的 20 件法衣为例对其纹饰进行解读，

洞衣 的 衣 长 均 到 小

但其时间、空间跨度较大，仅 20 件样本并未全

腿处，露出下裳。然

面的展现清代及民国全真、正一派法衣特征，

由图片仅能得到“矩

文中总结的一些结论只适用于部分类型的法

形”衣身的衣长，未

衣。鉴于当今天仙洞衣多传承清朝样式，
本文

见其具体衣宽，因此

以国内外博物馆中有关清代天仙洞衣的图片

笔者还统计了 52 件

资料以及民间收藏家伟媛收藏清代天仙洞衣

已知尺寸的清代天

实物为研究对象，对天仙洞衣的造型、结构、
装

仙洞衣的衣身长宽

图 2 《太清道德天尊像》
Fig.2

The image of Lord Lao 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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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由表 1 可知，清代天仙洞衣的衣身长宽

0.65）到超出中指 2 个指关节长度（取长宽比

比没有固定值，这说明，在衣长及小腿时，服

为 0.8）之间。

装的袖长是有变化的。大部分（76.9%）的天仙

（2）领襟造型特征表征。清代天仙洞衣均

洞衣长宽比集中在0.65~0.8 之间，笔者通过

为直领对襟，其外轮廓造型固定不变为直线

人体比例绘图（图3），将衣长固定在小腿处，

型，
内部造型因为分割线的不同而有差别。笔

取长宽比为0.65~0.8 之后，可得出清代天仙

者以分割线的数量为分类依据，将 69 件清代

洞衣的袖口位置大致在虎口处 （取长宽比为

天仙洞衣的领襟造型分为无分割型、单分割线

表1
Tab.1

52 件清代天仙洞衣身长宽比

Body aspect ratio of 52 1st degree Taoist priest’
s robes

型和双分割线型三大类（表 2）。由表 2 可知，无
分割型的领襟为一片式。单分割线型为两片

纵向长与横向宽比值

件数

比例

0.60~0.65

7

13.5%

0.65~0.70

17

32.7%

面料缝在直线以下，剑形的则是缝在剑形分割

式，
其中直线型的是在无分割型的基础上另取

0.70~0.75

13

25%

前两种为两片式，
第一
线以上。双分割线型中，

0.75~0.80

10

19.2%

种是缝在直线与剑形线之间，第二种是缝在斜

0.80~0.85

5

9.6%

线与剑形线之间，最后一种双剑形线较为特
殊，
由三片面料构成。
（3）下摆造型特征表征。清代天仙洞衣的
下摆主要有直线型、尖角型、弧线型和前直线
后弧线型四种造型（图 4，
见下页），
其下摆均施
宽缘，这是清代天仙洞衣下摆造型的典型特
“禒”
，即“表袍
征。按汉代《仪礼注疏》的解释，
[10]
者也”
。这个
“表”
就是装裱的意思。缘边，即

为表衣的装饰。缘边处还会加一条 0.5cm 宽的
滚条，具有防止边缘变形、磨损和脱线的功能
性作用, 还可以起到亮色、对比、衬托等装饰

图 3 清代天仙洞衣袖口位置图
Fig.3

The cuff edge of 1st degree Taoist priest’s robe

性作用。

表 2 清代天仙洞衣领襟造型类型
Tab.2

The collar and front modeling of 1st degree Taoist priest’s robe
单分割线型

双分割线型

无分割型
直线

剑形线

直线 + 剑形线

斜线 + 剑形线

双剑形线

服饰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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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直线型

(a)Linear type

(b)尖角型

(c)弧线型

(b)Cusp type

(c)Arc type

27

(d)前直线后弧线型

(d)Front linear and back arc type

图 4 清代天仙洞衣下摆造型类型
Fig.4 The hem shape of 1st degree Taoist priest's robe

1.2 结构特征表征

分割线，裁成前左片、前右片以及后片共 3 个

天仙洞衣的结构是将造型具体化、精确化

衣片。除了横向剪裁之外，
还有如图 6(c)的竖

和数据化的部分，清代天仙洞衣的结构符合刘

向剪裁，
将衣片分为左、中、右三个部分。还有

瑞璞教授总结的中华服饰“整一性、平面化”特

如图 6(d)，在图 6(c)的基础上沿肩线将中部

征。笔者经过对藏家沈伟嫒收藏的清代天仙洞

衣片分成前、
后两部分。缘片包括袖缘片、
底摆

衣实物进行测量，绘制出了如图 5 所示的结构

缘片与领襟缘片，袖缘与领襟缘片一般为 12~

图，下文将从衣身、领襟与袖子这三个方面具

19cm 宽，
底摆缘片为袖缘的 1.5~2 倍宽。

体分析清代天仙洞衣的结构特征。

(a)一片式

(a)One piece

图 5 清代天仙洞衣结构图
Fig.5

(c)竖向剪裁

Structure diagram of 1st degree Taoist priest's robe

(c)Vertical cutting

（1）衣身结构特征表征。清代天仙洞衣的
衣身前、后片摊开呈矩形平面化结构（图 5），
整

(b)横向剪裁

(b)Horizontal cutting

(d)H 型剪裁
(d)H cutting

图 6 清代天仙洞衣衣片结构

Fig.6

Body cut structure of 1st degree Taoist priest's robe

体衣身由衣片与缘片两部分组成。衣片裁片宽

（2）领襟结构特征表征。清代天仙洞衣的

大，直接在矩形面料上进行分割，大致有四种

直领对襟继承了传统道教法服的领襟结构，笔

结构，如图 6 所示。图 6(a)是直接在矩形面料

者经过分析清代天仙洞衣实物的领子，
发现纱

上挖去领襟，
不进行分片，这种宽幅面料在清代

线平直，可见其在裁剪上没有翘量，属于单一

是可以织成的，钱小萍在《丝绸织染》中就有提

平面化结构。清代天仙洞衣领襟结构有三种

到：
“清代官府织造居内还有织造门幅 4~5 尺和

（表 3，见下页），其中领头有三角形与梯形两

[11]
6 尺特阔的特大缎机。”
图 6(b)则是以肩线为

种，
前襟结构有闭合型和 A 字型两种。

28 服饰导刊

FASHION GUIDE 二零一九年

表3
Tab.3

十月 / 第八卷

第五期

清代天仙洞衣领襟结构类型

The collar and front structure of 1st degree Taoist priest's

robe

且后背中心均为郁罗箫台图案，这是清代天仙
洞衣最重要的一个装饰特征。
《道教大辞典》对
郁罗箫台的解释为
“道教常用图案。中心为宝

代表样式

结构图

特征

前 襟 闭 合 ，领
头为等腰直角
三角形

样
式
一

塔，
上方左侧为玉兔，右侧为金乌，
四周二十八
颗金星象征二十八宿。”[12]郁罗箫台图案四周
的装饰丰富多样，笔者根据其特点，将它们划
分为四种装饰结构：
满地式、连续式、散点式和
团窠式，各类装饰结构的具体纹样如表 4 所

前襟 A 字形，
领头为钝角等
腰三角形

样
式
二

示，
这种将郁罗箫台图案作为构图核心的程式
化装饰结构体现了道教包罗万象的宇宙网络。
表4
Tab.4

各类装饰结构天仙洞衣纹样一览

Patterns in different decorative structures of 1st degree
Taoist priest’s robe

样
式
三

前襟 A 字形，
领头为梯形

背面装饰
背面主要纹样 间饰纹样
结构
满地式

（3）袖子结构特征表征。清代天仙洞衣的
袖子与衣身连为一体，
“袖子”是相对而言的，
仙洞衣的袖子有三种结构。如图 7(a)，为清初
《金瓶梅》插画，可见其中做法事的黄真人所穿
绛色天仙洞衣是不缝合袖口的，
此外，
还有图 7
(b)所示在袖子的 1/3 到 1/2 处向下封口的结
构，
图 7(c)中在袖缘处等长的取 3、4 个点进行
点缝的袖子也较为常见。

散点式

边饰纹样
64 卦纹
回字纹

万神殿

卷云纹

八卦

花开富贵纹

无

八 卦、暗八
仙、
杂宝

杂宝樗蒲纹

凤、
鹤

四合如意
云兽纹

五 岳真 形 图、
鹤、
凰

云纹

四合如意
云兽纹

连续式

通过对清代天仙洞衣实物的研究，发现清代天

辅助纹样

暗八仙、
夔龙
喜
凤、杂宝
相
逢
式 暗八仙
（五 夔龙纹、 杂宝缠枝
团窠式 团） 蝶 恋 花 花纹
纹

回字纹

八 宝团 纹、
云鹤杂宝
纹
杂宝夔龙
纹 、杂宝夔
龙缠枝花
纹 、八卦暗
八仙纹

回字纹
火焰纹

八仙（七团，少 暗 八 仙 、 八 卦 暗 八
量九团）
蝠、鹤
仙纹
龙 （五团 、七 杂宝、凤、 八 卦 双 龙
团）
鹤
戏珠纹

（2）多元文化融合的装饰元素。清代天仙
洞衣的装饰元素除了道教传统的“太极、八卦、
主题
八仙、
暗八仙”
等“长生成仙”“驱鬼辟邪”
(a)不缝合

(a)Not stitched

图7

Fig.7

(b)部分缝合

(b)Partially stitched

(c)点缝

(c)Point stitched

清代天仙洞衣袖口结构类型

The sleeve structure of 1st degree Taoist priest’
s robe

1.3 装饰特征表征
（1）后背为主的装饰结构。清代天仙洞衣
的后身装饰远较前身华丽繁复，呈对称分布，

的纹样外，还出现了诸如“海水江崖”
“平生三
级”“佛教八宝纹”和“六字真言”等祈祷富贵
吉祥的图案，体现出清代道教天仙洞衣世俗
化、佛道交融渗透的趋势，呈现出多元文化融
合的装饰特征。
（3）色彩装饰特征表征。清代天仙洞衣多
使用传统正色（黄、
红、黑、白、
青）和紫色，
其余

服饰与文化：
源流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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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清代天仙洞衣色调类型
Tab.5
色调

Tone types of 1st degree Taoist priest’
s robe

代表样式

色彩提取

特征

华美色调

多用纯色，不混合或极少混合黑
白色，
表现出富丽豪华的感觉

清新色调

纯色中混入不同比例的白色。给
人明亮轻快的感觉

朴素色调

纯色中加入灰色，显得素雅中
庸，
相对保守

暗沉色调

纯色中加入大量黑色，给人庄
严、
肃穆之感

颜色者亦有，不仅颜色众多，色彩搭配也丰富
多样，其色调亮丽与古雅并存，表现出独特的
审美情趣。笔者通过观察分析清代天仙洞衣色
调特征，将清代天仙洞衣的设色分为华美色
调、清新色调、朴素色调与暗沉色调，对应特征
如表 5 所示。
1.4 工艺特征表征
清代天仙洞衣制作工艺精巧且造价昂贵，

图 8 黄色绸缉线平金绣龙纹天仙洞衣
Fig.8

1st degree Taoist priest’s robe

钉平金火焰纹。下摆镶边前后地同纹异，前为
蓝绸平金绣“寿”
字芝云纹宽边，
后为蓝绸平金

采用平金 / 银、缉线、打籽、抢针等工艺技法绣

绣海水江崖云龙纹宽边。衣身正面以缉线平金

制而成，采用大量的金、银线装饰，突显金碧辉

绣海水江崖、
仙鹤、
凤凰与云蝠纹。两肩及背后

煌的神圣感，从这种不惜工本的细腻工艺中可

绣平金地，
上绣龙纹七团。背面上方居中以打

见信教的虔诚崇奉。现以沈伟嫒收藏的具有代

籽绣日宫月宫，以平金绣三颗金星，其下绣双

表性的清代天仙洞衣实物为例，来分析清代天

龙托塔纹，
四周有二十八星宿，下有道教
“五岳

仙洞衣制作的工艺特征。

凤凰和云蝠纹，给人
真形图”
，间饰八宝、仙鹤、

黄色绸缉线平金绣龙纹天仙洞衣(图 8)，
系

以四海乾坤，
道法万千的感受。

清贵族祝寿之法服，中以一纽袢扣闭合。内衬

大量使用平金 / 银绣与缉线绣是清代天仙

黄暗花福寿万代纹绸里。领口以双圆金线绣平

洞衣最显著的工艺特征。缉线绣有着特殊的磨

金地，上以打籽绣暗八仙纹样，下缀白绸平金

砂似的质感，
与金银线闪亮的效果互相衬托，具

绣龙虎大带。衣两侧镶蓝绸平金绣福寿富贵纹

有极强的立体感和视觉冲击力。平金针法是用

宽边，折枝花卉婀娜多姿，绣工流畅自如，
沿边

金 / 银线盘钉出图案的一种针法，绣时以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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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线、
丝线两线沿

飘飘欲仙、
身形脱俗的神仙装扮。唐代道士张

外缘逐步向内铺

万福说：
“上圣无形，
实不资衣服。但应迹人间，

订纹样

而有衣服。”[17]可见天仙洞衣乃是模仿
“上圣”

，
以2股

[13]

金 / 银线为铺线，

的服装，只有造型宽博，高功法师穿着后做法

丝线为钉线，一般

事时，才能衣袂飘拂，营造出超然尘表的神仙

隔 4mm（亦可根据

气质。

需要改变距离）钉

（2）领襟造型成因分析。清代天仙洞衣的领

一针，要 求相邻

图 9 平金/银绣

襟造型均为直领对襟，对此田诚阳道长在文章

钉线交错开。在

Fig.9 Circled golden/silver embroidery

《道教的服饰（二）
》中的解释为“以示潇散”[18]，

铺钉时，结合平

笔者认为除此之外，直领对襟的造型还是为了

金与平银针法，

营造敞袖散摆的开合感，有利于高功法师披露

可以使 图案更 加

内心，在施道布道时达到修己度人的层面。正

生动，如图9，
巧妙

如张万福在《三洞法服科戒文》所言“帔者，披

利用金、银色差，

也，内则披露肝心，无诸滓秽；外则披扬道德，

利用银线勾边，强

开悟众生。”[19]由此可见，
道教对本教服装的要

调外部 轮廓与 阴

求已经不仅局限于其本身对于个人的宗教的

影部分，使龙纹更

图 10 缉线绣

具有立体感。缉线

Fig.10 Circled thread embroidery

限制与规范了，
而是通过服饰进行审美教育从
而使求道者更加坚定内心的信仰。

绣（图 10）是以龙抱柱线（用粗细不同的两股绒

清代天仙洞衣领襟中丰富多样的分割造

线加强捻后合捻而成，清卫杰著《蚕桑萃编》提

型是由所加面料位置不同而造成的。加上去的

到：
“龙抱柱者，一根松而粗，一根细而紧，故织

这部分被称为“慧剑”
，大部分为剑形造型，亦

成时面带縐纹。” ）为绣线，
再用另外的线将龙

既有外斩
有长方形的，
上绣龙虎纹样。“慧剑”

抱柱线平钉在面料上，完成后可呈现珠粒般的

《抱朴子·遐览篇》
妖邪，
又有内斩俗念的作用。

效果，其立体的颗粒感可谓独到。但由于龙抱

载：
“符剑可以却鬼辟邪而以”[20]，唐末道人吕

柱线容易卷曲，因此缉线绣比平绣反而缓慢。

洞宾又改剑术为“一断烦恼，二断色欲，三断

2 清代天仙洞衣成因分析

[21]
。
贪嗔”

[14]

2.1 造型成因分析

（3）下摆造型成因分析。清代天仙洞衣下

（1）衣身造型成因分析。清代天仙洞衣衣

摆造型并非单一固定，而是有直线型、尖角型、

身造型宽博，笔者究其原因有二：一则有包藏

笔者认为
弧线型和前直线后弧线型四种造型，

乾坤之意。《易传·系辞》下部提到：
“黄帝、
尧、

这是单纯为了变化而变化的，与服装的实用性

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
《坤》。” 孔颖

“老
和审美性无关。虽然《道书援神契》中指出：

达疏曰：
“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

子徒之服不与俗移”[22]，但从清代天仙洞衣下

所作衣裳，
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16]可见

摆的造型来看，道教服饰并非是墨守成规、陈

衣裳只有宽大才能下垂，显示出中国服装宽袍

旧呆板的，在保持天仙洞衣整体造型基本一致

大袖的原型，这种世俗服装造型也被道教服饰

的前提下，
清代天仙洞衣在下摆处的造型变化

所吸收，道书有诗云“袍服原来不计春，宽袖广

体现了当时服装制作者从程式化的既定式样

博大雍
大裹乾坤”
，体现了天仙洞衣包容万物、

中挖掘新意。

容的服饰意境。二则这种宽博的飘逸感模仿了

2.2 结构成因分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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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衣身结构成因分析。清代天仙洞衣的不

有记载：
“氅衣，
有如道袍袖者，近年陋制也，旧

同衣身结构是由所用面料的织造工艺以及幅宽

制原不缝袖。”[25]但由于做法事时动作起伏较

限制造成的。采用缂丝或织锦工艺时，
往往选择

大，这种开口的袖子不方便，并且会露出里面

图 6(a)的一片式或者图 6(b)的横向剪裁结构，

的衣服，因此出现了部分缝合的结构，这种结

这种宽幅面料可在宽幅织机或大花楼提花机上

构在明万历服饰中较为常见，称为“收袪”
，孔

由多人同时织造完成。但由于宽幅面料较为难

府旧藏传世文物中的暗云纹白罗长衫和蓝色

得，清代织物规格也不是很严格，清卫杰著《蚕

暗花纱夹衫均是这种袖子结构。

桑萃编》提到：
“各色贡缎宽窄不等，
有三尺二寸

2.3 装饰成因分析

有二尺四寸者”[23]，布幅的限
者，
有二尺八寸者，

（1）装饰结构成因分析。清代天仙洞衣形

制导致清代天仙洞衣较多采用的是图 6(c)和

成以后背为主的装饰结构，
据笔者实地考证发

图 6(d)中的分割结构，并搭配使用刺绣工艺，

现，
这是因为天仙洞衣的背面是信众长期的视

这种分片剪裁还有利于多人同时分工合作，从

觉停留点。高功法师在斋醮科仪中
“步罡踏斗”

一份同治九年六月的织造档案得知：
“一件龙

时，
多须腾挪转身，
必然展示天仙洞衣的背面，

袍，需用绣匠六百八工” ，天仙洞衣虽不及龙

葛洪《抱朴子·内篇·仙药》与《云笈七签》卷六

袍金贵，但其繁复的装饰纹样所耗工时也是庞

十一《服五方灵气法》对这种步法作了详尽的

大的，将衣身分片的结构无疑是刺绣工艺迫切

阐释，
在此不作赘述。在仪式中，
高功法师常常

不论哪种分裁方式，
均
需要的。值得注意的是，

面对法坛，或跪或站，而位于法师后方的观仪

会避开服装的后中线，笔者认为此举措乃是要

者的视线自然落在法师背部，天仙洞衣作为宗

保护中心郁罗箫台图案的规整性。

教工具直接承担与民众的视觉交流，并向其植

[24]

（2）领襟结构成因分析。清代天仙洞衣不

入道教教义，在受众的长期视觉停留点（服饰

同领襟结构的出现（表 3）源于当时的服装穿着

背面）构建更为系统、完整的道教符号能更有

者与制作者对于服装的审美性与合体性的思

效地传递宗教思想感情。

考。其审美性体现在 A 字形前襟代替闭合性前

（2）装饰元素成因分析。清代天仙洞衣的

襟而出现，
由于闭合型前襟在穿着者手臂下垂

装饰元素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笔者认为

时，左、右衣片的衣角会叠在一起，影响着装美

这与道教在清朝发展有所衰退有关，满清统治

观度，因此清代中后期 A 字形前襟出现较多。

者的防范与抑制使得道教服饰不得不迎合满

其合体性体现在样式三中梯形领头结构的出

清文化元素以及民间受众的现实需求。一方

现，较之于样式一、二中的三角形领头，增强了

面，清朝实行剃发易服的政策，虽有“僧道，除

衣领的适体性，使领子更加贴合颈部线条。除

（
《大清会典》
）的说
袈裟法衣外，服用与民同”

了在衣身前片挖领，清代天仙洞衣在衣身后片

法，天仙洞衣保留着大部分传统特征，但因缺

也由肩线向下挖去了 1.5cm，虽然不多但这样

乏对道教的信仰，
加上道教与民间“反清复明”

的结构给了颈部一定的空间，符合人体特征，

会社的关系密切，故清朝统治者对道教发展加

使得颈部更加平服舒适。

以抑制，
天仙洞衣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不得不迎

（3）袖子结构成因分析。天仙洞衣作为宗

合满清服饰，
其装饰元素不免受到满清文化的

教仪式的祭祀载体必然受到服装的功能性影

影响。另一方面，老子“法道无为”
（《老子河上

响，由天仙洞衣的袖子结构可见一斑。清早期

公章句》
）的教义无法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再

时，天仙洞衣的袖口因继承明朝结构，是不进

这种冲击自然会
加上有佛教极乐世界的吸引，

行缝合的，明刘若愚《酌中志·内臣佩服纪略》

波及服饰，
百姓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蓝图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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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仙洞衣上各种追求富裕与仕途的吉祥纹样

天仙洞衣自然也受到这种等级与秩序的影响。

中。并且，兼收并蓄也是道教教义鲜明突出之

南北朝末期，
道教就有了较完整的服饰等级制

处，这种文化交融符合《道德经》中“知常容、
容

度。《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五《法服

乃公”的准则，道教历来善于融摄百家之长来

图仪》对各阶级道士的不同着装提出要求并绘

丰富自己，适应变化，这也使天仙洞衣能够在

制成图，
品阶越高服饰越华丽，这在《三洞法服

清朝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得以保存。

科戒文》 中也有相关记载：
‘
‘衣服者，身之章

（3）装饰色彩成因分析。清代天仙洞衣之

也。随其秉受品次不同，各有科仪，凡有九

所以多用正色与紫色，这与道教本身的“五行

等。’
’[30]法服在斋醮科仪中象征着宗教礼仪与

五色”以及尚紫的色彩观与密不可分。清代天

《无上黄
等级秩序，
僭越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

仙洞衣传承了道教“五行五色”的传统色彩观，

箓大斋立成仪》中就提到“服者，所以旌礼也

即：中央属土，黄色；南方属火，红色；东方属

……应服不服，
非服不服，皆四司考魂，夺筭一

木，青色；北方属水，黑色；西方属金，白色。法

[31]
千二百。”
“夺筭”
意为减损寿命，
这对以长

事性质不同，所穿天仙洞衣的颜色也不同，
例

生成仙为目标的教徒而言，
无疑是十分具有约

如：发符召将时，这些内容归于洞神部，选用和

束力的。

洞神部相匹配的红色天仙洞衣，但如果举行禳

（2）
“道”的追求。天仙洞衣的华美工艺与

火醮，
则考虑穿着五行属水的黑色天仙洞衣，
湖

道教“执素抱朴，去奢尚简”的教义相去甚远，

北省博物馆编写的《道生万物 楚地道教文物》

其实是为了以神仙世界的美仑美奂来感召信

就有相关说明：
“武当博物馆藏一件黑底绣花法

众们追随至道的决心，并为得道成仙而奋斗终

衣，
武当山为玄武道场，
主北，
五行中北方属水，

身。《三洞法服科戒文》说：
“法天尊圣真仙服，

尚黑，
故而武当此件法衣从玄武之色” 。此外，

住持经戒，教化人间。必使师资相习，真道流

道教自古崇尚紫色，
《列仙传》中就有“紫气东

通，
易此俗衣，
著彼仙服。”[32]道教认为天尊圣

来”[27]的传说，唐宋皇帝也常赐紫色法服给高

，还是以
真虽妙体自然，但是为了“接引下凡”

功法师[28]。

外在的华美仙衣来唤起教徒对神仙世界的向

2.4 工艺成因分析

往，
坚定修道者的信仰。张万福描述的神仙服饰

[26]

天仙洞衣与斋醮科仪中的其他法服以及

—“冠须
中，
最高位的乃是大罗法王元始天尊——

素净质朴的道士常服不同，它的制作工艺繁琐

著十转
臾万变九色宝冠，
依千种离合自然云帔，

耗时，用料讲究且务求精美，笔者认为这种工

九变青锦华裙，
七明四照参差宝褐，
五种变化十

艺特征实际上是儒家“礼”的尊卑、等级与秩序

[33]
宝珠履”
，
可见仙人服饰之珍奇美妙。而天仙

的影响和道教“飞升成仙”的追求共同形成的。

洞衣正是神仙信仰的体现，其华美工艺就是对

（1）
“礼”的影响。天仙洞衣较斋醮科仪中

神仙形象的塑造，
并以此来吸引和感召信众的

的其他法服工艺更为精美，实则是受到儒家
“礼”的影响，
为了显示天仙洞衣“最上”
的等级

崇拜与敬仰之心。

3 结论

品次，将之与其它服装区别开来。“礼”起源于

天仙洞衣凭借其精湛的织绣技艺与丰富

古人祭祀鬼神的礼器，发展为占卜凶吉的巫术

的纹饰符号成为科仪法事中人神交通的重要

礼仪，
后由儒家引申为尊卑之礼。
《说文解字》：

媒介，它利用直观的服装艺术来传播道教教

“豊，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读与礼同。”又：

义，是道教信仰和文化的表征体现，也是是中

“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 道

华民族的传统服装之一。清代天仙洞衣装饰特

—
教斋醮科仪起源于古代巫术礼仪，其服装——

征与象征寓意融为一体，将道教的阴阳观、天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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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观、色彩观、宇宙观统一联系在一起，其造
型、结构、装饰和工艺特征与道教自身的历史
传承，文化的交融，服装的合体性、审美性、功
能性的要求以及各特征之间的相互影响密不
可分。清代天仙洞衣中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纹
饰符号、
“前简后繁、前疏后密”的纹饰布局中
蕴含的均衡、统一的形式美感、精湛绝伦的刺
绣工艺，均体现其文化与艺术价值。清代是天
仙洞衣的形制趋于完备的总结性时代，也是天
仙洞衣因满清文化发生突变的时代，出现了不
同于前代的承继与变异相交织的独特风貌，
在
中国传统道教服饰的发展历程中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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