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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在美育和文化之间
姻本报记者 韩天琪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景观中，当
数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所在
的罗伯森楼和它面前的雕塑最能体现普林
斯顿大学之气质：面对纷繁复杂的公共和国
际事务时，需秉持一种包容与平衡的思想。

这座名为“自由之泉”的雕塑以山石被
风侵水蚀后的天然形态为意象，喻示着威尔
逊一生政治生涯中实现的理想抱负以及受
过的挫折失败。

“这是我到访过的大学中，给我印象最
深的大学校园雕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
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研究员刘悦笛告诉《中国
科学报》，“自由之泉”与周围的建筑、环境和
校长威尔逊“为国家服务”的校园文化达到
了精神层面的契合，“典雅而不失庄重”。

校园雕塑，是大学文化的花朵，它赋
予大学文化生动而灿烂的形态，是反映大
学精神的“物化的意识”和反映大学人理
想追求的“诗化的情景”，是寄托大学人艺
术审美和精神理想的载体，是大学文化场
中无处不在、最具魅力、文化表征和影响
力的因素之一。

校园雕塑之承载

现代公共艺术的雕塑从 20 世纪 20 年
代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现代雕塑以其
综合、整体、实践、多元等特征，正成为当代
文化的重要载体，既是一种与公众互动、共
享的审美方式，也是一种艺术家、设计师在
公共空间里与公众进行交流、对话的艺术与
设计样式。

“大学公共艺术的一个内涵即大学文化
景观建设，如主题雕塑、文化景点等。”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院长蔡劲松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
示，校园雕塑作为校园空间区域的文化焦
点，被赋予审美艺术内涵和大学文化的双重
意义。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何捷指出：
“设计的原则是从认为应当创造一个什么样

的环境出发的，从这点来讲，任何一座雕塑
都应当有其独特的特征存在，校园雕塑也不
例外。”

对于校园雕塑来说，这种独特的特征，
正是因其不同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而体
现出的独特大学文化。

一池田田的荷叶，几支含苞待放、亭亭
玉立的荷花，一座白色的水泥雕塑就坐落在
荷池中央，两只可爱的小牛使着全身力气，
伸开四肢，一前一后地用牛角顶着地球。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孺子牛雕塑是科大 78 级
校友所献。科大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气魄和
勇气，不畏艰难、勇于钻研的刻苦拼搏精神
在两只小牛身上尽显。

诗人贾岛、陆游经常骑在驴背上构思，
正是行途的颠簸使他们诗思泉涌。而诗圣杜
甫一生骑驴做诗千篇，字里行间满怀着对国
计民生的无限关切。复旦大学光华双塔楼西
侧的驴背诗思雕塑，提醒着所有复旦学子，
在追求人生目标与前途的同时关注自己的
内心世界，增强自己内在的修为，淡然处事，
有浪漫与哲思，有思考与见地。

在蔡劲松看来，大学校园雕塑艺术表现
的价值，就在于以想象力为基础，以公共艺
术的形态表现大学人情感，为大学自身创造
一种想象性经验或活动，并协调统一于科学
精神、人文精神的文化意蕴与艺术境界之
中。“换句话说，大学人和艺术家在共同创设
校园雕塑作品的过程中，所能抵达的科学精
神与人文精神的层级和深度，是决定雕塑艺
术境界与文化意蕴的关键。”

“雷人”雕塑怎奈何

曾几何时，城市中出现了很多造型奇异
的建筑，人们纷纷或戏谑或调侃地给这些建
筑起了不太雅观的外号。有些校园雕塑也不
能幸免。

很多雕塑为什么被吐槽？因为让大家产
生了不很贴切的联想。

刘悦笛坦承，国内大学校园中好的雕

塑并不多见。造成同学们“曲解”校园雕塑
意义的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艺术家的
超前创作超出了普通大学生所能接受的
程度，但另一个更大的可能性是，雕塑本
身就是失败的”。

刘悦笛强调，在大学做雕塑一定要注重
人文性、科学性、审美性和大学的气质文化
相配。“校园雕塑要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要
用形象表现理念，艺术的形象一定要和内容
相匹配，而不是过于抽象，使大家难以理解
其所要表达的含义。”

为了减少“雷人”雕塑出现在大学校园，
蔡劲松建议将校园雕塑建设的本质看成是
让更多大学人亲历并积极参与的一项文化
实践活动。“大学公共艺术建设不仅仅是大
学决策者的事，也不仅仅是公共艺术家的
事，其建设流程包含构想、决策、采纳、实施、
融合、评估等环节。”

现在很多校园雕塑的建设由校园美
化或基建部门负责，缺少完备的审核委员
会的评审过程。校园雕塑是一个“命题作
文”，而不是艺术家的自由创作。所以刘悦
笛认为，校园雕塑的招标应当成立审核委
员会，由来自人文、科学、艺术等领域的专
家组成。当中有从事艺术设计的专家，也
有对校史比较了解的专家，由他们共同决
定什么样的雕塑可以进入校园。“大家可
以从各方面提出意见，进而引导艺术家进
行创作。”

要弄明白校园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雕塑，
就要对这所学校的历史、人文底蕴、雕塑坐
落的位置、和周围建筑、景观的关系等有一
定的理解。

让校园雕塑成为
校园生活和大学文化的一部分

校园雕塑究竟能给大学生带来什么？刘
悦笛和蔡劲松的看法殊途同归，无非是在教
化学生们达致“美”的同时，传承大学的精神
与文脉。

“中国现在文盲不多，美盲多。”刘悦笛
的这一判断有点儿触目惊心。

美育无疑应在大学人才培养中占有一
席之地。体悟到大学之美需要校园雕塑起到
潜移默化的作用，正所谓润物细无声。审美
是不能直接给予的，但可以通过一种滋润和
悄然的方式，“审美的事物和对象出现在身
边，就是最好的审美教育”。刘悦笛说。

回归到生活中，而不是在生活之外、与
每个人无关。感受校园雕塑不是去美术馆和
艺术馆参观，而是在每个大学生的校园生活
当中。

在具体操作层面，刘悦笛建议学校主动
做一些引导工作，“比如可以在雕塑前设置
说明性文字，引导大家理解雕塑的内涵。仅
仅入学的校园参观和校史教育是不够的，要
把美育放在平时，让美育成为生活的美育”。

回到文章开头的“自由之泉”，那个曾经
给刘悦笛带来震撼的雕塑。美国多数大学十
分注重利用有限的资源，特别是校园空间的
公共艺术作品（包括永久性公共雕塑艺术、
各类艺术与科技作品展览等），去创造高水
平的艺术鉴赏与学习经验。

“这是一个提升学生艺术素养教育的最
基本要素———校园公共艺术‘大环境’，它们
对于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艺术审美教育、
感知多彩而又复杂的艺术世界、融入大学的
文化艺术传统之中是至关重要的。”蔡劲松
提示，今天，大学中的校园环境已经远远不
是建几座楼宇、栽一片树林、种一些草坪、挖
几个池塘那么简单。

大学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历
史印迹，很大程度上已内化为一种校园文化
景观———那些浸透着浓郁大学内涵和文化
韵味的治学、育人环境，让一代又一代的师
生从中体会到厚重而丰富的精神支撑。从这
个视角看，大学文化与校园雕塑的作用是相
互的，大学文化通过校园雕塑来反映，大学
文化改变着校园雕塑，而校园雕塑也作为大
学文化的一部分，传承和延续着大学的精神
与文脉。

今年，南开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目前
正在南开大学新校区———津南校区加紧建设
的木斋馆、思源堂和秀山堂三栋历史建筑，是
这一代南开教育者与南开学子们为学校“百
岁生辰”送上的礼物。复建的费用来自北京健
坤投资集团董事长赵伟国捐赠的一亿元。

接受民间企业家捐赠办教育，这一幕与
百年前南开大学初创时的一幕跨越时空重
合在一起。追根溯源，南开大学是一所私立
大学，由现代教育先驱张伯苓创建。没有国
家经费的支持，他白手起家，建校经费是从
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这是一次“私立民
有”教育的实践。由此，张伯苓还得了个“化
缘和尚”的绰号。

而此次复建的木斋馆、思源堂和秀山堂
是那时南开大学获得国内外民间力量资助
后，最早出现在校园的建筑，构成了南开大
学雏形，也是早期南开大学集民间力量艰难
办学的缩影和见证。

秀山为文，思源为理

在三所建筑中，最早出现在南开大学校
园的是秀山堂。“秀山”二字取自天津籍督军
李纯的表字。此人早年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
后追随袁世凯，深受器重。虽为武将，李纯却
对教育情有独钟，曾先后在天津河北三马路、
河东关帝庙等地创办秀山小学三处。

早在 1919 年，李纯就曾募集善款并推
动北洋军政要员为南开大学捐资，让张伯
苓和严修在南开中学的一片空地上，盖起
了一座二层小楼。这座小楼是南开大学最
早的教学部门、行政管理部门和食堂的所
在地。“第一年，南开大学招生 96 人，共毕
业了 23 人。”南开大学副研究馆员李世锐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1922 年，南开大学已经发展到一两百
人的规模，两层小楼早已不能满足使用。于
是张伯苓等人在距离天津市区较远、租金较
便宜的八里台地区的永租地，租借了一块面
积为 400 亩的土地。此时，李纯的另一笔善
款到了。那是他在 1920 年去世后，遗书嘱托
其二弟李桂山，将遗产的 1/4———约 50 万
元捐助南开大学作为学校永久基本金。

之后，用这笔基金修建的学校行政办公
和文商科教学楼于 1924 年落成。整个楼体
为三层楼，其中一层为半地下，房间窗户与
地面平齐，并被命名为“秀山堂”。

另一座同为三层楼，其中一层为半地
下的思源堂，则有一半的“美国血统”。而
关于这栋楼的来历，还有一段流传至今的
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时任南开大学化学
系主任、教授邱宗岳。

1920 年，邱宗岳自美国学成归来，被张
伯苓校长教育救国精神感染，来到南开大学
任教。他一手创建了南开大学化学系，并任
系主任，让南开大学成为继北京大学之后，
我国第二个建立化学系的高校。

1922 年 12 月初，美国罗氏基金团（即美
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来南开大学参观考察，学
校安排他们旁听了一节邱宗岳用英文讲授的
普通化学课。只一节课就打动了罗氏基金团，
他们认为南开大学教学质量不同寻常，教师
治学有方，毅然决定捐款 12.5 万元，为学校建
设科学馆。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全校师生的轰
动，大家兴高采烈地相互传递着这一喜讯：

“邱先生的一堂课换来了一幢楼！”
不过，有些棘手的是，罗氏基金团的捐

款有个附加条件，即要求国内也要出一部分
捐款。到哪里去筹这笔钱呢？恰巧袁世凯的
婶母袁太夫人知道了这件事，立即命儿子、
河南企业家袁述之认捐国内的部分。

1923 年，思源堂正式开工建设。值得一
提的是，这栋建筑既是邱宗岳一堂课换来
的，也是由他一手设计并督建完成的。两年
后，思源堂正式落成，作为科学馆即理科教
学楼投入使用。其名字中的“思源”二字既取
自成语“饮水思源”，以此纪念两方捐助者。
整幢大楼具有西方古典主义建筑风格，高台
上的大门前是六根古罗马大石柱，门旁两盏
大灯。灯盖朝天，造型别致；铜制灯架，闪闪
发光，显得富丽堂皇。

一座圆顶的图书馆

木斋馆是三所建筑中“年龄”最小的，始
建于 1927 年。彼时，南开大学文理学科已经
分开，却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图书馆，而设在
思源堂内的图书馆早已无法满足数量与日
俱增的师生阅读需求。前清学儒卢靖（字木
斋）从老友严修处得知此事，慨然允诺捐出
十万元，为南开大学建造图书馆。

“图书馆的外形选择了与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图书馆类似的圆顶结构。”李世锐介绍
道。因为圆顶结构施工难度较大，所以校方
找到了天津基泰工程公司设计建造，并邀请
其创始人关颂声亲自参与。要知道，这所
1920 年由关颂声创建的公司是我国成立最
早、规模最大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之一，也是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最重要的中国人自营建
筑事务所之一。

施工时，卢靖已是七十四岁，还亲往督
工指挥。历时一年，图书馆竣工，总体呈 T
字型，共两层，第一层的西翼和第二层全层
均为阅览室；第二层的东翼一侧专辟为参考
室。卢靖又将数十年来节衣缩食所购藏的十
余万卷图书，悉数捐赠。

启馆仪式时，中外官员宾客云集，在千

百师生欢迎和欢笑中，卢靖出席致辞，并亲
手将钥匙授予校长张伯苓。

为纪念卢靖，新建馆舍取其表字“木
斋”，命名为“木斋图书馆”。“当年为了修建
木斋堂，卢靖还在塘沽一带修建了一座砖
厂，专门为木斋图书馆提供砖瓦。”李世锐补
充道。据说，“特供”的砖块耐烧程度可媲美
烧制瓷器的砖窑所用的砖块。木斋图书馆建
造的坚固与巧妙，令前来参观的柳亚子曾经
为其赋诗一首：“百城南西足论功，堂构巍峨
缔造雄。十两黄金书万轴，教人长忆木斋
翁。”

1937 年，日本人的狂轰乱炸几乎将南
开大学夷为平地，三所建筑寿命终结。南开
大学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迁，合并为西
南联大。已经八十四岁高龄的卢靖依然惦念
着师生们，并资助二百万元，救济生活窘迫
的教师。1948 年他逝世前，还嘱托其子女继
续捐资，以助南开重建图书馆。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1949 年天津解放，历经坎坷的南开大
学从西南迁回，重获新生。1951 年秋，木斋
图书馆在原址修复，建筑面积为 3030 平方
米，继续做图书馆使用，仍名为“木斋图书
馆”并报教育部核准。1958 年，位于新开湖
畔的新图书馆建成投入使用，木斋图书馆改
作学校办公楼。另外两栋建筑也得以重建。
重建后的思源堂成为化学系的教学楼，如今
则是医学院的教学楼。秀山堂则在原址上重
建地上一层和部分二层，作为南开大学的附
属幼儿园使用至今。

2012 年，南开大学津南新校区规划时，
本着贯通历史、薪火相传的设计理念，将校
区西部辟出历史纪念区，复建木斋图书馆、
思源堂、秀山堂。其中，木斋馆和思源堂分别
用于自然和文史类博物陈列、收贮和研究，
秀山堂则将用于校史陈列和研究。

自 2014 年就开始整理南开大学自创立
至今的学校建筑的李世锐，对于这三所建筑
及其背后的意义感慨颇深：“张伯苓的一生
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那个年代创办私立大
学实属不易。现在复建三栋历史建筑也是为
了缅怀先贤，饮水思源，让南开精神为更多
人所了解。”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张伯苓在上世
纪 30 年代提出的南开大学校训。他曾指出，

“允公”是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
本位主义；“允能”则要培养人才具有现代化
的科学才能；“日新月异”则要求每个人都能
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

百年来，南开大学一直秉承校训，不忘
初心，在中国大地上扎下了文化之根、思想
之根、民族精神之根。未来，复建的三所建筑
将成为南开下一个百年见证者，成为记载

“公能日异”的历史丰碑。

四 川 大 学 是
1896 年建立的百年
名校。一直以来，老
川大就以“凤钟”的
图形作为校徽的图
案。

钟，本义为一种
打击乐器，引申为计
时器。在早期的学堂
学校，钟被普遍运
用。钟声响起，便是
行学行教的命令之
声。这使其成为中国
传统文化的代表之
物，更是中华文化的
象征。

上 世 纪 90 年
代，四川大学和成都
科技大学合并，改名
为 四 川 联 合 大 学 。
1998 年 12 月 11 日，
恢复校名为“四川大
学”后，学校决定重
新征集设计川大新
标志校徽。

当天晚上，我慢
步川大校园，思索新
校徽方案。我最初的
直觉，新徽志应是一
个“钟”形。因为老川
大有一个古老的钟
亭，老川大校徽也是
一个钟的形象。“钟”
确实是老川大的镇
校之宝，蕴含深厚的
文化历史底蕴，也符
合现代文明的特点。

在 古 蜀 国 文 明
中，最具代表性的便
是在成都金沙遗址
出土的“太阳神鸟”
金饰。如今，太阳神
鸟已经成为中国文
化遗产标志，它其实
就是传说中的凤凰。一直以来，凤凰
就是川大文明的吉祥物。新川大校
徽中也应该有一对凤凰，薪火传承。

就这样，“凤钟楼”的灵感就产生
了。而怎样使“凤钟楼”图案代表川
大，隐含四川大学之形，既要庄重典
雅，又要有美感且具有文化味、现代
感？为此，我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参
考上千个中外著名优秀标志、商标、
徽记，设计几百个图稿，反复修改调
整审定，从中挑选出了最终的徽志
图案。

川大徽志采用双圆套圆形徽标。
双圆间的上方和下方分别是川大的
中英文校名。内圆正中则是“凤钟
楼”图像标志。

凤钟楼图像标志是根据原四川
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华西医科大学
古建筑意象与凤凰图腾创意而来。
代表中华灿烂文化的钟的两侧是一
对双凤之间开成“川 Ｕ”两字。“川
U”即川大。U 是正形，既像“鼎”形，
更表示“UNIVERSITY（大学）”，与
负形形成的“川”字一起，意指“川
大”。同时，“川”字三笔画像三条水
脉，向上交汇一点，形成一个顶天立
地的人。其中下端是“Men”的缩写
M。一对凤凰、三条水脉，“川 U”之
形，且人立其中，整体有机融合构成
钟的图像，同时又酷似一座蓄势向
上、顶天立地的学术殿堂。

这样的设计，既隐含川大“海纳
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两次强强
合并、三水融一的发展历史及革新
精神，又寓意由三所重点高校合并一
体的新川大，用钟声敲开学校百年树
人、作育英才、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
新纪元。

2002 年 3 月确立并启用的川大
新徽志，在把握历史的同时，又倾诉
时代的精神，既是对百年川大人文
底蕴的形象化昭显，也是寓意对学校
百年历史文化的传承弘扬。

（作者系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绘画
系副主任，川大校徽设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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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徽故事

三馆复建 饮水思源
姻本报记者袁一雪

在与大学相关的所有文化符号
中，校徽无疑是最庄重，也具代表性的
一个。作为一所大学精神、大学文化的
直接体现，无论是校徽的设计过程还
是最终的设计方案，都凝聚着校方和
设计者对于“大学”二字最深刻的理解
和期望。

然而，当我们面对校徽时，这份深
藏于构图与色彩中的理解与期望，作
为“旁观者”的我们，真的能够理解吗？自由之泉 驴背诗思

校园雕塑

南开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

风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