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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的校园，不如往日热闹
喧哗，在浙江大学学生公寓的公共厨
房里，一场别开生面的课程正在进行。
厨房桌子上摆满了各种料理用的器具
和材料，糯米粉、粳米粉、黄油、电子
秤、蒸锅，学生们细心地称量、蒸制烘
焙，
用各样的工具和方式，制作出独一
无二的糕点……
然而，
这并非是料理课，这群学生
选修的是 《文化构成与创新设计》，正
是这门课让学生们刚刚过去的暑假得
以如此精彩纷呈。这是一场在厨房里
的设计尝试，学生们在玩中学，带着愉
快而自由的心情创作，用糕点诠释自
己的设计构思与理念，并将中国的传
统文化融入其中。

“刚开始时用气球做出来的糕点
像饺子皮一样厚，经过了十多次配方
调整，才有了如今薄纸的效果。”李卓
书说。
诸如此类随机构型、用各种工具
创作出的
“糕”
还有很多，课程结束时，
学生们还举办了小型展览会，一展他
们的奇思妙想。更有学生将自己暑期
创作的过程制成 vlog 投在 B 站上，让
。
许多人大呼羡慕
“别人家的大学”

文化、设计的交融

独特的设计课
这门开在厨房里的设计课，是由
浙江大学国际设计研究院开发的全英
文课程。该课程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工
业设计系副主任、副教授陈彦翰与浙
江大学国际设计研究院讲师江浩共同
设计、授课。
“课程包括了正常学期内的课程，
以及在暑假时开设的工作坊。今年已
经是我们第三年以‘糕’作为设计主
题，
让学生们进行设计实践。”江浩告
诉《中国科学报》，这门课程让很多初
次了解的人感到困惑，以为就是制作
各色糕点，
但事实上，这门课程的重点
并不在于食物，而是关于材料的探索
和设计研究。
构成设计在设计的基础课程中是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曾经听过中国工
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潘云鹤关于
构成设计系列讲座的江浩，对于其中
国传统文化与构成设计相结合的思路
颇有感触。
研究生毕业后，江浩前往新加坡
国立大学深造。在那里的学习经历给
他日后接手构成设计课程后，开发设
计新思路提供了借鉴。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他们的设计
课不只是听教师讲授，还会邀请来自
企业的设计师前来助阵，业界的设计
师们会将最新的设计理念带给学生。
我想这样的方式值得国内的构成设计
江浩说。
课借鉴、
尝试。”
回国任教后，江浩就开始行动起
来。恰逢当时有一位叫张雷的学长创
办了一家品物流形设计工作室，并致
力于从应用、结构方面分析竹子、纸、
泥土等五种中国传统材料，与文化构
成课的内容理念不谋而合。当即，江浩
以泥土这种传统材料解构与再现为主
题，
开始了文化构成课的首次尝试。
“首次尝试的结果很成功，我们
学生以泥土为主题的设计中，有两
件甚至被送到了米兰设计周参展，
得到了国际的认可，这无疑对我们
接 下 来 课 程 的 开 展 是 一 个 鼓 舞 ，学
生的设计热情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江浩回忆道。
尝到了甜头的江浩，紧接着等来
了另一个好消息。为促进学生国际化
发展，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开设了海外
教师主导全英文原味课程建设项目，
邀请海外师生前来交流。这对于江浩
的《文化构成与创新设计》课程又添助
力，
让这门课程得到了又一次蜕变。

厨房里的创想
于是，
江浩的《文化构成与创新设

叶嘉莹先生与参加总决赛的选手面对面

“
陈彦翰（右一）在点评学生制作的
“糕

一场厨房里的
文化材料设计之旅
姻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文化是群体的性格，是一个国家、地域的鲜明符号，我们
接下来会围绕地域的视觉特征、人群行为模式、价值观等继
续设计，拓展学生调研实践，进一步通过设计展示中国文化
的精华和内涵。

计》 课堂上迎来了陈彦翰和新加坡国
立大学的学生们。
“陈彦翰是我的师兄，他在构成设
计上做得很好，于是我就以‘上有天
堂、下有苏杭’的美景和中国传统美
食，
把他‘忽悠’
到了杭州。”江浩笑道。
当时的江浩同样凭着 多 年的 交
情，邀了自己另外一位在新加坡开设
计公司、做得风生水起的学长杨杰宇
前来助阵，
就这样，三个人将传统工艺
的解构和再造作为主要方向，开始设
计课程。
如何将文化和设计完美地融合，
这是三人首要思考的事情。作为舌尖
上的中国，
美食不仅仅是为了饱腹，其
背后更承载中国千年来的文化精髓。

于是，江浩三人锁定了目标，决定以
食品的创造来讲述文化故事，而作
为具有极强可塑性的物理材料和独
“糕”成
特文化历史意义的文化材料，
为首选。
“考虑到我们的目标学生在料理
制作上并未接受过专业培训，面粉和
上水来塑造无疑是最简便的方式，且
这些素材便宜易得，短时间内即可完
成。在制作过程中，
面粉与水的不同比
例、蒸制前的塑性、蒸完后的冷却等，
都为独特造型的创造提供了丰富机
会。”
江浩解释道，由于一件作品的完
成时间短，
一天内即可创作几代设计，
因而更容易产生迭代，让学生了解到
设计是一个不断修改的过程，往往越

改越好。
事实也证明，
“糕”的确是一个好
选择，它的可塑性与自由、偶然相碰
撞，让学生们完成了一场厨房里的艺
术创想。
“我们糕点设计的诞生十分偶
然。”参与课程的浙江大学 2017 级混
合班学生李卓书说，他们是在一次购
买原料时，看到货架上的气球，突发奇
“糕”
。
想，
决定用它来辅助制作
木薯淀粉、调制乳粉、粘米粉与
水按比例混合至糊状，挑选一只气
球吹鼓，并在面粉糊中挂糊，上蒸锅
蒸制好后进行冷冻、风干，最终只需
扎破气球、挑出碎屑，薄如蝉翼的纸
糕便诞生了。

苏轼曾赞王维的诗作是“诗中有
画，
画中有诗”
，而《文化构成与创新设
计》课上学生们的糕点则是“设计中有
文化，文化中有设计”
。
这门课程叫文化构 成 与创 新 设
计，文化与设计显然是课程的两大要
素。设计体现在学生们的奇思妙想，而
文化则体现在设计所讲述的故事中。
江浩告诉《中国科学报》，之所以想到
用糕来讲故事，是因为在杭州一家冠
名
“定胜”
的糕点店铺得到的灵感。
“那里制作糕点的师傅告诉我们，
高考前有很多老人会来给考生买糕
吃，
祝福考生吃过后考试一定胜利，定
胜糕因其美好的寓意而广受考生家长
欢迎。于是，
我们就有了让学生通过一
个糕点来讲述一段故事的想法，定下
了我们课程第一年的主题。”
在此后的设计课程中，江浩延续
了这样的思路，学生们也在尝试中
不断成长，创作出了富有文化意味
的糕点。
2017 级混合班学生樊亦涛和其
就是一例。
团队创作的
“器糕”
这一糕点同样诞生于偶然，在制
作过程中，糕点由于自然塌陷而形成
了坑洞，
形似玉杯，故而得名器糕。团
队成员同时还为“器糕”附上了一段精
彩的传说故事，
使得该创作更添趣味：
明末，高莹为糕点大师，因怀怨怼于
清，
不赴御膳房就任，而举家南迁。不
料，方至岭南，名窑器皿见掠于盗，惟
破器残存。虽家中数口人无器可用，莹
竟因
独取破器蒸糕。当地澄粉经蒸制，
酵成孔洞，
浑然之器也。外莹透而内坚
实，如明遗民之清高气节。后世谓之
糕。
“器”
一段故事与一件偶得佳作就这样
完美结合，
让课程变得更加生动活泼。
“在浙大，工业设计课程挂靠在计
算机学院下具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是
在与文化的结合和动手能力上，仍有
让学
所欠缺。我们希望通过这门课程，
生亲自动手设计作品，并进行文化叙
事，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学生设计来
源，将设计与文化、艺术紧密结合起
来。”江浩说。
如今，
江浩的《文化构成与创新设
计》课深受学生欢迎，但由于场地和课
程性质限制，
有很多学生仍难以选上，
只得望课兴叹。
在江浩看来，课程能够得到学生、
学校的欢迎和认可，是他们付出的最
大动力。文化与设计这两个要素，
江浩
还将继续坚持下去。
“在未来，我们的课程会在文化的
定义和阐释上继续探索。文化是群体
的性格，是一个国家、地域的鲜明符
号，我们接下来会围绕地域的视觉特
征、人群行为模式、价值观等继续设
计，
拓展学生调研实践，进一步通过设
计展示中国文化的精华和内涵。”
江浩
总结道。

史海钩沉

孔子故里的
“

”
机

姻陈彬
长期以来，古城曲阜作为孔子故
里，
在国人心目中，一直都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坐落其中的
曲阜师范大学，也自然浸润了很多古
韵气息。然而，
在这座安静的校园中除
了古风古韵之外，还陈列着一件特殊
的“文物”
，
那是一台体型硕大、有些陈
旧的机械设备。
熟悉它的人都知道，这台编号为
M103 的机器，是诞生于 1958 年的新
中国第一代计算机，在当时被人亲切
地称为“103 机”
。这台陈列在曲阜师
大校园里的陈旧机械，也是我国唯一
一台保存完整的“103 机”
。虽然经过
一个甲子的岁月沉淀，这台机器已经
不能运转，
但它却静静守在这里，注视
着中国计算机行业的蓬勃发展。
曲阜师范大学的前身是 1955 年
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创建的山东师范
专科学校，
临时设学于济南。1956 年 5
月，
经教育部批准，学校更名曲阜师范
学院。1956 年 9 月，曲阜师范学院由
济南迁至曲阜。
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国的计算机
发展史上，
发生了一件
“大事”
。
原来，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我
国在制定“十二年 科 学 规 划 ”时 ，便
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时任
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提出，要研
发我国的计算机。该意见几经讨论，

人文

“ 依靠
最终由周恩来总理一锤定音：
一个部门力量做不出计算机，在党
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集中全国力
量，难道还做不出来吗？”科学规划
委员会为此通过了“发展计算技术、
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
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
。
简称
“四项紧急措施”
于是在 1956 年，中国科学院两次
派团赴苏联“取经”
，
并订购了 M-3 计
算机的图纸资料。经过八个月的转配
和两个月的调试，我国第一台电子计
算机于 1958 年 8 月 1 日完成了四条
指令的运行表演，该机被定名为“八
一机”
，
每秒运算速度为 30 次。
M-3 计算机的型号被命名为 103
机。作为全国第一代计算机，
103 机只生
产了 41 台。
“我还记得，
这个大家伙因
为由电子管组成，
所以非常娇气。当时，
冬天必须要给 103 机开足暖气，
在那个
没有空调的年代，
夏天完全要靠向研究
所里运送冰块给计算机降温。”
当时曾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进修的曲阜
师范大学教授章志敏回忆说。
1964 年，为了数学系教学需要，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王零决定购置一
台 103 机，很快，这台机器就开始承担
起计算任务。但好景不长，
“文革”
开始
后，复旦计算机机房的人员被分散在
各处。103 机也处于闲置状态，直到

1970 年，由于工农兵大学生进校读书
需要上机实习，
103 计算机才又被恢
复利用。
此时，这台身处上海的计算机与
地处山东的曲阜师大之间的缘分，才
真正到来。
1973 年，曲阜师大（时称曲阜师
范学院） 数学系的几位老师到复旦大
学开会，在那里，他们见到了被淘汰的
103 机。是时，
复旦大学已经更新了几
代计算机，
103 机作为第一代机型，已
被搁置一边，但对于曲阜师大的老师
们而言，这台有些过时的机器依然是
复旦
一件
“珍宝”
。双方经过交流之后，
大学数学系的老师们慷慨地表示，愿
意将 103 机无偿送给曲阜师大。
于是，在那个没有高速公路的年
代，复旦大学特意安排了两辆卡车，
由三位老师陪同，走了整整三天才
将机器运到曲阜。为了迎接 103 机的
到来，当时的曲阜师大还参考复旦
大学的机房设计，专门建起了一座
二层小楼用作机房，在经过几个月
的调试后，已经有些年岁的 103 机又
成功运转了起来。
这台老式计算机的到来，极大地
提升了曲阜师大的教学水平。
据曲阜师大数学系教授高兰长回
忆，
当时，
全校的工农兵学员虽没有开
设计算机课，但为了让他们了解一些

我国唯一一台保存
完整的“103 机”
，虽然经
过一个甲子的岁月沉淀
但却静静
已经不能运转，
注视着中国计
守在这里，
算机行业的蓬勃发展。

科技的前沿，老师们带他们参观了
103 机机房，并讲解了计算机的构造、
“一直到 77 级和 78
原理和使用方式。
级招生时，103 机还在运行，用于计算
机原理、
流程的学习。”
此后，
由于部件老化、维修困难等
各种问题，103 机停止了使用。当年存
放计算机的小楼也一直闲置。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学校将编程室、机房室
改为办公室，但机器却一直原封不动
地保留着。直到本世纪初，
那座小楼被
拆除，103 机被整体搬迁到了该校的
图书馆大堂。
作为目前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早
期电子计算机，
103 机在当时的工业
条件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一
如凝结起一段历史的老人。正如计算
“历史经常
机史研究专家徐祖哲所说，
是生机勃勃的。虽然今天的基础和技
术条件和当年大不相同，但是科技创
新、
独立自主等理念，同样需要借鉴历
史的经验。103 机是曲师的财富，
也是
。
计算机人的财富”
（本文由本报记者陈彬根据曲阜
师范大学提供材料整理完成）

任继周

﹃
草
地
院
士
﹄
任
继
周
的
座
右
铭

说起自己的座右铭，
兰 州 大学 草 地 农 业 科 技
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
院 院 士任 继 周 首 先 想 到
的 是 抗日 战 争 全 面 爆 发
时期。
1937 年 抗 日 战 争 全
面爆发。是时，任继周刚
刚进入初中，自己还处于
懵懵懂懂之中，但先兄任
继愈对弟弟却十分重视，
他 觉 得这 是 任 继 周 成 长
的关键时期，并为他费心
擘画。除了推荐系列爱国
英 雄 传记 和 若 干 名 著 要
任继周认真阅读以外，任
■
继 愈 还要 他 着 重 做 两 件
王
卉
事，一是订立座右铭，作
为自己的行为标杆；二是
坚持写日记，勿忘自励。
这两件事互为表里，如良
师益友般，日夜守护着任
继周。
随着生活和环境的
变化，任继周一生有过两
个座右铭。
第一个座右铭是“立
计划引
志高远，
心无旁骛，
。这个座右
领，
分秒必争”
铭陪伴着任继周度过了中
学和大学岁月，并进入工
作岗位，
一直到他 71 岁。
该座右铭鼓励任继
周做一个志趣高尚的人，
不怕困难和挫折，不为琐
事分心，埋头做好自己的
事，兼以利人。这也使任
继周与世无争、乐于助人，自然容易与人友
好相处。心无旁骛则可以使任继周精神内
敛，
精力集中而提高悟性。在该座右铭的激
励下，任继周总感觉前面有做不完的事，不
知疲倦、不断追求，生活条件的好坏自然也
全不计较。
任继周在每个生活阶段都订立工作计
划，
有任务、
有进度。例如学年计划、
学期计
划、假期计划、周计划，甚至精确到每一天。
他习惯把一天分作三段——
—上午、下午、晚
上。工作紧张时（大考期间或有其他紧急任
务时）计划到小时。一旦列入计划内的学习
和工作，即使废寝忘食也要完成，除非社会
运动迫使他的生活失序。
写日记必然检查进度，
记录心得。除了
“文革”期间，任继周的日记从未间断，如发
现计划不当可以调整，但是不能没有计划。
多年来，任继周感到有计划和没有计划的
生活质量、
工作效率大不一样。即使在很困
难的情况下，他仍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出
版了专著。
第二个座右铭是先兄任继愈写成对联
。1995
送他的，
“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
年，任继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愈看
任继周忙得团团转，便在 1996 年送了他这
副对联，任继周将其作为座右铭并悬挂床
却是任继周晚年的定
头。上下联仅十个字，
海神针，
思想顿时澄明开阔起来。
正所谓“涵养动中静”，任继周告诉自
己，社会风云难以琢磨，个人的处境同样纷
功夫。不管世事多
纭多事，
要自觉做
“涵养”
么乱，不要使它吹皱心中的一池春水，保持
心境的澄澈、平静，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
量，过好生活，做好工作。“虚怀有若无”则
可促使自己胸襟开阔，接纳万物，包括一些
逆耳之言、叛逆之事，有助于心境的和平、
宁静，
愉快地接纳新事物。
任继周从事草业科学教学研究 72 年，
“草
来西北工作 70 年。近 40 年来，
他专注于
地农业生态系统”，后来扩展到农业与社会
的关联，
涉及农业发展史和农业伦理学。任
继周以满腔热情和专业知识，不断提出新的
意见。对此，有赞成者鼓励他坚持；有反对
他都保持了
者激励他探索前行。无论逆顺，
不郁闷、
内心的平静，并在宁静中有所感悟，
不满足，
总看到前面应做的事。
凭着这一座右铭的激励，任继周在 80
岁高龄时，
完成了《草业科学论纲》一书的编
写。这是一本针对农业系统历史教训的书，
。同时，
他还主
任继周称为
“不可行性报告”
编了《中国农业系统发展史》和《中国农业伦
理学史料汇编》。2014 年，在多位同道的共
同努力下，任继周在兰州大学开设了《中国
农业伦理学》新课，并于 2018 年出版了《中
国农业伦理学导论》。
今年是全面抗日战争爆发 82 周年，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兄长任继愈离去十
周年。回顾既往，大学四年级风华正茂的大
哥为懵懂无知的初中小弟精心铺路。任继
周沿着这条道路跌宕而行，无时无处不感
已到垂暮之年的
受兄长的浓郁情愫。如今，
任继周，
亲眼见证了我国高举生态文明的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
旗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任继周写了一
大远景已经展现天际。为此，
“ 常怀童
幅对联以自勉兼告慰先兄任继愈，
。
心新生意，
不负老人昏花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