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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导刊》2017 年第 6 期载文“
《清康熙御制

期区分上，雍正色调虽与康熙接近，不属雍正原因

黄天祥云海水龙爪纹朱红卐寿庆典缂丝群仙祝寿

在于，雍正元年，其生母孝恭仁皇后等不及圣传徽

图》鉴赏”，文中认为《清代御制缂丝群仙祝寿图》有

号就崩逝于永和宫，为生母祝寿可能性不大；综合

三件。一件为康熙时期所作，为作者所藏；另二件

特征史实，属康熙之作。

为乾隆时期所作，为台湾、辽宁两地馆藏。笔者在

人物特征，王母众仙簇拥，如星捧月，明黄霞帔

感同此文观点基础上，试图对康熙时期作品进一步

映衬，雉羽宫扇添辉，绶(寿)带长空起舞，仙鹤姿美

辨析，
求教于方家。

引鸣，仪态高雅，灵魂圣洁；神采群仙，济世众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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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微笑，倍感温馨；男仙含胸凸腹，面部多为国字

主题特征与时代区分
康熙时期所作清代御制缂丝群仙祝寿图主题

区分在于：①“构图色调”显不同时期理念；②“纹饰

细节变化”寓意所属主题人物。从用途分析，为清
初女性特定人物制作，由宫廷画家奉旨设计图稿，
御批后送织造机构缂织，最后核定；据《秘殿珠林》
有关史料及实物印证，设制（母本）初衷应为孝庄寿

脸；童仙脸如苹果状，腰裙宽大，上身略长（图 1 中

最右形象）；女仙以写实见长，娴雅端庄，受前朝影
响较大；人物动态协调，面部轮廓细腻，金丝银线点
睛，豪放生动传神……观划舟女仙（图 2）瓜子脸、小

嘴、目美靓雅，手指纤然如笋，身材窈窕修长，笑貌
含蓄动人，符合清初人物造型。

典所用；到乾隆，图本略作改动，也适用于皇太后，
故有主题寓意不同作品。

1.1

康熙时期作品的特征
该作品在构图上，符合清初“近树低于远山，线

条规矩写实”特征；技艺上，比前朝更臻精细，设色
淡雅丰富、纹样细腻复杂、故使图面形成（纬线变化
承接处）断孔密如繁星，显时代特征；色调上，以黄
色、天蓝、宝石蓝、月白、石青为主色调，与《存素堂
丝绣录》评“康雍两朝尚存靓雅之馀韵，乾隆全盛又
趋繁缛精采”相符合，对比色调，属清早期特征；早

图1
Fig.1
收稿日期：
2020-06-03；
修回日期：2020-07-05。
作者简介：王述中，重庆南川区道南中学退休高级教师、收
藏爱好者。

康熙时期作品中的仙人形象女仙腰佩的玉环绶

Image of celestial beings in the Pattern of Many Celestial

Beings' Congratulation for Mother's Birthday of Emperor on

the Ground of silk tapestry with cut designs Produced by
the Qing Emperor Kangxi's Ap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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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2

康熙时期作品中含蓄动人女仙形象
Image of female celestial in the Pat⁃

图3

康熙时期作品中的捧花祝福太平景象

Fig.3

Congratulation for Mother's Birthday of Em⁃

gratulation for Mother's Birthday of

peror on the Ground of silk tapestry with

Emperor on the Ground of Kesi Pro⁃

cut designs Produced by the Qing Emperor

duced by the Qing Emperor Kangxi's

Kangxi's Approvement

Approvement

有，缘牵万古落人间”；众仙身着敬天礼服，衣带
中正，典雅庄重，展现仁义礼智信之道德内涵：男

Holding flowers express the moral of peace

in the Pattern of Many Celestial Beings'

tern of Many Celestial Beings' Con⁃

人 物 服 饰 ，正 如 古 人 赞 曰 ：
“此 衣 应 是 天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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蝠“万寿”，配饰中的菊花葫芦相交辉映，展现捧花
祝福（图 3），
福从天降，
福禄万年之太平景象。

勾形螺旋云纹线条，错落有序，飘逸状美，有神

仙宽袍广袖，交领右衽，规矩方正，蕴含行为礼信

灵般超凡动感，比自然更为绚丽；海水形态万千，浪

和谐包容。

花爪势磅礴，
澎湃之声与天籁之音融为神州畅想曲！

女仙服饰敛衽，佩饰文雅——观肩挑莲枝寿桃

仙山梦幻云宫，群山环抱，彩虹映照，曲音幽

之何仙姑（图 1 中左 2），气度幽娴，步履轻盈，肩挽

婉，神秘莫测；刚柔曲直青松，阳光“飒爽英姿”，疏

玉环绶随风摆动，显主人洁身如玉，佩玉思德。古

灵芝，烘映琼阁，醉美苍穹；怡情忘忧萱草，幽香清

绶带，蹁跹袅娜，清风拂衣，褶如涟漪，腰间佩戴的
人通过对感性事物缜密判断，创新思维，融服饰于
天地，亮情操于人间。整幅图景与人物衣纹上的蝙

图4
Fig.4

密姿美，盎然郁葱（图 4）；山峦翠柏天竹，牡丹寿桃
远兰花，伴随和风，香飘蓬莱（图 5）……全图闪耀人
性光芒，洋溢感恩热忱，汇宋人之美学、明人之文

图5

康熙时期作品中阳光下刚柔曲直之红色松枝

Image of red pine brances in the Pattern of Many
Celestial Beings' Congratulation for Mother's Birthday of

Emperor on the Ground of silk tapestry with cut designs
Produced by the Qing Emperor Kangxi's Approvement

Fig.5

康熙时期作品中春色蓬莱浪花香

Sweet-smelling white water near Penglai Sin Iland in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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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把万物之美、宗教之魂荟萃于人的心灵，寄托生

有关孝庄经册、
心经及织绣（祭典）书画载入《秘殿珠

命理想，讴歌和谐天人，展现出一幅宏伟壮观、热情

林》。目前康熙织品显现甚少，涉及孝庄尤为难觅，

奔放之东方文明图。

故宫《清代万寿盛典展》中，
有一幅刺绣康熙御笔“万

人物图景——融会西画透视光影，创新技法
——贯通宋代缂丝精华；色调温文尔雅，技法变幻
如神，一丝一缕的情怀，透出民族信念与未来！赏
工艺特质，可窥清代缂丝艺术传承与发展水平，叹
望尘莫及，
感时代精神！

1.2

孝庄时期相关作品的特征依据
祭典品鉴：
《清内府藏缂丝书画录》载“清缂丝

寿无疆”匾，
这是康熙为祖母 66 岁生日御书制作。

独特纹饰：康熙时期作品色调别具一格，天为

黄色，台辽为红色；王母锦衣明黄，台辽橘黄，各显
时代特征。就细节对比，意味深长：①此图瑶台大

地绿草茵茵；台辽无草。②桃树主枝伸于松杆外，
显苍松烘托寿桃（图 6）；台辽两馆所藏作品桃枝朝
里伸（图 7）。③瑶台捋胡须仙人冠镶白玉、捋须手

群仙祝寿图”六件，四件藏齐宫——即释道供奉之

姿独特；台辽仙人冠上无玉，捋须部位不同。④海

斋宫（古代“齐”同“斋”），二件藏宝蕴楼。由于诸多

浪云纹、人物等细节与台辽亦有变化……按其礼

因素，也许藏地有变，但在记载中都“忌分等次、避

制，因寿典所属人物不同，故特征亦有别。

量尺寸、勿盖钤印”，区别于明朝秘殿祭品所录钤

主题亮点：康熙时期作品全图景观寥廓，丰姿

印、等次及尺寸，原因在于，以显清朝供奉祭品之庄

纹饰喜人，让人目不暇接，给人较多信息，试解《张

重神圣、灵魂高洁。品鉴映照史实，此图具有孝庄

仙送子》
“密码”
（详见 2.3 解析），不由触发思古之幽
情……独特的是：古桃树下两位仙人衣上“天蓝万

寿典特征。
祖孙情深：康熙二年，其生母孝康章太后去逝，

寿”，与瑶台“红色万寿”映照，意含子民祝愿；主题

可排除为之所用，也可排除命途多舛、继后得帝之

凸显的是瑶台两位仙人衣着“红色万寿”篆文艳亮

礼遇的孝惠章太后所用，惟其祖母当之无愧！自康

夺目，其中身背宝剑、仰望云天、双手相拱仙人，其

熙（1661 年）八岁登基，到康熙二十六年孝庄 75 岁

蓝“寿”字遥相呼应，彰显人物殊荣。

去逝，这期间孝庄为王朝巩固发展可谓殚思极虑；

笼冠大袖衫上朱红“万”字（图 8-a）与云中王母宝石
孝庄时期同类作品所用：同类品中，此图“万

据记载，康熙思念祖母写道：
“忆自弱龄，早失怙恃，
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

寿”何以独用“朱红”？其原因在于，按宫廷礼制，后

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罔及之恩，毕

辈要避僭越，故台辽藏品“万寿”为蓝色就得以解释

生难报。
”祖孙之情，宛若李密《陈情表》情，动情天
地，倾慕神灵，
祝寿理然。
秘殿记载：依据四库全书《秘殿珠林》卷二十二
载有康熙《御笔恭祝太皇太后万寿无疆经册》，可证

图6
Fig.6

（图 8-b、图 8-c），执政年限亦然，正是乾隆六十年

退位之因；观图宏伟气势，用于孝庄大寿亦有可
能。综上分析，此图应为特定人物《母本》之作，难
以排除辅三朝、威望高之孝庄祝寿所用。

康熙时期作品桃枝伸于松杆外

Peach tree brances are stretching from pine tree
brances in the Pattern of Many Celestial Beings'
Congratulation for Mother's Birthday of Emperor on

the Ground of silk tapestry with cut designs Produced
by the Qing Emperor Kangxi's Approvement

Fig.7

图 7 辽博桃枝朝里伸
Peach tree brances are stretching on inside of pine tree
brances in the Pattern of Many Celestial Beings'
Congratulation for Mother' s Birthday of Emperor on the
Ground of silk tapestry with cut de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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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母本局部（康熙时期作品）

b. 辽博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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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台北局部

图 8 “万寿”色调，瑶台小草，桃枝伸向，
冠镶白玉，
捋须部位等细节对比
Fig.8

Comparison of three works

2 构图的解读
2.1 明清同类题材画作的异同
据钦定四库全书《秘殿珠林》道氏图册·卷十一
《明人画无量寿图一册·上等天一》记载：每幅图册
左有绢本泥金书，右配画图，通计二十四幅（书载十
二幅）。对比明清两代关于有关寿庆作品， 左配
有其异同。
（1）相似之点：①两类构图均循释道理念，寓意
吉祥长寿、海屋添筹，意含神灵护法、天佑中华。②
清宫构图人数与图册数字相同，从中可寻两者文化
传承。③明人图册中“玉清圣境，云音妙畅，西池曲
宴”及“上清太徽玉宸之宫，群真正位飚驾云中，侍
以玉女，从以青童……”描述内容与此图场景对比
有其相似之处，说明清宫构图之历史依据。
（2）不同之点：①构图材质不同，明人用绘画，
清宫用缂丝，以“一丝一缕”表达“万寿”敬仰之情。
②主题繁简有别，明人图册以文释图，有颂王母场

2.2 “二十四仙”
构图意含
正如五星红旗、三星图、五伦图……其数渗透
民族血液，唯国人倍感亲切！推及群仙人数，笔者
认为，其数富有哲理，蕴含天地包容，充满民族智慧
文化之顽强生命力，它既是华夏文化的象征、农耕
历法的体现，又融儒释道之立国之本、
安身之法。
（1）依据钦定四库全书《秘殿珠林》道氏图卷十
一、十二、十八载《明人画无量寿图》
《明人画列仙
图》
《明人画万万岁图》，这些图册均为二十四册，由
此看来，这个数字有其深厚文化内涵；群仙人数与
图册照应，不仅体现文化传承，彰显构图魅力，更在
于引人思索，觉悟人生、
感悟传统文化之精髓奥秘。
（2）依据《二十四节气》。古语曰：
“民以食为
天”，历法就尤显重要。古人依照天象气侯统筹安
排，结合易学、阴阳八卦原理，制定出适宜农耕生产
的历法，春秋战国以来，历代都很重视。据记载，到
清代立春时全民迎春；芒种时天子也要亲率百官，

景，也有“帝车运於中央……”场景，内容多重繁

祭祀苍天，祈求丰收！
“群仙之数”象征天象《节气》，

缛，主题如太虚幻境，似雾似花，茫然神秘。清宫

藉以告诫人们只要遵循天规、顺应自然、祭祀虔诚，

构图，凸显母性，超越世俗，以一幅图景表达挚情，

就能通晓宇宙奥秘，达其人与自然共存和谐，上天

如品唐诗宋词，给人留有想象空间。全景凝天地之

定会惠及民生。

精华，融仙境于人间，以王母为中心，隐帝之身影，

（3）依据儒家伦理《二十四孝图》。图中情景，

哲理深邃，耐人寻味！③表达方式不同，明人图册

饱含孟郊《游子》恩情，其中“忠孝双全、望云思亲、

以“无量寿”为题颂扶桑大帝与西王母，用语言描述

兄弟争孝、弃官寻母”等故事，可谓人杰楷模，让人

与配图表达衷心祝福。清宫构图，只以艺术手法化

“高山仰止”，梦寐萦怀！融孝图之数于群仙寿图，

为千言万语般炽情，颂祝太皇太后（或太后）
“寿命

两者互融，凸显忠君，守则五伦——即儿时从孝道

无量，光明无量”。两类构图表达方式虽有不同，但

作起，成人后要知恩图报，作官要知礼守节，忠孝两

都满怀虔诚告诫人们，只要与佛心相映，方能化暗

全，方能精忠报国。

而得光明。

2.3“张仙送子”
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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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寿典缂丝，群仙云集，神圣庄严，不宜钤玺

底”布鞋——“青白”交相辉映，耀眼醒目，寓意天子

御笔；帝之深情，何以表达？冥思清初背景，不由引

“见善背恶，青白天下”。如把图中人物布局、纹饰

人注目于《张仙送子》构图。

细节与康熙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背景结合分析，

图中张仙，魁伟慈祥，肩挂箭弓，美髯飘胸，是

其意在于：为固大清江山，在太皇太后寿典之际，用

一位既能送子，也能护子，用弹弓为人类造福的正

“张仙送子”神话故事，既表祖孙情深、帝之操行，又

直善良神仙，传说射出铁丸能“弹打恶天狗，保佑小

显大清有天神送子护子，帝业后继有人，并传达上

男儿”，被人们奉为“诞生之神”；故从帝王到百姓

天旨意——“天降大任于斯人”！

家，祭奉张仙，礼拜虔诚。
图中张仙送子“男孩”，
得於仙人护佑而化为“飞

图中天子，何以隐现？据康熙帝师名臣牛钮、
孙在丰编纂的《日讲易经解义》中写道：
“身可隐而

龙天子”，
观其仪表，
气宇轩昂，
双手捧钵，
礼态心诚，

不可屈，道可潜而不枉……”。此书于康熙十九年

身着金黄吉服，
饰以海龙蟒纹，
恰似康熙身影
（图9）
。

三月刊刻，可见康熙从小就受传统文化熏陶，持“龙
德而隐”之道。亲政后，胸怀韬光养晦、修身齐家之
雄才大略，管理家务上，又定家规家教之《庭训格
言》，把自己隐于图中就得以解释。

3

结语
清宫这类寿典缂丝犹如一部典籍史书，其中蕴

含的普世哲学——命由心造，福自我求，既是时代
的里程碑，又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思之引以为
豪，悟之藉以缅怀过去、激励将来……本文通过审
美及主题特征分析，从其侧面反映清代政治经济、
缂丝艺术发展及潜藏于秘殿的绘画水平，然后追寻
宗教文化源泉，探析构图成因及缂丝文化内涵，从
中寻其儒释道精髓，在弘扬民族历史文化及展现帝
图9
Fig.9

张仙送子中“男孩”寓意

Boy's reference in the pattern
"Zhangxian Sending Child" of the
Pattern of Many Celestial Beings'
Congratulation for Mother's Birth⁃
day of Emperor on the Ground of
silk tapestry with cut designs Pro⁃
duced by the Qing Emperor
Kangxi's Approvement

国盛世风貌同时，力求显示清代宫廷女性在传统男
权社会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及影响，力求显示传统美
德所构创的“和谐乐土”是民族的梦想追求，力求显
示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富于幻想、心怀信
仰、有着巨大凝聚力的民族，更是一个勤劳勇敢、坚
韧执着、为人类作出巨大奉献而能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伟大民族！

细观“男孩”锦袍，着装“石青马蹄箭袖”，显帝
王文治武功；那双全图独有的“石青为面、月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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