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在朋友那里看到一本由北京大学

出版的摄影新书——《廖增益黑白摄影赏

析》，作为一名从事科研工作的摄影爱好者，

我立即翻开一阅。廖增益先生是老一辈摄

影家，20世纪 30年代喜爱上摄影，从此与相

机相伴，终身热衷于黑白摄影。20 世纪 40

年代他在中山公园举办过两届个人摄影展

览。该书作者廖福龙是廖先生的长子，是一

名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资深中医药

科研工作者。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他从青

年时代就爱好摄影，数十年来他体验着科研

和摄影的双重乐趣，这也促使他经常思考和

探索摄影与科研的交叉互动。我一口气浏

览了全书，欣赏了廖先生的数十幅黑白摄影

佳作，在彩色数码摄影大普及的时代，这本

书让我与黑白摄影久别重逢，也促使我思考

科学与艺术的互动。

摄影书籍的序言多出自摄影行家之手,

而这本书却是著名科学家屠呦呦和王志珍

两位先生作序，序中屠呦呦对作者在科学与

艺术交叉领域的探索成就表示了祝贺，王志

珍则认为该书的诞生是科学与艺术互动的

成功案例。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曾说过：

“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的，两者都在寻求真

理的普遍性。普遍性一定植根于自然，而对

自然的探索则是人类创造性最崇高的表

现。”事实上，科学与艺术都源于人类对世间

万物的认识与理解，随着认识与理解的逐步

深化，科学与艺术才逐渐形成两大领域和不

同门类。然而，在各自的发展中二者又相互

影响、相互促进。

视觉艺术作品的诞生是有科学基础的，

画家在观察景物的时候，大脑对客观景物加

以提炼，然后按自己的解读在大脑中形成画

面，其后再把这种解读演绎成个性化的作

品。与此同理，摄影作品的诞生尽管高度依

赖技术手段，但摄影家在观察景物的时候，

也会依照视觉心理学规律去解读世界。

对于同一景物，每位摄影者的解读并不

相同，这就是作品个性化的原因。廖增益先

生的黑白摄影极具特色，廖福龙采用摄影技

术元素和数码图像灰度分析了父亲的代表

作，以数理量化模式揭示出在侧逆光下呈现

的“黑白分明”影像是廖增益先生的突出摄

影风格，也是廖增益先生对客观图景的一种

独到解读。作者采用三元二次曲面方程建

模，定量拟合出这一风格随廖增益先生摄影

经验积累的变化规律。

书中选用从 1935 年 3 月到 1947 年 6 月

期间的 9 幅黑白分明的代表作，以照片拍

摄时间（月为单位）为 X 轴；以照片的灰度

级分布（0—255）为 Y 轴，以 9 幅作品在 XY

面上的像素分布（在有关 XY 坐标交点上

的像素数）为 Z 轴。总计 26332000 个像素

构成了 2304 对数据组合，采用三元二次曲

面方程很好地拟合出像素数分布与灰度级

和创作时间（即摄影经验积累）之间的关

系。廖增益先生“黑白分明”的摄影风格在

1935—1947 年间在时间轴上呈现出规律性

变化：早期偏重描绘暗灰度区域，随摄影经

验的积累，后来逐渐加强了对亮灰度区域

的描绘，同时对于暗灰度和中灰度区域的

描绘亦有所减少。这种分析十分有趣，给

人带来新的思考，有兴趣的读者不妨阅读

原书。

科学与艺术的互动——

以曲面方程分析摄影技术

文 化
C U L T U R E

8 责任编辑 翟冬冬

2021年 10月 15日 星期五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就像黄金引诱着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发现新大

陆一样；皮毛也引诱着俄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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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莫高窟一改往日

的门庭若市。位于九层楼南侧的 130 窟围

起围栏，正在实施数字化保护工作。130 窟

开凿于盛唐，窟内佛像高 26米，是莫高窟的

第二大佛，俗称“南大像”。

“今年我们加大了数字化的工作力度，

现在正在进行莫高窟 130 窟数字化保护工

作，这是唐代的、也是莫高窟最大的洞窟之

一。这个洞窟里面有一尊 26米高的弥勒大

佛像，且整个洞窟，包括甬道、明窗、顶部、四

披，全是壁画。”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部长

吴健介绍道。

“我们运用了多种数字化技术，目前已

经完成了大部分石窟壁画采集工作，后期团

队也正在进行拼接处理工作。接下来我们

就要对 26 米高的大佛像进行三维重建，在

当今世界大型数字化项目中，敦煌这个项目

应该是最大的。虽然任务非常艰巨，但是它

的意义非凡。”吴健说。

为应对莫高窟不可逆转的衰退，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敦煌研究院就开始提出

“数字敦煌”构想，利用计算机技术和数字图

像技术，实现敦煌石窟文物的永久保存、永

续利用。和普通文物相比，敦煌石窟壁画和

彩塑的数字化面临诸多难题。要将壁画完

整地“搬”到电脑里，不仅前期需要采集海量

信息，而且后期数据拼接、整合、存储等工作

都需要人工完成。

据了解，莫高窟 130 窟的数字化工作今

年 3 月份启动以来，到目前已采集图像 10

万张，预计年底能完成前期采集工作。除

130 窟外，敦煌研究院同步推进的还有瓜

州榆林窟的 6 个洞窟、庆阳北石窟寺的 165

窟等重点洞窟的数字化工作，即将实施天

水麦积山石窟 133 窟的壁画数字化，同时

还在为张掖金塔寺、马蹄寺的石窟数字化

提供技术支撑。

“敦煌研究院不仅为莫高窟做数字化支

撑，也在为整个甘肃省乃至全国文化领域的

文化遗产单位做数字化支撑。”从事敦煌石

窟数字化工作 40 年的吴健自豪地说：“目

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莫高窟 250 个洞窟的数

字化工作，雕塑已经做了 45身，数据量达到

了 300TB，并且每年还会增加 10TB。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让莫高窟所有的石

窟群全部实现数字化。”

经过 30 多年的不懈努力和探索创新，

“数字敦煌”项目已取得丰硕成果，不仅造就

了科学、完整、系统的敦煌石窟档案，而且还

被广泛运用到了考古测绘、美术临摹、文物

保护、展览展示、文化弘扬等各个领域。迄

今已有近 4000万用户通过 2020年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研发上线的“云游敦煌”小程序，线

上浏览敦煌；全球共享的 30 个洞窟高清图

像“数字敦煌”资源库，目前点击量已超过

1000万人次。

同时，依托文物数字化成果，敦煌研究

院还举办“敦煌石窟艺术展”“飞天神韵·莫

高精神”等展览 38 场次，2 项展览入选国家

文物局主题展览推介项目；“丝绸之路上的

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获第十

七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项目“国

际及港澳台合作入围奖”。同时敦煌研究院

又推出了“窟内文物窟外看”智能化虚拟体

验项目，以及《敦煌岁时节令》《字在敦煌》

《一事一生·一人一窟》等数字媒体品牌，

2020 年其全媒体平台浏览量达 2.35 亿人

次，访客覆盖 120个国家（地区）。

“通过去年的实践，我们发现线上弘扬

敦煌文化的效果非常好，全世界都可以看

到。”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说：“今年

我们还将继续推进，把一些节目再深化、内

容再增加，另外我们与华为公司合作成立了

文化遗产人工智能和数据保护联合创新实

验室，专门研究‘窟内文物窟外看’的智能化

虚拟体验，将来我们也会把这些数字化的技

术比较集中地展示出来，让观众获得更加丰

富的体验，也让大家能更好地感受敦煌艺术

的魅力。”

数字化让敦煌文物

永久保存，“云”游世界
古往今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镜子由

于具有映像功能，因而成为人们修饰仪貌的

重要生活用具。在古代，镜子主要由铜铸造

而成。我国铜镜铸造历史悠久，可溯源至距

今约 4000 年的齐家文化时期。故宫博物院

藏铜镜数千面，为战国至晚清的各个历史时

期铸造。其形状多为圆形，还包括菱形、方

形、葵花形等形式。这些铜镜的正面用于映

像，背面多做丰富多彩纹饰及铭文，内容或

为图腾信仰，或为吉祥文字，或为神话故事，

或为楼台亭阁等。这些铜镜的铸造，历经制

作镜范、浇筑原料、打磨镜面等工序，其中包

含了丰富的古代科学智慧。

镜范是铸造铜镜的模型，由泥制成，也

称为泥范，包括镜面范和镜背范。泥范主要

由黏土和细砂构成。其科学性在于：材料透

气性及热稳定性较好；黏土易于成型，可获

得精美复杂的纹饰；细砂有利于防止泥范的

变形。另外，泥范中还有掺入稻壳灰的做

法，可提高泥范的冲型能力。明代科学家宋

应星所撰的《天工开物》卷八之“镜”载有“凡

铸镜，模用灰沙”。此处“灰”是指稻壳灰，

“沙”是指细砂。镜范制成后需要缓慢阴干，

然后入窑焙烧至 920 摄氏度左右。阴干有

利于防止镜范开裂或变形，焙烧则可使其中

的碳酸盐分解。另镜范多为侧立状，浇口上

小下大，有利于金属液的充分注入；浇口、冒

口的边缘与镜边缘相交处较薄，便于铸后清

理。此外，镜面范有略凹进的弧度，也具有

一定的科学性。平面镜虽然可保人像在镜

中不失真，但是显示的范围有限。而当镜面

略有凸起弧度（类似于球面镜），则可以获得

较为全面的、不过于失真的人像。

当铜镜的颜色偏白时，有利于显示清晰

的人物像。而当铜镜的硬度较高时，则有利

于对其进行打磨。要使铜镜偏白且具有一

定硬度，可适当增加铜镜中的含锡量。清代

科学家郑复光所撰《镜镜詅痴》卷之一“镜

资”载有“铜色本黄，杂锡则青，青近白，故宜

于镜”，意思是指铜本来是黄色，掺了锡后就

会变成青色，而青色与白色接近，因而适合

做镜子。另秦国相邦吕不韦等人所撰《吕氏

春秋》卷二十五载有“金柔锡柔，合两柔则为

刚”，即铜锡合金（即青铜）比铜或锡硬度均

要大。

锡颜色银白，质柔软，一般多以锡石形

式存在于花岗岩里。锡的熔点较低，约为

231 摄氏度，提炼方便。在古代，工匠们把

锡石和木炭混合在一起加热，锡达到熔化的

温度时，就会从锡石中还原析出。锡的优点

在于，材质柔软，易被加工成不同形状。由

于锡的熔点较低，容易和铜或其他金属形成

合金并覆盖在器物表面。锡在一般大气条

件下化学性质较稳定，耐氧化且不易变色，

因而可镀在铜镜的表面，以提高其耐腐蚀性

能。我国古代的铜镜制作中，都掺有锡。如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科技论著《考工记》卷

上之“攻金之工”载有“金、锡半，谓之鉴燧之

齐”。在这里，“金”指铜，“鉴”指铜镜，“燧”

指凹面镜，“齐”指配合比。该书认为，制作

铜镜之类的器物时，铜与锡的配合比为 2∶

1，即锡的含量为 33.3%，这样制作的铜镜呈

现灰白色，且坚固耐用。

铜镜铸造完成或使用一段时间后，均需

要打磨光亮，才能达到光洁照人的效果。成

书于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卷十九“修务”载

有“明镜之始下型，朦然未见形容，及其粉以

玄锡，摩以白旃，鬓眉微毫可得而察”。这说

明镜子刚铸造完时，需要磨光，否则很难显

示清晰的人像。同时，“玄锡”是磨镜药，将

其涂在铜镜表面反复摩擦，再用白毡擦拭

后，可显示出清晰的人像。有学者认为，“玄

锡”是水银。明朝官员刘基所撰《多能鄙事》

卷五则对磨镜药的成分进行了更为详细的

说明：“白矾六钱，水银一钱，白铁（锡）一钱，

鹿角灰一钱。”磨镜药配制的具体做法是：先

用水银将砂子、锡细磨如泥，然后洗净，再加

入鹿角灰及白矾，研磨极细后方可使用。其

中，水银主要起反光作用，白矾主要起去污

（锈）作用，锡可增亮，鹿角灰有利于镜面的

平滑。科学研究表明，上述混合物用毛毡在

铜镜表面反复擦拭后，可对铜镜加以抛光，

并在表面形成富锡层，使得铜镜呈现白亮如

银的效果。

由上可知，故宫藏铜镜不仅包含了我国

古代浓厚的文化艺术信息，还是我国古代光

学、物理、化学、材料加工等多种学科综合运

用的体现，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和科学

价值。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从故宫铜镜看古人如何造镜子从故宫铜镜看古人如何造镜子

“我们会受到天谴，”11 世纪时一位欧

洲历史学家埋怨他的同胞，“因为我们渴望

一块貂皮，竟然胜过了渴望神的救赎。”在这

位虔诚的教士眼里，皮毛象征了“追求奢华

虚荣的致命罪恶”。

然而，就像黄金引诱着西班牙人和葡萄

牙人发现新大陆一样；皮毛也引诱着俄国

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深入原始森林，踏遍蛮

荒大陆。超级大国因为皮毛崛起，无数生灵

因为皮毛灭亡。

老祖宗传下来的爱好

人类对于皮毛有着天然的喜爱。缺少

体毛的人类迁徙到寒冷地带，便发明了用皮

毛做衣服。文明时代，皮毛不再是必需品，

而成了奢侈品。

古埃及人从阿拉伯和腓尼基买皮毛，用

植物染料上色；希腊人远赴里海以北，收购

河狸和海獭皮毛。有人认为，希腊神话中伊

阿宋寻找的金羊毛，就是某种动物的皮毛。

罗马人从日耳曼森林里进口皮毛。元

老们会脱下传统的羊毛托加袍，换上哥特式

皮毛外衣，接受人民的啧啧称赞；唐朝由于

受到中亚的影响，十分青睐皮毛衣服（宋朝

就不再流行）；而一位 10世纪的阿拉伯人写

道：阿拉伯和野蛮人的国王都穿着狐狸皮做

的衣服，皮毛“构成了他们虚荣的一部分”。

欧洲人一贯喜爱皮毛。查理曼大帝（公

元 800年前后在位）看贵族以穿戴昂贵皮毛

为时尚，不以为然，找了一个风雨天，带朝臣

打猎。他自己穿羊皮袄，一点儿事没有，陪

同者却淋了个透。贵族们回到城堡一烤火，

昂贵的皮毛都皱巴了。

皮毛成了炫富工具

中世纪的欧洲热销皮毛，东南西北的皮

毛都汇集于此。大量劳动力从事皮毛清洁、

剪裁、缝制、染色工作，造出了外套、帽子、手

套、寝具等各种皮毛制品。各国都被卷入这

一产业。

1371 年前后，有位法国骑士写了个故

事：有姐妹两人，姐姐的未婚夫是个年轻有

钱的骑士，头一次上门来见未婚妻。姐姐为

凸显苗条身材，穿了件贴身衣裙，可风大雾

大，把姐姐的脸冻得苍白青紫。而妹妹穿了

镶皮毛的衣服，双颊像玫瑰一样红。骑士一

看，便向岳父请求迎娶妹妹为妻。结婚后他

又访问岳父家，发现穿上皮毛长袍的姐姐才

是更美的那个，但后悔也晚了。

富商都愿意花大价钱买皮毛，向贵族靠

拢，但后来法律限制穿皮毛。1337 年，英国

国王命令，高档皮毛仅限大小贵族和高级教

会人员使用。1429 年，苏格兰也颁布类似

法律。17 世纪英国革命前，貂皮是宫廷专

用，低等贵族和富裕市民穿河狸皮、海獭皮、

狐狸皮等，而普通民众只能穿羊皮、狼皮。

英格兰国王亨利四世一件礼服用了 1.2

万张松鼠皮和 80张白貂皮制成。法国国王

查理八世的新娘，婚礼穿的珠宝长袍用了

160张黑貂皮。

13 世纪初，一个英国木匠 40 天的收入

只能买一件兔子皮镶边的衣服。而亨利八

世一件礼服就用了 100张黑貂皮和 560张松

鼠皮，价值是宫里泥瓦匠日工资的 6000倍。

中世纪或许有上千万甚至上亿动物死

于皮毛贸易。数据显示，1406 年，波罗的海

的里加港出发的三艘船上装了 333348 张皮

毛，几乎全部是同一种松鼠。

开发、占领西伯利亚

中世纪欧洲的主要皮毛来源是俄国。

商人都去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收货。第一

个俄国城邦——基辅罗斯，也是皮毛贸易带

起来的。

俄国人耗尽了眼前的资源，就得去西伯

利亚森林里收购北极狐、猞猁、黑貂、海獭和

白鼬的优质皮毛。

15 世纪，莫斯科靠着火器，逐渐征服西

伯利亚各土著部落。他们不仅对森林民族

征收皮毛贡品，还对销售者征收什一税。每

年西伯利亚数以万计的紫貂皮等皮毛不仅

能从欧洲换回金属、纺织品和枪支，还能从

中东换取丝绸和香料。

俄国人在苦寒的西伯利亚建立前哨居

住点，唯一的经济动力就是获取皮毛。

17 世纪中叶开始的小冰期，中国重新

流行皮毛（穷人冬天穿棉袄，富人穿皮毛大

氅）。1727 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后，俄

国皮毛通过蒙古商路贩运到了中国。

为了满足中国的需要，俄国人远赴堪察

加半岛、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寻找水獭和

河狸。同时，英国和美国人也在太平洋美洲

海岸收购皮毛，运到广州。这桩好买卖直到

19世纪 50年代才衰落。

皮毛贸易让两个国家诞生

加拿大和美国的诞生，都要感谢皮毛

贸易。

1524 年，意大利帆船在缅因州海岸遇

到了“穿着熊皮、猞猁皮、海狼皮和其他皮

毛”的印第安人，后者充满疑惧，用皮毛交换

了“小刀、鱼钩和其他锋利的金属工具”。

10 年之后，一艘法国船来了，印第安人

划着小船来交易，赶也赶不跑。他们甚至连

身上穿的皮毛都脱下来了，第二天又拿来一

大堆。

一张精致的河狸皮那时在欧洲的价格，

相当于今天的 5000 元人民币。欧洲人用盆

罐、小刀、玻璃镜、珠子、贝壳等换皮毛，获利

几十倍、上百倍。

有人认为欧洲人占了印第安人的便宜，

但一位法国神父 1643 年发现，印第安人对

河狸皮能交换到各种货物十分满意。一个

印第安人说：“英国人完全没有理智，他们用

20 把刀子换一张河狸皮。”或许贸易的意义

就在于：双方都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

乘坐“五月花号”轮船的清教徒到达美

洲后的十多年，主要收入来源是把皮毛卖到

伦敦，并靠这个在美洲站住了脚。

18 世纪 60 年代，新英格兰殖民者想去

阿 拉 巴 契 亚 山 脉 以 西 拓 荒（包 括 猎 取 皮

毛）。但英国官员认为这会冲击森林里的印

第安猎户，影响皮毛贸易和帝国财源，因此

禁止他们西迁，被殖民者记恨。这也是美国

独立战争的一个诱因之一。

而加拿大的前身，就是皮毛贸易公司

及其交通网络，许多城市是收购站发展而

成的。

猎人与猎物共陷绝境

在欧洲，河狸很早就灭绝了。在美洲发

现河狸，让欧洲人很惊喜。这片大陆上河狸

众多。它们在小河里游泳、筑水坝，皮毛惊

人地浓密，每平方厘米生长 12000 到 23000

根毛。

河狸柔软的绒毛上有小倒刺，滚压时容

易纠缠在一起，使毛毡厚重不透水。虽然去

除外层粗毛的工作很繁重，但从美洲收来的

河狸皮往往被印第安人当外套穿旧了，粗毛

正好都磨掉了。

因此，河狸皮毛做的帽子又轻又结实还

防水。一时间，欧洲每个体面的男人都要有

一顶河狸皮毛的毡帽。三四百年的皮毛贸

易，让大部分美洲河狸惨遭毒手；幸而 19世

纪中期，欧洲开始流行丝绸帽子，皮毛贸易

才逐渐消停。

印第安人也是牺牲品。深入美洲大陆

的欧洲人不仅带来流行病，还带来了枪和

酒精。

欧洲货物的确让印第安人的生活更轻

松，也丰富了他们的文化。金属锅比石头锅

热得快；金属刀比石头刀锋利得多；茶叶、糖

十分美味；枪支能提高打猎效率……但习惯

了这一切，就撒不开手了。

1 张上好的河狸皮可以兑换 1 只黄铜

壶，或 1 磅铅弹，或 1.5 磅火药，或 2 磅糖。

一摞与枪等高的皮毛能换到 1 支枪。从

1609 年开始，印第安各部落之间开始了数

十年的“河狸战争”。死于枪战的印第安人

激增。

印第安人对朗姆酒和威士忌，更是毫无

抵抗力。他们自己不会蒸馏，也没见过高度

酒。欧洲人赊账卖给原住民酒精，让他们难

以戒除酗酒恶习。

皮毛贸易还引来一批又一批欧洲殖民

者，人多势众，不断渗入印第安人的领地，将

后者挤跑。终于，捕杀河狸的人，像河狸一

样陷入了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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