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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与中国纹样

《中国纹样》出版于1867年，作者欧文·
琼斯在西方建筑和设计史上大名鼎鼎。不过他
对中国纹样起初不屑一顾，认为在纹样装饰领
域，中国人实在无足轻重。但当他在19世纪60
年代第一次见到一批中国明清官窑瓷器的时
候，他惊呆了：不但立即推翻了此前对中国纹
饰的看法，还马上动手把见到的这些瓷器和掐
丝珐琅器的纹样画了下来，并公开出版，就是
《中国纹样》。书一出版，就在西方引起了不
小的轰动。而事实上，欧文·琼斯所见，还仅
仅只是中国纹样的冰山一角。

不过当我们回看历史，这本书的出版以及
其所产生的轰动显得颇不寻常。请注意出版的
年份，1867年。此时离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
过数年光景。在当时的欧洲看来，中国不过是
一个曾经辉煌但如今早已变得野蛮、保守、衰
败的古老国度。中国的一切，再也不像已经过
去的两三百年那样，能够不断刺激欧洲人的想
象力与疯狂的热情。

而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引发的狂潮席卷欧
洲长达三个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文化本应非常
熟悉，他们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大量购买中国的
茶叶、丝绸和瓷器，特别是瓷器，本来就是中
国文化最直观的载体。那么，欧洲人对中国的
花草树木，亭台楼阁，不应该早已烂熟于心了
吗？

为何中国纹样在国运不济大受鄙夷的时
候，却又能引起欧洲人的兴趣，仿佛他们从来
没有见过。答案出人意料，他们的确大多没有
见过。大航海时代的中国热，是欧洲人想象的
中国。瓷器虽然大量进口，但多数是出于欧洲
人的定制，国王、贵族以及富商设计选择喜爱
的纹样（有时候还要把家族的徽章包含进

去）。这些设计稿几经辗转交到景德镇的匠人
手中，匠人们对于不断翻新的陌生纹样早已不
再感到惊讶，他们不能识别欧洲的家族徽章，
不懂得纹样的意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把这些
图样变成真实的瓷器。

甚至欧洲人定制的“中式”瓷器，很多也
都出于想象：传说、探险者的笔记、手绘的稿
本，每一点信息都不断被扭曲改造添枝加叶。
以至于当时欧洲人心中的中国形象，仅仅是真
正的中国在重重滤镜之后在遥远西方的投影。
本来是几根手指头，投在墙上的影子可能就成
了野兽。于是，当欧文·琼斯看到真正属于中
国人自己的瓷器，特别是官窑瓷器的时候，他
感到陌生而惊讶，这种陌生和惊讶随着《中国
纹样》的出版，再次传遍欧洲。

《中国纹样》的遗憾

事实上，不但欧洲人对这些真正代表中国
的纹样感到陌生，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也已
经无从辨识。当我们翻开这本《中国纹样》
时，可能和欧文·琼斯一样，完全无法理解纹
样背后的工艺、文化和美学传统，甚至常常都
不知道这是地道的中国纹样。

所以，当前些年国内将《中国纹样》引进
出版的时候，人们翻开书页，会不断惊叹于一
个外国人笔下的纹样之奇与纹样之美。

但这其实也并不奇怪，近代以来，我们就
常常借由西方人的视野来重新审视和发现我们
自己的文化与美学，比如唐三彩，比如元青
花。而纹样不过是被我们忽视与遗忘了的传统
文化的一部分。

不过，如果我们仅仅把纹样当作一个局
部，一种附属于器物的装饰——— 就像欧文·琼斯
所做的那样——— 实在是大大低估了它的价值。事
实上，这也是《中国纹样》留下的巨大的遗憾。

第一个遗憾，源于欧文·琼斯对中国纹样
缺少必要的背景知识，更不要说这些纹样依存
的器物。尽管他仅仅从个人的角度发现其中纯
粹视觉的部分已经让人们感到惊讶——— 这本书
即使仅仅当作纹样的图册来欣赏，也足以令人
赏心悦目。不过，这种视觉之美背后是一个完
整的体系，一座巨大的文化金矿。事实上，欧
文·琼斯也隐隐感觉到视觉之外的内容，并试
图作出一些解释，但这种解读常常变成一种误
读。

另一个不被注意的遗憾是，纹样本身要通
过种种不同的工艺手法来实现，各自具有不同
的质感。比如同样是蓝色的花纹，在柔软的布
上和坚硬光亮的瓷上，给人带来的感受显然大
不相同。这种质地的特有感觉，无疑在绘画的
过程中丧失殆尽。虽然一般认为我们把纹样单
独的抽离并不影响纹样装饰本身，但其实并不
尽然，甚至欧文·琼斯也清晰地意识到这一
点，并试图有所呈现。

更大的遗憾来自于纹样并非平面化的装
饰，它存在于立体的形体，有如衣服，穿在身
上与挂在衣橱，根本就是两种存在。

中国纹样风格

《纹饰之美：中国纹样的秘密》作者尝试
去弥补这样一些遗憾。整本书的内容大体分为
两个部分：前半部分“纹饰之美”主要是从内
容和美学的角度来解读纹样，后半部分“工艺
之道”，主要讲述所见的纹样是如何实现的，
采取了什么工艺，真正的效果又是如何。

中国人是驾驭色彩的高手，在某一时期也
出现过非常重要的艺术流派。我们相信，这些
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外来血统，比如它们和
穆斯林艺术原则如此相近，让人不得不怀疑中
国艺术正脱胎于此。如若将某个中国装饰作品

调换颜色，再修改下图案，宛然成了一件印度
或波斯作品。当然，尽管有着明显的穆斯林内
核，所有作品在表现手法上还是带有中国风
貌。

就艺术直觉与原则方面，当代摩尔人的陶
器装饰和中国精美的施釉花瓶如出一辙。摩尔
艺术家凭着惊人的直觉，根据陶罐或其他陶器
的原始形状与大小，将一件器物表面用色点按
比例分割成三角块状，不同色点组成的三角块
状相互交错。所有的点再根据器物表面独有的
形状，用一条连绵不断的线串联起来。这些点
与线或顺着主线方向，或与主线完全相反。接
着再用更小的色点填充起来，整体呈现出均匀
的色彩与纹样。

根据目前所研究的作品，中国人定然也是
采取了相同的方法。首先根据花瓶的特定器形
布局大型花卉，将主花卉以对称且合宜的比例
布满瓶身；然后用一条蜿蜒的曲线将这些固定
的中心联结起来，此时艺术家可以抛却规则法
度，随性发挥。该曲线将瓶身空间分割成大小
不一的三角形，花卉和大的叶子被放置进来，
点缀在绵延的曲线两边；那些较小的区块也呈
现出三角平衡的状态，但并不那么严格；余下
的空间则由更小的花蕾和花茎进行填充，色彩
也调得和谐均衡，使得画面充满恬静之感。所有
东方装饰风格皆采用此种构图方法，而中国装饰
的独特之处在于，勾勒三角区块的主花卉相对而
言尺寸较大，大型施釉器物尤为如此。在观赏中
国纹样时，你会发现这些器物构图中显而易见
的不均衡是如何被花卉表面的细节所掩饰，从
而达到理想的均衡色调，令人拍案叫绝。

对于中国装饰，三角构图是其主要特征，
构图的几何特性非常明显也并不加掩饰，但三
角空间内部仍然留有艺术家自由发挥的空间，
严格的几何特性被柔化了。取法自然的原则在
所有的东方艺术风格中都有所展现，中国纹

样，充分证明了中国装饰对这些原则亦遵循不
悖。

中国人在呈现自然之物方面已经做到极
致。从一些样例来看，他们并未用光影去塑造
立体感，尽管在有些样例中他们也通过形与色
来暗示立体感。我们认为这些中国纹样发表的
主要价值在于其隐含特征，它告诉我们不应仅
满足于常用的纹样表现形态，其实很多自然之
物也可以通过传统手法呈现而并不会越界。要
重申的是，中国人将这些手法用到了极致，他
们更为含蓄的立体感呈现，其实较西方手法更
具艺术感。

中国人在装饰图案设色方面别具一格。他
们主要采用复色：大面积使用黛蓝、水绿、藕
荷色；少量使用桃红、青绿、紫、黄、白。色
彩构成不粗陋、不刺目，形与色的安排平稳妥
帖，赏心悦目。

《纹饰之美：中国纹样的秘密》
涂睿明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芥子虽小粒，可藏须弥山。大科学家的人生
是一部科学的发展历程。《芥子须弥》精选60位
数学、物理学家的人生故事，阅读的时候如同身
在科学殿堂，满满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感。
让我们立体地了解他们的人生，熟悉科学发展的
脉络，重温科学发现的历程。

“这就是数学：她使你感悟到灵魂是无形
的；她把生命赋予数学发现；她唤醒心灵，启迪
智慧；她照亮我们心中的想法；她消除我们与生
俱来的愚昧与无知……”

这句话来自于古希腊数学家普罗克洛斯，数
学就是如此充满智慧，又那么有趣。这可能也是
我一直坚持数学文化科普、坚持运营公众号“超
级数学建模”的源动力。

“超级数学建模”公众号于2014年发出第一
篇文章，到现在每日一更新，从最开始发布数学
建模竞赛消息，到现在定位输出数学文化科普，
时间已过去四年多，原创文章500多篇。此过程
中，也在粉丝的支持下，我成立了工作室（广州
数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大时代下的文字
创业者。

《芥子须弥》中的文章，主要摘录于微信公
众号“超级数学建模”所撰写的科学家故事系列
文章，全书共包含60位科学家的小故事。正所
谓，数理不分家，本书中除了数学家故事的记
录，也介绍有多位物理学家的精彩人生故事。书
中不仅有“冠名”高数课本的欧拉、拉格朗日、
柯西祖师徒三人组；还有享有数学最高荣誉，却
是物理学家的文科生爱德华·威滕……

作为时代的见证者，科学发展的推动者，每
一位科学家的故事，都是学科发展的历史。阅读
这些大科学家的“小故事”，能让我们从新的视
角去了解那个我们熟悉又陌生的时代，能让我们
看清楚科学发展的驱动力，能让我们进一步读懂
科学的“大故事”。

可以想见，在学习数学、物理的同时，如果
还有公式背后的故事及其创作者的故事，你会发
现数学、物理并没有那么枯燥，甚至变得好玩多
了。所有数理概念的萌芽都是有原因的，所有公
式的定义都是有逻辑的，知其然同时也知其所以
然，这才是学习的趣味所在，让我们的好奇心伴
随学习始终。

数学不仅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文化，更是
一种信仰。

《芥子须弥》
超模君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一座大城市，最大的魅力在于她能包容各
种不同的人生。说冷漠也好，说宽容也罢，总
之，你的一切与他人无关，在这里，你可以努
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问题的关键在于，你
够坚强、够勇敢，有勇气活成自己吗？

看似简单的希求，其实鲜有人能做到。很
多人活着活着就成为自己小时候最讨厌的样
子，有些人活成了别人羡慕的模样，却唯独没
有活成自己。当然，大城市中不乏成功者，这
种成功不是金钱名利上的，而是内心与财务的
双重自由。在《北京女子图鉴》，你会看到一
众有着不同人生态度、不同性格、不同家世背
景的女子，她们挣脱出家庭的原乡，只身一人
来到北京，希望能在这片斑斓广阔的天地中，
用自己的方式活成想要的模样，把异乡变家
乡。她们有的可爱、有的可悲，有的努力、有
的沉沦，有的还有几分可厌，但不管怎样，在

这多元化的世界中，她们都在尽力按自己选择
的方式生活，努力向上生长。

假如你也有“南漂”或是“北漂”的经
历，就会明白书中的一些主人公深夜在马路边
大哭时内心的脆弱与崩溃，明白那种眼泪擦干
后第二天仿若一切都未发生的坚韧与无奈。在
此书中集结的故事，并不为励志，也不为说
教，它囊括了北漂女子形形色色的人生，也包
罗了现代社会的种种价值观与婚姻观。错位也
好、执着也罢，这都是真实存在于社会生活中
人们的选择。而这些不同于传统、不纠结于过
去的选择，也许只有如“北上广深”这样存有
大量漂泊者的城市，才能去包容、去接纳，去
给予她们选择与追寻的自由。

我喜欢《你能为一场恋爱吃多少》中的女
配角，被一个四处留情的渣男骗了感情，伤心
一阵儿，干净利落地扯断牵连，奔赴下一程生

活，只送给女主角一句话“谁还记得他啊！自
己的生活还不够好好活的吗？”女主看似离开
得潇洒，而事后的百般痴念，真是有点令人哀
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世间总是少不了这样为情
所伤的痴傻女子。

有些女子，年轻时本是曼妙的可人，可活
着活着就把自己活成了巫婆，这不是年龄的问
题，而是心态的问题。比如《那个过气女明星
教她的事》中的子君，年轻的时候能逐鹿影视
圈并小有名气，想必也是拼搏过的吧，但人到
中年却越发刻薄。遇上这样的人，香妹这个从
小城出来的姑娘，完成了书中所有女子最艳羡
的人生大逆转，她用自己的隐忍，硬是从一个
被人呼来喝去的“小保姆”变成了提携新人的
实力经纪人，自己也一步步从幕后走向台前。
她说：“子君姐，我们俩都是不愿认命的人。
只是，我不认命，我会去做；而你不认命，却

还在等着别人为你做。”
职场上不乏子君这种整天端着绷着、对身

边的人颐指气使、自己不懂努力还不知感恩的
人。其实，对于一个女人而言，自己有多刻
薄，映衬到脸上就有多丑陋；自己有多放纵，
映衬到身上，身体就有多走形。这世间最可悲
可笑的就是把自己活得一塌糊涂，还到处去喷
恶毒火焰，去伤害他人的人。愿世间所有的美
妙女子，都有如香妹般的坚强，即使处于巫婆
身边，也别忘了修炼自己，努力向上。

假如你空有欲望，而不能自食其力，这欲
望就成了张着血盆大口的深渊；而你若有为美
好而努力的行动和智识，那么欲望就是激发你
步步向上的阶梯。

《北京女子图鉴》
王欣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英语很了不起。当今世界有15亿人说英
语，其中以英语为母语的就有4亿人。尽管如
此，依然是：英语，想说爱你并不容易。

美国知名作家比尔·布莱森认为，尽管有数
亿人学习英语，但效果算是好坏参半。因为英
语对外国人来说可谓处处是陷阱，一不小心，
说英语的人就会犯下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在英
语中，一个小小的fly不仅表示苍蝇、乘飞机，
还表示男士服装中的裤门襟。试想这怎能不让
外国人晕头转向呢？比尔·布莱森是当今英语世
界非常多产且“能逗乐”的游记作家之一，文
化观察大师，其诙谐嘲谑的风格堪称一绝。其
作品《布莱森英语简史》全球销量逾百万册，
一直雄踞《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畅销书
榜。在这本书中，布莱森化身语言历史学家，
谈古道今、旁征博引，对英语——— 空前大起
底。

《布莱森英语简史》不仅是一本另类的英

语学习读物，更是一部欧洲文化发展史和一部
信息丰富的英语百科全书。本书包括《伟大的
造字先生们》《地道英语与蹩脚英语》等十六
章，书中涉及英语的发展简史、英语在当今世
界的地位以及英语这门语言的使用特点等方方
面面的内容。本书中不仅包括词汇、语法、词
源学等有价值的英语知识，还介绍了很多你不
知道的历史典故。本书承袭了布莱森一贯的举
重若轻的写作风格，各种鲜为人知轶事趣闻亦
贯穿其中，读者似乎可以通过作者的叙述穿越
英语发展的时光隧道。

在168个国家的航班中，有157个国家的国际
航班以英语为接待语言。英语之复杂就连母语
为英语的人也不能总是做到有效沟通，这一
点，初到英国的美国人都深有体会。《牛津英
语大词典》的编辑罗伯特·伯奇菲尔德曾说：
“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在发展过程中已经产生
了很大的差异，在未来200年里，这种差异将增

大到使两国人民无法再相互理解的程度。”
人们常说，英语和其他语言最大的区别在

于英语有海量的词汇。那么，这么多的英语单
词到底都是从哪儿来的呢？布莱森认为有四种
途径：一是将错就错的词；二是从外来语中吸
收新词，譬如ketchup（番茄酱）来自中国粤
语；三是凭空创造的新词；四是词语不明所以
地被改变；五是通过增减而衍生出来的新词。
英语中有100多个常用前缀和后缀，有了这些词
缀，英语便能够轻易地组成新词，这也是英语
和其他语言的不同之处。

《布莱森英语简史》轶事趣闻迭出，不论
是学习英语，还是看待西方世界，通过这本
书，你的视野会被拓宽，也会更了解语言对文
化和历史的重要影响。

《布莱森英语简史》
[美] 比尔·布莱森 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北野武的处女作小说《返朴》写的是“纯
爱”题材，真有点不可思议啊。我觉得这样的
题材，只有给渡边淳一写才对呢。不过，北野
武在《北野武的小酒馆》里写过，“用钱能买
到爱，这种话杀了我也说不出口。”看来，纯
真爱的念头，在北野武的心里根深蒂固。

在高龄、少子化日趋严重的日本，婚恋是
一个非常热门而现实的话题。以结婚为目的的
各种相亲联谊会比比皆是，但大部分大龄青年
男女都单刀直入地讨论婚姻，敞开心扉谈恋爱
的人越来越少了。也许就是为了针对这个社会
现象，北野武的《返朴》才反其道而行，写的
是一个大龄男青年寻找真爱的故事。这一次，
读者终于看到了丑陋强悍的阿武，也有柔情似
水的那一面。

小说里的男主人公小岛悟是设计研究所的
设计员。他在单亲家庭长大，多病的母亲已经
送往养老院。工作繁忙的他无暇顾及交女朋
友，只能偶尔与同学高木与山下在咖啡馆、酒
吧夜店聚会闲聊，缓解疲累。一次，他在咖啡
馆偶遇美由纪，俩人一见钟情，约定以后每周

四在这里见面。如果一方失约，下周再见。连
续两到三周失约的话，说明对方已搬离此地。
读到这里，读者一定会骂：笨啊！为什么不留
手机啊？美由纪说，没有联系方式的话，就更
不容易失约了！因为失约一次，可能就是永
远！

开始的约会进展得很顺利，俩人还一起去
听音乐会。美由纪显然对音乐很在行。但后
来，小岛悟由于工作原因耽搁了几次，母亲去
世又耽搁了一次，终于能去赴约了，却再也没
见到美由纪。此去经年，两人的爱情到底有什
么样的结局呢？读者的一颗心啊，陪着小岛悟
起起落落。要知道，小岛悟一直将求婚的戒指
带在身边。

北野武说，“虽然辛苦，我还是会选择那
滚烫的人生。”这话就像小说中悟的爱情宣
言。虽然孤单，他还是在人海里苦苦寻找美由
纪。然而，在这寻找之中，却揭开了美由纪曲
折的人生故事。

本书篇幅不长，北野武写得极为细致。对
小岛悟的设计工作和美由纪精通音乐也颇费笔

墨。北野武是日本的漫才演员出身，后进入演
艺圈，从未在大公司当过职员。但看他刻画职
场之事一板一眼，毫不露怯，显然下笔时认真
揣摩过。北野武曾请久石让为其拍摄的电影配
乐，可见他对音乐有很高的鉴赏能力。书中对
古典音乐知识信手拈来，应该算是对爱好音乐
的读者的回馈了。

读《返朴》中有关母亲的内容，我想象小
岛悟生病的妈妈的原型就是佐纪女士吧，与北
野武写的《菊次郎与佐纪》中的情节一样感人
肺腑。几处描写悟为母亲送葬的心情，想来都
是真的，催人泪如泉涌。

想起在电影《菊次郎的夏天》（北野武自
编自导自演）里，阿武领着一脸委屈的小男
孩，一大一小顶着向日葵走在阳光里的样子，
阿武的内心真是个纯净的大男孩，很像小说里
的悟。那么，《返朴》这本小说，写的大概就
是北野武对爱的领悟。

《返朴》
[日] 北野武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 速读

纹饰之美——— 中国纹样的秘密
□ 滕瑶 整理

这本书成为一把钥匙、一扇
窗，让我们得以借助一位西方设计
师的眼与笔，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
文化与美学，让我们从纹样这个局
部以管窥豹，去更深入地了解和欣
赏古代中国文化的丰富与美。

美妙如你，值得过更好的人生
□ 胡艳丽

芥子须弥
□ 小林

穿越英语发展的时光隧道
□ 邓勤

北野武的爱之领悟
□ 夏丽柠

■ 新书导读

《中国通史》
吕思勉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史学大师吕思勉经典之作，旨在按照
历史年代的发展顺序，从中国古代的开
化，一直讲到了革命途中的中国，叙述了
中国历史的演变以及历史重大事件。

《鸽子隧道》
约翰·勒卡雷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间谍生涯与小说写作其实是天造地设
的一对。两者都要随时准备好去窥视人类的
罪过，以及通往背叛的种种途径。”在他的
人生故事中，他既是作家约翰·勒卡雷，也
是间谍大卫·康威尔。该书再现一个伟大作
家的双重身份和多重自我。

《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
崔永元 等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以感动温暖的笔触，唤起人们对父亲
/母亲的怀念之情。字里行间无一处不涌
动着身为子女对父母的无尽思念，甚至是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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