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化
C U L T U R E

8 责任编辑 翟冬冬

2021 年 3 月 19 日 星期五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陈 静

直到 18 世纪末，欧洲人才找到防治坏血病的

东西：橙子、柠檬汁或泡菜。之前他们甚至不知

道，坏血病是由于吃不到新鲜蔬果引起的，而认为是

船上肮脏导致的流行病。

◎小白村

大航海时代

在电脑写作成为主流的时代，字体是我

们生活里的常客。选择何种字体，有时是行

文规范的要求，有时反映了个体审美偏好。

有人甚至说，写作时必须根据心情选定不同

字体，不然笔下苦涩，无法成文。那你可曾

想过，字体是如何形成的，又经历了什么样

的演变。《中国现代文字设计图史》或可帮你

揭开谜底。

著者在书中系统回顾了中国现代文字

设计的历史。从形式上看，本书大体以时

间 顺 序 为 逻 辑 ，上 编 和 下 编 分 别 介 绍 了

1949 年前后的文字设计。但从逻辑上看，

全书又可视为同心圆结构。最内一层是各

种字体的产生及运用；其外一层是与字体

息息相关的出版业特别是印刷科技的发

展；再外一层是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形势、经

济体制和文化观念的变革；再往外则是中

华文明和外来文明及其互动消长。宏观的

视野使本书关于字体特征及演变的叙述，

具有了由“技”及“道”的意义，也让读者从

字体的命运看到了文字、文化乃至文明的

现代化进程。

岁月流变之中，字体命运各不相同，有

的占据了舞台中心，有的借时势崛起，一度

成为审美的宠儿；也有的因缘际会，退出主

流，变成小众的喜好。通观全书可以发现，

至少有 5 种力量推动着字体的变迁，即传

统、科技、审美、商业和政治。现代中文字

体有宋体、楷体、仿宋、黑体等 4 个主要类

型。现在大家看着顺眼的宋体字，在古代

读书人眼中则是“匠体字”，要说文雅则数

楷体字。到了清代，钱大墉还在指责宋体

“庸劣不堪”。然而，商业和科技的力量十

分强大。明清时期社会的书籍需求旺盛，出

版机构必须节省刻印成本，大批量规模化印

刷图书。相比而言，宋体字截弯取直的风格

更符合这一需求，在“字体竞赛”中胜出也就

自然而然。

不过，审美习惯往往是保守甚至执拗

的，折射出传统之力不可小觑。仿宋字的诞

生便是其表现。书中指出，严格来说，仿宋

字也是一种楷体。尤其是杭州丁氏兄弟

1916 年创制的“聚珍仿宋版”把“中国在雕

版时代最美的字体，也就是宋刻本的字体，

通过新的工艺和技术手段延续到了活字时

代”。聚珍仿宋延续了中国传统左低右高、

中宫收紧、四体张开的字体美学，又符合现

代出版工业的要求，为此后庞大的“仿宋字

家族”打下了基业。

书中另一重要内容是美术字和图案文

字的演变。它们有更强烈的视觉效果，与商

业、政治等的联系也更紧密。著名广告人陆

梅僧就曾说过，黑体字笔画粗壮，“用作广告

的标题，最是适宜”。而在抗战期间，国民党

政府认为“立体阴阳花色字体”不利于宣传，

“畸形怪体任意书写，自鸣艺术立体，实则五

花八门，难于辨认，甚或反致发生误会”，下

令各学校机关“一切标语，皆应刊写正楷文

字，以资一律而利宣传”。在解放区，字体受

文化大众化思潮影响，把贴近人民作为重要

标准，选择字体务求老百姓容易看懂，类似

人字旁边加三点的做法受到批评。

《中国现代文字设计图史》虽为专业性

书籍，但写法通俗，除理论色彩较重的“导

论”外，其余均从点上突破，介绍了诸多个

案，进而连点成线，勾勒字体变迁的轨迹。

这种写法降低了阅读压力，一册在手，可逐

篇耐心细读，也不妨随便翻翻。而此书名为

图史，确也名副其实。书中收录的大量字体

图片叫人大开眼界。比如，著者自藏之《美

术字正气歌》（作者王书年）中，六十段正气

歌每一段均以不同字体呈现，洋溢着强烈的

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再如，书中还有《马

路天使》《十字街头》《大路》等民国电影片头

字体的设计，对当下影视美术也应有所启

发。而更重要的，当然还是引导我们静下心

来，换个角度品味汉字之美。

换个角度品味汉字之美
——读《中国现代文字设计图史》

博览荟

紫禁城建筑多为木结构承重，而木材为

易燃材料，因而防火极其重要。明清时期，

紫禁城的灭火工具除了云梯、钩子、水桶等

传统工具外，还有一种借助机械作用的“灭

火枪”，称为激桶。紫禁城里的激桶有两种

形式：唧筒和水龙。其中，唧筒在宋朝已得

到应用。

唧筒在清宫档案中又被称为“岔子激

桶”。故宫博物院现藏唧筒多为铜制，呈下

粗上细的中空长筒状，由内外套筒、喷水头、

支脚、连杆、皮制活塞、阀门等部件组成。内

筒被抽出后，整个唧筒的长度可达 2米。最

里层内筒的顶部固定了喷水头，最外层套筒

底部有数十个小孔，用于汲水。支脚用于架

立唧筒。连杆与活塞相连，位于底部套筒

内，用于吸水及喷水。阀门一般有两个，为

铜片或软皮，分别控制进水和出水。唧筒往

往与水桶配合使用。建筑失火时，救火人员

将唧筒支脚张开，立在水桶中，并将外套筒

底部置于水中，将喷水头对准火点，通过手

动前后推拉底部内筒，使其带动活塞往复运

动。活塞前行使得筒内的气体体积增大，气

压小于水压，进水阀门开，水由底部套筒中

的小孔吸入；活塞后行使得筒内的气体体积

减小，气压大于大气压，出水阀门开，水由喷

水头射出。唧筒每装一次水即可使用一次，

射程可达 20 米，但出水量小。唧筒的优点

是便于携带，单人即可操作。

水龙在清宫档案中被称为“西洋激桶”，

且在清中期起，逐渐取代了唧筒。如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堂呈稿》载有：嘉庆

二十年（1815 年）六月初五宫内各等处安设

西洋激桶三十一架，叉（岔）子激桶一架，共

计三十二架。故宫博物院现藏清宫内务府

造办处制作的水龙模型，是当时成批制造水

龙前的小样。水龙在构造上主要由水箱体、

铜缸、活塞、阀门、铁杆、压梁、将军柱、出水

管等构件组成。其中，水箱体相当于水龙的

外壳，且底部有抬杠，便于搬运。铜缸为圆

柱形，共四个，均位于水箱体内，相互间有软

管及阀门相连；两个铜缸用于存水，另两个

铜缸内有活塞，用于吸水。活塞由圆形铜块

与数层软皮挤压而成。活塞被固定在一根

竖向铁杆端部，而铁杆的另一端则与压梁固

定。压梁为一根长木梁，功能相当于人力挤

压活塞的杠杆。将军柱位于水箱体中部位

置，底部与水箱体固定，顶部与压梁铰接连

接，相当于杠杆的支点。出水管位于将军柱

旁边，为竖向铜管，管底有软管与吸水缸相

连，管顶可再接自由转动的水平管，以利于

向各个方向喷水。

水龙的出水原理与唧筒相同，即通过

活塞往复运动来吸水与喷水。然而，水龙

的便利性、科学性及机械化程度更高。唧

筒活塞的受控方向为前后向，救火人员反

复操作后手部容易疲劳；而水龙活塞的受

控 方 向 为 上 下 向 ，不 仅 便 于 救 火 人 员 操

作，而且可借助人体重量产生更大的下压

力 。 唧 筒 仅 能 单 人 操 作 ，产 生 的 出 水 力

小；水龙可多人控制压梁两端操作，产生

的出水力大。唧筒通过手动直接推拉活

塞，操作范围小；水龙则通过杠杆间接控制

活塞，操作范围大。唧筒的出水力为手动推

拉力直接产生，仅与推拉力相关；水龙的出

水力由杠杆的力矩平衡产生，不仅与手动力

成正比，而且与力臂密切相关。手动力的作

用位置位于压梁端部，距离支点长，因而作

用力臂长；与活塞相连的铁杆位于支点附

近，因而出水力臂很小。此外，唧筒仅能单

向喷水，水龙则可以向各个方向喷水。《远西

奇器图说》评价水龙（水铳）为“火力正胜，人

不可近，但有此器，则五六人可代数百人之

用，又不空费一滴之水，不拘多高、多远，

皆可立到”，可说明其优越性。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紫禁城里的“灭火枪”

◎周 乾

元朝定都大都后，主要通过从南方调运

粮食、各种手工业品以及各地特产等来保障

物资供应，大运河成为元代运送物资的重要

渠道。为此，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在山东修凿

了由济宁到东平的济州河，以及由东平至临

清的会通河，使元朝的内河漕运可以由淮河

进入泗水，再通过济州河、会通河、卫河，直

达通州（今天北京通州区）张家湾码头。但

从通州到大都，仍然有 50余里的陆路，需要

用人力将运到通州的官粮搬运到大都。官

粮一年有千万石，百姓不胜其苦。遇到雨

天，更是艰难，道路泥泞，人困畜疲，驴畜死

者，不可胜计，打通从通州到大都这 50里势

在必行。

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元朝重新成

立了都水监，正式启动了开通通州到大都这

一段的运河工程，主管都水监、负责运河工

程的人，叫郭守敬。元世祖忽必烈之所以对

郭守敬委以重任，最主要的原因是郭守敬在

水利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

郭守敬，字若思，出生于1231年，顺德府

邢州，也就是今天河北省邢台市人。他的祖

父郭荣是金元之际的学者，精通五经、算数和

水利。郭守敬自幼聪颖，祖父郭荣就让他拜

同乡学者，元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刘秉忠

为师，学习五经、天文、历算与水工。也许是

受到祖父的影响，郭守敬在水利方面的天赋

与巧思很快就展现了出来，中统三年（1262

年），元代名臣张文谦向朝廷推荐了郭守敬，

推荐的理由就是他“习水得，巧思绝人”。忽

必烈很快就召见了郭守敬，在这一次召见中，

郭守敬向他陈述了“水利六事”，也就是朝廷

应该兴办的 6项水利事业，其中第一条就是

开通一条连接大都和通州的运河。忽必烈对

郭守敬的建议大为赞赏，当下就授予他“提兴

诸路河渠”的官职，并在一年后加授“副河渠

使”。此后，郭守敬开始在水利方面大展身

手，奉命在西夏修浚古渠，解决了当地农田灌

溉问题；提出开通河套黄河航运和修复河套

古渠的建议，使得对河套的开发更为便利；协

助老师刘秉忠，参与了大都建设的规划设计，

主要负责城市引水、排水工程……当然，除了

水利方面，郭守敬在天文、历法、算术方面都

有极高的成就，有人将他誉为“天文、历算及

水利工程的一代宗师”。

运河的开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

挖河道——金朝曾经开凿过从通州到大都

的运河，从大都城墙的南面以下往东到通州

的一段仍然可以利用。由于通州的地势低

于大都，开运河只能从大都引水，流向通州，

所以找到保证运河水量的水源才是开通运

河的关键。水源问题一直困扰着金代的统

治者，金代开凿的河道曾一度以卢沟河、高

粱河为水源，但水量仍然不足，所以金代的

运河很快就因淤积等问题被废弃。郭守敬

进行了反复详细的勘察，发现昌平温榆河水

系的白浮泉水量充足，是运河的理想水源。

找到水源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

将水引入大都城。白浮泉和大都城的直线

距离只有 30 公里，但是两地之间的高度差

却很小，而且中间有许多山谷河道。如果将

水直接从东南方向引向大都，泉水就会流入

其间地势较低的山谷河道中，无法到达大

都；如果使水向西行，就会碰到西山山麓，而

在世人眼中，白浮泉的地势要比西山山麓

低，水不可能逆流而上。郭守敬的伟大之处

就在于他设计了一条非常巧妙的引水线路，

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地理学家为之赞叹。

这条线路以白浮泉为起点，使水向西流，再

沿着西山山麓向南，汇聚了西山附近的双

塔、榆河、一亩、玉泉等泉水之后，再转向东

南，流入瓮山泊中。清朝的《日下旧闻考》中

记录了当时人的疑惑——“守敬乃能引之而

西，是不可晓”，郭守敬到底为什么能够使低

水向高流呢？

答案是很简单的，那就是白浮泉的地势

实际上要高于西山山麓。郭守敬并不相信

地势西高东低的经验感觉，而是把海平面选

为固定的参照点，经过实地测量，得出了白

浮泉的地势要高于西山山麓的结论。因此，

郭守敬也是我国最早提出以海平面为零点

的海拔标准概念之人，这不仅要比西方类似

概念的提出早 500多年，也为人们的工程测

量带来了极大便利。

泉水在瓮山泊积聚之后，经高粱河流入

积水潭，也就是今天的什刹海，并把这里作为

停泊港。再从积水潭东侧开河引水，使其向

东南流，经过金代的闸河，也就是金代开凿的

从大都到通州的运河故道，向东到达通州。

通州的海拔低于大都将近 20 米，为了

使运粮船能够逆流而上，郭守敬沿着通惠河

设立了 24 座船闸，每 10 里设一处，共 11 处，

每处设上下闸门 2座，上下闸门相距 1里，调

节各段的水量，使船只能顺利到达大都。

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八月，运河正

式开工。开工之日，元世祖忽必烈不仅调拨

禁卫军“怯薛军”参加挖河，还命令丞相以下

的文武百官都要亲自拿着挖泥的畚锸去劳

动，元代的太师淇阳忠武王月赤察儿也率领

部下一同参与。在人们的努力下，运河用时

不到一年就竣工了。至元三十年（1293 年）

七月，忽必烈从上都回到大都，路过积水潭，

看到积水潭停满大大小小的漕船，“舳舫敝

水”，一派繁华，大为高兴，为这条运河赐名

通惠河，赏赐郭守敬钞一万二千五百贯，并

让他继续兼职管理通惠河的漕运之事。

通惠河的开通，使京杭大运河的“最后

一公里”畅通无阻，漕运的粮食和各种货物

可以直接运到大都城的积水潭，进一步促进

了元朝南北之间的交流和大都的商业发展，

大都城也越来越热闹，成为“华区锦市，聚四

海之珍异；歌棚舞榭，造九州之秾芬”的繁华

都市。

[作者系济南中华文化学院（济南市社
会主义学院）讲师]

郭守敬：打通京杭大运河的“最后一公里”

“已经 3 个月 20 天没吃过新鲜食物了。

饼干成了爬满象鼻虫的渣屑，精华全被虫子

吃了，有一股鼠尿的臭味。喝的是黄水，在

日晒下存放过久，一闻就想吐。吃的是覆盖

在桅桁上用来保护帆索的牛皮。由于风吹

日晒雨淋，牛皮非常硬，先得把它泡四五天

海水，再用余火灰烬烤了吃。我们还常吃锯

末。一只老鼠能卖半个金币，但很少见到。

更糟糕的是：有船员的上下牙龈都肿成了褐

色的海绵状，吃不进去东西，活活饿死。19

人死于这种病。还有 25 或 30 个人的手臂、

腿部等处浮肿瘀血。只有少数人健康。”

1521 年 3 月，写下这段日记的皮加费

塔，正随着舰队总指挥麦哲伦，在太平洋上

鼓足风帆，靠近梦寐以求的香料岛。但坏血

病正在杀死船员。充足的营养是远洋探险

的前提。欧洲人在这个问题上既高明又拙

劣。先进的饮食加工技术使远洋航海成为

可能，但愚昧的营养学让每次探险都成了死

亡之旅。

1519年 8月，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的码头

上，麦哲伦正亲自指挥，给 5 艘帆船装载货

物。食物采购金额几乎等于全部船只的制

造成本，却只够前几个月吃的，一路要不停

补给。麦哲伦在塞维利亚购买的食物中，将

近五分之四是红酒和硬饼干。

红酒是船员的生命之水。中世纪的欧

洲人日常喝葡萄酒或啤酒（平民更多喝啤

酒），而不是喝水。酒的酿造过程会杀死一些

细菌，比水干净；而且欧洲人相信喝水增加身

体的“湿气”，酒则是“温性”的，可减少身体的

“湿气”。说到酒的生产和消费，欧洲人从罗

马时代开始就长期领先世界。麦哲伦的时

代，地中海地区的市民，每人每年喝400多升

的葡萄酒；买酒花的钱要多于买面包。

远洋船上，葡萄酒无比重要，因为日晒

炎热，水很快会变质、生藻。葡萄酒则更易

保存，但前提是密封要严实。

世界各大文明一般都用陶罐储存酒；中

国人也用陶罐；中世纪意大利人出口葡萄酒

也用陶罐。但要穿越风暴频繁的大西洋，陶

罐就太脆弱了。麦哲伦船上的葡萄酒放在

木桶里。

储存葡萄酒的木桶，是当年的高科技。

橡木板拼成，再用环紧紧箍起来的严丝合缝

的大木桶是高卢人的发明，最晚在公元前 3

世纪就有了。大木桶基本上只在欧洲见得

到，它需要高超的技艺，而且用料不菲，一个

桶比它装的葡萄酒贵多了。

从罗马人购买高卢木桶开始，它就成了

欧洲人最喜欢的运输容器。便宜的木板箱远

不如昂贵的木桶好用。木桶腰部稍粗，很结

实，能滚着走，能堆叠，能反复使用。你可以

把橡木桶理解为那个年代的集装箱——钉

子、火药、腌肉、金币、鱼、鲸油……它可以装

一切。今天，石油的计量单位还是桶。而木

桶制造直到20世纪初还是一门庞大的行业。

木桶之关键，一个故事可以说明：1587

年，英国俘获了西班牙的物资船，上有制造

2.5 万—3 万个大桶的木材。这导致第二年

进攻英国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许多木桶的木

料阴干时间不够，变形开裂，水和酒渗漏，食

物变质，以至于全军覆没。

麦哲伦的船员喝的是葡萄酒。百年后，

随着加勒比群岛开发成了甘蔗园，船员们开

始喝甘蔗酿的朗姆酒，后来杜松子酒又成了

荷兰和英国水手的最爱。酒桶是海员的忠

实伴侣，也是船上最大宗的货物。用玻璃瓶

和软木塞是 17 世纪开始的，其密封效果还

不如木桶。

再说硬饼干（hardtack）——船员每天都

要吃的东西。与其说是饼干，不如说更像陕

西过去常见的干粮——死面锅盔。

欧洲船员吃的洋锅盔，是用热水和面，

加一点盐揉好，用小火两次烘干（这是 bis-

cuit一词的来源），再放一个月，散掉所有水

分制成的。虽然不会变质，但同时也变得非

常硬，甚至硌牙。

一直到近代，船员和野战军士兵都以此

为主食。它是如此硬，以至于可以在上面刻

字，当明信片用。所有人都不爱吃它，一般

把它煮在汤或者咖啡里制成“欧洲泡馍”。

洋锅盔唯一的好处就是耐储存，有一些

放了 200年，还跟刚做出来的一样。但海上

太潮湿，硬饼干慢慢也会变软、变质，麦哲伦

的船员就把它们煮成粥。航行一年半后，硬

饼干爬满了象鼻虫，这就无可挽救了。

再说麦哲伦给舰队准备的副食：7 头

活牛和 3 只活猪，出发后不久就屠宰了，肉

腌制在桶里。船上还装有一桶桶奶酪、干

无花果、鹰嘴豆、蚕豆、大米、大蒜、杏仁和

扁豆。还有一桶桶咸干鱼：沙丁鱼、鳕鱼、

緹鱼和金枪鱼。舰队还准备了大量钓线，

一路钓鱼吃。

另外，还有大量装醋的木桶。醋可以用

来当净化剂擦洗臭烘烘的舱内甲板。船上

还带了蔗糖，但更多是蜂蜜，那时候欧洲主

要的甜味剂还是蜂蜜。

水手每天会被分配一磅的咸肉、一磅硬

饼干、三到五升酒。为了防火，一般不允许

支灶做饭。船员也不愿意当厨子。

麦哲伦的船员们时常钓鱼，还有机会吃

到奇异的食物。他们在菲律宾头一次吃到

香蕉和椰子，大加赞赏。而在巴塔哥尼亚寒

冷的海岸，他们惊讶地看到了一种圆滚滚的

小牛一样大的“海狗”——估计是海象或者

海狮，他们用棒子打晕了不少，拖到船上来

吃。另外，他们还发现了小岛上有无数“鸭

子”——企鹅，他们同样轻松捕捉了一大堆。

如果海员能学习南美土著，吃新鲜的

生肉和内脏（他们曾惊讶地看到，一位巴

塔哥尼亚人生吞了一只剥了皮的老鼠），

那么他们将获得足够的维生素 C，可惜他

们完全不懂。

大多数动物可以自身合成维生素 C，但

灵长类动物则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如果

6—12周没有补充维生素 C，人耗尽了储备，

就开始疲倦消沉，进而腿部浮肿，关节肿大，

最明显的是牙龈肿胀成深色，疼得吃不下东

西。3 个月吃不到维生素 C，人就可能死

亡。欧洲人开始超长途航海，才出现了这种

怪病。

在 1744 年，英国海军上将安森带领的

环球航行中，1900人死了 1400人，坏血病是

头号死因。直到 18 世纪末，欧洲人才找到

防治坏血病的东西：橙子、柠檬汁或泡菜。

之前他们甚至不知道，坏血病是由于吃不到

新鲜蔬果引起的，而认为是船上肮脏导致的

流行病。

一半的水手因为坏血病死去，麦哲伦等

官员却没得过坏血病，这是因为高级人员会

带一些榅桲糕吃。榅桲又叫木梨，欧洲常

见，有香味，但嚼起来像木头渣。榅桲熬煮

成果酱，胶质释放出来，可以凝结成黏软香

滑的果冻，就像山楂糕。做榅桲果酱要掺柠

檬汁，这是额外的维生素 C来源。麦哲伦的

船员倒是吃很多葡萄干，但葡萄在晾干过程

中，维生素 C大部分破坏掉了。

那个年代，欧洲人相信坏血病属于“寒

毒”，而绿叶蔬菜也是“凉寒”的，所以不会想

到给病人吃蔬菜。

同时代的中国水手，则携带大量黄豆和

绿豆出海，发豆芽吃，聪明得多。

愚昧的营养学愚昧的营养学：：
大航海时代的噩梦大航海时代的噩梦

编者按 1521年 3月 16日，麦哲伦率“香料岛”舰队跨越

太平洋，抵达菲律宾群岛，与他的仆人恩里克首次实现了环

球航行。不久后，麦哲伦在战斗中被杀，船员侥幸返回西班

牙，诉说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今年是首次环球航行 500

周年，本专栏将向您展现 1521 年欧洲文明的诸多侧面，还

原大航海时代的科技与文化及其创新与探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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