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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文人

平面设计达人鲁迅

程应峰

都知道鲁迅是文学大家，都知道他的
《狂人日记》《孔乙己》《呐喊》《彷徨》等等。
殊不知，他还是那个时代的平面设计达
人。虽然，他在平面设计方面的成就鲜为
现代人所知，但在设计史上却不容忽视。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请鲁迅
设计北大校徽。1917年8月，鲁迅完成
校徽设计。校徽图案以篆体“北大”二字
构成一个圆形，上下排列，其中“北字”构
成背对背的两个侧立的人像，“大字”构成
了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构成了“三人成
众”的意象，予人以“北大人肩负重任”的
想象，具有“脊梁”的象征意义。

北大校徽突出了“以人为本”的办学
理念。有人说，大学，因大师而大，更因大
学生而大；也有人说，上面是学生，下面是
老师，老师甘为人梯，学生站在老师的肩
膀上，必将青出于蓝胜于蓝；更有人说，大
学之“大”，即学术之大，责任之大，精神之
大，尽在其中，体现了“自由独立，兼容并
蓄”的精神。

可以说，北大校徽的艺术处理是极具
匠心的，以文字构成表现出徽标内涵，造
型结构紧凑，明快有力，蕴涵丰富，简洁大
气，透出浓厚的书卷气和文人风格，实属
难得。后来，北大标志在鲁迅先生设计的
校徽图案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确定了
特定色值的红色为标准色，并将其命名为

“北大红”。
1917年的鲁迅，与陈独秀、胡适等人

相比较，完全是两种生活状态，他每天到
教育部上班，下班后便躲在绍兴会馆补树
书屋抄写古碑。这一年，鲁迅日记中大量
记载了购旧拓本、买汉画像、搜集古镜等
事。半隐居的鲁迅常常感到孤独和愁闷，
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
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
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但
鲁迅没有因此沉沦，他的心中燃着向往民
主科学的火焰。所以，在接受蔡元培的委
托之后，很快设计出了具有独特意味的北
大校徽。

蔡元培和鲁迅是绍兴同乡，他之所以
托付鲁迅设计校徽，是因为对鲁迅的美术
功底与美学主张充分信任和肯定。鲁迅
一生虽然没有专事美术，但自幼喜爱美
术，有过很好的美术训练，比如用“明公
纸”描摹绣像小说等。鲁迅是现代美术的
旗手，他领导的左翼木刻运动即使放到同
期西方大背景下也毫不落伍，很多精神和
品质在今天都不过时。鲁迅非常重视美
术教育，1913年，他在任职教育部佥事期
间，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显
示出了对美学源流的深入了解，集中阐述
了对美术教育的观点，认为“美术之用”在
于“表见文化”“辅翼道德”和“救援经济”，
指出：“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
情”，多方面阐明播布美术的重要性，主张
将美术“传诸人间，使与国人耳目接，以发
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更以冀美术
家之出世也。”

鲁迅的这些主张与蔡元培的主张不
谋而合，可谓心有戚戚焉。蔡元培毕生注
重美育，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曾指派
鲁迅讲授《美术略论》，鲁迅乐意使然。正
是鲁迅不俗的美术功底以及蔡元培与鲁
迅在美育方面的心息相通，使蔡元培毫不

渐渐地喜欢上电子书，如同怀揣一整
个世界的图书馆，可以随时随地满足我随
时迸发的各种领域的阅读欲望，甚至仅仅
因为猎奇之心。有些书，深得吾心，随心
情，不时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想要珍藏的便
买了纸书；有些书，当年没有时间、耐心和
阅历读完又始终惦记着的，如今点着点着，
竟读完了，不由释怀；有些书，翻开目录，随
意读取几章，此时不喜，删了或留着，都随
心。感觉到阅读的自由丰富与便利。

家里的书架有好几个，有些书存了太
久，纸张已经泛黄，看着吃力，便不想再翻
阅；有些书，一时兴起，买了多年，竟从未
打开过。家里的凌乱，大半是因书造成，
桌子上、椅子上、床头边，书房、卧室、客
厅，哪都有我随手而放的书，能够随地而
读是一种自由的享受，但这种凌乱的状
态，总难免让人崩溃，更何况书多了，旧
了，良莠不齐新旧不一，留存还是舍弃，总
要在心里反复的抉择，倒不如电子书，放
着，总归可以无限地放着，于眼于心无碍，
反而无需担忧误购的浪费。

多年前曾问过一个友人：你觉得我有
什么兴趣爱好？他说只觉得你喜欢看
书。当时对这答案甚觉失望。这么一个
鲜活的我，外人看来竟然只有喜欢读书这
一样，是他太眼拙还是我太匮乏？友人应
该已经忘了当初的这句话，人也越距越
远，但有些时候，繁忙的间歇，能够拿起一
本书静静阅读，竟是内心最大的欣喜，如
同灵魂的回归与安歇，再一想想这些年能
够坚持下来的事情不多，头一件便是读
书。这么一想，便觉得友人当年的评价确
实是比我看自己要真切得多。从小便喜
读书，读书已经是渗入灵魂血液之事，而
电子书，更广阔地成全了这个喜好。

文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生物学、
历史、传记等各类感兴趣的书，倘若仅靠
纸质书，很难凭一己之力通通纳入囊中，
电子书满足了这种无限制的欲求，没有任
何负担地静静躺在你的手机里，实在是件
应该接纳的事情。电子书看完，却想以指
尖触摸那文字的芬芳，听那唰唰翻阅的喜
悦声，看笔尖一条又一条横线划过那令己
心叹的精彩词句，这样的好书，再买纸质
书来珍存不迟。

电子科技时代，世界变化太快，稍不
留神就被远远地抛在了旱荒之地。新的
事物，新的认知，新的体验，需要一而再再
而三地去了解确认，如同日久生情一般，
他的好或赖，慢慢去感受，你才会做出中

涛哥住在海边的小渔村。
也许是他和海有缘，他的名字中竟然

也带有一个涛字。涛哥说，每天饭后他都
要和老伴去海边看看。那海浪滚滚，波涛
一个接着一个，将心头上的烦恼都淹没
了。所以，他们很享受这种感觉，说罢，涛
哥脸上露出了幸福而满足的笑容。其实，
涛哥早前也是海边的养虾人，只是现在将
虾场租给了别人养鱼。

我天生喜欢鱼，于是，便要涛哥带我
来到渔场，一起去的还有涛哥的好朋友毛
哥。我们在鱼池转了两圈，正好有工人在
喂鱼食。当喷香的鱼食撒到水里时，红色
的或青色的鱼便蜂拥而来，争相抢夺，好
不热闹。于是，池水便沸腾了起来，大大
的鱼池，顷刻间，似乎变成了一口巨大的
锅子。我问工人，红色的鱼叫什么名字。
东星斑。工人浑厚的声音在鱼池上空回
响。东星斑，东星斑，我大声念道。这时，
浑厚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这鱼很贵的呢。
其实，我内心的激动，也不亚于这沸腾的
池水。我望着水中的鱼，眼睛久久未曾挪
开，阳光透过木板的缝隙照射下来，身上
细密的汗珠，像豆子般爆了出来。

涛哥见状，便提议说，我们去那边坐
坐吧。

刚刚落座，涛哥便指着一个蓄着长
发、大约六十多岁、颇有艺术家气质的男
人说，这就是张老板。寒暄几句后，张老
板屁股一扭，转身进入简易厨房，拿出几
个精致的小茶杯，熟练地摆在桌上。

毛哥说，张老板一看就是个艺术家，
肯定读了很多书吧？

张老板哈哈大笑，露出雪白的牙齿，大
声说道，我小学都没有毕业呢，还什么艺术
家啰？张老板和毛哥差不多大，明显要比
毛哥老很多。他脸上的皱纹，就像海上的
波浪，竟然让人久看不厌。凌乱的长发，像
海里的水草，风一吹，便左右摇摆起来。他
穿着套鞋的大脚，一路来，一路去，咚咚的
声音很是悦耳。我想，他要是走在柔软的
沙滩上，那就是一幅极其特别的沙画了。

张老板给我们倒好茶，便耐心地跟我
们攀谈起来。

我说你投资了多少钱？他说一百多
万呢。我说，那你赚大钱了，东星斑120
块一斤，一个池子有那么多的鱼。他看了
我一眼，说，你看到的不是钱，因为随时都
会发生变化的，只有钱到了口袋里才算
钱。说罢，将手在袋子上拍了拍。我问，
你为什么做呢？他说，我是不服气。这么
多年来，我从国外亏到国内，从香港亏到
海南，我就不信这个邪。张老板又说，其
实，亏也罢，赚也罢，养鱼还是很好玩的，
从鱼苗到成鱼的那个过程很有意思。看
着幼小的鱼苗一点点长大，就像看到自己
的孩子一样，内心的那种满足和充实的感
觉，别人是绝对体会不到的。每次我一到
鱼池边，它们就成群结队地游了过来，很
是让人感到亲切，就像见到自己的家人一
般。虽然，它们终有一天会离我而去，成
为餐桌上的美味，或者无端地死掉，但我
喜欢它们的心情，却从来不会改变。

说罢，他从冰箱里拿出两条鱼给涛哥
看，说，你看这两条鱼没有伤痕，不知为什
么就死了。所以说，养鱼的心理承受力要
很强，有时候，看着看着，它就没有了。说
罢，张老板的脸上露出了忧郁的神色。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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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来，张老板是有多么不舍鱼儿们毫无
征兆地离他而去。

然后，张老板的语调弱了下去，说，告
诉你们吧，我为什么要养鱼，其实，还有一
个重要的原因。我以前天天玩牌，天天喝
酒宿醉，身体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
自从养了鱼，我的身体全好了，一点毛病
都没有了。所以说，看似养鱼，其实是在
养心和养人。

那天，张老板很有兴趣，滔滔不绝地
说。我认为，他是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家，
鱼虾就是他完美的作品。

盛夏已至，光阴生煎，沸火滚腾，夏天
到达巅峰状态。相比现代人单调地吹空
调度夏，古人的避暑方式则自然得多。

他们可以在黄昏时分驾一叶轻舟，在
莲花池里尽情嬉戏，荷香缕缕，水波粼粼；
或在青山绿水间垂钓，安安静静地等鱼上
钩，心无挂碍，自然凉快；抑或者邀约三两
棋友，在棋盘中互见乾坤，忘却焦躁的暑
气。采莲、下棋、垂钓、抚琴，古人在环保
低碳的格调中将夏日过得趣味盎然。

也有例外，那个史上最离经叛道、放
荡不羁的李渔，他在《闲情偶寄》里说自己
一生最快乐的三年，就是避乱在山中的时
光，夏天，光脱脱地在山林里当野人，吃野
果，穿行于荷香之中，醉卧在长松之旁，在
泉水边洗砚台，渴了就煮水泡茶，那种自
自然然与山川草木虫鱼天地为一体的“裸
夏”之法，恐非一般人能及。

其实你只要端着一颗安静的心，就能
心静自然凉。

人家白居易就深得禅味，最先从精神
层面“降温”：每天把满筐满篓的大志向都
放一边，在竹影荷风的小院子里虚心向
禅，修身养性。有太阳时，清幽的竹影里，
人竹俱绿；没太阳时，似有似无的清风里，
人比风还潇然洒然。他的祛暑妙招：“何
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
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
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散热由心静，心
静自然凉，以静制动，才能消夏生凉啊。

也可以随意读点什么，唐诗宋词、明
清小品、当代散文，都可以拿起来，读上两
三篇，文气山长水远，意蕴沉静。一个个
的字，被文人调遣得像凉凉的旧梦和月
光，纷扬飘来。陆游说：月侵竹簟清无
暑。月光扑在脸上，有凉意呢。也可以独
坐于小院，闭目小憩，听一段清风，心静；
品一杯茶香，身凉。甚至什么也不想，就
这样静静地坐着，心情缓缓失重，下沉，下
沉，像一根羽毛，摆脱风的纠缠，沉静稳妥
地找到自己的归宿。

杨万里在某个夏夜本已就寝，怎耐暑
热难以入梦，于是开门出去追凉。竹林深
深，树荫密密，虫鸣唧唧，诗人置身其间，
凉意顿生，就有了“时有微凉不是风”这一
真切细微的体验。静了，才能听得见山
风、流泉、蝉鸣，闻得到花香、空气中的草
药气息，而所谓凉意，不过是夜深气清、静
中生凉而已，并非夜风送爽。范成大有诗
亦云：“风从何处来？殿阁微凉生。桂旗
俨不动，藻井森上征。”虽设问风从何来，
但既然桂旗不动，可见非真有风，殿阁之

“微凉”不过因静而生，人们通常所说的
“心静自凉”，其理相若。

还是白居易，他去拜访恒寂禅师，天
气酷热，却见禅师在闷热的屋中独坐。便
问道：“禅师，这里那么热，为何不换个清
凉的地方？”恒寂禅师说：“我觉得这里很
凉快。”白居易颇多感悟，成诗一首：“人人
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
无热到，但能心静即身凉。”原来，心房如
禅房，一切皆出于心，心静自然身凉。

读史侧翼

古人避暑有雅趣

彭晃

犹豫地把设计校徽的重任托付给了他。
新文化运动时期，书刊出版市场呈现

前所未有的蓬勃气象，文人、作家都直接
或间接地参与到书刊封面、装帧等环节的
设计当中。这样的时候，鲁迅显现了他独
特的审美品位和出色的设计能力。他与
美术家、书籍装帧艺术家陶元庆的设计合
作，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平面设计尤其是书
籍装帧设计的新篇，诸如北大校徽、许多
书籍的封面设计，都教人眼前一亮，耳目
一新。可以说，鲁迅的许多设计作品都堪
称精良妙品，即便是放在今天，仍然不失
为抢眼的作品。

鲁迅一生设计了60多个书籍封面，
个个典雅蕴藉，极具时代感。可以说，他
在设计领域的探索，开辟了中国现代书籍
装帧设计的新路。

鲁迅是作家中最早关注书刊设计的
人，他的著作也有大量关于书刊设计的论
述。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他就是那个时代
的平面设计达人，正因如此，在现代书刊
装帧史论中，他一直被列入当之无愧的先
行者之列。

鲁
迅
先
生

肯的评价与选择。如同电子书，喜欢上亦
需要时间的沉淀。

无论纸质书还是电子书，尽管读就是
了，于我，读千本万遍，估计也难妙笔生花，
但只要读着心花开了，便是最丰盈的收
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