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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与西方、紫禁城旧事与巴黎记忆，它们曾被这样隐藏

做艺术的目的是自救，通过不断地跟它较劲，生命得以

或守护，讲述或演绎。故宫与卡地亚，一段近600年的历

拓展，从而过上某种自知的生活。“我好像没有那么大

史和一段近200年的历史已不是第一次相遇，不过，我们

的能量，想要用艺术拯救全人类，它是我救自己的一件

总期待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再打破一些。曾经那些丰富

工具，但谁知道呢，可能做着做着，得以见自己，见天

032 被遗忘的长城

多彩的档案，勾画出卡地亚与中国的深厚情缘，这条线

地，而后见众生。这正是种艺术的一种力量吧。”艺术

人们提起长城，必然提到两千年的中华文明，提到中华民

索，贯穿整个穿越时间、空间、文化的旅途的始终。

家良亮人说。

090 髹之于麻

122 光影流沙
128 为了生命之重

族智慧的结晶，提到人类建筑史上罕见的奇迹。事实上，

一个浪漫精神的守望者，意味着与所谓的潮流保持适当的距离，守护人生的永恒价值。

长城的盛名与人们对它的了解并不相称，我们见过的只
是万分之一，真正的长城我们并不了解。2017年春，摄影
师徐晓晓分为三次，跨越一年四季走完了明长城全程，记
录下长城脚下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朴实风景。

吴观真画的都是他经历过的生活：老家的苔藓、荷兰
豆豆苗结出的花朵、树林追逐的婆娑光影……他的身
体对这一切有真切的记忆，以至于他前后尝试了六年，

1987年底特律的冬天，室外白雪已有20 厘米高，室内
的炉口却高达1300C；34 岁的王侠军第一次吹制玻

执意要表达记忆深处的那种快乐、自由和诗意：“我就

璃，从此走上另一条手艺人之路。在人生版图里，他

060 于倬云 修缮故宫一甲子

想达到那种效果，我想找到小时候玩的感觉，我想把

008 浪漫谭

变换过方向，而人生慢慢由轻转重，变得越来越脚踏

于倬云的一生并没有太多波澜起伏的修建壮举，每一

玩的意境做到画面里面去。”

实地。他在手艺中体悟的，是要永远保持那个不知天

精神的浪漫理应是人们内心的一种普遍需求。物质丰富时，浪漫思想与精神却稀缺了。中

个由他主持修缮的工程，大多带着四两拨千斤的谨慎，

100 锦色与玄光

高地厚的激情。

国的浪漫精神在哪儿？是理性与自然；是瑰丽风土与社会风尚；是儒道思想的浸润与基于

尽其全力地不损原貌。八十四岁时，于倬云在他的论文

106 静谧之城

136 交会北京

天性的自由选择。中国人的浪漫又如何实现？浪漫的类别和境界又为何？是注入热情的

集中提笔写下自述，“笔者自大学二年级学习中国古代

现世追求，是逸出常规的任诞和狂放，是神仙世界逍遥游或是禅意的悠闲……诗人麦芒、

建筑开始，热衷于古建筑已有60 年。”

建筑家与古建保护专家阮仪三、摄影家许熙正、艺术家彭薇，他们解读中国人骨子里的浪
漫，而我们期待的是以此为窗口，观望中国人的浪漫精神。做一个浪漫精神的守望者，意
味着与时代潮流保持适当的距离，守护人生的永恒价值，关心人类精神生活的走向。
封面图案来自1927年的卡地亚作品桥牌盒（局部），螺钿漆画盒体，
盒面嵌螺钿漆画表现的是一组“渔樵耕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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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言

HEART OF LIVING

时光谜底
Dao

我第一次从东华门进入故宫。跟着向导拐入通往东北角楼的小路，绕过原来的养马场，一排小院门口
挂着“故宫出版社”的牌匾。在此安家落户的《紫禁城》杂志已创办了快四十年。
《生活》的记者编辑曾经也到过这里，探寻故宫的蛛丝马迹还有背后那些少为人知的人文趣事。这样
的事情对于一个“报道者”和“写作者”而言，都是十分幸运的。而对我来说，最珍贵的是什么，当然还
，试图更懂得它。
是这座城，终于用一个深入的方式，把城“打开”
这一期《生活》以“浪漫中国”为题，故宫是重要的起因。它看上去静默无声，却通过视觉、触觉、听觉等
等体验，告诉了我和我们的团队专属于它的皱纹、性格、心绪。
人还是故事最重要的讲述者。不管时代怎么变化，每一代里面总有一定比例的“浪漫精神”的守望者，
与所谓的潮流保持适当的距离，守护各自人生的永恒价值。他们就在不远的那个安静的地方，就是那
张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钟表修复专家王津和亓昊楠师徒就是如此，带着属于工匠的温度，在那段岁月
美学精神的投影下，他们颇为感性地将记忆娓娓道来。
王津进入这个行业是上世纪70年代，那会儿故宫没有什么年轻人，一两年才偶尔进一个新人。徒弟亓昊

摄影：邹洋

楠之前是学自动化的，正好故宫有个应聘的机会，看到大型钟表——都是皇上玩的玩意儿，被震撼了；
他说人家都说到故宫工作都是前世跟故宫有点缘分。“钟表修复就是起死回生的过程，由静到动，由死
到生。我们就是让它回到最初的状态。”亓昊楠说。
王津的表达更朴素，“传承就是一个行当没断，钟表进来以后皇帝一直在用，就肯定有人给他做保养。
钟表在使用，修复就没断。历史一查，我们谱系很清晰，但每一代人不多，就两三个人。传承其实也就是
一修复技艺。”
“修复时间的人是在时间之外的，真正修的时候你又是在把握时间的。就是时间从我们手中流过，也印证
了我们修复的过程。我老觉得自己特年轻，其实快四十了。”亓昊楠也有了徒弟，已是第五代钟表修复者了。
作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故宫是一个象征——我们不像王津和亓昊楠那样，也许做到了真正理解它，只
能试图离它稍近一些，来观照自己的生活和思考。故宫自岿然地，像一根倔强的爬山虎，盘桓着
枝桠，将触角深深地刺入时间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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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浪漫理应是人们内心的一种普遍需求。物质丰富
时，浪漫思想与精神却稀缺了。中国的浪漫精神在哪儿？
是理性与自然；是瑰丽风土与社会风尚；是儒道思想的浸
润与基于 天 性的自由选 择。中国人的浪漫 又如何实现？
浪漫的类 别和境界又 为何？是注 入热情的现世追求，是
逸出常规的任诞和狂放，是神仙世界逍 遥游或是禅意的
悠闲……他们解读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而我们期待的
是以 此 为窗口，观 望中国人的浪漫精神。做一 个浪漫精
神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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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芒

“浪漫”是一个很新的词，最早是由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借用这两个汉

那么，到底什么是浪漫？ 这让我想起自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参加

再比如，在《同居》（1976）一诗的开头，年轻的诗人多多像哲学家一

坦率地说，这样的诗句与这样对浪漫的理解和呈现早已全方位 超越

字来翻译来自西方的概念。人人心中有，但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

过不少这样那样的座谈会，讨论“现代派”和“伪现代派”，讨论“走

样严谨陈述：

了徐志摩和戴望舒的境界，但又完完全全属于中国当代的时间和历

我反倒糊涂，“浪漫”在现代中国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纠缠不清，与现

向世界”，讨论“史诗的时代到了为什么当代中国还没有产生时代的史

代性相关的词和概念。

诗”。如今三十多年都过去了，我回国有时还会参加类似的大 大小小

他们将在街头同人生的三个意向相遇

播，一旦遇到这种真正极其珍贵的，来自我们自己活生生的历史的天

会议，讨论来讨论去，顿时就觉得“时光流逝而我还在这里”。我们已

老人烟斗的余火、儿童涂写在墙上的笔迹

才独创，往往仍然噤口失语，躲 得远 远，听任其自生自灭。如果我们

五四的一代是浪漫的一代。“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为

经生活在一个到处要求制造“浪漫”的世界，但好多事情仍是原地踏

和湿漉漉的雨中行走的女人的小腿⋯⋯

要讨论当代中国的浪漫，要做为当代中国人摆脱文化不自信，就必须

我 心爱 的人 儿，燃 到了这 般模 样 ”，郭 沫 若 的《女 神》是 典 型 的 浪

步，甚至倒退。所谓的“浪漫”不仅没有得到更清晰的解释，反而越来

漫。 由此更进一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

越沦为一种不用动脑，只需花钱消费的生活模式而已。

史。然而，我们看似不断翻新的教科书，我们日益标榜自信的文化传

摆脱对外人的盲目崇拜和只消费不创造的惰性，必须认真学习，珍惜
这些早已被 贡 献出来的，就 在我们当中，却至今 仍 未得到足够承认

在诗的中间，还有如下一段既思辨又精微的描写：

来人。”革命烈士的慷 慨陈词同样是悲壮和浪漫。那种青春激情，小

和重视的浪漫形式。

到恋爱，大到革命，都是浪漫的表现。“可上九 天 揽月，可下五洋 捉

如 果让 我 不分“ 轻 重 ”，不论“ 东西”，单 纯 发 表 个人 意 见，我会 觉

其实在他们内心

鳖”， 发挥到了极致，就成为了别无选择的革命浪漫主义。

得，浪漫不是什么名牌，不需要贴标签。归根结底， 浪漫与每个活生

时时都在寻找

多多于 2009 年秋 天获得 2010 年度的美国纽 斯塔 特国际文学奖，是

生的人有关，更与个人自由和创造有关。中国人浪漫吗？其实问这话

穿插那段往事的机会

获此 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作家和诗人。作为他的提名评委，2011年我

这种别无选择的夸大的浪漫是一种沉重的宿命。过分沉重了，人们就

就像问：中国人 丑陋吗？中国人性感吗？中国人有冒险精神吗？中国

时时都在用暗语交谈

为美国《今日世界文学》杂志的多多专辑特意挑选了三首诗翻译成英

会故意追求轻，浪漫 就变 成了花前月下，卿卿我我，靡靡之音，美酒

人自由吗？或者，如鲁迅曾反问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鲁迅最

就像雪天

文介绍给美国读者。我故意只选三首，因为它们写于不同年代，风格

加咖啡，何日君再来。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短 短几年内，物 极必反，徐

后的回答是：“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

用轻柔的步子从雾里归来

不同，而且都是此前并未得到特别重视的作品，所以我专门选它们来

志摩和 戴望舒的诗重 新变得流行，变得时髦。一些年前英国剑桥大

己去看地底下。”关于“要自己去看地底下”，我想再举一个例子。一

剥喂病人桔子时的心情一样

证明多多的不同凡响，第一首就是《同居》。一位纽约的年轻漂亮的

学还真为徐志摩立了一块诗 碑，刻上了《再别康桥》里的句子。但问

谈到文化大革命，一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们就总是用一种特殊

题是，徐志摩的“不带走一片云彩”真的能代表现代中国的浪漫？我

的定义、特殊的眼光去打量，好 像 那个时代只能是用某种眼光去看

“就像雪天／用轻 柔的步子从雾里归来／剥喂 病人桔子时的心情一

诗句和意象，尤其是“湿漉漉的雨中行走的女人的小腿”。这 就是多

表示怀疑。

一样。但当时有一个无名的年轻 人，这 样去看待 他 身处的那 个既 大

样”，中国 新 诗自诞 生以 来，还有比这更 新颖 又更 贴切的浪漫的比

多的诗歌历经时间，无需多言，却能直接打动人心的魅力。

又小的世界：

喻吗？

女记者，原本来自乌克兰，忍不住告诉我说她是多么喜欢多多的那些

稍微更 远一些，不多不少也正是十年前，也就 是 2009 年夏 天，我的

鲁迅属于 现代中国少数 很早就清醒谨慎讨 论 过“浪漫”的代价的作
家，他的演讲《娜 拉 走后怎样》和他的小说《伤逝》就 是证明。鲁迅

呵，亲爱的，让我们

二十多年以 后，在他的《诺言》（2001）中，早已不再 年轻的多多 仍

一位美国学生在北京学习， 此前因为上过我的课而喜欢上了朦胧诗

也曾用同样的清 醒嘲 讽了林 语堂的小品文 和“幽 默”。也许在 他 看

再看看窗外的世界吧

然保持着那种敏锐的对自己青春和爱的忠诚：

人的诗，尤其是多多的诗。正好我暑假期间也回北京，他趁此机会虔

来，“浪漫”和“幽默”一样，某种程度上都是可疑且靠不住的。另一

看看傍晚时分的烟酒店

方面，鲁迅却是一个真正的“反浪漫”的浪漫派。他的《野草》，还有

雨水打湿的街道、车辆和情人

⋯⋯就像三十年前

去瞻仰。我笑了， 想到的是我们身边闹哄哄的，到处仍在拆建、到处

他与许广平的通信《两地书》，我 认 为 都 要比徐志 摩的任 何作品浪

再看看起风的时候，城市多么荒凉

夕光中，街道上，背着琴匣的姑娘

都是工地的庞然大物的都市北京。

漫得多。

没有果实的树，又多么孤单

仍在无端地向我微笑

诚地问我：北京有纪念朦 胧诗人的故 居博 物馆 吗？如果有他一定要

你就会感到：我们应当在一起

几年后，听到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异想天开，在伊斯坦布尔创

以上是中国人自己关 起门来讨 论的浪漫。而在 跨文化的语境 里，情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甚至 就在更靠近今天的《中秋节》（2010），骄 傲的多多展现了他即

立了不只是存在于纸上的“纯真博物馆”的时候，我脑海里不禁又浮

况更复杂，牵涉到刻板印象和文化霸权等问题。比如，在很多外国人

就是家庭的时间

使在离开爱的同时也照样不忘思考爱的能力，那是一种无比卓越的

现出我的学生的这个问题。但当年的那个时刻，我是这样回答他的：

眼里，中国人并不浪漫。这 里当然有歧视和偏见。举目四望，当今世

你就会停止在玻璃窗上写字

爱的能力。“爱，是一声雷”，哪怕那是在可怕的孤独之中：

“对不起，北京没有纪念 朦 胧诗人的故 居博 物馆，恐 怕整 个中国也

界，在中文语境之外，没见谁偏喜引用哪位现代中国诗人的诗恋爱求

再不沉默，再不犹豫

婚，大多数读者根本就没听说过徐志摩。在美国，先不说中国人，连

也再不看我，就扑回我的怀中⋯⋯

同整 个亚裔尤其是亚裔男性群体，到现 在仍然苦苦挣扎于要摆脱那

暂时没有。但是我有另外一个建议， 我今晚正好要和多多和其他朋
有人祝我

友见面吃饭，如果你想要亲眼见到多多本人，你可以来。”我忘不了我

勿忘孤独

的那位学生听到我的回答时喜出望外的眼神，那是期待黄昏时分亲

种不浪漫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智利诗人 聂鲁达虽然拥有左 翼乃

这 就 是 出 生 于 19 51 年 的 诗人 多 多所写的《感 情 的 时 间》（197 3 -

眼目睹神话的眼神。 这个世界上，并不总是物是人非，或者物非人也

至共产党员的身份，与当代西方主流 意 识 形态迥然不同，但不妨碍

1980）的开头。这特殊的雨天傍 晚的一刻，这 被年轻痛 苦的诗人冷

非，也可以物虽已非然而人依旧是。说到广泛意义上的浪漫的当代中

人家是浪漫诗人，《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到现 在也还是通

静记下来的一刻，充满 对爱的渴望，从 对 窗外 季节和景 物的扫视到

国，这也是具体真实的一例。

行于西方世界的经典，甚至好莱坞的男女明星也会附庸风雅地读一

不经意地把目光转回室内，转回内心和两个人的世界，在诗中要比在

读。 所以，浪漫也是一种文化身份和话语权力。

现实中更为新鲜自由，更为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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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们总认为乡村保 护、建 筑保 护的工作 都是 从 建筑本身入

我们策划的屯堡工作营，邀请志愿者们参与安顺西秀区云山屯民居

手。虽然我们也会试图还原它的历史，但这项工作做 得越久，我们意

院落的修复工作。屯堡文化是明朝初年在贵州腹地“屯田戍边”遗留

识到这份工作是与人密切相关的。当我们思考为什么要做保 护建筑

下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屯堡石头民居是屯堡人空间聚落的形式，既

这个事情的时候，意 味 着我们想到的是 未来 会 使用它们、居 住在其

体 现了古人面对自然的智慧，也为当今地 域 建筑研究提 供了宝贵的

中的村民，或者考虑地更广泛一些，是整个人类。

一手资源。在距离平遥古城十七公里的木瓜村，据传木瓜村因村中的
一棵木瓜树得名。传统建筑以窑洞、夯土为主要特征。由于村内人口

从事 建筑 遗 产的保 护工作，让 你能感受到用语言无法形容的美。当

逐渐减少，现状建筑残损程度比较严重。几次举办的工作营依次修复

你行走在唐代的木构建筑中，或是一窥宋代 城市的遗 迹，愈发 走 近

了村中不少的建筑物。在西江千户苗寨的工作营，我们为这个保存苗

他们的时候，能够唤起内心中无比愉悦的情绪。虽然换个角度来说，

族“原始生态”文化完整的地 方，策划了数次的修缮方案。志愿者们

遗 产 保 护 这份工作从 发 展的思 维 来看——所 谓人 总 是要向前发 展

参与修复西江苗寨民居院落场地的恢复、石木结构建筑的搭建修复

的——似乎是逆着时代潮流而走的，就像那句时常被提到的话：“所

等。每当修复工作完成后，年轻人 就聚在一起聊天、唱着歌，坐在村

有坚固的都将烟消云散。”但这份事业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理想主义

口的空地上，看着月亮从山那头升起来，照在修缮后的房屋屋脊上。

的浪漫。当你走近一座一千多年历史的园林里，就能直观地感受到，
无论是视觉感受还是无法形容的体验都是其他经验无法替代的。

四年前，工作营迎来了驻地青年艺术家，用艺术表达年轻人对传统建
筑文化、传统生活的思考。我们邀请这些做当代艺术、视觉艺术的年

阮仪三先生时常被人问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坚持做保护？”他在

轻人，在古典园林、传统的乡村村落中进行艺术创作。我很喜欢他们

实际的设 计工作中是一个十分务实的建筑师，但他骨子里 就是一个

这些充满活力的年轻艺术家创作中包含的巨大张力，他们的创作能

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他觉得这些美的事物若是被毁灭了、无法传承，

敏感地展现出现 在进行时的传统与他们日常思考的差异。这可能将

那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成为我们未来的新项目，“艺述 遗 产”，在保 护建筑的氛围里，让艺
术发声。

1950、60 年代，他 在做学生以及 后来开始做老师的时候，那些古城
还 是 延 续着几百年来 一直的 模 样，无 论是 平遥、苏州、山西 等 等我

修缮与保护建筑的工作是理性的，但我们每次在现场都能感受到让

们今天知道的古迹名城，以及散落 在乡间或是不出名但是有着悠久

内心触动的柔软。不仅是参与保护营工作的人们，那些年轻人的到访

历史的建筑和村落。他被 这些充满了古人智慧与审美的建筑深深感

也让 生活在传 统 村落 与历史街区的人有所触动。他们 会意 识到，原

动。他的眼睛里看到过中国传统文化中美的一面，所以也能真正感受

来我生活的地 方那么有历史，甚至那些“破 房子”都那么有价值。他

到我们今天 所缺失的审美能力的训练。所以他 建立起“阮仪 三城市

们看到我们小心呵护地对待这些建筑，然后他们自己也会开始意识

遗产保护基金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建筑保护的行动中，在那

到原来 这些习以为常的事 物，是可以让他们值得 骄 傲的。即便工作

些古村落与建筑的现 场，感受到那 份美以 及生活在其中的浪漫。这

营结束，他们也会自发地去 保 护，这也是当地 人留给 未来的一份宝

是一个 慢 慢熏陶的过程，也恰 恰是如今的教育，以 及 建筑师的职业

贵遗产，故乡的记忆。

培养中缺少的部分。
阮仪三先生时常说：我认为重要的是教育人的工作，你一幢幢房子、
阮先生说，“留下来这些老房子、古建筑是来干什么呢？就是用来回

一个个城市保 护 得 再好，也只不过 就 这几件 事，在偌大的中国大 地

味的？不是。我想让这些东西能够进到人们的心里去。”让人们能够

上真是沧海一粟。而要紧的是人。要后继有人，要让下一代真正爱上

带着 保存这些美的事 物的愿望，带着 这份浪漫的情 绪，与自己的传

古建，我们的保 护事业才真正有希望。基 金会如今年 年 都 办 暑期历

统，和自己的祖先交流。这是一个带着乌托邦理想的做法。但我们发

史文化遗产保护义务劳动营。有中国人，有外国人参加，他们亲手修

现这并不是件空中楼阁的梦想。

缮古建筑，泥里、土里滚一滚，流一身汗，吃一点苦，会和古建筑、古
遗 产、古遗存产生由衷的亲情，真正爱上古建、古遗存，从而投 身于

从 2010 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做中法遗产保护的工作营。许多年轻人

保护事业之中。当然更多是要我的那些博士、硕士、大学生们从事的

都是带着志愿者的身份来参加保护工作，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相互之

城市保护事业一代代传下去。”
北京 © Rene Burri

间的沟通与文化交流碰 撞出十分 迷人的火花。志愿者们在两周的时
间里由当地工匠带领，秉承“原工艺、原材料、原设计”的修复理念，
亲自动手、动脚、动脑，参与真实的历史建筑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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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谁？
乌鸦在屋顶叫着。
空洞的眼神。
被移动的云。
地球上的蚂蚁自大着。
洁净的自杀者。
猫在脚底熟睡。
无知者的自以为是。
被推动的身体。
走向不存在的存在。
愚蠢的真理。
你不是你。
你是基因的尸体。
随着杜尚鸡贼。
有 3 个弹孔的废车。
别闹了，
哪有比堂吉诃德更浪漫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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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读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也许我不是个“浪漫”的人，常 把浪

很多事 物，有远 观，有想象，才觉 得它是浪漫的，落 实了，走 近了，味

漫看作“浪费”。大学时，看到同屋女生每天收到鲜 花一束，我会想

道就变了。古代中国画家好像看透了这些。我看古画总觉得跟真实的

那 个男生不送为什么零食 呢？你 看，作为中国人，我的“浪漫”很实

有距离，虚虚实实地，极少填满画面，大片留白，给人遐想。

用，很烟火气。
记得有次，我去看一位老艺术家，他在京郊寺庙边盖了很大的院子，
说 起浪漫，要去谈恋爱啊！风景、风尚、哲学 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

养着孔雀。听 起 来，很中国，也浪漫极了。但 进了院子，完全颠覆了

得有闲有情。浪漫是地地道道的人事。

我的想象。冬天，供 暖不足，我们冻得缩在房间里，不断喝热开水取
暖。孔雀也因为实在 太冷，养 在 屋内，床顶睡觉，桌下觅食，我像 是
在养鸡场内完成了一次探访。

看看沈复的《浮生六记》和恬淡有趣的春宫画；志趣相投的两个人在
一起，干什么都是浪漫的吧？

我想，我还是一个 地 道的中国人，所以不太喜欢 大学时那 个 天 天 送

笼统说来，中国的浪漫主义者都具有锐敏的感觉和爱好漂泊的天性，

浪漫 就 是浪漫，还能有什么意 义，任 何无目的无意 义的事情 都可以

花，刻意追求的男生，轰轰烈烈地方式吧。二十年后，再想起，他的浪

虽然在物质生活上露着穷苦的样子，但情感却很丰富。他们深切爱好

是浪漫的。但 凡太有目的，太有为在我眼里 就不够浪漫了。这样说起

漫真的很年轻，也很西化，充满热情和能 量。估计 现 在他也许干着

人生，所以宁愿辞官弃禄，不愿心为形役。

来，艺术几乎是浪漫的。

996 的工作，不会做这种不切实际的事情了。谁知道呢，或许 他追求

我做过大概 8 个系列的作品，总是起于热情和喜爱，新主意有了就很

到了自己柴 米油盐中的细碎却更实 在的东西。普 普通 通，平 平淡淡

在中国，消闲生活并不是富有者、有权势者和成功者独有的权利（美

的，也很好。

国的成功者更显匆忙了！）而是那种高尚自负的心情的产物，这种高
尚自负的心情极像那种西方的流浪者的尊严的观念，这种 流浪者骄

急切地要 实现它，一直到热情消退，离开 这个主 题。其实，不是 所有
让我心情澎 拜的想法都是好的，我曾开玩笑，20 个想法里能遇到一

做《好事成 双》时，翻阅了很多地 域的春宫画，只有中国春宫里的人

傲自负到又不肯去请教人家，自立到不愿意工作，聪明到不把周遭的

个好的，真正能实现的，就算运气好。有点像恋爱。但是，不去做，哪

物面目表情最恬淡，不夸张。家居器物庭院花草，都一一描绘。场景

世界看得太认真。

知道有呢？工作室里存着许多不满意，半途而废的作品。有时候，几

有趣而不激烈，由暧 昧到赤裸，一幅幅，递 进呈现，有趣而绵长。真

年前做过的东西，拿出来再看，竟然又启发了新的东西。

的很 像 陈寅恪形容《浮 生 六 记》那 样“闺房燕昵 之情意，家
庭迷盐之琐屑”。我想，这就是最中式的浪漫吧？

浪漫是溢出现实之外的东西。做《遥 远的信件》时，我抄写了许多过

这种样子的心情是一种超 脱俗世的意识而产生，并和这种 意识自然
地联系着的；也可说是由那种看透人生的野心、愚蠢和名利的诱惑而
产生出来的。那个把他的人格看得比事业的成就来得重大，把他的灵
魂看得比名利更紧要的高尚自负的学者，大家都把他认 为是中国文

去的艺 术 家文学 家 通 信，刻 意 摘 取 的却 是 他 们 讲 生活里的琐碎杂

学上最崇高的理想。他显然是一个极简朴地去过生活，而且鄙视世欲

事，最不浪漫的部分。比如：莫扎特跟父亲抱怨维也纳贵族们不送金

功名的人。

币，只给金表，生活拮据；米开朗基罗教他的侄子怎么跟弗洛伦萨的
上流女子交往；马奈希望他的《奥 林匹亚》能卖 5000 法郎，可以 跟

—— 林语堂，《中国人之爱悠闲》

德加去意大利旅游，好赌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屠格涅夫借钱⋯⋯
对比我听到的音乐、读过的书，看到的绘画，他们的作品浪漫得令人
唏嘘。所以，我觉 得这些文字与中国山水画对照，很有意思。中国的
古代山水哪里像现实里的真山真水啊，画上没有一座山头，一片树叶
像 照片里的东西，它们是人 对景的印象，转化成笔墨、符号，呈现的
是远观和心中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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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升起，北京爨底下村，
0232016

幻影重行
摄影：Michael Kenna

编辑：连旌乔

直到现在，他还能回忆起祭坛上总是亮着的一盏灯，模糊地映出一个看不见的神。

2011年，Michael Kenna 来到北京，与中国画廊洽谈合作事宜，这已

卖给报纸。也是在这一期间，他结识了鲁斯·伯恩哈德，并成了她的学

经不是他第一次来中国。

徒。每天结束工作后，Micheal便跑到山上的工作室当印刷工，直到凌
晨一二点。就这样，他们共事了近10 年。鲁斯·伯恩哈德不仅教授了她

Michael Kenna是英国著名的摄影师，以其不寻常的黑白风景照片而

的理念，也让Michael了解了摄影市场是怎样的：什么是博物馆，什么

闻名。他的照片被许多美术馆收藏，几乎所有大型的购物网站，都售卖

是画廊，照片又是怎么卖出去的。

他的画册。他出版了二十多本书，作品里涉及了全世界的风景，从美国
密西根州迪尔伯恩的郊区，到日本北海道被白雪覆盖的岛屿，还有中国

很快，Michael 办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展览，这是纽约的一个团体展

不知名的小城。他惯于在黎明和夜晚摄影，通过长达10小时的曝光来

览，展出了他的一幅彩色照片。多年之后，Michael把他那些彩色的照

拍摄缥缈的光线。微光变换的形状在长时间的曝光中显现，质地和物

片都收起来，用黑白照片填满只属于他的整个画廊。Micheal 还记得

质上的对比被放大，产生了一种精致、聪明的明暗修辞。

他的第一次演讲，当时的他不知道自己讲什么，只好坐在观众席上自言
自语。现在他已经摄影超过40年，有很多故事可以讲，但在那一刻，有

这些照片里没有人，只有景观，这是他为了避免时尚变迁和审美教条主

的只是紧张和不知所措。

义的选择，也是个人的志趣。在西方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摄影师，反
倒显现出了一种对东方的亲近。早年他信奉天主教，现在他读老庄与阴

生于20 世纪50 年代的他，经历了摄影技术的巨变，不过显而易见，他

阳论。他对胶片摄影的执着，有着修行的意味。在拍照时，他不断地喃

对任何数码产品都不太感冒。“摄影比以前容易多了，相机可以自动曝

喃自语，并自称为“与被拍摄物的对话”
，与事物的精神性交流，亦是他

光，你也不用思考，机器会把一切告诉你，包括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

自幼形成的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正常的。”机器越是精确，容错率越低，结果就越趋于同一，这不是他
想要的。他喜欢的是“打交道”的过程，那是缓慢、不可预知结果的。

1953年，Michael Kenna在英国怀德斯一个贫穷的工人阶级天主教

“我真的很喜欢夜间摄影和长时曝光，夜间有飞机飞过，云层移动⋯⋯

家庭出生。因家庭条件有限，他同哥哥姐姐挤在一个房间里睡觉，他是

事物不断变化，可能会突然下起一阵雨。”如果一切都是可控的，那么

这个家庭的第5个孩子，后来也一直是最小的那一个。走出这个狭小的

人会永远被圈定在一个范畴里，要打破范畴，就需要一点失控感。

空间，童年的大部分时间，他是在当地的公园、火车站度过自娱自乐。

八颗星，北京天安门广场，2016

在家庭的影响下，他很早就成为一名神童，参与一些人生中重要的仪

比起彩色图像，单色图像是更神秘的；自然中的谷物是好的，一切的非

式，洗礼、婚礼、葬礼。10岁，他决定成为一名牧师。他曾称童年的自己

复制品是好的：一件事物，还留有被解释的余地。他并不想要所有的细

一直“活在想象中”，孤单而敏感的小孩，有着对空间和时间惊人的感

节，比起复制眼中看到的景象，他想要拍下的，是童年祭台上的，那盏

知力，直到现在，他还能回忆起教堂中特有的气味，祭坛上总是亮着一

可以引发无限遐想的灯。

盏灯，模糊地映出一个看不见的神。在天主教神学院度过的7年，他学
会了静默、自律和冥想——都对后来所做之事影响深远。不过，牧师

他坚持自己印刷所有的照片。在幽暗的光线中，长时间等待着不可预

的志愿在青春期终止了，男孩意识到了周围有女孩的存在，开始不确定

知的结果，这是他所熟悉的暗室，只有在这里才有制造幽微的可能，尽

独身是否适合自己。因为平时擅长涂涂画画，他选择了艺术学校，在这

管它是费时、昂贵，失败又经常发生。在处理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细

里，他遇到了摄影。这种在当时大热的创作媒介看起来非常理想，因为

小的发丝、不知名的点状物、划痕，需要细致地润色，他觉得这是一种

它可以赚钱。大约是13岁，Michael第一次拿起相机，那是一台便宜的

享受。

小型塑料相机，名叫DIANA。
老派的手法，使画面弥漫着禅意与宁静。快节奏而嘈杂的现代世界，在
艺术学校毕业后，Michael来到一所商业学校，完成了摄影技术方面的

修禅者的眼里充满着干扰。他所追求的观看中，描述，要比建议来得更

学习。他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习惯：一个人去到大自然中，观察和拍照，实

重要，提供想象与沉思的空间，好过展示所有的细节。而那些感受看似

现个人化的表达。结束学业后，他做了一阵子的广告助理，后来又到了

简单的画面，线条和图案交错，白色背景上有黑色的形状，像是

到约翰·希勒尔森摄影公司(John Hillelson photographicagency)

一块极简的画布，呼应出东方的哲学。

工作，这是一家玛格南、西格玛、伽玛的经纪公司，他负责把摄影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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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紫禁城，北京景山公园，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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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火通明，北京朝阳区，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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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与建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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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喃喃自语
撰文：卢骁

我是2011年的时候认识 Michael 的。2011年夏天他来北京，我们商

过往我们看到的黄山，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一幅画面想要纳入的

谈画廊的代理和展览问题，之后打算带他在北京四处转转拍拍照片，

主题太多，所以看完之后很难记住任何一个画面，感觉往往雷同。看

由于日程比较紧，那次我们只去了故宫，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去故宫的

Michael的黄山，乍看是它东方水墨画的影子，再看下来，你会发现他

时候，因为过地铁安检，我看到他带了至少二三十卷胶卷，可是到了

照片在保持独特的视觉特点和审美一致性的同时，每幅画面都具有独

故宫后从午门进去一路走走逛逛，他没有拍一张照片，只是拿着相机

立的表现主体。换句话说，他的画面很容易让人记住，或许不是全部，

有时取景看一眼。一直走到御花园，在一棵树前面，他支起了三脚架，

只是一部分，但其中肯定有过目不忘的画面。在我看来这是一幅优秀作

很短的时间内他对着那棵树拍了大概 3-4个胶卷 ——这张照片就是

品应有的魅力：不是一霎那的视觉冲击，而是能被记住、能被思考的。

Forbidden City Tree, Study 2, Beijing, China. 2011，后来一
直留在他的网站上。

我也发现他永远能带给你惊喜，他所看到的、框取的画面总是在你的
意料之外。随着一起出行的次数增加，我有时候也能大概猜到他取景

之后我们去过黑龙江雪乡，大理洱海，元阳梯田，元谋土林，南通，黄

的喜好，但往往是你以为他会这样取景，最后照片出来的时候才发现

山以及柬埔寨和缅甸。

一个小小的角度变化，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画面和感觉。

Michael 跟家人旅行的时候，基本是不会拍照片的。在跟我们一起

虽然Michael在拍摄的时候非常投入和认真，但平时我们相处得非常

为了拍照而出发的旅行中，我感受到最多的就是他的投入和专注。一

随和，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架子，也没有所谓“大师”的气场。他对每个

旦拿起相机，他就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摒弃外界一切的干扰，这

人都非常友好，时刻保持谦逊，同时对这个世界始终充满好奇。拍照

时候一般我也会走开，给他独自的空间去拍摄。他平时会看很多书，

过程中他的精力特别充沛，只要在工作状态中，他可以连续几天从早

对于东方的一些哲学思想很感兴趣，比如老子和庄子，还有阴阳的理

工作到晚地拍摄，在车上也随时注视着路边的景色，以寻找适宜的拍

论。我们曾经深入探讨过拍摄的问题，他认为一切万物都是有能量

摄地。

的，一棵树、一块石头都是有能量的，在拍摄的时候他会跟被拍摄物
进行对话——不是形式上的对话，是真正的对话。具体地说，我认识

在我 看来，M i c h a e l 作品的画面风格 随着时间一直在变化，早 期

到这件事，正是因为我发现他在支起三脚架准备拍摄时就一直喃喃

70-80 年代的作品可以看出他追随老师鲁斯·伯恩哈德、米诺·怀特

自语。我很好奇地问他在说些什么，他说自己在和被拍摄对象进行对

的痕迹，延承一种神秘感和画面的隐喻。后来的一段时间，一些极简

话，他觉得拍摄也是一种能量交换，他的能量和被拍摄物的能量通过

的、留白的作品开始出现，画面的秩序感和形式感也不断被注重。到了

相机在进行一种交换，他的喃喃自语实际上就是和被拍摄物之间沟通

近几年，他的作品越来越变得硬朗、对比强烈起来。我不确定这是不

的方式，好去了解和体会。

是跟年龄的变化有关，如果说早期作品是欲说还休，中期作品是虚无
缥缈，他现在的作品，则越来越趋于言简意赅而掷地铿锵的。

我会给他一些拍照地点的建议，然后我们再一起决定去到哪儿。我
比较想带他去一些国内比较热门、摄影发烧友喜欢的所谓“摄影圣

对于东方文化的喜好，让Michael拍摄日本三十多年，之前中国之于他

地”，因为我最初就是被他拍摄的黄山系列吸引，才开始关注这个人

最大的障碍是语言，此外行程安排也比较困难。2011年之后，他解决了

的。对比那些可能给我们带来新鲜感的陌生景点，黄山这样的题材

这个问题，现在几乎每年我们都会选择一个地方旅行、拍摄。我

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关于黄山的照片是什么样的，我们早已

想中国的美食，同样也是吸引他不断再来这里的原因吧。

Michael Kenna在大理洱海 ©卢骁

在脑子里形成了思维和审美的定式。尤其是黑白照片下的黄山，其实
无外乎是对于水墨画的模仿，体现磅礴的气势和恢弘的场景，然而

Michael镜头下的黄山让我觉得非常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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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维修中的宁夏中卫四方墩

032

033

被遗忘的长城
撰文：邹洋

摄影：徐晓晓

人们提起长城，必然提到两千年的中华文明，
提到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提到人类建筑史上罕见的奇迹。
事实上，长城的盛名与人们对它的了解并不相称，我们见过的只是万分之一，
真正的长城我们并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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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石彬伦讨厌把长城赋予象征意义。在他看来，长城已经变成了一

徐晓晓开始研究长城，先是买来各种书籍，包括《长城，从历史到神

个隐喻。人们提起长城，必然提到两千年的中华文明，提到中华民族智

话》《万里长城百年回望》，甚至还去找戚继光的军事著作《练兵实

徐晓晓进入村里，总是先碰到一群老人。他们聚集在村口，彼此交谈，

慧的结晶，提到人类建筑史上罕见的奇迹。事实上，长城的盛名与人

纪》——这本书写于长城兴建的年代，里面涉及很多长城和练兵绘图。

一路所见，大部分村庄都很安静，换句话说，没有太多生气，留在村庄

并不是要讨论什么大事，而是因为无事可干，纯属消闲。西北多空旷，

们对它的了解并不相称，我们见过的只是万分之一，真正的长城我们

最终，晓晓以央视纪录片《长城内外》为蓝本，详细列明了拍摄清单，

里的主要是老人和小孩。春天，晓晓遇到人们在春播，秋天，遇到人们

目光可以落在很远的地方，夕阳西下，或许还有狗在脚下踱步，一切

并不了解。

包括要去的地点，可以采访的人，需要拍摄的文本或静物，以及相关备

在秋收、脱谷，冬天，下起了大雪，大地一片苍茫。

都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注。例如，在山西忻州市偏关县老牛湾村备注一栏，她写道：老城和黄

2
2017年，徐晓晓开始了她的摄影项目《九边重镇》。长城的历史虽有

河的握手处。从老牛湾到长城出偏关，一共67里，这段叫黄河边，也叫

助手负责开车，她则坐在副驾驶上时刻留意风景。河北至北京有一段

软边，老牛湾墩又名望河楼。她激动地在旁边写了一个“GO!”

让人印象深刻，公路是沿着长城而建的，无论开到哪，视线里一定会

两千多年，不过很多已随时间 灭，我们今之所见长城，大部分为明朝

徐晓晓对长城的兴趣源于《寻路中国》。2001年夏天，一个中文名叫

所建。明朝建立后，为阻止北元及女真势力骚扰，从洪武至万历二百年

“何伟”的美国记者考取了中国驾照，然后开始了中国乡村与城市的自

这是她第一次开车出去创作，每次出发前，她都会提前做好一个月左

助手常常急刹。徐晓晓称这种偶遇为“邂逅”，事实上，虽然做了详细

间，经过20次大规模的修建，筑成的一条西起甘肃嘉峪关，东至辽东

驾漫游，他把沿途所见集结成书《寻路中国》，其中一段便是由东海之

右的路线规划，详细而周全，当天拍摄完毕，会确认好第二天的行程。

的规划，大部分照片都是旅途中邂逅得来的。

虎山，全长8851.8 公里的长城。为方便戍守，又沿长城一线设立九大

滨一路向西的长城之旅。

她尽量带了足够的装备，一个移动摄影棚，三台相机，包括数码相机与
胶片相机，闪光灯，三脚架，胶卷。大部分照片是胶片拍摄的，因为不

路上遇到的大多数人都很友善，让她惊讶的是，很多人对摄影师的出

何伟没有阐释长城相关的历史或人物故事，而是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

能即时看到画面，每天拍摄完毕，徐晓晓都将拍过的画面画下来，方便

现不以为意（除了宁夏回族地区不太好拍），拍摄村口的老爷爷时，她

展开叙述：他遇到乡镇干部对他劝酒，第一条理由是“既成事实”：你

随时翻看——这些速写简单诙谐，带着少女风的涂鸦感。

生怕因为交谈而破坏了构图，可直到拍摄完毕，双方也没有说一句话。

3

有一次，她远远看见一个大姐戴着黑色面罩在放羊，下车拉家常，她得

军区，“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
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有长城出现。遇到不错的人或场景，她会立刻要求停车拍摄，这引得

春天，徐晓晓和助手两人开一辆吉普车出发，去了河北和北京，夏秋

一定要喝；他习惯了在经过铺着农作物的路段加速行驶，以帮助谷物

之际，他们去了山西和陕西，冬天，去了宁夏和甘肃，从山海关至嘉峪

脱粒；路上，他经常遇到搭车的女性，她们穿戴整洁，浓妆艳抹，带着

关（山海关至虎山段已不存）分为三次，跨越一年四季走完了明长城

一股廉价的香水味，这些人主要是在离家比较近的地方打工，每次，

全程。根据中国长城学会提供的数据，明长城保存较好的比例不足

何伟问她们包裹里是什么东西，她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礼物。

10%，消失的比例已达到1/4。晓晓一路所见大致如此，在河边和北

知大姐得了皮肤病，因为去不起医院，只好带着面罩放羊，这张照片引
人们习惯把长城想象为一道孤立的城墙，事实上，长城是由关、口、

人注目，有点魔幻现实的感觉——尽管背后是赤裸裸的现实。很多场

城、堡、障、墩等各种建筑组成的完整防御体系。关和口是大型重要建

景都让她产生类似之感，在甘肃，村口的大蘑菇建筑表示着这个村庄

京，尚可见长城以砖石砌成，越往西走，愈多断垣残壁，至宁夏甘肃，长

何伟对长城沿线人们的生活描述让晓晓心有戚戚。千百年来，长城好

筑，比如，山海关、古北口；城和堡次之，前者有军有民，后者则为纯粹

以养殖蘑菇为生；在唐山迁西县潘家口，她见到长城沿山脊没入水中；

城基本是一堆沙子了。

像穿越时空一样见证了世事变迁，如今，长城失去了作用，长城及其脚

的驻军之用。为加强防御，有些地方长城是网络状的，在北京和山西

在山西与内蒙交界之处，她真的看见了何伟在书中的描述：在一千八百

下的村庄发生了如何改变？当地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经济的快速发

偏关之间，就有南北两道长城，更有部分地区多达四道。

多米的海拔位置上，公路从一段明代城墙上穿墙而过。

人们对长城加以想象往往多于对它的考察。1923 年，《美国国家地

展对那里造成了哪些影响？对这些问题晓晓充满好奇，她知道这是她

理》宣称人在月球上可以用肉眼看见长城，这成为关于长城最为广泛

要拍摄的项目。

长城全线大小共有1000多个军事聚落，有文字记载“十里一小墩，五

的流传。46 年后，阿姆斯特朗登月归来，委婉地说没有从月球表面辨

里一大墩，十里一寨，二十里一堡”，堡作为最小的防御单位，每座围墙

认出地球上任何一个人造建筑。那么从更低的轨道呢？我国太空第一

周长大都在1000米左右，墙高5-7米，兼具防御、屯兵、屯田、供给等

人杨利伟不假思索地给出了答案，没有。

多项功能。多数堡只有南门，因为它北侧2、3公里的地方便是长城。随
着长城失去军事防御功能，一些军堡逐渐演化为长城沿线的各个自然
村落，不少已经破败。这是徐晓晓的主要拍摄路线。

034

035

在秋收季节，徐晓晓去到陕西榆林建安堡，这里曾屯有重兵，后汉蒙

他把晓晓和助手带到了自家的小院，都是他巡查时发现的长城文物，

双方互市，驻军逐渐裁撤，经年累月，鼎盛时期曾有一千多人口居住。

比如已生锈的箭头，石碑碎片，长城砖、石雷等等，他希望有朝一日能

如今，只有几十户人家住在这里，其中一户人家正开着拖拉机在街上转

在榆木岭建个长城博物馆，把这些文物都陈列其中。他守护的榆木岭

圈脱谷。简单几句交谈，她得知附近还有一个长城遗址，立刻前往。一

段长城共15 公里，有3座烽火台、17座敌楼，来回一趟得五六个小时，

到那里，远远的，戈壁潇潇，她看到一条与环境几乎融为一体的城墙

这样的路线，他每隔三五天就走一次。因为守护长城，他没有外出打

和几个土墩台（烽火台），走到一座墩台下，外面的包砖整排塌陷下来，

工，每个月120 元的补助，还没出去打工的村里人一天赚的多，甚至家

露出里面的夯土，“在一片黄沙之上。我拍了一张照片。那一刻，我觉得

人都一度觉得他“不务正业。”

很沧桑”。
我问晓晓拍摄时有遇到什么困难。她说在没有开始的时候，所有事情
晓晓最大的感受是人们对长城的矛盾性，尽管长城在人们心中被赋予

都充满了困难。从项目筹备到正式拍摄花了三年准备，申请基金好几

如此伟大的意义，生活在长城脚下的大多数村民却对长城漠不关心，

次都被拒绝。出发之前，心里也是忐忑不安，不知会遇到什么情况，更

他们更愿意推倒那些残旧的城门，用其中还完好的砖石垒猪圈，她不

担心自己的照片流于表面。有的时候连续几天没有拍到什么，心里会

时看到有人在城墙上养猪、养羊，有人还直接给敌楼安个门住在里

有点失落，心想着要赶紧上路啊，要有邂逅。但只要拍到一张觉得不

面。她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你是来干嘛的。晓晓说我来拍长城。人们

错的照片，就立马恢复了拍摄的信心。

一脸困惑：
晓晓说摄影对她来说，既是探索世界，也是探索自我。她的照片初看
“长城有什么好拍的”。

很安静，但又给人静水深流的感觉。她珍视每一次邂逅，想要留存那
一刻的神奇与真实。“我觉得摄影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的开放性，它可以

5

表达氛围，引出问题，给观众提供一个自由想象的空间。”

不过也有一群人在义务守护着长城。长城沿线约有4650 位长城守护

最近，《九边重镇》即将出版成书，在编辑照片时，她考虑换一个新的

员，他们大多是中老年人，没有工资（或有一天4元的长城守护补贴），

名字《饮马长城窟》，其取自汉乐府民歌，本意是士兵在长城之下寻找

没有保险，缺乏专业训练和必要装备，平常还要靠打工或务农支持家

泉眼，以让战马饮水。她专门起了一个英文名《Watering my horse

庭生活。

by a spring at the foot of The Long Wall》，她说my horse意
在强调这是自己的旅程，正如她所相信的，通过摄影，她会找

徐晓晓去到唐山榆木岭村拜访梁庆立的时候，他还在亲戚家的餐馆帮

到自己的甘泉。

忙，听说有人找他，他穿着围裙从人群里钻出来了。梁庆立是少有的青
年长城保护员，今年 32岁，十几年前就开始义务守护长城了。

右页这些文物全部出自河北秦皇岛抚宁区板厂峪长城脚下的“长城文物展馆”：
1.永平府段长城奠基专用砖头（明朝）；2.装大炮用的铁弹丸（唐朝）；3.石头秤砣（唐朝）；
4.油灯（明朝）；5.三眼火铳，明朝嘉靖年间出现的一种威力很大的火器，既可以远距离射击敌人，也可以近战砸击，是一种两用兵
器，明朝中后期，军方开始大量装备，属于常用武器（明朝）；6.敌楼门专用锁（明朝）；
7.长城城堡里摆设用吉祥物 （明朝）；8.钱票模子（明朝）；9.河北秦皇岛抚宁板厂峪大安口入关专用章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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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

北京
2016 年底，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国长城保护报告》，指出万里长城总
长度21196.18千米。其中，北京段长城墙体有573千米，大约有总长
度的四十分之一。不过，世人所熟知的八达岭、居庸关、慕田峪等著名
长城段落却都坐落在此。
长城北京段以明代长城为主体，由东西向和东北西南向两大体系组
成。大多构筑于崇山峻岭、悬崖陡壁上，以气势雄伟、规模浩大。全线
共有城台800 余座，关口71个，营盘8座。在明代为两个军镇驻守，蓟
镇和宣府镇。蓟镇长城从山海关起，直至北京东北，宣府长城从北京
西北，直至大同。

038

路边的杏树 ，北京密云和河北省交界处五道梁长城脚下
039

一位放羊的阿姨，河北抚宁县董家口

040

放Hello Kitty风筝的小男孩，秦皇岛驻操营镇城子峪村

041

牧羊人，河北省宣化县青边口

042

043

一位干农活的老爷爷，河北抚宁县庙山口

044

一个拿着玩具抢玩耍的小男孩，河北抚宁县庙山口

045

河北
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认为：“明长城是中国规模最大、最坚固、
最雄伟的长城，而蓟镇段长城又是万里长城中最坚固、最完善的一
段。”蓟镇又名蓟州镇，为明九边重镇之一。总兵驻地三屯营（今河北
迁西西北三屯营镇）。其管辖范围东起山海关，西至石塘岭亓连口（在
北京怀柔慕田峪东5公里），延袤880 余公里。蓟镇是明长城九边重镇
军堡密度最大，军事管理层级最多的区域，担负着保卫北京的重任。
明朝著名将领戚继光曾戍守蓟镇十六年，嘉靖二十九年（1550），戚
继光开始戍守蓟门。《明史·戚继光传》记载：“继光在镇十六年，边
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山西
山西现存长城遗迹主要以明长城为主，山西明长城全长 896 公里。设
有太原（也叫山西镇）、大同二镇，修建有内外两道长城。外长城又称
大边或极边，它曾经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如今又成为山
西与内蒙的省界。内长城称为内边。大同镇总兵驻大同，主要负责山西
外长城的防御，太原镇总兵驻宁武关，主要负责山西内长城的防御。
山西长城沿线的城堡星罗棋布，保存至今的城堡，有的一度曾为县
治，比如右卫城、凤凰城；有的依旧繁华，比如老营堡、新平堡、威鲁
堡；有的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而被废弃于荒野，比如桦门堡、柏杨岭
堡、旧云石堡；更多的，则演变为晋北大地上平凡而普通的村落，比如
得胜堡、利民堡、守口堡等等。
长城敌楼望出去的景色，河北抚宁县庙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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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黄昏时，在广场上玩耍的小孩，山西省大同市镇川堡（右页同）

048

049

山西忻州市河曲县黄河岸边的一个稻草人

050

去山西省河曲县娘娘滩路上遇见的一片向日葵花田

051

陕西
明长城陕西段 属延绥镇（榆 林镇）管辖，据史载，其大 规模的修筑
共有两次，即成化九年（1473）所筑的二边和成化十年（1474）所
筑的大边。
大边长城全长约 600 公里．基本上沿毛乌素沙漠南缘分布，全线墙体
均为黄土夯筑，现存高度一般为2~3米，最高达5米，其中的相当一部
分已被沙漠淹埋，地表呈现出断续隆起的沙垄。二边长城修筑于大边
内侧数公里至40 公里一线的山区地带。走向略与大边平行。其构筑方
式基本为“依山凿削”，堑山成障，保存情况较差。在大边与二边之间
或两边线上，存有屯兵的城堡 30 余座和烽火台多处。
爷俩儿秋收完正要回家，山西省左云县八台子村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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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三个小女孩在村口跳绳，山西省左云县宁鲁堡村

055

宁夏
明代时期，沿边九镇 ,，宁夏有其二，宁夏镇与固原镇，而且三边总制
（下辖延绥、宁夏、甘肃三巡抚和陕西军务）常驻固原， 使得宁夏地区
成为当时的西北防御中枢。宁夏修筑了大量的长城防御工事，先后修
筑了包括东长城 (河东墙、河东壕堑以及横城大边) 及沿河边墙、旧北
长城、北长城、西边墙、固原内边及徐冰水新边等9 道长城防御工事，
长度达1500 公里。这些长城墙体与相关千余座堡寨烽燧相结合, 构
筑明代这一地区绵延不绝、立体纵深的长城防御体系。加上修缮利用
的战国秦长城，几乎将宁夏囊括包裹，遗迹贯穿南北全境。

甘肃
甘肃是长城资源大省，境内长城修建始于战国秦，其后历代多有修
筑，现存遗迹主要是战国秦、汉、明三代，三代长城的西端起点均在甘
肃境内。
长城横跨甘肃省境东、中、西三大地域，分布在11个市州，所处地貌主
要有黄土高原的沟壑峁梁、戈壁滩和沙漠等，总长度为3654千米，居
全国第二。其中明长城1738千米，长度为全国之首。长城墙体材质以
土墙为主，石墙较少，还有壕堑、烽燧、关堡、山水险等其他遗存，形
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综合性军事防御体系。甘肃长城的构筑方式以黄
土夯筑为主，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部分地段使用红柳、芦苇、胡杨、土
坯，石块等砌筑、垒筑、叠筑、堆筑或混筑，部分地段以山水为屏障，
充分体现了甘肃的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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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蘑菇雕像表示该村盛产蘑菇，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

057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
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二》

春节社火结束的时候，一辆拖拉机拉着两条道具船在回家的路上，甘肃省嘉峪关市新城镇观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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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古建部的院落里，摆放了从各处替换下来亟需修缮的琉璃砖瓦
061

故宫的年轻人们习惯称于倬云先生为﹁于工﹂，于工程师。

正是于倬云，由他作为主要技术工程师研究攻坚，

为故宫设计安装现代化防雷装置。

于倬云的一生并没有太多波澜起伏的修缮与保护的壮举，

年。﹂
60

每一个由他作为主要技术人员参与修缮的工程，尽其全力地不损原状。

八十四岁时，于倬云在他的论文集中提笔写下自述，

﹁笔者自大学二年级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开始，热衷于古建筑已有

资料提供：故宫博物院古建部

寥寥数语的后记是他留给公众为数不多的流露个人情感的表述，

摄影：邹洋

其他所有可查的文字资料中大多是分享理性审慎的修缮经验

与他毕生对于故宫建筑的研究。

采访、撰文：刘匪思

修缮故宫一甲子

角楼下的年轻人

酷爱用老练的隶书，而非中年后惯用的行草，在绘图说明一栏中签下
自己名字。北京周边的许多古建筑都留下了他测绘的足迹。

1930 年代末，一个面容清瘦的学生于文汉经常跑去故宫博物院附近
站着。由于付不起故宫的门票，他只能站在城墙外的马路边，抬着头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于倬云所在的营造科先后被北平市工务局

眺望角楼和宫门。

和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接收。1949 年1月，北平解放。而经历了这期
间纷乱的故宫博物院，院内到处是断瓦残垣，甚至在屋顶上长出几

于文汉已经考进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建筑系，刚上大二，学校里开设

米高的树来。接管故宫的华北人民政 府高等教育委员会下令，组建

的中国古代建筑史课程，让他开始对传统宫殿建筑着了迷。紫禁城成

故宫抢修工程小组，于倬云成为小组成员。

为故宫博物院对外开放后，门票售价是一块银元。但他每个学年的
学费就要花掉三十二块。他没想过问家里拿钱买门票，宁可站在宫

在魏文藻先生的《紫禁城建筑研究与保护》序言提到，“至新中国成立

墙外远远看着。

之前，在占地72万平方米的紫禁城内，举目可见荒凉丛生的杂草树木，
堆积如山的垃圾渣土，倾斜断裂的阶石和栏板，坎坷不平的砖石地面，

此时，他未曾想到几年后，他将成为故宫建筑保护者中的一员。更未

堵塞不通的雨水沟道，空臌剥落的油漆彩画，渗漏倾塌的殿堂阁楼，可

曾想到，他将主持为这些眼前的文物建筑群进行保护性的修缮、为

谓满目疮痍，一片凄凉，昔日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变得黯然失色。”

其安装全新的防雷设备，倾注一生都在此工作。
那是紫禁城近代以来所经历的规模最大的清理，当时已经有意识地
离毕业还差一年，家中已无法承担于文汉的学费。他用“于倬云”的名

用摄影来记录主要的修缮与清理的景象。清理的规模可以从一系列

字，避开在校生不得参加职业考试的要求，高分通过了当时建筑工程

的数据中想象出，直至1953 年，故宫内清理出垃圾 25万立方米 , 疏

技术人员的资格考试（考试院高等技术人员建筑工程类设计专业统

通近二十公里的雨水沟，以及两公里长的故宫内的金水河。因为没有

考），被分配到北平建设总署都市计划局营造科，成了一名技士。在今

固定的施工队，工程小组每天大清早都要去市场上去招募数百名的工

天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档案收藏里，还能找到包括修缮北京觉生

匠进宫，同时加上一大批转业军人一起参与，才得以保障清理工作有

寺工程在内的许多由于倬云制图的测绘图纸。20岁刚出头的于倬云，

足够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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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面上不同块面的红色涂料是古建部成立至今进行的涂料实验，这里也是于倬云先生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
063

抢修完成后不久，1954 年，故宫向文整会申请调于倬云正式加入修

于倬云与他的研究小组开始寻找防雷设备的时代，在中国国内，找不

缮故宫的队伍。36 岁的于倬云成为故宫修建处的工程师。我们在可

到可以参考的古建筑安装现代防雷设施的案例，于是他们从日本与

以查到的资料中清晰地还原出他人生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工作经历，

前苏联的做法中吸取灵感，选择为古建筑群建造避雷针。避雷针用

包括参与北平文物建筑普查，奔赴东北帮助当地政府维修农安塔，

什么材料，怎么安装，如何计算覆盖面积，都是根据严格的科学依据

在古建培训班授课，以及随后一系列修缮工程。对于还不到四十就

计算出来的。北京可查的天文气候资料也是这个时候从档案馆里翻

开始挑技术大梁的于倬云而言，无疑既是一份激动人心的挑战，又是

查出来，摆在于工的台子上，成为计算防雷设计功效的参考数据。另

在圆一个自站在角楼下远眺故宫时起就藏着的一个梦。于倬云先生

一个需要考虑的方面则是生产、制造与安装的成本，解放初期，国民

在去世后并没有留下日记，我们已无从知晓他内心的激动与面对压

经济仍处在恢复阶段。当时的修缮经费也十分有限，“多快好省”也

力的焦虑甚至紧张。

是上级部门的要求。

打破雷公柱的迷思

同样是安装避雷针，如何避免现代防雷设施影响古建筑群肃穆庄严
的美感，也是个难题。于工与设计组一起采用的办法是：选择雷电接

故宫太和殿的屋脊上，存在着一则建筑历史上极为少有的孤例。建

受器时，是针对建筑物结构类型、使用情况和对艺术美观上的要求，

筑的屋脊上使用仙人走兽十分常见，通常在其上罗列了能够化凶为吉

而采用了不同形式的雷电接受器。比如对有正脊的屋顶采用双支针

的一 位仙人与几个动物，大部分建筑都采用奇数，但最多不会超过

状；四角攒尖屋顶采用单支针状；对金属鎏金宝顶和金属屋顶充分利

九个。唯独在太和殿上，出现了第十个走兽，称作行什。行什，背插

用接地，如紫禁城四角楼利用鎏金宝顶，雨花阁利用屋顶之鎏金龙身

双翅，手持金刚宝杵，传说他具有能降魔除妖的能力，看起来是猴子

接地。他们以各种巧妙的方式来将避雷针与古建筑原有的设计形成

形的走兽，寓意传说中的雷震子。除了消灾免祸、惩恶扬善的超凡功

统一。

力，更是古人寓意防雷的功能。
囿于时代的局限，第一批投入使用的避雷针无法遍及故宫所有的建
天雷滚滚，古人忌讳的不仅是它带来的“天火”，更是担忧制造它的

筑群。一度，围绕故宫建筑防雷引发了一些争议，‘一些“认为故宫的

天神震怒。历史资料中记载了紫禁城建成以来所经历的几次雷击，

防雷已经够多了，没有必要再装，因为它是引雷的。’甚至还有些声

以及雷击带来的大火与楼宇坍塌。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奉天、

音认为装的越多，引来的雷也越多。”（《论故宫建筑防灾的几个问

华盖、谨身殿、文、武楼，左右顺门、午门外左右廊全部毁于雷火。嘉

题》，白丽娟、王景福）无法预料的是，1987年 8月，未安装避雷针的

靖皇帝在重建建筑后，不仅把这些宫殿重新命名，更是勒令修建雷

故宫景阳宫被雷中，引来大火。幸亏在1987年以来在故宫内建立了

神庙，祭神以免震怒。随着天文气象逐渐成为一门科学，尤其在北

自成系统的临时高压消防供水管网，及时扑灭了火灾的蔓延，但景阳

京，早在1875 年就有意识地记录雷雨发生的时间、季节以及雷击的

宫的建筑结构遭受到损坏。

频率，但直到1950 年代，故宫博物院中的古建筑群并没有安装现代
的防雷设施。古代所谓雷公柱用一根铁链挂在正吻或宝顶的木结构

于工与他的研 究组并没有遗 忘因为历史因素中断的避雷针安装。

上，再垂到地面，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它并没有避雷效果。

1985 年以后，他们重拾自1955 年起的防雷设施调研，与中国科学
院电工研究所一起合作，完成了一份《故宫防雷规划草案》，用当时

修缮故宫文物建筑群依然采用近 600 年前建造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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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故宫午门角亭遭到了雷击，这是1949 年以来故宫第二次

最新的研发技术，结合避雷针和避雷带的方式，逐一安装、更新故宫

遭受雷击。第一次击到慈宁门西北角垂兽，掉下了差不多五公斤的琉

建筑群的防雷设备。仅仅1993至1994 年期间，故宫重要的宫殿建

璃瓦。而这一次雷击造成额枋肉眼可见焦灼的痕迹。若是雷击猛烈一

筑太和殿、景阳宫、钟粹宫的避雷装置就成功地起到了作用，避免了

分，可能就会引发后果不堪设想的火灾。

雷击灾害。

为故宫安装防雷设备的工作落到了于倬云的身上。

重识于倬云

今天说起避雷，只要通过网络搜索就能跳出一大堆的科普贴。但对

1989 年出生的谢安平是故宫古建部的年轻人，受命策划古建守护者

于故宫的宫殿建筑而言，与其相关防雷工作文件是直到1984 年国家

系列展览中的于倬云专题，2018 年正逢他的百年诞辰。这是她头一

颁布的《建筑防雷设计规范》，如何为其安装防雷设备才有具体的规

回听说于倬云先生的名字，当她开始四处寻找资料，她发现这位被

范说明。

她的老师们称作“于工”的老先生并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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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景观建筑系毕业回北京的谢安平成

12个故事串起的一生

为故宫的一名助理工程师。把她招聘进古建部的方遒主任对她说，
希望她从最基础的工作——巡查开始做起。巡查的工作包括很多方

若是想要细数于倬云先生参与过修缮的古建筑，这份清单几乎涵盖

面，其中就有巡查防雷设备是否运作正常。每逢雨季前，她每天都

了故宫所有的建筑物，以及中国多处我们熟知的年代久远的文物建

要带着避雷检测人员到“路线”里——故宫的开放区域——以及未

筑，比如位于五台县的唐代南禅寺大 殿，位于吉林的辽代古塔农安

开放的工作区，检查每个区域中的避雷设施性能是否达标。实际操

塔。他曾是文整会的一员，在保护思想上深受中国营造学社的影响，

作起来，巡查工作覆盖到故宫每一处的大门小门内的空间，犄角旮

除了工程实践之外，更是留下大量至今看来依然具备极高参考价值

旯里的设施。

的论文与学术著作。

谢安平就在那时几乎把故宫所有地方都走了个遍，认清了哪把钥匙能

于工在《紫禁城宫殿修建历程》的文章里曾提到，在文渊阁的修缮

开哪扇门。当她开始搜罗展览的素材时，她发现故宫建筑早期的测

方案中，营造学社推荐用型钢，也就是我们今天钢筋混凝土建筑中

绘图纸上总有一个名字，于倬云。当她再往深里探寻与研究，正是于

常用的条型钢，来替换支撑地板用的木制龙骨。他说，“‘保持原样’

工的主持与参与设计为故宫安装了最早一批现代的防雷设备，这恰

可以理解为人们能看到的形式，对看不到的结构构件没有约束力。”

恰也是她最早了解故宫古建筑群的钥匙。

但他所坚持的则是对这些看不见的结构构件依然抱着保持原状的立
场，在制定方案时尽可能保证最小干预。

“人 人都说于工平时总是笑嘻嘻的，话也不多，对人非常好，只有
说 起 工作来 才会引出他的 话头。用今 天的 话来说，就 是 这老头 超

谢安平在翻阅了于工参与的主要工程资料后得到一种“四两拨千斤”

nice。”

的感受。她感受到于工对建筑历史研究并不拘泥于文献，而且非常
重视现场实践经验，这在同时期的古建筑研究者中并不多见。“即便

老先生的好口碑既让谢安平深感佩服，又让她倍增苦恼。撇开工作说

是在经费充裕的时期，于工也从未优先考虑过直接落架（落架重修

于工，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年轻时的他，中年时的他，再到退休后

意味着，从屋顶到柱子，几乎所有的构件全部都要拆卸一遍。即便是

返聘回故宫，除了档案中的公文、报告、测绘图纸和学术文章之外，

一片瓦，也必须严格按照原来的位置一一编号，保证将来修复完成

他会为什么而激动，又会为什么而苦恼，他平时有哪些爱好，与好友

后能原样复原）重新修缮，而是尽量保留原来的木构件，不损坏原有

之间会交流什么话题，全都是空白。老一辈研究者历经世事，却又含

的彩画，用最小的干预来保护文物建筑。”

蓄内敛，就连他的样子也只能在为数不多的几张集体合影中见到，他
自己的照片留下的很少。

在修缮与保护的话题里，于工从未想过退让与放弃。1966 年秋天，
奉先殿举办了反映地主对无产阶级剥削的大型泥塑展《收租院》。为

幸亏于工的学生白丽娟先生与他的助手周苏琴先生，以及其他几位与

了配合展览，奉先殿工字廊需要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拆改。于倬云被安

于工共处过的同事们，由他们口述当年的经历、提供的历史资料，加

排做设计工作。他根据建筑的实际情况提出结构方面的建议，却被认

上故宫博物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完善档

为只注重技术，缺乏政治觉悟，立即遭到造反派的批判。按照要求完

案资料。谢安平与她的同事们选取了于倬云先生一生中的12个故事，

成设计后，他就直接进了牛棚。

讲述了他一生中不同阶段的经历，年轻一代对前辈保护故宫的理解，
融入《故事集：古建工程师的一甲子——于倬云诞辰百年纪念展》的

于倬云先生在故宫所做的大部分是细致入微的“日常”工作：重新启

展览中，陈列在东华门古建馆里。谢安平从于工的论文集扉页中翻印

动故宫的测绘制档工作；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进行基础设施的改

了他的个人肖像，这是她找到适合用来放在展览中的他的个人相片。

建；将一批批从零开始学建筑与保护的年轻人培养成足以独当一面

印着老先生头像的黑白色调的海报与神武门、东北角楼的指示牌并

的古建工程师……每一件看起来不怎么跌宕起伏的日常，点点纤尘

列在展厅入口处，远处则是故宫连绵的古建筑群。

积就山。
八十四岁时，于倬云在他的论文集《中国宫殿建筑论文集》中提笔写
下一篇寥 寥数语的自述。“笔者自大学二年级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开
始，热衷于古建筑已有 60 年……感慨之余，想故宫曾是明清两代的
皇宫，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对故宫

给故宫安装避雷针，为了不影响古建筑的美观，于倬云先生与设计组一起采用的办法是顺着古建筑的结构方向来摆放

的保护研究既是我们责任，也是义务。文集中所收论述，也有
对 50 年的修缮历程的经验总结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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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íme & Tímeless

重启时间记忆

当代中国人或许同样会为这些触动人心的创作而着迷，
或许是因作品的普世魅力，或因它们虽年代久远，却光彩入时，
或许是它们与某些中国精髓的呼应，又或只是因为这些物件映照观者自身。
——卡地亚全球首席执行官 思礼乐（Cyrille Vigneron），《此时 此地》（Here and Now）

日晷，最古老的计时器之一。故宫博物院内日晷上的角度正好是 39

1875~1942）和设计师们的灵感。路易幽默地把设计师们唤作“发明

度 54 分，故宫所在的北纬位置。它曾象征皇帝拥有向天下万民授时

家”；笔记本里夹杂着素描和手绘稿，旁有路易的亲笔批示和评论，只

的最高权力，今天成为了历史的浮标。与此同时，我们有意地放慢行

是其中的有一些作品永远停留在了创意阶段。

走的速度——时间似乎自然而然地让人肃然起敬——在另一处时间
殿堂寻找早已逝去的东西。这里，是故宫博物院钟表馆：

档案有时甚至可以帮助人们追溯最初的灵感源泉——上世纪二十年

滴答滴答

代的手绘稿偶尔会在下方出现名字缩写，如那一幅1922 年的喀迈

流转的

拉胸针手绘稿一样。灵感集里也会提及某些颇具启发性的著作：路

是百年前的声音

易·卡地亚藏有数量颇丰的艺术史及建筑学著作。他慷慨分享，为设

她见证了康乾盛世的万国来朝

计师们打开异域文明的大门。分析这些藏书的内容与主题，不难发

也见证了晚清乱邦的疮痍满目

现路易青睐的题材；亚洲，尤其是中国题材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分

时光流转，物换星移

量。那些有关建筑、家具及中国织物的典籍中，蕴藏着丰富的资料，

庆幸我们还能听见这

卡地亚对其中的纹样与图形重新加以诠释，运用到珠宝设计当中。正

今夕何夕

是在研究这些记录的过程中，第一件中国风格的作品出现了：1877
年入库、标注“中国”的一只银匣。

很多人不知道，故宫博物院竟是全世界收藏18至19 世纪机械钟表最
为丰富的博物馆之一。那些西洋钟表有当年欧洲各国送给中国皇帝

这似乎与档案中卡地 亚兄弟及其同事们遍 及全 球的旅行 记录，或

的礼物；有由广东海关官员从西洋商人手中购买，再进献给宫廷的。

者 说灵感之 旅相呼应着。19 0 8 年，美裔法籍销售员于勒·格 列泽

即使今天来看，我们仍然会惊诧于它们的设计之巧，制造繁难。当年

（Jules Glaenzer，1884~1977）踏上了长达七个月的漫长旅途，

的工匠们大张旗鼓地进行装饰，让它们看上去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

他的足迹遍及科伦坡、新加坡、曼谷、西贡⋯⋯1908 年12月到达香

的钟表，比如把钟表设计成一座花园，其间有人物嬉戏；设计成一丛

港，并随后在 1909 年1月抵达广东和上海。这次旅行，使得于勒成

热带雨林，其间有动物出没。即使最简单的座钟，上面也许有珐琅绘

为卡地亚史上记载的踏上中国大陆的第一人。而在日记中描述自己如

制的图案，像是金发碧眼的维纳斯和圆润的丘比特。这些西洋风格

何“驰骋各省”采购珍珠、玉石和“彩色的石头”的他，是否也借此机

的绘画，成了当时中国人最早见到的西方绘画。

会带回了一些藏品呢？

不过，这些钟表的与众不同不仅在于令人叹为观止的机械之巧，更在

重启时间的记忆，最动人的故事述说，始终是关于人的篇章。梳理昔

于，它们见证了中国那一段历史；东方与西方的会聚，浪漫的人文在时

日资料，可以找到卡地亚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位中国客户：1914 年，

间长河中的跋涉，竟然就在这样的“滴答”走时里开始了。从某个角度而

乾隆皇帝的后裔爱新觉罗·载抡曾光顾卡地亚巴黎精品店并购买作

言，这里的每一座都是警世钟。因为我们的开放和包容，西洋钟表远涉

品——乍看上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东方与西方、紫禁城旧事与巴黎

重洋来到中国；因为我们对科技的好奇心，本土钟表被精心制造。

记忆，它们曾被这样隐藏或守护，讲述或演绎。

历史呓语中，日复一日，太阳从东门升起、西门沉下。思绪从故宫博物

故宫博物院与卡地亚，一段近600年的历史和一段近200年的历史已不

院钟表馆泊到时间的另一端——同行的法国友人说，在秘密的时间

是第一次相遇，不过，我们总期待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再打破一些：“有

里“行走”，让他想起在卡地亚档案馆之旅的记忆。巴黎的那座小小

界之外：卡地亚·故宫博物院工艺与修复特展”款款而来。一个展览前所

但也精致的时间殿堂，精确记录了另一个时代的生世传奇。

未有地担当起一种使命。它必须充分展现卡地亚和中国珍宝超凡绝伦的
创造技艺；它必须重新诠释中西方珍宝艺术丰富深沉的文化历史意涵。

20 世纪初，卡地亚先后于1902 年和1909 年在伦敦和纽约开设分

曾经那些丰富多彩的档案，勾画出卡地亚与中国的深厚情缘，这

店；从此巴黎、伦敦和纽约三地的档案馆，开始成了珠宝世家匠心之

条线索，贯穿整个穿越时间、空间、文化的旅途的始终。

作独一无二的见证。笔记本记录下路易·卡地亚（Louis Car tier，
策划：Dao

撰文：乐韵

插屏式座钟（局部），1926 年，卡地亚巴黎。没有玻璃表镜的钟盘是由双面雕白玉制成，正反面均雕有中国风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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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再是艺术家，而是深入这个时代的观察者。
——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新精神》（L’Esprit Nouveau）
通过对卡地亚历史细致的关注和投入，以及与世界各地知名机构策划专题展览，卡地亚力图为未
来的人们保留过去几代人的宝贵故事。卡地亚典藏作品各具风格的艺术创作，也将继续传承到第
二个百年，不仅见证了法国珠宝的历史，也证明了全世界的文化和社会历史。
——卡地亚典藏馆长 帕斯卡尔·勒博（Pascale Lepeu）

Space & Boundless

神形的相遇

1888 年的一天，在皇室贵族中已颇有声望的路易·卡地亚接到波

交融·重塑

内曼子爵夫人（Vicomtesse de Bonnemain）的订单，要求将
一 个中国漆器小 柜改 造 成 珠宝匣。当那个带有中国风景图案的漆
器小柜被 送到路易眼前时，他立刻被它独特的气息震撼了。漆器，

专访 张琼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有界之外”策展人之一

浸润了数千年历史的古老工艺品，仿佛一枚开启中国艺术圣殿的钥
匙。故事缓缓 展开，它关于一 位欧洲珠宝商，有幸在十九世纪末二

《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东、西方文明的对话经历了两次 过程：第

十世纪初接触到来自中国的奇珍异宝，灵感从此不断激发创作。

一次 完 成于 作品的创作过程，由艺 术家完 成；第二 次 是 展 示的过
程。展览意在 通 过有机的组合、对话的形式，在 东、西方文明之间

故宫保存着一张 皇帝画像。环绕 在 皇帝身 边的众多器物并非随 意

寻求一种更高层次的默契、文化共通和情感共鸣，这一理念将贯穿

摆放，而是根据它们的象征 意义精心挑选。“他的右侧有一张 矮书

展览的始终。这样的理念展示还有哪些美好的例子？

格，上面除了书籍和卷轴，还摆了一些珍贵物品。在他的左侧，则是

张琼：关于 20 世纪初西方时尚界最受追捧的中国珠宝—— 翡翠热

一张做工细腻的木制小桌，上面摆着一盆植物，旁边簇拥着其它物

的兴起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以 及与卡 地 亚的交 集 往 来，这都 是 此

件。最 后，书案上摆 着文人 必备的文房用品。天子身周，须极尽 精

次 展 览的 最 新发 现 和 首次联 袂 呈现。“翡翠 绿”成 为装 饰 艺术 运

美之能事；无可挑剔的品味，正源于他至高无上的智慧。”书中描写

动中的一 个时 髦名词。现 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 物馆的黄蕙兰女士

道，“在这张画里面，我们惊讶地发现很多卡地亚作品的灵感元素：

（Madame Wellington Koo）旗袍，是在丝质缎地上施以苏绣，

一株珊瑚盆景，一只外形古朴的觚瓶，一件罩着玻璃的植物摆件，

由金龙、童子、松柏、石榴、桂花、亭台等组成中国最传统的吉祥图

叶子和花朵是用金属丝和彩色宝石做的，玉石雕刻的各种物件；一

案“百子图”，意寓高贵、长寿、多子多福。当年黄蕙兰接受杂志专

尊带底座的花瓶，内插花束；一头背负鞍鞯的大象，驮着重物；还有

访，正是身着此东方旗袍佩以标志性的翡翠项链，靓丽雅致的蓝绿

陶瓷笔洗，卡地亚以多样的形式重新演绎了这些元素。”（《当好奇

色、丝绸的光泽与翡翠绿相辉映，把东方韵味表现到了极致。

心变为高雅》，李秋星，2019）
《生活》：您特别强调“重塑”这个概念？在梳理和了解卡地亚的馆
从本就是收 藏家的路易·卡地亚开始 —— 在和平 街 保存完好的图

藏时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角度？

书馆内，可以看到他了解亚洲的愿望有多么迫切；“新艺术”运动发

张 琼：策划展览的初期，我会思考“一个公司一个品牌怎么能做出

起者萨穆尔·宾（Samuel Bing，1850~1905）介绍日本工艺品

这样的作品？当时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下做出的？”这背后都是有原因

的著作，美术史专家、汉学家奥斯瓦尔德·喜仁龙（Osvald Siren，

的。我倾向于讨论的不是一种表面上很美很美的东西，而是 从另外

1879~1966 年）有关中国考察的书籍，现代设计理论先驱欧文·琼

一种角度，从背后的原因去思考。我们整个展览思路都是新的：把一

斯（Owen Jones）权威之作《古典装饰图案选》⋯⋯“身兼卡地

个品牌的典藏还原到历史背景下，去看它们是如何得到的，如何跨

亚巴黎总部总监和艺术总监的路易总要求下属们阅读文献，从中汲

境合作；然后再去分析，才发现里面包含的东西有那么多，路易·卡

取灵感。卡地亚保留下来的速写本、手绘草图和最终的成品，清楚

地亚竟然和这么多人跨界合作。

呈现出这个设计过程。此外，我们知道，路易·卡地亚本人收藏的大

举个关于漆器的例子。当时很多俄罗斯艺术家在巴黎；在俄罗斯艺术

量艺术品也为某些创作提供了灵感。可惜我们对他的私人收藏知之

引发的狂热氛围中，俄国传统手工艺作品一时间在巴黎大为流行，促

甚少，否则我们可以得到更多启发。从档案中意外发现的两三件艺术

成巴黎珠宝品牌对俄罗斯传统工艺、原材料和艺术风格的重新审视。

品，与卡地亚作品可以匹配，证实了我们的猜测。”（《当好奇心变为

1910 年代起，卡地亚作品中运用石材与螺钿拼接而成的镶嵌画等

高雅》，李秋星，2019）是灵感成就了经典，还是经典永存了灵感？

等，多出自俄国工匠之手，例如弗拉基米尔·马考夫斯基（Vladimir

继路易·卡地亚之后，贞·杜桑（Jeanne Toussaint，1933 年接替

Markovsk y）为卡地亚制作的大量作品中，以整片螺钿制作背景，

路易成为卡地亚巴黎艺术总监）让我们又一次看到欧洲疯狂年代的

运用多种石材丰富色彩和肌理变化，来表现中国龙凤纹样或山水风

时尚先锋对东方的强烈痴迷。而无论后来的流行风尚无常反复，卡地

景。他在作品中使用平光来表现风景、人物和建筑，色彩对比强烈，

亚将中国作为文化思考和审美塑造对象的热情，从未曾折损。
采访、撰文：刘匪思、陈爽、周亦鸣

天堂鸟胸针，1948 年，卡地亚巴黎，特别订制。难得一见的体量（高 20.2 厘米，重156.4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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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枚胸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极为罕见的高级珠宝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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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富东方趣味——“日与夜”化妆盒就是他的作品。卡地亚作品所受

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全部所见所包含的象征意义。每次来到

俄国芭蕾舞团影响的另一来源，是色彩灵感。绿蓝，黑红，绿紫等崭

北京，我们都想要回到故宫，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势必能够发现第一

新的色彩组合，以及简洁抽象的几何形体，被大量运用至该时期作

次游览所未曾见的面目。

品当中，使之逐渐告别了由白色钻石首饰和奶油色珍珠首饰长期占
据主导地位的花环风格。

《生活》：此次在梳理卡地亚与故宫的渊源时有何新发现？这些新发现
中，哪些故事最终呈现给了观众?

《生活》：某种程度上而言，卡地亚典藏的一部分价值是它有呼应

Pierre Rainero：故宫博物院的策展人深入钻研了中国文化与呈现中

这个时代的大背景，跟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的一些观念，而这些人

国灵感的卡地亚典藏作品之间的渊源。这种渊源部分在于卡地亚的

是非常前沿的。

中国客户。展览尤其强调了20 世纪初两位重量级中国客户：清朝皇

张琼：卡地亚的那些客户本身都是有梦想的，很有性格，很有风格，都

室成员爱新觉罗·载抡和民国外交官顾维钧的夫人黄蕙兰。有趣的

是各个领域的先锋。譬如装饰艺术年代，那真的是一个革命性的时代。

是，发现黄蕙兰的是故宫博物院策展团队，他们通过传记发现黄蕙兰

你想到的地步与境界，那些先锋肯定不会去——他们要去冒险，要突

曾经购置卡地亚作品，尤其是皇冠。她的照片展现了当时卡地亚的创

破；他们有这种能力，也具有这种气质。当时那些人就我而言，个人最

作。至于载抡，关于他的信息来自于我们的档案。早在1914 年，他在

喜欢的卡地亚典藏作品可能就是贞·杜桑设计的“自由鸟”胸针。看

巴黎购置了卡地亚腕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正是腕表商品化的最初

着这个小鸟：在那个战争背景下，当它冲出鸟笼——那感觉都能听到

时期，在此之前这种款式的手表还不存在，是卡地亚在 20 世纪初创

小鸟歌唱！贞·杜桑本身就是那样一个极具自由意志和风格追求的

造了这种现代腕表，购置这种腕表的客户可以说是走在潮流前沿了。

魅力女性。包括展览最后，我试图加入紫禁城的历史记忆，事实上我也

这两个故事体现了卡地亚与中国人物之间的联系。

是这样想：不管是主动也好被动也好，那个年代中国人也正努力地去融

这些故事通过每个人的照片、资料档案的选摘呈现给观众。关于黄蕙

入世界去。因为世界就是必须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兰，“灵感中国”展览板块中有一条旗袍是她穿过的，这件藏品属于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馆藏，黄蕙兰曾经的生活可从中略知一二。

《生活》：您个人来说，希望展览带给观众什么信息？

由此，展览更深入地展现了来自中国文化的灵感和卡地亚作品之间

张琼：我策划的这部分是“中国灵感”；我们中国的东西对欧洲最高

的联系。还有许多文件被公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来自路易·卡地亚

级的顶级珠宝都产生了影响，这是非常让人自豪的。其实我觉得我只

创建的图书馆的资料。本次展览集中展出的中国文化书籍图片与特

是做一件纯粹的事情——到我手上的事情我能做多少做多少，就是

定几件卡地亚作品之间有直接关联，从而观众可以从中看到从灵感

这样，把这些作品的价值发掘出来。另一方面，我想激发起我们自己

迸发到作品被创造的全部过程。

的设计界能够有一些思考，对自我认识和对中国文化的自信。
《生活》：历史上来说，卡地亚设计如何从中国文化艺术与珍品中汲取

专访 皮埃尔·雷诺 Pierre Rainero
卡地亚形象风格及传承总监

灵感，可以举例您印象最深刻的作品？

Pierre Rainero：天堂鸟胸针是一件重要藏品，运用了中国文化中极
其典型的象征，凤凰。故宫博物院馆藏的黄底吉服上就有凤凰的纹

《生活》：您对故宫有什么样的印象？提到它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样，这次并列展出的是卡地亚于1948 年定制的杰出的作品，后者

Pierre Rainero：对于西方人来说故宫是震撼人心的。首先，它的规

包含了灵感得自于凤 凰的鸟的形状。由于这件作品全部由钻石和铂

模惊人，是一 件建 筑和艺术的杰作。此外，其历史和文化内涵极其

金制成，它在体量上是重量级的。除此之外，它对于卡地亚具有强

丰富，因为多个世纪以来，它是政治权力的中心，在中国历史中极具

烈的象征意味，因为这件作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定制的一件高

象征意义。吸引我们的还在于故宫是神奇的，神秘的气氛笼罩整座

级珠宝。那个时代，西方世界正处于危机关头，物资贫乏，这件珠宝

紫禁城。它如此宏大，许多地方不面向观众开放，我们从未能够领

意味着二战后高级珠宝的复兴。还有一些 18 或 19 世纪的中国古代

略此地的全貌，因此我们需要倾尽一生来了解故宫。另外，对于西方

藏品曾被卡地亚用作是创作的基础。比如卡地亚藏品中有一个瓷嵌

人而言，统领朝廷生活日常的秩 序也是非常神秘的，它与我们西方

片的烟盒，它与同样展出的中国粉彩人物镂空长方香薰近似，两者

皇室的秩序非常不同。所以，故宫对于西方人的吸引力是惊人的。

采用了相同的技艺和图案。

《生活》：您对故宫收藏有怎样的感受？

《生活》：此次展览与卡地亚收藏之前的展览有何不同？

Pierre Rainero：故宫馆藏相当丰富，也是神秘的。只有部分馆藏进入

Pierre Rainero：展览的卓越之处首先在于它的规模。不仅在中国，

编目，我们只能观摩到全部馆藏的一部分，所以故宫馆藏是有待发现

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这是卡地亚举办的最重要的展览。在数量上，

的。当然通过书籍或者展览，欣赏被编目的馆藏，就足以令人感到震

如果包括卡地亚档案资料在内，有超过 800 件展品展出，包括来自

撼。无论器物、珠宝、绘画还是家具，每件馆藏都是精妙绝伦的。我还

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展览的结构安排也是使之独一无二的理由，尤

要补充的是故宫博物院的建筑内涵。当我们游览紫禁城，同时也是

其最后一 个 部分“时间技艺”，强调了卡地亚和故宫博物院之间从

在探索一件在现场展开的建筑和装饰艺术，它极具想象力，每个元

2014 年开始的在技艺上的合 作，卡地亚携手故宫博物院修复了一

素在中国文化结构当中都是一种象征。因此，游览故宫是发现之旅，

部分钟表藏品。在任何国家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卡地亚与故
宫博物院之间的联系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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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与夜化妆盒（局部），1927年，卡地亚巴黎。螺钿风景嵌片由弗拉基米尔·马考夫斯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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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亚先生印度、波 斯、俄罗斯以及中国珠宝收 藏图录》，它正好印
证了自二十世纪之交以来，和平街的设计师们无 尽的好 奇心⋯⋯
好 奇心塑造了一种风 格，而才华 横溢的男男女 女参与其中，默契地
成为卡地亚的客人，之后便书就了一种风 格的传承。那个时代乐谱
中，当然 有着东方的音符。作为时代的宠儿，前卫的中国先锋去 往
西方，而同样的浪漫灵魂也 从西方远 渡中国。把握时代的思想，摆
脱时间的束 缚；他们只愿 蓬勃生活在此时此刻，无所 谓去哪，无所
谓见谁，那些他们将要去的地方，都是从 未谋面的故乡。这是他们
要的自由。一个风格的黄金时代。

Style & Legends

之 地。卡 地 亚 在 纽 约的一场展览的图录 标题 格 外引人 注目：《卡

生于浪漫

巴 黎 和 平 街曾是不同文化、美学跨 越了时间与边界 相互交融 启迪

撰文：乐韵

普鲁斯特曾写道：
风格，并不如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种装饰 ;
风格更不是一门技艺。
风格是一种眼界，如同画家笔下的色彩，揭示出我们能看见，
但他人无法窥探的独特世界。
艺术家给予我们的愉悦，就在于引领我们发现全新的世界。

——皮埃尔·雷诺（Pierre Rainero），《风格即语言》（Style as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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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院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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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Prince Tsai Lun
爱新觉罗·载抡

1914 年 5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巴黎和平街 13 号的卡地亚店铺

卡 地 亚 档案馆所藏 档案载录，首次 光 顾卡 地 亚店铺当天，载抡 购

迎 来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顾客。18日到 2 3日，这位在卡地亚档案中

买了一个 镶钻石和黑色珐琅的铂金 化装盒。第二次到店里时，载抡

名为PR I NCE TSA I LUN 的顾客几次光临卡地亚，购买了化妆盒、

则购买了一个黑色缎带手提包。包的银 质手柄上镶嵌有黑色珐琅。

手提包、腕表、铅笔⋯⋯

此外，包上用钻石镶嵌载抡拼音 T S A I LUN 的首字母缩写 T L。从
包上带有姓名来看，此包是专为载抡订制的。几天后载抡又一次现

PR I NCE TSA I LUN，爱新觉罗·载抡。

身，购买了一只 To r t u e（酒桶形）铂金腕 表。腕 表铂金蝴蝶 表扣，
隐藏 表耳，铂金织纹 表带。此外，卡地 亚销售记录显示，载抡 还购

这位名叫爱新觉罗·载抡的客人汉名金赞臣，又名抡赞臣，堂名“树

买了两条不同材质的链子（其中一条为黑白珐 琅，另一条为铂金）

德堂 ”。他 是清高宗弘历玄孙，庆密亲王奕劻第五子。光 绪二十年

和一支铂金 铅笔。

（1894 年）左右出生于北京。
载抡所购物品的实物和图片今天已无缘谋面。不过，通过卡地亚档
如今载抡 仍有几张照片存世，让我们可以一睹其样 貌。一张是身着

案馆所藏同一时期类似物品的图片，还是可以窥见载抡的审美情趣。

长袍马褂、留着发辫的少年载抡半身像。另外的照片中，青年载抡受

他所购 Tor t ue 腕表简约优美的几何线条，优雅大方；而金属织纹表

到西洋风尚的影响，改变了着装形式，不穿长袍马褂而是西装革履。

带的设计，给人一种很前卫的感觉。对 20 世纪初的国人而言，西洋铅

1914 年载抡游历欧洲时在德国柏林的留影里，他身着西服，系领带，

笔还是令人艳羡的稀缺之物，载抡购买铂金 铅笔，既是对时尚的追

外套呢子大衣，头戴礼帽，脚蹬皮鞋，穿戴入时。

求，又展现不凡的生活品味⋯⋯在卡地亚的发展历程中，和很多国家
的皇室贵族保持联系和交往是一种传统。而卡地亚与中国皇室联系

据说载抡有三位太太，孙用智、李倩如、夏慰君。其中与孙用智的姻

的篇章，则是在逊清皇室时期由载抡来书写的，这点恐怕连载抡自己

缘引人瞩目。因为这段婚姻是朝廷诏许满汉通婚后，宗室与汉大臣联

也始料未及吧。

姻的第一例。而这段姻缘，对载抡1914 年的游历欧洲之举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欧洲之行，载抡才与卡地亚有了邂逅。

节选与编自《邂逅——爱新觉罗·载抡与卡地亚》，关雪玲，2019

孙用智是民国首位国务总 理孙宝 琦的次 女。光 绪二十八年（1 9 0 2
年），孙宝琦出任驻法钦差大臣。受孙用智的影响，去欧洲游历的念
头逐渐在载抡心田里萌芽；于是 1914 年，“他组织了一个小型观光
团，包括翻译、医生、秘书、随员等 8人，径奔欧洲。以王子身份到德
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匈牙利、英国等国家观光游览。旅
程中他采购了不少翠钻等名贵饰物、西洋名画和雕刻艺术珍品”。还
买了一辆英国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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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装革履的爱新觉罗·载抡
卡地亚Tortue 腕表，与当时载抡所购表款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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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Madame Wellington Koo
黄蕙兰

球琳君子佩，调矢称闿 抨。

幸得黄蕙兰襄助，拆屋风波得以平息。出于感激，铁宝亭向黄蕙兰出

薤叶堪方色，羊脂莫比莹。

示了这颗纯净无瑕、色艳欲滴、举世无双的翡翠青椒。

芃 兰三百兴，规月六钧盈。
嫩绿欣环指，虚中契我情。

黄蕙兰自述她在获得翡翠青椒后，曾委托路易·卡地亚为这件奇珍

——清文宗 爱新觉罗·奕詝，《翡翠韘》

制作钻石佩链；路易·卡地亚在对其进行品鉴时曾深 表赞叹，并 摒
绝一切旁人在场，以防意外。最后，这枚吊坠被卡地亚配以总重达到

黄蕙兰（189 9~19 9 2），“爪哇糖王”印尼华侨黄氏家族第二代掌门

25克拉的钻石项链，成为黄蕙兰毕生挚爱珍藏。在其移居美国后，翡

人黄仲涵之女。2 0 世纪前半叶，黄氏家族最盛时期曾位列全球富豪

翠青椒曾被短暂出借给华盛顿史密森博物院展出。黄蕙兰晚年居住

排行榜第十三位。

曼哈顿岛，这枚吊坠被保存在她纽约的银行保险柜中；在她去世后，
即湮没世间。卡地亚档案馆今天存有卡地亚受黄蕙兰委托，为其加

189 9 年出生的黄蕙兰在爪哇度过天真烂漫、养尊处优的童年，后于

工制作的一枚翡翠青椒吊坠的照片，记录显示委托时间为19 26 年，

少女时代随母亲旅 居欧洲，甫一成年便步入伦敦社交界，与名媛绅

此外再无相关信息。

士相交往还。她姿容妍丽，体态窈窕，深谙欧洲社交礼节，熟练掌握
英、法、汉语及爪哇语。她拥有同时代女性难以企及的财务与行动自

在黄蕙兰的自传中，她每 每不忘、反复提 及曾拥有过的每一件卡地

由，充分享受到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与观念进步带

亚作品：首饰盒、粉 盒 和鼻烟壶是其少女时代伦敦最流行，并令她

给女性的自由与舒适。

深爱的社交礼品；在举行 婚礼之际，顾维钧自岳母处收到的结婚礼
物，及包括一副卡地亚的珍珠领扣；在 19 21年阿斯脱勋爵举办的社

19 18 年，顾维钧随中国外交团赴巴黎参加 和会，相识黄蕙兰姐姐

交酒会，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参加白金汉宫举 行的首次宫

黄琮兰。在琮兰撮合下，19 2 0 年黄蕙兰于布鲁塞尔与顾维钧结为伉

廷舞会时，黄蕙兰皆身着沃斯（wor t h）礼服裙，佩戴卡地亚钻石冠

俪。192 3 年，顾维钧与黄蕙兰定居北京，寓所位于铁狮子胡同 5 号，

冕。当然，路易·卡地亚对翠椒吊坠的激赞是其中最为得意的片段。

现在的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 2 3 号。黄蕙兰曾亲手置办顾氏公

黄蕙兰与其同时代人相仿，将卡地亚视为经营高贵、优雅的生活方

馆一应陈设，并于平生首次体 验到地道纯粹的中国文化。她为北京

式的不二典范，硕果仅存的品味权威；个人所藏曾经获得路易·卡地

的城市格局、传统建筑、硬木家具、装饰繁缛的中式服 装和憨态可

亚本人首肯的经历，必是黄蕙兰颇引以自豪的历史。

掬的京巴犬而着迷，尤其耽溺于古玩瓷器以及翡翠等玉器的收藏。

1936至 194 6 年间，顾维钧先后任中国驻法国、英国大使，黄蕙兰随
根据黄蕙兰自传以及帕特里克·法兰克（Pat r ic k Fra nc h）在《自由

夫移居欧洲。繁忙的社交日程，黄蕙兰在觐见欧洲皇室时，特意穿着

与毁灭》（L ibe r t y or De at h）一书中的记载，一次上海酒会，席

中式袍裙，尽显东方淑女端庄娴雅、淑慎柔静的美好风韵。她不时依

间，黄蕙兰主动向犹太富商维克多·沙逊（E l ias Victor Sassoon）

据喜好，恣意改变旗袍长度；抑或灵光一现，上身穿着香奈儿或斯基

提出赌额为一千美金的斗石赌局。二人当时皆藏有出自清宫的翡翠

帕雷利的上衣，下身搭配带有马面的中式绣花裙；又或是使用同色绸

珍品，遂约定择期一较高下。后来，为黄蕙兰赢得这场赌局的，是一

缎镶边的长裤，搭配纹样繁复、色彩绚烂的中式袄褂。更令人称叹的

枚，由核桃大小、纯净无暇的翡翠雕刻的青椒。

是，黄蕙兰极富个性的穿着，总是与成套的首饰，尤其是浓艳华美、
世所 稀罕的翡翠首饰相得益彰。容 妆、华服与珠宝配饰，是 对女性

黄蕙兰获得翡翠青椒的经过，仅见于自述：在前清驻法公 使裕庚第

观察力、判断力和财富的综合表达；黄蕙兰的审美判断和大胆表达，

三女裕 德龄（18 8 5 ~194 4）引介下，黄蕙兰成为北京前门外廊房二

被视为一个现代女性国民的形象代表，进而转化为国族竞技中的政

条，德源兴珠宝店的忠实客户。德源兴的掌柜，是被同业推举为北京

治资本。自她以后，再无堪称传奇者。

市珠宝业同业公 会会 长，号称“翡翠大王铁百万”的回族珠宝商铁
宝亭。铁宝亭曾因受到同行恶意攻讦，被北平市长下令拆除加高后的

节选与编自《朱门红妆怜翠色，紫宸金銮忆锦幪——翡翠珠宝的近代

店铺。他上告无门，走投无路之时，通过德龄打通了黄蕙兰的关节。

传奇》，王鹤北，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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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黄蕙兰身着沃斯礼服裙，佩戴卡地亚钻石冠冕
曾为黄蕙兰所有的旗袍，1932年，现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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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Barbara Hutton
芭芭拉·赫顿

1933 年，21岁的社交名媛芭芭拉·赫顿（1912~1979）与格鲁吉亚国、
姆季瓦尼家族的亚历克斯（A lexis Mdivani）王子，在纽约丽兹酒店
举办盛大婚礼。芭芭拉是美国零售业钜子，弗兰克·温菲尔德·伍尔沃
斯的外孙女，被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女继承人。父亲送给芭芭拉的
结婚礼物是一匣贵重珠宝。其中包括叶卡捷琳娜二世佩戴过的一顶祖
母绿冠冕、拿破仑三世赠送给卡斯第里昂（Verasis de Castiglione）
伯爵夫人的祖母绿珠宝套件，以及一条晶莹纯净的翡翠项链。
这条翡翠项链由 27 颗葡萄粒大小，翠色欲滴、纯净无瑕，直径范围
在 15.4 -19. 2 毫米的翠珠串成，配有一个钻石搭扣。据《天国琼路》
（T he St one of He ave n）一书作者查考，北京德源兴珠宝铺掌
柜，“翡翠大王”铁宝亭，曾天价购得两块翡翠色料（约在 1930 年前
后），它们皆出自一块名为“蓝水绿”的缅甸产翡翠原石。“蓝水绿”
因品质绝伦、毫无瑕疵，至今 仍被珠宝同行视为传奇。这条 作为结
婚礼物的翡翠项链，是铁宝亭使用“蓝水绿”原石制作成作品。芭芭
拉之父花费 5 5, 0 0 0 美金将其购得，后委托给 卡地亚公司制作钻石
搭扣。193 4 年，赫顿本人再次委托卡地亚，将原来简洁的钻石搭扣
改为由红宝石、钻石和红宝石丝穗组成的华丽款式。改制后的红宝石
丝穗部分现已不存。当时的设计图稿，则由卡地亚档案馆保存至今。

2 0 14 年，卡 地 亚以创下翡翠首饰交易纪录的巨资回购这条翡翠珠
链，将其收入卡地亚典藏。
芭芭拉·赫顿曾是二十世纪 3 0 - 6 0 年 代“咖啡馆名流”中的代表人
物，痴迷于艺术品和珠宝收藏。但是比起艺术品，芭芭拉的珠宝收藏
名气更大。她对中国玉器，包括翡翠，情有独钟。193 4 年婚后不久，
芭芭拉·赫顿计划跨越太平洋，到中国旅行。从旧金山起航前，她结
识了古董商安倍·甘普。在尚未履践古老国度前，芭芭拉在安倍的店
铺中购买了其最初的翡翠及其他玉器收藏，并开始汲取有关中国玉
器鉴别和断代的知识。《天国琼路》中记述她在上海购得一副孝钦
太后生前珍爱的“丝瓜皮绿”翠镯，并将它寄到纽约卡地亚公司，委
托卡地亚为其制作钻石搭扣—— 据说，芭芭拉·赫顿每每沉醉于聆
听层层叠套在腕上的翠镯，在彼此敲击后发出清悦的声响。

节选与编自《朱门红妆怜翠色，紫宸金銮忆锦幪——翡翠珠宝的近代
传奇》，王鹤北，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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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身穿中国式样旗袍的芭芭拉·赫顿
芭芭拉·赫顿曾拥有的翡翠项链，1934 年，卡地亚巴黎，特别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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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Jeanne Toussaint
贞·杜桑

灵感成就了经典，还是经典永存了灵感？大约是 19 2 3 年，摄影师为
贞·杜桑拍了一张肖像照：头裹丝巾，手持鲜花，她姿态优雅地站在
“乌木漆面”的中国屏风前。这时距离她 19 20 年代初期加入巴黎卡
地亚公司已有十多年。倚靠强烈的个人魅力、敏锐的时尚判断力和天
生的审美直觉，杜桑与当时巴黎的社交名流觥筹往还—— 作为一个
极富魅力时尚权威，她向名流淑女们提供时尚品位的建议，这其中，
不乏她对中国文化与东方元素的痴迷热爱。
起初贞·杜桑负责当时极为流行的新产品门类—— 女性手袋设计，
随后一直在卡 地 亚配饰部门任职。到 19 2 0 年中期，她开 始 执掌由
配饰部门发 展而来的“ S ”部门。“ S ”指“ S o i r e e ”或“ Si l ve r ”；
这个 部门主要负责具有实用功能、装饰简洁的产品的设计制作，在

19 3 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获得了巨大成功。随后不久，路易·卡地
亚宣布退休，她作为风 格总监，接掌了巴黎卡地 亚的管理业务。她
是 路易·卡 地 亚慧眼识中的又一个天 才、审美创造中的知音，以及
事业上襄助的伙伴。
然而回看历史，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前，女性艺术家和设计师，一直难
以获得业内以及社会的普遍认可。贞·杜桑与路易·卡地亚相识的时
代，杜桑深刻感知到一个由才华造 就命 运的时代已经向女性探出了
召唤的手臂。而且，她不仅通过个人命运实践了这一信念，更通过卡
地亚的作品，特别是“ S ”部门的作品来 表达一种新的审美哲学：实
用器物向人们提供了一个艺术性的、高度风格化甚至可以说是哲学
性的体 察世界的新视角，它具有磁铁般的吸引力，源源不绝地将新
的产品类型纳入设计的范畴。杜桑的设计极具识别性，从动物与植
物、视觉艺术与建筑中汲取灵感，融合来自不同国家、各种古代与现
代风格，包括埃及、印度和中国。

部分资料来自《传奇女性 贞·杜桑》，王鹤北，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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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年，阿道夫·德梅尔男爵（Baron Adolph de Meyer）为贞·杜桑拍摄肖像照，立于乌木漆面中国屏风
贞·杜桑猎豹化妆盒，1927，巴黎卡地亚，盒面可见中国建筑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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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val &
Permanence

生生之美

走到展 厅尽头，到这里，时间的脉 络暂时完成艺术化的书写。紫禁

有几件 亮点作品，首先是中国神 话人物 及 瑞兽主 题的中国 风格座

城的技艺，几乎达到了中国工匠们作为一个“人”的极限，这其中就

钟。卡地亚总共做 过十三件，这次 展出有三四件，它们在过去从未

已存在着艺术性。

在一个展览中集中出现。再有个亮点是中国风的装饰，在钟表部分
可以看局部。除此之 外 是 具有卡地 亚技术优势的地方——它从 开

时间和空间，技艺和历史，都被艺术化了。不过我转念觉得，艺术本

始就是和最出名的钟表设计师和机械师合作，拥有很多专利，包括

身不就是时间和美走过的痕迹？我们依附在艺术上面，就记得了时

101机芯，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它对中国

间；时间被匠艺之心刻画和雕 琢着：对于那些卡地亚作品，是在玉

或西方失传的工艺去重新发掘，去制作手表，比如金珠镶嵌，比如

壁雕刻的山水间，在腾云驾雾的烟霞深处，在金梁玉栋的严谨线条

将意大利早期马赛克发展到表盘上。有过去的传统，有古代的东西

里，在垂直的天光间隙，在幻变回旋的曲线中。

对比，再看卡地亚的作品，便是又有突破又有发展。

在“时间技艺”的展 厅，强而有力的创 作脉搏藏于钟表之内，将节

《生活》：卡地亚对中国古老的技艺高度关注，并非是单纯沿袭而

拍注入每个观看者的生命。像科学家说，“当我们望向宇宙时，其实

是 进行了革新，譬如“点翠”技艺。是否有更多例子与我们分享？

我们正在望着它的过去；这是时间让我们感受到的世界”——我们

您如何看待这种创新？

心怀感动与感激，时间这样生生不息。

郭福祥：在卡地亚的钟表里有很多用玉制作的；可能卡地亚在运用
玉雕的时候没有中国这样运用自如，它善于 借用传统的东西，或者

汉语中的“生生” (shēng shēng)又是如此生动和有趣的词语，

说成型的东西。它以原来成品为中心做自己的设计，它是卡地亚的，

它寓意无限、无止境，寓意着世代传承。庆幸我们被时间、技艺、艺

又把过去好的东西结合起来：你看碧玉也大量运用，但卡地亚用简

术挂念，我们自然应该有这样的愿望，去思考眼前的呈现，究竟发

洁的风格，把卡地亚设计作为整体，又把它做成符合卡地亚风格的

出了什么样的声音？是一场怎样的对话？而我们希冀一个怎样的未

创 作。点翠也是，中国是一片同样的一 个颜色，在卡地亚很小的表

来？在“有界之外”的最后一篇章，我们似乎找到一个精彩的故事，

盘上会把点翠的颜色分解，因为点翠羽毛的项背颜色会有变化，它

去回答这些问题，源于过去的悠久历史，关于未来的先锋理念。

会根据颜色变化去拼接，有立体感。卡地亚不单纯在学习，不是拷
贝，是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改造或深化它。

卡地亚，如月光碎片，如暖阳丝缕，以魔力通透时间。

卡 地 亚会买 原材 料做研 究，然 后理 解 掌握 这种技 术，再用这种技

—— 让·考克多（Jea n Cocteau，1889-1963）

术做卡地亚的设计，但还是很西方珠宝的形式。卡地亚没有中国工
匠，但点翠做得很 好。它肯定是去看、去观察，甚至是用现代的手
段，比如放大，还原它的成分。这是西方的传统。

专访 郭福祥
故宫博物院 研究馆员

卡地亚不是天马行空的品牌，而是对世界各个文化包括传统文化有
深刻的理解，然后才能有自己的创造和改变。很多设计，一想 就出
来的是无本之木，没有根基。卡地亚会从很多古代文化里找灵感，

王津、亓昊楠
故宫博物院钟表修复专家

长期积累后它有突然爆发，慢慢形成后它不会轻易放弃。它会保持
这种基因，但会 创新。实际上，它对传 统的坚守可能更重要 ——人
们看出来就是卡地亚。它在基因的基础上出新意。

皮埃尔·雷诺 Pierre Rainero
卡地亚形象风格及传承总监

《生活》：故宫和卡地亚的钟表修复合作从 2014 年就开始了，前往瑞
士工坊参观和交流有什么启发？故 宫 和卡 地 亚 成 功修复了六件 古

《生活》：如何遴选此次钟表展品，有哪些亮点作品？

董钟表，哪一件的修复让您印象深刻？

郭 福祥：三四年前，我们去看卡地亚的藏品，那些 作品对我而言似

王津：故宫没有手表收藏，最多就是怀表。有机会去看看外边的钟表

曾相识。我 从事清宫 钟 表收 藏相关的工作，接 触 到的大部 分 是西

世界很好。其实我们跟西方的修复理念还有点差异；卡地亚是商业

方藏家、西方为中国市场制作的钟表。卡地亚作品与它们的表现形

型的修复，个人的手表坏了，回厂返修。那种保养型修复追求走时精

式、使用元素、作品的原创想法上都有相通的地方。那时开始，我感

确，大部分有零件，属批量型号生产，可能能找到替代的零件换上；

觉卡地亚是非常成系统的。我们就在系统里，挑选卡地亚典型最好

实在没有，因为原本就是他们生产的，还能做个零件换上去。我们文

的，最能反应历史、文化、艺术、设计理念的作品。我们总结了卡地

物修复没有配件，也不允许配，只能在老一件上修，不像他们要求那

亚中国风格的几个方面：第一，是把中国的艺术品直接用在卡地亚

么精准。文物修复本身就太老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它延年益寿。

的制作上，比如玉直接作为本体的使用；还有提取了中国的元素，比
如装饰的形象，例如龙图案。第二，是对中国传统工艺的发掘，比如
点翠，但卡地亚有变化。第三，是对中国传统材料的关注。所有这些
撰文：Dao

方面在故宫都能找到相对应的东西，所以我们梳理了故宫的藏品，
选取了几个方面重要的对接点，精 选二十 件 藏品一起 展出。人们既

以重启时间的秘密为开始，以时间的唤新为生生不息。

故宫所藏西洋金壳画珐琅打簧小怀表 © 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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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故宫的藏品，又可以看到卡地亚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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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昊 楠：卡地亚是学院派的，有专门的学 校，学生从学 校毕业就可

《生活》：您如何理解传承？

以完全投身 修复工作。我们是手工艺多一些，机加工少一些；卡地

王津：传承就是一 个行当没断，钟表进 来以后皇帝一直在用，就肯

亚是 瑞 士手表 王国，可能 对 机 加工要求高，这和 我们 也是 有区别

定有人给他做保养。钟表在使用，修复就没断。

的。学会取长补短；譬如现我们现在叫文物医院，不光停留在文物

亓昊楠：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技艺的传承，钟表就是文物，随着时

修复阶段。文物一 进 来，首先要 从 文物外观、历史、科 技保护方面

间越长，文物越珍贵。我们是修复文物的技艺，一代人一代人传承下

下手：这个文物的材质、外形都 要进行高科 技设备的分析，有详细

去。第一代传人徐文磷，解放后带了四个徒弟；修钟表一个是耐得住

记录，相当于给病人 建个档，再建一 个 修复方案。留存 档案。随着

寂寞，动手能力也得强。这工作是快乐工作，尽量让后面的人发自内

科技发展，我们所能留下的档案越来越完备和详细，供后人来看。

心的喜欢去从事这工作，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到我徒弟，已是第五代

卡地亚也是，他们每一块表都有一个详细的记录，修的人是谁，修

了。我们在国内开展修复联盟，也希望在国际上也能有更多交流，像

复时的外观描述，在修的过程中遇到哪些问题等等。我记得有一个

瑞士、英国还可以有更深入合作。钟表本身就是中西结合的产物。

怀表缺失指针，恢复它应有的功能之后我们就不配了，因为我们资
料有限。要是没有参照是不允许我们依照个人理念去给它配针，换

《生活》：您对“时间”或者“计时”有什么理解？

句话 说一定要完整的参照才能允许在文物进行创造性的修复。但

王津：一工作起来是没有时间概念的。修表的行当好像 就是这样，

卡地亚的手表修复希望尽善尽美，他们通过查找，还真的找到一对

你在那桌子一趴 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对我们来说，感觉时间可能准

（指针）。我们经过商量同意进行补配性的修复。

一些，把握时间准一点。
亓昊楠：修复时间的人是在时间之外的，真正修的时候你又是在把

《生活》：如何看卡地亚与故宫展开古董钟表修复合作的收获？

握时间的。就是时间从我们手中流过，也印证了我们修复的过程。

郭福祥：通过这段时间的交流技术之间可以达到互补。另外在理念

我老觉得自己特年轻，其实快四十了。

上，卡地亚的钟表 修复更多是为客户的，修好 补好，一定要让它动

郭福祥：每个人都会通过钟表感受到时间的变化。钟表也好时间也

起来，否则就没意义了；无形中就形成了自己的修复理念。但故宫的

好，都是历史性的，在这个过程中，对时间的测量慢慢形成了技术。技

修复是几百年积累下来的，整个的变化过程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哪

术又形成了审美，所以我觉得时间又是艺术，大量的钟表同时也是艺

怕是这件东西变了，这件东西改了，它也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所以

术品。在人类的变化和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最近几百年，随着技术的

要尽量保持现在的原貌，尽量地保持历史信息，它是一种保养。能

发展时间越来越精确，所以我觉得，时间又是技术。从时间的技术来

动的，不缺 件的，你把它修好了，其他的东西我尽量保持原 来的东

看，时间决定了你的技术或者是某些重大发展的前奏，包括新航路的

西。一个是历史资料，一个是正在使用的，在观念上一定有很大的

开辟就是和精确的时间测量有关系，时间技术推动了人类的发展。时

冲突；这种冲突对双方也有好处。

间是历史，时间是艺术，时间是技术。这是我对时间的理解。

Pierre Rainero：对于我们的钟表工匠而言，比照中国工匠的技艺，
并且面对他们并不熟知的藏品所带来的新挑战，是饶有趣味的工作。

《生活》：通过“有界之外”想给观众传递什么信息？

我想，对于中国工匠而言，看到18、19 世纪的工艺在他们收藏的时钟

郭福祥：我们是作为卡地亚的局外人去看卡地亚。“有界之外”也有

和卡地亚在其工作室里所铸造的作品当中传承，同样也是一种充实。

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是在边界之外看界内，视角不一样。再一个是

因此，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技艺上的互补，同样也是关于如何面对挑战

展览的角度；界外是创新，界里是 历史。过去可能没有把中国的东

的方式的相互影响。

西去 做 对接，尽管卡地亚和故宫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它们有相似
的东西可以比较。我有一 个比较深的感悟，是对文化的尊重。不管

《生活》：对您来说钟表修复魅力在哪里？钟表上也有前人修复的痕迹？

是商业也好品牌也好，需要文化，需要对文化的尊重，你 就可以立

王津：魅力就是拿了一个特别破的东西，这么破都给修好了。

于不败之地。学习别人、尊重别人，学习文化、尊重文化。

亓昊楠：人家都说到故宫工作都是前世跟故宫有点缘分。钟表修复

Pierre Rainero：我看来，这次展览所具备的深层意义是双重的。

就是 起死回生的过程，由静到动，由死到生。我们就是让它回到最

首先，它促成了精湛的中国技艺和法国技艺与卡地亚工艺之间的对

初的状态。修复是看眼缘，钟表一来这屋，一眼看上去你愿意修哪

照，卓越技艺是中国文化和法国文化所共同追寻的目标，也是萦回

个，就 是 对上眼了，就 是 一见钟情。当你 拿到钟表以 后，就相当于

在展览三个部分的线索。其次，意义在于文化的交流和开放并包。在

对待孩子那种感觉。你拿到之前你先看外观是什么状态，再逐步拆

“时间技艺”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藏品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的影

解，感受古人的设计灵感。你看这钟表，会想这个功能怎么实现的，

响，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不仅仅波及了取自中国

如果是我设计这个钟是什么样的？当你打开的时候可能和想的是不

灵感的藏品，也体 现在卡地亚富有创造力的制作流程当中，也就是

一样的，人家的设计或许比你想象的还要更简洁、更科 学。每修 一

说，中国文化帮助构成了卡地亚富有创造力的语言，诸如一些建 筑

个钟都是学习的过程。

元素、红色和黑色的呼应，如今已深深嵌入了卡地亚的语言，再比如
典型的中国色彩红色和绿色也是卡地亚典藏图录的一部分。因此，
正如我 所 说，展览的意 义既在于不同文化 所 包含的 价值的
一致，也在于对差异的尊重和交流。

088

故宫御花园内金龙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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髹之于麻
撰文：陈爽

摄影（除署名外）：刘旭阳

我就是想做那种效果。那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它不确定，它有变化。

吴观真的表达颇具自然性，这组装置作品《漆线织忆》即以记忆深处的雨天蜘蛛网为参照
090

091

我们的聊天伴着茶和雨，在距离茶几四五米的空间，大雨就落在那

《生 活》：你曾在 鼓 浪屿念书，那 个 阶 段 对你 的 观 察 方 式 产 生了

里：“你看，下雨了，就很特别。我小时候会把手伸到屋檐底下，滴答滴

什么 影响？

答，我会在里面找到很多以前的感觉。”吴观真说。

吴观真：在我的老家，钢琴这个东西是极少的，但鼓浪屿几乎每家每
户都有一台钢琴，你不会很生硬地去接触钢琴，而是在钢琴声中接受

他在厦门的工作室很大，最高处层高 6米。“人在这个空间走动，会很

了它。以前我们都是被教育的，从而认知每个事物是什么，在鼓浪屿自

自由。”在工作室进门处，吴观真把原本留给修筑电梯的空间改造成了

然而然的东西却特别多。那段时间我默默接受了很多外界的事物，但

天井，他说这是很奢侈的，“我们以前住的围屋就有天井，有蓄水的功

又不影响我对世界保持自己的理解。我更愿意以一种使用的方式去了

能”。雨滴落在细碎白色小石上，角落种了些绿植，这是吴观真去厦门

解事物，我在使用中去感受。

的山上采回来的，它们与他小时候采集的蕨类植物很像。
《生活》：2016 年起，“敦煌”是你很重要的作品主题。那段旅行给
吴观真画的都是他经历过的生活：老家的苔藓、荷兰豆豆苗结出的花

了你什么样的启发?

朵、树林追逐的婆娑光影⋯⋯他的身体对这一切有真切的记忆，以至

吴观真：我对敦煌的处境比较感兴趣。敦煌出名是因为各大博物馆都

于他前后尝试了六年，执意要表达记忆深处的那种快乐、自由和诗意：

收藏的原因，如果没有各大博物馆支撑的话，敦煌现在会怎么样呢？

“我就想达到那种效果，我想找到小时候玩的感觉，我想把玩的意境

这是我思考的问题。艺术家的作品也一样被博物馆收藏，收藏的途径

做到画面里面去。”

是什么？如何去评判它的好坏？是真的好，还是有人去界定的好？亦或
是敦煌原本就有一个系统？敦煌的作品立起来是悬空的，灯光一打上

漆，桼，从木、从人、从水。讲的是漆树、人和漆液的关系。一颗漆树至

去，给我一种晃动、漂泊的感觉。我也会想那些画敦煌壁画的人，他们

少要种至25 年才能产生漆液，当乳白色的漆液遇见空气会氧化，颜色

那时候条件那么艰难，画画却那么认真，我很佩服他们的精神。我试

逐步变深为红棕色。由于大漆具有极强的粘性，在古代往往用于修复

过模仿他们画画的状态，就拿个灯，这是很难画的。但如果你真的安

器皿。髹漆之物，色韵厚泽，可千年不朽。吴观真从小对漆的认知，就

静下来会很开心，你能享受一种极度的快乐。好像所有的事物都在你

从身体对漆液的过敏开始。但在他眼里，传统以深色为底的漆画不再

眼前放大，你被世界包围了。

漆黑，却因记忆的斑驳被赋予绚丽颜色。
《生活》：你真正使用苎麻是在什么时候？怎么发现苎麻的？
为了寻求合适的材料，吴观真找到了四川的苎麻匠人，摒弃传统漆板，

吴观真：我是从 2011年就开始做苎麻和大漆的结合，只是最终呈现

用苎麻做漆画。苎麻与漆的结合自古就有。《髹饰录》记载，“夹苎人

的时候是2016 年了。一开始我们很迷茫，做完之后很多人就说，你就

像”用的就是苎麻或绢布塑造佛像，造型不易走失。对吴观真而言，苎

玩一玩就好了。我就是想做那种效果。那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它不确

麻不仅仅是辅助材料，当具有粘性的大漆髹饰在手工织就的苎麻之上

定，它有变化。我小时候在山上玩，那时候你没有玩具，你就在各种光

时，因着材质本身的疏密与手作线条，那些记忆片段更加鲜亮，通透

线底下看树叶，真的很漂亮。你会拿水稻梗中间的一节当吸管，你会

伶俐。但两者的结合经历了相当多的困难，吴观真打了一个比喻：“很

看着天光下山，你看到乌云过来就要跑，你上山要拿一根竹竿去打露

多人说年轻人最难的是买房，其实最难的时候是卖房。你要为了一个

水，不然就会湿透了。你要看变化去做决定。这些东西都是经历，很开

事情去卖一栋房子，这才叫难。”

心的经历。我一直想做这个主题。我以前不明白为什么我想要回到以
前生活状态，其实我要的是自己画的感觉，那种自由的感觉。

从2016 年开始，吴观真的苎麻作品开始被外界认可，但越来越多的问
题也凸显在他面前：原创版权的保护、表达方式的突破⋯⋯他也担心那

《生活》：苎麻在大漆中一开始是作为一种辅助的工具。当你把它当

些苎麻手艺人的生存：“我们苎麻的造价特别高，除了我们就很少有人

作材料本身使用的时候，是否对材料做了改变？又遇到了什么困难？

愿意接受它的存在。如果我不能走出去，他们可能就要出去找工作。”

吴观真：苎麻是自然的材料，除了在大漆里面会用到苎麻以外，传统会
用来做服饰，但现在比较多是用来做寿衣，很多南方人没办法理解。

就在稿件截止前夕，吴观真刚刚结束了他亚洲巡展的首尔首站，展览

我们也尝试过用绢布，但绢布会裂开。我们也用亚克力和铜网，但它

亦以“观真”为主题。策展人在前言中写道：“吴观真面对的是一个当

们毕竟是工业材料和金属的，我更喜欢手工的东西。

代艺术的独特命题，即当代漆画的当代价值和语言如何表达”。面对

我们的苎麻都是定制的，原来苎麻只有六十厘米，现在有九十厘米。我

“何为艺术当代性”这样的宏大问题，吴观真是诚实而坚毅的。他说

有一台织机可以织宽度一米五的，现在第二台织机可以织两米的，你

对个体而言这个命题过大，他只是“以自己的时间空间呈现的自在 /自

在市面上是找不到的。其实苎麻本身没有做到很宽，很多匠人不愿意

足”。就像做漆，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步它会怎么样，但“一代人，总

去做改变，你只能一步步来，去沟通。

上：吴观真的工作室很大，最高处层高有6 米。在这个空间中，无论是人或材料都会相对舒展，更为自由
下：这里的苎麻都是由四川的手艺人编织的，宽度和疏密均为定制。图为做漆中的““绷框”步骤，即把苎麻固定在框上

需要自己主动地去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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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图》《早春图》《愉园图》，
一个展览空间，三扇漆面屏风，
大漆轻盈而半透明，
吴观真利用人们流动的视觉点与画面、
光影结合创造一个梦境般的空间。
多层次、多维度的东方景观中，
隐约是艺术家童年的记忆：
穿过树林，看着阳光在不断变化的阴影上嬉戏。
今年，吴观真受邀以香奈儿女士寓所中珍藏的中国乌木漆面屏风为灵感，创作了三件分别名为《高山图》《早春图》
和《愉园图》的漆面屏风；它们作为装置呈现在上海的《走进香奈儿》展览中，摄影：梁碧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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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加工大国，到现在苎麻都出口到日本韩国去，但因为低廉的价

《生活》：你如何处理作品与空间的关系？在灯光作用下，作品的影

格导致了粗制滥造。这些匠人并不考虑上一代人做了什么，前几年发生

子本身也成为作品的一部分。你希望呈现一种什么视角？

了什么。现在真正能改变一些固有的匠人的想法，就是价格和订单，没

吴观真：是介入感。我小时候的快乐就有介入感。你在田野里面玩，水

有其他办法。但如果没有形式的改变，仅仅提倡里面的工艺，对我来说

田里的泥巴从指尖经过的感觉是很强的。你说泥巴是什么感觉，就是

不太理想。我要以展览的形式去推广这个东西，只有这个社会的推动

踩过的感觉，泥的感觉。比如我躲在小溪旁边的树林底下休息，这是

力才能影响这个行业的人改变。

一种互动。现在的空间设计没有灵动的感觉，只是形式上的变化，没有
介入感，给我感觉很闷。我把作品设计成各种影子，造成光线下的互

《生活》：在《髹饰录》中 49 条：色漆之过：黯暗。下面小字：漆不透

动，希望大家进入一种状态。我画的东西都极为普通，比如荷兰豆的

明，而用颜料少之过。怎么理解漆的透明性？

豆苗，它开出的花就是紫色的。我想通过这些东西把人带到一个你曾

吴观真：漆本身就是半透明的，就像松树流下来的汁，是深棕色的。我

经生活的、很熟悉的地方。

所用的苎麻是手工织的，你看它都是不规则的，网格有疏有密。因为
漆本身具有粘性，透明特质，通过苎麻和漆的结合呈现出来，当然除了

《生活》：你曾说过“希望你的画作与你的生活有关系”，大漆影响

苎麻外还有其它材料可以替代。

了你的生活或者性格吗？
吴观真：它改变了我思考问题的方法。以前我一上去就画，现在不敢乱

《生活》：漆的粘性意味着它自身有重量。但苎麻是轻盈的，你怎么

动。不是说你画上去就结束了，做漆有前后，你要学会控制。它不是简

统一两者的关系？

单的画了，要经得起打磨、推敲。以前画油画很随性，现在会有约束，

吴观真：我一直认为轻能解决国际运输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对漆的运

但自由的成分还是更多。

用方式会有很大阻碍。因为漆板太沉重了。这种沉重性存在很大的成
本，会让艺术品无法发展。唯有轻的东西是可以满世界跑的，只有轻

《生活》：你工作的日常是怎样的？

盈才可以走出不一样的路。你看蜻蜓，你小时候有没有抓过蜻蜓？你

吴观真：我就是喝茶，抽烟，喝茶，画画，想东西。忙碌之余，我最渴望

看它的翅膀，它是那么薄，但蜻蜓的身体还是比较重的，就看你怎么

的就是穿一件干净的衣服坐在这里喝茶，这种感觉是特别惬意的。其

平衡厚重和轻盈。很多人说漆很厚重，这也是因为它的半透明性，因为

实这几年我一直在梳理自己的文字表达，我的文字表达太苍白，这就是

漆是慢慢渗进去的，不是死黑，不是堵的。漆真正的黑，是透进去的

问题。这是一个快速社会，你得上去讲，不讲不行。我们在韩国的展览

黑。你隐隐约约还看得到这个东西存在，是有纵深感的。就像你在黑

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韩国人来我们这边参观，回去韩国又做了类似的

暗中伸个手指出去，这是透黑。它有厚度。

展览，这次首尔的展览还邀请那个人来看我的展览。我会面临很多问
题，回避是没用的。

《生活》：许多漆画家都不说“画”漆画，而说“做”漆画。说一半是
人画，一半是天画。你怎么看待这种不确定性？你在创作中会控制这

《生活》：这么多年和漆打交道后，你觉得漆的艺术精神是什么？

种不确定性吗？

吴观真：我所有作品中基本不用黑色，我暂时接受不了黑，它太沉重了。

吴观真：很多人说漆画不仅是画，不止是做。其实材料是和天气、光相

在我印象里黑和死亡连在一起，我们农村的棺材上就刷了漆黑。可为什

互作用产生的产物。你要做它，要控制它。有人说我这样刷是做，不是

么漆要这么沉重？我还是喜欢以比较梦幻的状态去呈现大漆。我喜欢

画。在我看来，这也是画的一种。但有人说，你是做工艺。我自己从不

轻松一点，带着玩性去做漆。漆是什么？说来说去，它是中国尤其是福

界定是做还是画。我们以前会画一些草图，越到后面我们就把草图去

建的传统，它有自己的地域属性。这里一代一代人都在做漆，它会怎样

掉了。漆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它是活性的。你在做的时候，大的方

发展下去？这都是不确定的。至少在我的手上，我希望它能有一

向你是知道的，具体的一些你是没办法控制的。

个好的拓宽，无论是应用，理解，还是一个呈现方式。

《生活》：传统的漆画只允许单面观看，你的作品是两面都可看的。
吴观真：很多人不愿意把事物的另外一面拿出来看，但我的作品不是。
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在讲立体文化，就像四条屏。四条屏在过去都有特
上：闽北山区的植物、山林是吴观真创作的灵感来源，他在工作室也种植了许多蕨类植物，时不时会唤醒过去的记忆
下：吴观真会在漆画表面涂撒木屑，那是童年玩耍时重要的生火做饭燃料

殊的尺寸和位置要求，它有一个指向。中国人讲究事物都要放到具体
的环境里面去，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作品和外界的环境其实是有关系
的，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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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观真当代漆艺术个展亚洲巡展现场，于首尔艺术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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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SING
THE
LIGHT
锦色与玄光
策划：Dao

撰文：黄千里、赵雪

摄影：刘志怀

“游动的宝石”色彩斑斓，
从容不迫，超越了华丽本身，变身为一种幸运符。
于Richard Mille 先生而言，使用有生命的形象，
锦鲤或者其它动物的时候，
通常并不为了描绘大自然的奇妙，
而是想要表达和捕捉人类缺乏，或者想要达到的那些激情。
追溯他本人与RICHARD MILLE的传奇——
像一尾锦鲤拥有的生命力，
华丽，迅捷，勇敢，力争上游，永不停息。

RICHARD
104 MILLE RM S10 CARP Unique Piece 锦鲤陀飞轮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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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时间蕴染
图腾便经不起推敲
一计玄光，红色，沁透人心
在速度里却得到了安静
在激情中却彰显了优雅

血统、骨骼、色泽、花纹、泳姿、健壮与否，上品锦鲤，无不千里挑一。“游动的宝石”色彩斑斓，
华丽，而从容不迫。
与手腕上的红白“锦鲤”相望：白，细腻光洁；红，细看可辨出不同的明度，均匀、稳定。荷叶之
下，鳞片闪着银光，想到诗里写的，“锦鲤浮沉镜里天”。
静静看着，明白其意——锦鲤超越了华丽本身，变身为一种“幸运符”。寓意，无论是爱情、幸福、
吉祥，归根结底，每一种象征意义的背后，都蕴藏着一种在寻常中寄托美好愿望的心情，表达着
对真挚深厚情感的向往。RICHARD MILLE RM S10 CARP Unique Piece锦鲤陀飞轮腕表，
“Unique Piece 唯一臻品”，意味着每种颜色只有一块；“唯一”，让愿望和向往显得更为珍贵
和郑重。
究其背后深意，Richard Mille 先生对图腾的解读有着更犀利的认识。无意之中他与东方的传
统美学产生了默契：选择“锦鲤”不仅是因为这灵性的动物本身，更多的是它背后的意义。
传说中，鲤鱼能逆水上溯，尤其面对水流湍急的瀑布时，仅有鲤鱼能够由瀑布下游一跃而上到
上游。所以，中国有“鲤鱼跳龙门”的传说。而在日本文化中，锦鲤代表男子汉的阳刚之气，是力
量和勇气的象征。每年男孩节，日本人都不忘在家门口装饰鲤鱼旗，或者作为送给男孩的礼物。
鲤鱼与樱花并为日本武士的象征；武士认为自己也应该像鲤鱼一样，对于死亡有一种无畏无惧
的坦然，以及能够默默忍耐一切痛苦的强大耐力。
锦鲤，身着银甲的优雅战士。于Richard Mille先生而言，使用有生命的形象，锦鲤或者其它动
物的时候，通常并不是为了描绘大自然的奇妙，而是想要表达和捕捉人类缺乏，或者想要达到的
那些情感，以及激情。追溯他本人与RICHARD MILLE的传奇——像一尾锦鲤拥有的生命力，
华丽，迅捷，勇敢，力争上游，永不停息。

106

RICHARD MILLE RM S10 CARP Unique Piece 锦鲤陀飞轮腕表
107

追求优雅与激情的共存，RICHARD MILLE 要说明“时间”的存在。
时间这个既具象又抽象的名词在这里被赋予实在的形象。

永不停息追求优雅与激情的共存，RICHARD MILLE要用时间证实一切，要说明“时间”的存
在——时间这个既具象又抽象的名词在这里被赋予实在的形象：RICHARD MILLE RM 50-03

McLaren F1超轻双秒追针陀飞轮计时码表，是最新例证。它和锦鲤陀飞轮腕表，从不同的角
度，证明时间的弹性、时间的刚柔、时间的想象力与可能。
在速度领域，McLaren汽车如一位艺术家，如RICHARD MILLE在高级制表行业中一样。对赛
车持续的热情凝结在腕表之中，这一回， RM 50-03 McLaren F1超轻双秒追针陀飞轮计时
码表，连同表带重量不足40克，是钟表史上最轻的机械计时码表。这款里程碑式的杰作得以面
世，归功于对最前沿技术材料的应用。其设计中不仅结合了钛合金和TPT 碳纤维，还将人们通
常所说的石墨烯引入其中，独家研发出专利创新材质Graph TPT 。
从腕表表背可以清晰看到机芯——一枚强大的心脏。RICHARD MILLE与这家著名一级方程
式制造商联手打造的全新机芯，是一项技术的“超越极限”：只有7克重，轻如蝉翼的秘密，在
于使用了5级钛合金和TPT 碳纤维打造的底板和桥板，以及极尽镂空的部件。与此同时，受到

McLaren 一级方程式赛车双横臂式悬架结构的启发，TPT 碳纤维精心打造了一个横向保持
架，附着在表环上，支撑着整个 RM50-03 机芯。不再需要表壳衬圈，这种不同寻常的结构，实
现了机芯和表壳间的完美匹配。
计时器凹陷的按钮代表了McLaren赛车的进气管道，而表冠的形状，则从这家英国公司使用的
赛车轮辋中汲取了灵感。RICHARD MILLE曾坦言，McLaren 标志性的橙色制造起来相当困
难。单是这一项工作便耗费了很长的时间。不过，他深知一旦树立起“目的”的意义，便有可能取
得难以置信的漂亮结果，以及，强有力的产物。这两个不同领域“颠覆者”的共同点，是热忱的
激情。
作为被赋予生命的计时码表，极具运动气息的 RM 50-03 McLaren F1超轻双秒追针陀
飞轮计时码表限量发行仅仅75 枚。Richard Mille 先生曾说：“我不喜欢花哨无用的伎俩。和

McLaren一样，我们绝不会因为一种材料可以吸引人，或为了销售目的而采用华而不实的功能。
我们应用的一切均具有清晰、明确的合理用途，都是为了实现极致性能。我们一如既往，严格按照
明确的目标行事。”这是因为RICHARD MILLE与McLaren的爱好者们都见闻广博，可以分辨出
什么是真的美，什么是耍弄肤浅的花样。
席勒形容时间有三种步伐：未来姗姗来迟，现在像箭一样飞逝，过去永远静立不动。但在

RICHARD MILLE这里，时间哲学被引入新意：未来已至——用超过现在进行的“速度”。
RICHARD MILLE RM 50-03 McLaren F1超轻双秒追针陀飞轮计时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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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装外套及半裙 _Evening
耳环_Bottega107
Veneta

URBAN VOID
静谧之城
编辑：J

摄影：ZC

模特：贺智

造型：HAO

发型：延松

化妆：张逸飞

助理：刁刁，zizi，雅舒

上海，聚会开始，却没有离散的时候。
万物都披上了湿漉漉的衣衫，
那衣衫被盛在神秘之瓶里的一种奇特的香水洒湿，
它的腋下是疑似想像的现实，它的袖间是疑似现实的想像。
—— 阿多尼斯《上海的声音》

印花衬衣，半裙，抹胸及腰带_Prada
耳环_Bottega Ven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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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衬衣 _Ralph Lauren
耳环_Bottega Ven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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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衣及西装长裤 _Herme
ˋs
耳环及皮鞋 _Bottega Veneta
腰带_Pr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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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装外套及半裙 _Edition
耳环_Bottega Veneta

112

113

丹巴县是嘉绒藏族的主要聚居地，嘉绒人民能歌善舞常于庆丰收时表演锅庄、藏戏。
这个作品是将他们日常所用的六种劳作工具拟化为六个小巫，表现农耕生活是沟通天地人的经典生活方式。图为《嘉绒六艺》，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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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底梦
撰文：邹洋

图片提供：良亮人

大部分艺术家的生活其实和普通人差不多，
他们亦是体验普通人的情感，因而作品得以被普通人所理解。

1

我想她的风格一部分来自宗教：“那你是信仰藏传佛教吗”
“不是，我只是喜欢其中的哲学部分和美学部分。”

采访约在一家书店进行，良亮人比我早到。她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点
一杯茶，戴一顶帽子，说话和声细语的，微笑也带着几分淡然。随着天

2

色渐暗，灯光透过帽子的小孔在她眼睛处投下星光。
人们喜欢说良亮人是剪纸艺术家，此话有失公允，人们用艺术家善用的
初看良亮人的作品可能不太容易理解，佛神漫天的气质扑面而来。在

工具给其贴标签，这是偷懒的办法之一。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她的作品是一件行为艺术，通过观察
当地人的生活，她把他们的肢体语言转化为一支舞蹈。她结合当地的

看良亮人早期的作品，她善用剪刀创造隐于我们脑中暗处的形象，并在

苯教元素和传统民艺，自己设计了服装，面具，并亲自穿戴它们进行表

上面做各种尝试——涂色，画画，拿刀刻，用火烧，做拼贴，这些作品混

演。她还做了一个巨大的佛头造型悬于梁下，犹如道场图腾，久经风雨

合着梦的呓语，对超自然的着迷，踟蹰的爱欲以及对剪纸——这一古老

的废旧经幡也被用作材料，让作品焕发出一种历久弥新之感。

艺术形式——有所拓展的决心。对此实践，她有过一段诗意描述：“剪刀
行数学步伐，纸张回应他诗歌，她和他，一起受折磨。剪纸，暴力夺取，

我问她灵感来自哪里，她说创作在到达当地之前很早就开始了。她提前

温柔给予。”

做了大量的资料研究，文化的、历史的、地理的、宗教的……一个故事
引出另一个故事，让她得以发散性地对当地信息有全面的了解。虽然这

但是近几年，良亮人走出了对剪纸的内在求索，而选择把它纳入更广

些知识可能大部分都用不到，但夯实了创作的基础，让她“有一种踏实

阔的艺术实践中去，她从工作室走出来，参与到各种项目中，愈多用身

的感觉”。

体的游荡来触发艺术的灵感。剪纸，开始由一个题材逐渐蜕化为一个
动作。例如，在北京青云艺术园区，玻璃房里的柴窑成为良亮人的创作

在丹巴，她的驻地是一个位于坡顶的藏房，远处是雪山，山下是村落，

空间，古人烧窑不易，人们要祭拜窑神（地方神，并不统一）。她认真

其间点缀着当地特色的塔楼，藏民养的猪在四处闲逛。她发现当地人

研究了烧窑的每一步骤，剪出八位神仙悬于房内，他们各司其职，从拉

很多用苹果手机，但并不作为一种炫耀，而是出于藏民的一种审美自

胚、绘制、上釉、捂窑、封窑等各个方面保佑烧制的成功。在昆山计家

觉。印象最深刻的是她了解到门巴藏民如何表达愤怒：他们会在自己的

墩，驻地所在的江南园林让她感受到《牡丹亭》之意境：情之尽头，是

窗前摆放三个锥形标志，强烈地宣示主人心情很差。这种情况下，打扰

自我的脱胎换骨，是洗尽铅华后过去与未来的同时发生。她以PVC 塑

者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看似不讲情理，但又透露出某种感人的坦诚。

料，纸，镭射布为材料，剪出巨大的骷髅头等图案并贴在园子的不同位

116

嘉绒藏族信仰多元。“出门信佛教，在家供本教，上山拜山神，有难请贡巴。”
这里的信众幽默诙谐又绝对虔诚，这个作品就是对这种信仰风格的回应。《幡重佛颜》，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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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多山的对望石》，2017

《窑八仙》，2018

有些艺术作品本身就没有逻辑，艺术家凭着直觉创作，而后达到以心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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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二次元的那种荧光绿、荧光红反射着诡异的光芒，让场地变幻出一

4

种魔幻现实主义之感。
一件小事是，毕业答辩的时候，良亮人没过，原因是她在答辩中质问老
有时，在视觉作品之外，她还会旁逸斜出地做一组互动作品。在山西新

师：你们平时根本没有把教学重心放在我们身上，现在是表演“老师”

绛县绛州大堂，她把小的剪纸图案做成一次性纹身，贴在法国考古队员

给我们看吗？五个老师起立，出去抽烟。

的身体穴位处，当考古队一天的劳作结束，他们需要去寺庙角落寻找与
他们纹身一致的图案，然后把自己身上的纹身搓掉——意在通过按摩

主流价值观的一团和气让她感到厌烦，即使魔幻如《牡丹亭》，亦是终

穴位之功，唤醒人们在辛苦劳动中对身体的意识。

成眷属的欢喜结局，这是她对这出戏唯一不满的地方。良亮人认为人们
应该真性情，就像西藏人一样坦诚表达愤怒。诚然，艺术家常被认为举

3

止怪异，或耽美沉沦，或拼搏奋斗，而这些普通人也可以做到，并不是
成为艺术家的必须，艺术家与普通人最基本的一点区别是——他们应

采访艺术家的困难就在于，我们不能在初遇的两个小时，即要求对方以

该要求自己对生活保持警醒。不在一团和气中彼此将就，而是在摩擦

一种线性的逻辑把自己的创作简单化地表述出来。我愈发的感受到的

磕碰中刨根问底。良亮人形容前者为白开水般苍白，而她想要大海里

是，有些艺术作品本身就没有逻辑，艺术家凭着直觉创作，而后达到以

遨游的感觉。答辩最后还是过了，老师又为她重开了一局，她发现在表

心传心。

面的和气被冒犯之后，这些老师的意见出乎意料的好。

良亮人把人们对世界的体察归结于脑中的某个结构——一个可以折射

5

呼应与世界迁流变幻的光体，它在一个人长久的生活中、经历中、观看
与阅读中逐渐成型。我们所看到的世界，都经它过滤，既是现在，也连

良亮人拒绝迎合人们对艺术家的想象，但凡我问到可能增加她神秘感

接着一个人的过去。

的问题，她都予以否认：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不研究占星和紫微斗数，
对人的意识和心灵没有过分的关注，不熬夜，不嗜酒，喜欢盗墓笔记

良亮人是辽宁营口人，她在一份自述中写过，“我出生在中国东北一座

（用听的），还特别喜欢跳舞。

位于辽河入海口的小城，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小学时，和其他八零

《孤雌存坤》，剪纸加刀刻，2016

后小孩一样，父母开始培养她的兴趣爱好。他们为她请了一位教绘画

她认为大部分艺术家的生活和普通人差不多，他们亦是体验普通人的

的老师，那是一名正在准备考研的央美毕业生，壮志未酬，暂避家乡。

情感，因而作品得以被普通人所理解。她承认有些人有着特异的素质，

他把自己很多的想法宣泄般地倾诉给眼前这个有点灵气的小女孩，给

可以区别常人，但若以此标榜自己，那一定是骗子无疑，因为佛教有

她讲尼采，让她分辨《最后的晚餐》中谁是犹大，带她走出家门去外面

云：人要活成本分的样子。“你若把自己渲染成神的样子，你就不本分

感受自然，与他分享自己对艺术的种种心得——尽管几乎得不到任何回

了。这不是一个能够惠及大家的事情。”

应。但这成为良亮人自由且开阔的艺术启蒙，高中她去到北京，考入中
央美术学院附中，之后本科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动画。

我问她做艺术的目的，她的答案是自救，通过不断地跟它较劲，生命得
以拓展，从而过上某种自知的生活，而不再是那个不开心扭头就走的小
女孩。“我好像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想要用艺术拯救全人类，它是我救
自己的一件工具，但谁知道呢，可能做着做着，得以见自己，见
天地，而后见众生。这正是种艺术的一种力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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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流沙
策划：Dao

编辑：陈爽

摄影：朱海

造型：Dollar Han @ LiaoLi Studio

无限长的曲线是沙漠的抽象
一头连着过去
另一头连接未来
高低错落的峰，像散落的
梦游中的精灵
璀璨发光的钻石
沙漠里的水滴
指引着人们，向前或向后
——
不断地重复决绝，又重复幸福，终有绿洲摇曳在沙漠。

Rabindranath Tagore

爱马仕高级珠宝
流光链影 Encha nements Libres系列 黄金镶钻手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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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马仕高级珠宝 流光链影 Encha nements Libres系列 玫瑰金镶嵌宝石项链与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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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马仕高级珠宝 流光链影 Encha nements Libres系列 玫瑰金配钛金属、棕色钻石项链与手镯
125

爱马仕高级珠宝 流光链影 Encha nements Libres系列 玫瑰金配白金镶钻项链、手镯与戒指

爱马仕高级珠宝
流光链影 Encha nements Libres系列 白金镶钻手镯与耳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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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AVINESS
OF BEING
为了生命之重
撰文：陈爽

图片提供：八方新气

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
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
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
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那么我们选择什么呢？沉重还是轻松？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1987年底特律的冬天，王侠军 34岁，踏上了“玻璃之路”。室外的白

我不知道在王侠军的人生版图里，要讲述多少遍启程与出发的故事，

雪已经积有20 厘米高，室内的炉口却高达1300℃。那是他第一次上

也不知道他最终要抵达哪里。他随时变换方向盘，驶向不同的方向。

吹制玻璃的课，由于操作不当，“一阵电击的震感穿透全身”：“那个
热气，手一伸进去，完全不知道拿捏。第一天上课就想回去了。我干

到了50 岁，王侠军又拿着一张图纸，在 3 年内走访了国内外一百多家

嘛要受这个苦？”

陶瓷厂，执意要烧制出理想的器形，最终无果而返——每个人都告诉
他图纸是没办法实现的。他不服气，竟自建窑口，在“每次都差一点

那时王侠军的身体敏感虚弱，但吹制玻璃需要极大的体力。在底特

点”的重复作业中，终于创造出自己的理想白瓷。回望这段经历，王

律的一年里，他做俯卧撑，去健身，体质有很大改变。他笑称这是为

侠军只轻描淡写说了一句：“那种美的渴望真是要命”。

了应对“失败率”：“从玻璃到陶瓷，面对越来越高的失败率，你必须
要有一个最好的身体状况才能抵挡住，脚才不会软。”

王侠军说生活对他而言，在过去是心跳，现在则是缘分：“生活就是
不断缘分的累积，每个时刻因缘际会的不同境遇。人、空间、物件都

“感觉你更喜欢体力活？”听完了他的叙述，我开玩笑问。

是一种美感的解读。”他谈起之前做过的一个作品“电影手札”，他
说电影就是由一群专业的编剧、导演、摄影这样不同专业的人所累

他的太 太不理解，眼前的这个人怎么会从白领变成蓝领。有一次她

积大的多彩多样的生命，“我想用这个方式去诠释每个东西的想象

去看王侠军烧制玻璃，一看他灰头土脸，全身是汗，在炉边一直吹玻

空间。”

璃。她从此再不踏进玻璃室，但王侠军却享受这种物质间的交换。我
感到童年时对母亲肚皮的感知，对双手的崇拜，他把手印留在父亲

我想，每次启程，过去的经验并没有被清零，而会变得越 来越重。

棺木上的痕迹，形成了王侠军最本真的身体触感。他的人生，也慢慢

对王侠军而 言，这种重量指向的，或许 是“不知天高地 厚”的美与

由轻转重，变得越来越脚踏实地。

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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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王侠军为SWATCH SKIN系列设计表座——“顶天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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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往往是孤独的。当人去楼空，王侠军走进工作室看到白瓷，他想，真好，世界上还有这种材质能表述想说的东西

你要永远保持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激情，永远追求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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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三十几年前，你曾是一个电影人。类比后来做玻璃、做陶

玻璃有很多工艺，吹玻璃是越吹 越薄，可是脱蜡铸造是越铸越重、

瓷，做电影的经验会有什么影响？

越厚，它可以把历史五千年的重量一点一点累积，跟文化的意向很贴

王侠军：我们那时候是典型的古典的方式学电影，电影被喻为八大

切。可是瓷器只有一种方法，在唯一的流程里怎么找突破，我们花了

综合艺术，你要吸取各种各样的讯息，才能解读”生活”。我高中就学

很多的代价。其实很简单，你会掉下来我们就撑住，所以旁边有非常

摄影，也开始关注设计。那时候我是学理工的，后来又学广告、做房

多的工具托住这个东西。再从生活的思维、美学的角度去看瓷器，假

地产。我每到一个行业都比较认真，就买一堆书去啃，希望能理解行

如中国有八千年的形制的沿革，我们看到它的传承、精髓，就是非常

业里面的逻辑结构，所以每两年都会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但我

端正、优雅。这个基因里还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加入？过去我们可能

还是不满足。

在苏州庭院、在乡村农庄，我们现在在高楼大厦的十里洋场，语汇完

每个工作都是学习，不同的专业让你换不同角度去看事情。比如摄影

全不一样。都会彼此倾轧、互相竞争，这种张力，这种利落、动荡的意

师怎么看画面的均衡感，你可以那样去处理后来很多立体的东西。你

向，怎么和原来的柔美结合？对创作人来讲是有空间可以切入的。

当过导演、广告人，就会把重点挑出来，让作品有故事性。但我文青
症候群还是很明显的，尤其你学文科，都会谈到所谓生命这件事。到

《生活》：您后来出了一本书，叫《明白学》。在 2003 年从事瓷器创

了三十几岁觉得过去做的广告电影好像没办法累积，尤其过去还没有

作的时候，您也是想明白了才去做的？

录像带，档期演完了你可能一辈子没有办法看到你的东西，都是没有

王侠军：我每次要做一 件事，要想我为什么要做 这件事，与现有状

痕迹的。日本有个戏剧家叫做铃木忠志，他写了《文化就是身体》，

况怎么区隔。我有一本书《中国八千年器皿造型》，从新石器时代到

他的训练方式就是不断地踏地。他说踏地就是你从地面感受大地的

清朝的器皿，历代都谱写了自己的风格，那清朝之后到底应该是什么

重量，这份重量让人有自信地站在舞台上去诠释角色。我也是觉得之

样子？3 年前我在顺德有个演讲，谈传统产业的转型，当时还有另一

前好像都很轻，捉摸不定。

个讲者是德国设计师霍尔格·马蒂亚斯（Holger Matthies）。结束
后，马蒂亚斯又上去，他说每次我来中国，都会去中国的博物馆，去

《生活》：为什么在 50 岁的时候转而做瓷？您当时已经被称为“台

看当时的匠人们留下来的东西，非常精美动人，当时中国就有最好的

湾琉璃之父了”。

设计。可是每次来中国看到设计上海、设计北京背后都是外国团队，

王侠军：我高中的时候台湾开始有设计的书，70 年代孟菲斯设计学

而王先生的作品是我看到最当代的中国设计。什么是新中式？我觉

派出现，那时设计这件事开始蓬勃发展。我觉得这才是生活，充满实

得这需要从现代人的品味，现代人受到的当代氛围去解读。所以我

验性，充满热情。所以我到美国学玻璃的时候，就天天去看孟菲斯总

把文化、伦理，像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气韵均衡的美感，那股

部的旗舰店。

自律的修为态度都当作创作，让它具有现代的意向、现代的共鸣。

我在做玻璃工坊的时 候，一 个很有名的陶艺家中村 锦平 在台湾办

王侠军突破了传统瓷器的器形，采用垂直平面、镂空雕花等罕见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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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瓷 展，自然 就 到台湾的 陶 瓷小 镇 —— 莺 歌。他回来 跟 媒 体 说，

《生活》：创业的路是很孤独的，为什么一定要达到那个标的？

“china is not china”。台湾没有什么高档的瓷器，莺歌就是陶瓷

王侠军：我记得有个日本陶艺家叫真木孝成，有一年他到台北看到我

加工厂的小镇，所以我这个文青觉得，这样对吗？后来我又读了一些

的作品说想和我见面。他说，我做了37年，连你一个杯子我都不知道

书，更重要孟菲斯学派让我觉得生活不仅是功能、美丽而已，应该更

是怎么烧的。他又说他有个一公尺的立方窑，一个月点一次火。我就

多是诗情画意背后的隐喻，让生活更有情调。所以当“琉园”公开挂

用他这个单位来换算我到底烧了多少年。我几乎天天点火，我说他当

牌上市，我就想民族工艺到底何去何从。我带着图纸和模型，到日本

时碰到我的时候我已是个身经百战的老妖怪，我已经烧了四五百年

找代工厂，每个人都说，瓷器不能这样设计，这样天马行空做不出来。

了。我说我碰都该碰到，不是我厉害，即使现在失败率还是很高。我

后来又花了两年半，从唐山到淄博到景德镇一路往南，再去东南亚、

在《明白学》里面写，打开炉子，十公尺外，远远看每件作品都是昂

欧洲，所有人都说不行。生命好像一场电影一样，有时是夸张的。3

然而立。每踏一步紧张一下，每踏一步心情沉重。开始看到扭曲、开

年里我们找了一百多家像样的陶瓷代工厂，既然都不行，就自己来试

始看到裂缝，整个炉子就没有了。就是每次差一点点，让你觉得明天

试看吧。那个美的渴望真是要命。

就会到，所以越陷越深。索性皇天不负苦心人，开始有成功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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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玻璃和白瓷，这两种材料给您的感觉是怎样的？

我们今天从长宁来这里，如果是走路来大概要一个半小时，满头大

王侠军：玻璃是用脱蜡法，是实体的，而瓷器是空的，它不能厚，不然

汗，可是汽车让我很从容地二十分钟就到了。从那边到这里，就是生

会烧裂；玻璃是一个导热和延展性不好的东西，所以它主要的工艺就

活的过程。那我们可不可以发明汽车般的器物，让你非常优 雅、从

是降温、退火，不然因为温度不均匀，它就会裂开。但是瓷器讲究升

容、更有内涵地去过每一个过程？

温，所以这两个完全冲突；一个五光十色，一个素雅清淡。前者欣赏透

比如现在盛行的茶道，大概是明朝末年的时尚，现在看来摆设的器物

光的变化，后者看反光的效果。所以我做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也是古色古香。配合现代都会语境的东西我觉得不一定只是紫砂，

在不同时间选择不同材质，或许与年龄段有关，也与材质有关。白瓷

它应该可加入新的材料和元素予以调整，在依然东方的情调下，再

曾经拥有的历史高度现在完全不在了，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做一

造一期一会的隆重。

点？当传教士如殷弘绪到景德镇、德化浪迹十余年，还是不得白瓷的
要领，欧洲人口中的“东方白”、“珍珠白”，甚至“白金”的白瓷，的

《生活》：您更重设计还是更重工艺？

确让人感到当时工艺的骄傲和白瓷的魅力。

王侠军：设计是最容易的事情，往往实现才是最难的。你看“简爱”，
它是悬空的，你一烧就垮下来。为呈现庄严要做仪式感，底部就不能

《生活》：单是 选择白色，您当时就烧掉了10 吨的瓷土。您想要的

太低。有些作品都是烧了四五年。你经历了四五十个壮烈的牺牲者，

东方白是怎样的？白色的真谛又是什么？

才有今天这一件。你虽然有八九成知道该怎么做，但你没有百分百把

王侠军：形 容白有那么多现成的词汇：雪白、甜白、银白。虽然都是

握将来的成功率有多高。

白，只要一比较，有些白就会显出偏灰、偏黄或偏蓝。我要找一个中

一般陶瓷烧成率是八成，我们只有三成。所谓“人定胜天”，“巧夺天

性的白，《明白学》就是在讲这个。这件白色，与日月同辉，我叫“明

工”，其实“天工”是没有办法“巧夺”的，我们不是“天工”，我们是

白”，明亮的、自信的白，一种中性的、时尚的感觉。

“人工”。我们烧了这么多炉才成功，“天工”原来是这么神秘的，不

老子说，大白若辱，我为什么选择白？因为它背后有很多老祖宗带给

是手可以掌握。因为放在炉子里面，手已经离开了，已经交给天了。

我们的理论基础。“大白若辱”讲的是包容，它照亮别人。庄子说“虚
室生白”，当一个房子所有东西拿掉，空了就亮了，什么都可能在这里

《生活》：您从事传统工艺产业也已经三十余年了，您觉得手工艺

发生。所以当你把自己放空，你就参与到任何东西。我觉得对白的诠

发展的出路是什么？

释实在太好了。它带着你创作的核心基础，让你变成舞台，也让你变

王侠军：有的人谈的是价格，有的人谈的是价值。价值来自内涵和外

成一种主动的力量。

观，外观有赖于我们怎么加工，价值有赖于我们怎么想。瓷器也是一
样，你的高度在哪里？只是漂亮而已吗？还有没有其他更能被考验的

《生活》：怎么理解你给自己作品的定义“官窑的浪漫”？

内涵？你要用笔触色彩打扮美丽，我可不可以用说故事的方式，用光

王侠军：有一年有个收藏家对我说，我从来没有收过当代的作品，你

影、节奏、神态来展现瓷器的雍容自信？你开始用这样的定调的时

是第一个。他说，你的作品比官窑还要官窑。突然我想到，对，在中国

候，就要思考它要呈现出来的形态，它是环环相扣的。

文化里最高级别的概念就叫官窑——你要永远保持不知天高地厚追

过去中国长时间处于代加工阶段，没有自主过。我觉得我们要再多一

求极致的激情，所以我写“官窑的浪漫”，作为自己创作务必保持热

点点，多一点思考，多一点用功。现在大家说回归自然，但在这个转

情的座右铭。他说第一次看到瓷器在我的生命中改变了，更重要他不

型的过程，我们要多加把劲儿。毕竟创新的功课我们荒废很久了。现

仅拥有官窑，更拥有生命不可捉摸的当下，这说法我自己也震惊了。

在生活那么多样，我们的标准已经不是过去的标准了，我们是不是可

原来封闭的单独的腔体突然被解构、被重建。

以找另外一种适当的标准来试试看？

《生活》：您很强调设计中的互动和体验。你如何创造物与生活的

《生活》：您说过，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创意。那么您接下来的创意

相联性？

会是什么？

王侠军：有一次茶会，一个高中生用“芭蕾”去喝茶，回来后跟我讲：

王侠军：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让自己不自由，这叫自由。改变自己的

叔叔，这个东西帅得像大人一样。当你这样握拳拿起这杯子的时候，

生活状态也是另外一种创意。我过去是白面书生，是白领阶级，坐在

掌握、拥有、主张、宣誓，让他觉得不要被妈妈管了，自己可以掌控东

办公室写字、画图，卖灵感，后来转到蓝领，真的是从骨子里面革命。

西，像个大人可以自主了。我想这就是美学体验的设计概念，让人五

这有点像瓷器，不是只做表面文章涂抹而已。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

感神经启动活络。在做器物的时候我比较关心人怎么看这件东西。

天要去动手，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文人，可是开始要做玻璃的时候，那

我们希望从另类角度、环保意识去想生活还有什么趣味。你怎么打

种满足感、踏实感真是无法想象。当然首先那个材料有足够

造一个平台让大家对生活更热爱，让他把他的创意放进去。

的魅力吸引你，还要很大的勇气。

134

王侠军的白瓷作品“芭蕾”，底部设计模仿舞者尖足形象，也让瓷器拥有了站起来的姿态

过去觉得生活就是心跳，动静之间。
现在觉得是缘分，生活就是不断缘分的累积，每个时刻因缘际会的不同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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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ING
CENTRAL
交会北京
撰文：Festa

摄影：Raymond Depardon

我喜欢迷失于异国的城市中。
我保持异乡人的身份，但我又被人群接纳和保护。
我总是很高兴不被注意，在被认出之前逃走，
消失在街巷中，不用躲藏，
做一个有点脱节、有点儿好奇、但是业余的游客。
——雷蒙·德帕东

我曾暗中盯着女人的美丽脸孔，于是我就梦想生活在这个城市，但愿这是我的城市，而这个女人是我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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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米耶·卡瓦利埃25岁，雷蒙·德帕东43岁，来中国之前，他们从未搭

1955 年，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与灵魂伴侣波伏娃受邀来到中

乘过绿皮火车。那些从里昂火车站出发又抵达的火车上，人们总是一

国。在他们四十五天的旅程结束后，1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

身妥妥当当的，带着一丝不乱的节奏感，就连每个人身上透出的味道

撰写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他在文章中写道：“人们在巴黎读了你

都一模一样，让人懊恼。

们的书籍，看了你们的报告，也还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可是要真正掌握
这个伟大性的尺度，那却非得要亲自来到你们这里，参观了东北的大

在中国，他们站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大厅的拥挤人群中，或是坐在硬邦

工厂，在归途走过你们的农村，在同一天里面，看到了鞍山的高炉和附

邦的火车座椅上，看着闹腾的同行者们满脸兴奋地掏出扑克、小吃，陌

近土墙茅舍的乡村，农民们有的还在徒手耕作。每一天，每看一眼，必

生人瞬间嬉闹成朋友。有几个中国小伙越过好几个车厢，特地跑到卡

定要同时看到古老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才能够懂得你们当前的情况

米耶面前，小声嘀咕了一句“Hello。”还没等卡米耶开口回复他们，周

正是这个了不起的和生动的矛盾所构成的。”

遭一声哄笑，他们又红着脸跑开了。
卡米耶去往中国之前，一定读过了萨特写的中国之行。他们的拍摄地
那是1985 年的春天。万物复苏，北京街头上的柳树刚冒出嫩芽。从

从外国游客必去的故宫、天安门、天坛公园，北京当时的远郊亮马河，

UC 伯克利大学毕业没多久的卡米耶，申请到一张前往中国拍摄纪录

更是从北京出发，到了兰州、西安。大漠、荒原与阳关下闪烁光芒的琉

片的许可证。她兴致冲冲地组建了一支拍摄团队，悄悄地叫上即将在

璃瓦，古老的建筑物与狭窄的街巷，从城市到乡村一一记录在银盐黑白

剧中饰演男女主角配角的朋友。卡米耶并不是个一板一眼的女孩，她

作品中影像呈现出氤氲的光晕。

的父亲是知名导演阿兰·卡瓦利埃，她从小跟在父亲身边成长，深谙
艺术创作所需的勇气与机智。

就在北京的近郊，他们偶遇到了骆驼，那是马可波罗在书中写到的动
物，卡米耶小时候就从书中读到，但从未见过。那天，他们所有的人都

早在1964 年，阿兰·卡瓦利埃就冒着风险拍摄以阿尔及利亚独立为

极为兴奋地冲上去搂着骆驼合影。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每个人都忙

主题的电影《不屈服的人》，饰演电影的演员包括后来风靡中国大陆

不迭地浑身挠痒，一直到晚上回到友谊宾馆洗干净才得以解脱。但是

的“茜茜公主”罗密·施耐德与“佐罗”阿兰·德龙，结果遭到法国政府

他们依然开心地像个孩子。

审查部门的严厉警告，影片剪得支离破碎。主修政治学的卡米耶，为了
这次的北京之行，早已将几年前自己创作的小说改编成剧本，她真正

电影中引起争执带来情节扭转之下的发生地，卡米耶选择让它发生

想要拍的是一部抒情电影，一段只有在中国、在北京才能发生的爱情

在北京的马克西姆餐厅。这是他们抵达中国的两年前，时装设计师皮

故事。

尔·卡丹刚引进中国的第一家法国餐馆。它在法国巴黎的首家餐馆充
斥着都会传奇，越南独立后的第一任国家主席胡志明在早年留法时就

她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也是她的父亲好友雷蒙·德帕东参加这个拍

在餐厅里勤工俭学。卡米耶虽然也为它的餐饮定价而感到诧异，人均

摄行动小组，这位以摄影与影像闻名的摄影师，也是一位冒险家，后

消费接近 200人民币，当时中国市民的月薪则在50 元上下，法郎与人

来他总爱叫自己偷影像的人（un voleur d’images），他将参与电影

民币的汇率差不多，这个定价远比在法国消费一顿原版高得多。一个

的拍摄，更是抱着难得的机会，踏进这个他一直向往拍摄而不得的国

需要一掷千金的消费场所，也是一处最适合让爱情魅力消减的发生

度，为此他准备了一整个行李箱的胶卷。

地。他们的拍摄十分顺利，卡米耶说这是他们唯一能找到有会说法语
的服务员同志的餐厅。

抵达北京的方式十分特别，尽管他们做了充足的准备，依然毫不设防、

拍摄时常会偶遇各式各样的人们，他们总爱拉上卡米耶合影

又理所当然地迷失在弯弯绕绕的胡同里。他们总是找不着自己原先想

德帕东的镜头中时常出现卡米耶。那 年，拍摄《迷失东京》的索菲

要去的目的地，却总是在偶然间遭遇到意料之外的场景。他们是业余

亚·科波拉还是一个喜欢穿娃娃裙的少女。卡米耶遇见北京的那些神

的游客，极力隐藏在北京街头大多数是清一色蓝与白色衣服的海洋

态与表情，如同迷失北京的缪斯，都记录在他的镜头中。他说自己是

中，却一眼被人识别出是外来者。这部后来被称为《北京会》的电影，

一个参与者与行路人。“我必须不断的看，拍，笑，然后消失。巧合总

镜头里总会出现那些带着惊异眼神入镜的路人。有趣的是，每当主角

能产生一些东西。确实，每个城市都有他自己的运动，雇员，失业者，

的脸部表情以放大特写方式占领银幕之后，总有一些熙熙攘攘的中国

学生和路人;这一切就是对一个城市中的跟踪拍摄和长镜头。我一边

街景出现，奇妙地冲淡本来略带暧昧的法式浪漫。

用摄影机和五分钟片长的胶片捕捉平凡或奇特的时刻，一边用相机定
格模糊的时刻，一去不复返的昙花一现的瞬间。”

电影讲述的爱情故事，是个十足十的法国浪漫故事，沿袭着自罗曼司
文学诞生以来的母题，爱情在别处，生活亦然。携着爱人前来中国采

后来，德帕东在他随身的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我带着疲

访的法国记者，原先期待着异国之行能让他们的感情绽放出更多的火

累的身体回到巴黎，不过我很开心能证明地球是圆的。”

花，结果爱人却被同行的摄影师魅力所折服，他在屡屡受挫的爱情面
前，寻找到爱情的本质与真谛。随着时间的推移，卡米耶早年带着青
春悸动写下的浪漫爱情传奇，如今看来已然略带戏剧夸张的喜剧效
果。叙事主线之外的场景——变化中的中国，反而成为今日无法再现
的珍贵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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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不断的看，拍，笑，然后消失。巧合总能产生一些东西。
确实，每个城市都有他自己的运动，雇员，失业者，学生和路人; 这一切就是对一个城市中的跟踪拍摄和长镜头。
我一边用摄影机和五分钟片长的胶片捕捉平凡或奇特的时刻，一边用相机定格模糊的时刻，一去不复返的昙花一现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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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米耶选择在北京的马克西姆餐厅拍摄一场戏，她想着一个需要一掷千金的消费场所，也是一处最适合让爱情魅力消减的发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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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人

CONTRIBUTORS

CHINA ROMANCE

Michael Kenna 迈克尔·肯纳
1953 年出生于英国的著名摄 影师，曾毕业于伦敦印刷学院、班伯里艺 术学院。1977 年搬 到旧金山，与著名摄 影师鲁
思·伯恩 哈 德 (Ruth Bernhard) 相 识，并 公事近 10 年。他 的作品聚 焦于不同寻常的风 景，通 过 在 黎 明或 夜 间 长 达
10 个小时的曝光，拍 摄出超凡脱俗的光 线。作品曾在 亚洲、澳大利亚和欧 洲的画廊 和博物馆展览中展出。从 20 0 6 年
起，他多次 往 返中国，用独特 视角记 录中国风 景，作品详见 本 期“天”栏目。

MAI MANG 麦芒
本 名黄 亦 兵，1967 年 9 月 30 日夜 晚 出 生于湖 南 常 德，土 家 族。自 1983 到 1993 年 就 读 于北 京大 学中 文 系，先 后
获 得中国文学 学 士、硕士 和 博士 学位。于 1983 年正 式 开始写 诗。1987 年 初次 结 集《接 近盲目》，被 收 入与北大同
学臧 棣、清平、徐永合出的四人诗 集《大雨》之中。1990 年参与创办同仁诗 刊《发现》。自 20 0 0 年起 至今任教于美
国康州学院，研究并讲 授中国现当代 文学 和比较 文学。著 有中文诗 集《接 近盲目》（20 05），中英文 双语诗 集《石龟》
（20 05）。20 09 年 任 美 国纽 斯 塔 德 国 际文 学 奖评 委。2012 年 在 中国国内 获 第 20 届 柔 刚 诗 歌 奖 主奖。现 同 时 兼
任 康 州学 院 亚洲艺 术 收 藏 部主任 策 展 人，策 划多 次中国艺 术展。他 对中国浪 漫 的理 解，详见 本 期 栏目“心”。

PENG WEI 彭薇
1974 年出生于成 都，画家，中国当代 水墨 代 表 画家 之一，现 工作、生活 于北京。彭薇自幼跟 随 父亲 学画，几岁便因画
作小 有名气。于南开大学 毕业 后，她曾担任 过美 术杂志编 辑，几年后正 式 转为职 业艺 术 家。她 最初因所画太 湖石引起
业内关注，画面取 材自传 统却充满 现代 感。在 本 期“心”栏目，以女性视角阐述中国式浪漫。

XU XIAOXIAO 徐晓晓
徐 晓 晓出 生于 浙 江青田，现 工作生活在 荷 兰乌 特 勒支，荣 誉毕业 于 阿姆 斯 特 丹 摄 影 学 院，自 20 09 年起以 摄 影 作为
主要媒 介。晓晓的作品以自己的背景为出发 点，通 过 拍 摄各种文化 相关的主 题，展开对自己中国根源的探索。她 的摄
影 作品曾发 表 于《纽约时 报》、《英国卫 报》、《荷兰 人民日报》、《钱 江晚 报》、《德国地 理》等 杂志及媒 体平台。作
品曾在中国，美国，欧 洲，印度等地 展览。她的摄 影 作品请 参见 本 期“地”栏目《被 遗 忘的长 城》

ROMANTIC
a Spiritual Home
TEXT: M AIM ANG, RUAN YISAN, XU XIZHENG, PENG WEI

In an era of plenty, what is the Chinese’s romantic life? How
can realize the kind of life? What are the categories of the

romantic? Poet Maimang, architect RuanYisan, photographer
XuXizheng and artist Peng Wei offer their interpretations of
the romantic.

Maimang points out that the romanticism in the May 4

Movement is not typically Chinese. In fact, the word
“Romantic” has social and cultural references. The poetry

of Duoduo, for him, represents the Chinese romantic. It
transcends geographic and ethnic boundaries, and is the
concrete support of the Chinese’s cultural confidence.

R u a n Yi s a n w a s f r e q u e n t l y a s k e d , “ W h y y o u i n s i s t o n
protection?” He is a romantic idealist, though in real life
he is a down-to-earth architect. “If what remains today is
destroyed, it will be the biggest tragedy of our time.”

For artist Peng Wei, anything can be romantic. The romantic
i s n o t c r e a t e d i n t e n t i o n a l l y. I n t h i s l i g h t , o n l y a r t i s
romantic.

Photographer Xu Xi tries to express his ideas of romantic
using poetry and photography.

In a word, one has to keep a certain distance from the trend
to be romantic.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eternal in our
spiritual being.

CHINA IN INTERSECTING TIMELINES
TEXT: ZOU Yang
Photo: xiaoxiao xu

THE SPIRITUAL BLACK AND WHITE
EDIT: LIAN JINGQIAO
PHOTO: MICHAEL KENNA

TIME AND TIMELESS

Xu Xiaoxiao will always meet a crowd of old people who gather

TEXT & INTERVIEW: DAO, ZHAO XUE, CHEN SHUANG, ZHOU YIMING
PHOTO COURTESY OF CARTIER AND THE PALACE MUSEUM

at an open area in the village. They are not discussing something
important. They only want to be together.

Mi c h a e l Ke n n a w e n t to B eijin g to n eg o tia te c oope ra tion

In the spring of 2017, Xu Xiaoxiao and her assistant set out on a

attracted by Kenna’s Huangshan Series, which, different

Hebei and Beijing in the spring, Shanxi and Shaanxi in summer

details. Since the meeting, they became close friends, and

Great Wall within a year. The Ming Great Wall, built by the Ming

with Lu Xiao, director of Timeless Gallery in 2011. Lu was

jeep for her project “Nine Garrisons: The Frontier.” They went to

from common landscape pictures, focused on inconspicuous

and autumn, Ningxia and Gansu in winter. They covered the Ming

will travel together at least once a year around China.

dynasty (1368–1644), forms the most visible parts of the Great

British photographer Michael Kenna is known for his

advanced technologies, has concluded that the Ming walls measure

around the world. His books can be found in almost all

The Nine Garrisons installed by the imperial court during the reign

Wall of China today. A comprehensive archaeological survey, using

Time registers profound respect in the Palace Museum. The

sense is especially reflected in the Gallery of Clocks that not

YU ZHUOYUN:
REPAIRING THE FORBIDDEN PALACE
EDIT & INTERVIEW: LIU FEISI PHOTO: ZOU YANG
M ATERIAL PROVIDED BY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 AL HERITAGE,
PALACE MUSEUM

only showcases the mechanical intricacy but also witnesses a
historical period wh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met.

Tr a v e l i n g i n t i m e — t h e t o p i c r e m i n d s t h e e x p e r i e n c e o f

v i s i t i n g t h e C a r t i e r a r c h i v e s . I n t h e e a r l y 2 0 t h c e n t u r y,
Cartier opened its branches in London and New York. The

exceptional landscape photos presented by many galleries

8,851.8 km from Jiayu Pass in the west to the sea in Shanhai Pass.

major online shops. He has published some twenty books,

of the Hongzhi Emperor between 1487 and 1505.

When a young man becomes a staff member of the Forbidden

in Hokkaido and obscure places in China. He often works in

According to The Great Wall Society of China, one fourth of the

around the palace, a project supervised by Yu Zhuoyun.

of light. The exposure can last up to 10 hours, resulting in

condition of the Wall deteriorates. When it reaches Ningxia and

Yu was not a high-profile figure. All the projects he took charge of

two histories. We hope to somehow break the limits of time

when he was 85, he wrote about his education and career, his

Cartier and China.

about Dearborn suburbs in Michigan, snow-covered islands
the early morning and evening, in order to capture the subtly

Ming Great Wall has disappeared. From Beijing to the west, the

exquisite, smooth-textured black-and-white rhetoric.

Gansu, the visible part is almost only a stretch of sand.

There are scarcely human beings in the pictures, and the
sense of eternality is strengthened.

Michael received typical Western education, but h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ttracted by Eastern philosophy. His has deep
obsession with film, long exposure and darkroom photocopy. He
murmurs to himself in exposure, a “dialogue with the subject”

according to him. The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world is
a habit he developed since childhood.

Yu Zhuoyun is referred to as Engineer Yu by younger colleagues.

Cartier archives in the three cities thus witness the legend of

Palace, he will be guided to all the lightning protection facilities

inspires its design.

were imbued with prudence. In his collection of essays published
researches on the palace’s architecture and prudent views on
repairs.

We interviewed Zhou Suqin, Yu’s former assistant, BaiLijuan, Yu’s
former apprentice, and a couple of his former colleagues. Their

account,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archive materials in the Forbidden
Palace piece together the persona of the scholar.

the brand over a century. Asia, especially China, continuously

The encounter of the Forbidden City and Cartier are that of
and space. The colorful archive outlines the story between

WU GUANZHEN’S LACQUER PAINTING

THE HEAVINESS OF BEING

INTERVIEW & TEXT: CHEN SHUANG
PHOTO: LIU XUYANG

INTERVIEW & TEXT: CHEN SHUANG
PHOTO COURTESY OF NEW-CHI

DREAMY REALITY

Wu Guanzhen paints his life on canvas. All the details reflect his

TEXT: ZOU YANG
PHOTO PROVIDED BY LIANG LIANGREN

sense of joy, freedom and poetry. He uses ramie as his canvas. It is a

a d v e r t i s e r a n d c r a f t s m a n , h e a s s u m e s d i ff e r e n t r o l e s t o

is hard to buy a house. For me, it is harder for me to sell a house for
something I like.” Wu Guanzhen said.

In Seoul, the first leg of his Asian tour, the curator wrote in the

preface: Wu Guanzhen faces a unique question in contemporary art—

how to expres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and language of contemporary
lacquer painting? Wu has an honest and firm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URBAN VOID
EDIT: J PHOTO: ZC MOCEL: HE ZHI
STYLE: HAO, YAN SONG, ZHANG YIFEI
ASSIST: DIAODIAO, ZIZI, YASHU

Shanghai. The party begins and never ends.

According to him, this is too big a question for an individual. He is

Everything is in damp clothes that are sprayed with a secret

It is like lacquer. You never know what it will turn into, but “every

real imagination.

only presenting a kind of self-sufficiency in his own space and time.
generation ha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n their own.”

Paper-cutting artist LiangLiangren is good at visualizing

understand himself better.

After paper cutting, she will daub it, paint on it, cut patterns

At 50, Wang visited over 100 ceramic manufacturers home

dreamy, supernatural, emotional and of course experimental.

make what you want. He built his own kiln and in repeated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Liang Liangren opened up to a wide

Looking back, Wang made light of the experience, and only

fantasies in our mind. Her treatment is highly experimental.

Wu’s painting began to be recognized since 2016, but more and more
of ramie craftsmen….

Heinrich Wang’s life. I do not know where he is arriving.

C o n s t a n t l y c h a n g i n g h i s r o l e : d i r e c t o r, p h o t o g r a p h e r,

traditional material used in Chinese lacquer art. “People always say it

problems emerge: copyright protection, way of expression, the living

I do not know how many setouts and returns there are in

perfume. Under its armpit is imagined reality, and in its sleeves is

Adonis, The Sound of Shanghai

on it, burn it with fire or make a collage. Her works look

and abroad, and met with the same answer: we cannot

experiments successfully created his ideal white porcelain.

range of themes in paper cutting. She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said, “I thirsted for that kind of white.”

Art Zone located in south Beijing, Liang did a series of work

Wang said life was various thrills for him in the past and

before they fire kilns. After carefully examined parts of the

make different encounters in different time. People, space

charge of different procedures: throwing, painting, glazing,

film industry is the collection of different life stories made

garden activated her thoughts about The Peony Pavillion, a

nt to interpret the imaginary world of things in this method.

projects that become her source of inspiration. In Qingyun

for the kiln there. Traditionally, people will pray to kiln gods

happy encounters now. “We collect encounters in life. We

kiln and the process of ceramic making, she cut eight gods in

and objects are interpretations of beauty.” He said that the

filling the kiln, etc. In Jijiadun of Kunshan, the traditional

by professional script-writers, directors and cameramen, I wa

kunqu masterpiece. In the ultimate sate of love, an individual
breaks his physical limits, and the past and future can happen

together. Liang used PVC, paper and fluorescence fabric and
cut them into huge skulls and other patterns that were hung

in the garden. The venue then became the stage of magic
realism.

“ I l o v e t o g e t m y s e l f l o s t i n a f o r e i g n c i t y, i n t h e g r e a t

throng,” said photographer Raymond Depardon. “For hours,
for days, I’m a resident, a special resident. I’m a stranger
accepted and protected by the crowd. I often feel a little
excited for not being noticed. I’m an offbeat and curious
amateur tourist.”

In 1985, CamilleCavalier, 25, and Raymond Depardon, 43,
arrived in Beijing for the first time. Cavalier, a graduate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was granted to shoot a
documentary in China. She formed a team quickly including

Depardon, a friend of her father. The film, though shot in

China, is a typically French romance: love is elsewhere, so is
life. A French journalist took his wife to China, hoping that

an exotic journey could bring love back into their relations,
but his wife fell in love with the cameraman. Frustration

d id n o t d e s t r o y t h e j o u r n a l i s t . I n t h e e n d , h e als o f o u n d

true love. The script, written in Camille’s youth, sounds a
bit melodramatic, but the faithful image of the past China
becomes more and more valuable today.

全年订阅 优惠 ％

PHOTO: R aymond Depardon
TEXT: Festa

在阅读的路上，视阅读为《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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