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世纪以来，“红色经典”掀起了影视剧改编的热潮，作为一种革命历史
题材影视剧的类型，从官方到民间，从学者到媒体，对它的关注都远远超出
一般影视剧的范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而谍战剧作为一种特殊
类型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汲取了红色经典改编的经验教训，实现了红色
经典影视剧类型的调整。

说到谍战剧，不能不提的就是根据天津作家龙一的小说《潜伏》改编的
同名电视剧。2009年，谍战剧《潜伏》横空出世，不仅成为当年的收视冠军，
直至今日，仍被许多观众奉为我国谍战第一剧。《潜伏》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
成功，不仅在于它颠覆了传统谍战剧鬼影幢幢、暗箭惊魂的紧张悬疑，更在
于通过讲述“特别浪漫也特别悲伤”的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唤起观众对那个
特殊年代的英雄的崇拜，于是，成就了《潜伏》这种“爱情+谍战”的模式。如
果说，“谍战”是男性中心话语的话，那么“爱情”则必然需要女性的参与，电
视剧中，三位个性迥然不同的革命女性——左蓝、翠平、晚秋，为这部以男性
为中心的剧作增色不少。
传统谍战片对女性的塑造是模式化和脸谱化的，或是妖艳阴毒、如蛇蝎

美女般的女特务，或是毫无主见、唯唯诺诺的贤妻良母。而《潜伏》中塑造的
三位女性则更真实、更立体。有学者将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分为四种呈现模
式：灰姑娘模式、花木兰模式、潘多拉模式、盖娅模式。这四种女性模式的相

互融合，建构起了谍战深海中的革命女性形象。
首先来看左蓝，她可以说是花木兰模式的潘

多拉化。花木兰讲述的是女性作为拯救者的故事，
而潘多拉则是性感美丽的女性形象，随着大众文化
的兴起，她已经大大弱化了希腊神话中潘多拉故事
的灾难情结。左蓝是那个时代典型的革命女青年，
能歌善舞，外语好。她代表着正义、正直，是一个意
志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可以说是一个“潘多
拉式的性感迷人的花木兰”。“我信仰生活，信仰你，
就这样。”电视剧的开头，余则成对左蓝的真诚告白
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而这也恰恰体现出了左蓝花
木兰模式的特性，她要拯救余则成，以女英雄的身
份来救赎这个男人。左蓝温婉美丽的形象，也符合
潘多拉模式的特性。剧中，左蓝先后以两种身份出
场。第一次以大学生的形象出场，第二次以八路军
代表的形象出场。大学生单纯、勇敢、充满激情，是
完美的理想主义者。大学时代的左蓝生活中充满
诗意，她通过排练革命歌曲，参加革命集会，打造自
己坚定的革命意志。左蓝第二次出现时，其身份是
八路军代表，是共产党派往国统区的代言人，这时
的她已经是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在国统区同反动
派面对面地斗智斗勇。两种身份，两种形象，完美
融合了花木兰与潘多拉模式。花木兰模式的潘多
拉化，不仅恢复了女英雄的女性身份，而且放大了

女英雄作为女性美的一面，如同左蓝，既是具有勇气和信仰的共产党人，同
时，她的美貌也成为与女英雄身份并置的性别编码。

再来看翠平，她是盖娅模式的花木兰化。盖娅是希腊神话中的地母，她与
东方文化中的贤妻良母有着相似的价值内涵。剧中，翠平是与余则成戏份最多
的女性。她是出身劳苦的底层妇女，勤劳朴实、善良勇敢、泼辣直率，她的角色
设立符合主流影视剧中的革命化叙事策略，她与余则成假扮夫妻，为他缝补衣
服，操持家务，过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这就使得翠平的形象呈现为盖娅模
式。然而，翠平是多面性的，“家庭空间中的贤妻良母被改写成在革命大家庭中
与男性共产党员并肩战斗的女性”，翠平同时也是一位来自农村的女游击队长，
带领着二十多个弟兄，她有着简单而坚定的信仰，枪法精准，弹无虚发，飒爽英
姿，不让须眉。余则成也曾评价说：“我发现你一拿起枪, 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
了，很有魅力！”这句话蕴含着余则成对翠平既爱又佩服的内心情感。这就使得
翠平呈现出花木兰的女战士特性。应该说，翠平这一角色成功地颠覆了以往电
视剧中单维符码型的盖娅模式，不再像《渴望》中的刘慧芳，而是以“野蛮女友”
式的“惊人之举”“惊人之语”成为潜伏英雄的守护神，成为女战士花木兰。这样
的翠平就呈现出了贤妻良母般的盖娅与骁勇善战的女战士花木兰的融合。

最后来看晚秋，她可以看做是潘多拉模式的灰姑娘化。灰姑娘在童话
故事里是一个被拯救的对象，“革命版的灰姑娘”演绎的是一个经历过痛苦
但还不成熟、还没有觉悟、没有走上革命道路的年轻女性，在一位成熟的男
性共产党员的感召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晚秋是一个温柔美丽、具
有小资倾向的富家小姐，她情趣高雅、知性优美、风情万种，可以被视为美丽
而危险的“潘多拉”。然而，晚秋通过自己的女性魅力所获得的优越感是短暂
的、虚假的、脆弱的。因为，晚秋也是经历了痛苦的，她从小失去父母，寄居在
叔伯家中，后来嫁人，又遭遇丈夫出轨。在人生一系列无奈的悲惨际遇后，得
到余则成的拯救，投入了革命。这样就实现了灰姑娘的转化。晚秋这一角色
的悲情来自形象与际遇的反差：一个姣美的富家小姐，突然间命运的陡变将
她放置到一个低落的际遇里，这种失衡满足了人们一种悲剧心理的消费。而
在这之后，按照灰姑娘模式，在她深陷困境时，出现了一位拯救她的“王
子”——余则成，由此完成了精神上的成长蜕变，投身革命，摆脱困境，至此完
成了属于灰姑娘的身份置换。晚秋从小资女人进步为革命女诗人，最终服从
党组织的安排，与余则成共赴天涯，实现了潘多拉模式
与灰姑娘模式的融合。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撰写的系

列文章“天津红色文脉”至此刊发完毕。下期开始刊

发章用秀先生的系列文章“古籍中的津沽园林”。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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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大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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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毯、神灯，神秘的阿拉伯世界。1992
年的动画电影《阿拉丁》创造了一个新的动画
电影时代。这部电影在当年成为全世界票房
最高的电影，并且摘得影史票房最高动画电
影的桂冠。2019年，《阿拉丁》真人版本影片
上映后，在全球取得10.51亿美元的高票房。

真人版《阿拉丁》成功的秘诀之一，是继
承了1992年动画版本不破不立的风格。《阿
拉丁》的故事自有文字记录起，已经流传了
312年。1710年，法国翻译家安托万·加朗将这个从叙利
亚说书人口中听到的故事，编入《一千零一夜》并出版，让
《阿拉丁》开始被世界所知。而1992年动画版本，是它第
一次被搬上银幕，并对原故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
编。比如主角阿拉丁，在书中是个生活在中国的小男
孩，故事中描述他为：“一位来自极东之国首都的异邦
人。”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唐朝的长安。但为了加强故事
的阿拉伯风情，1992年动画版本将他的设定改为土生
土长的阿拉伯地区的小男孩。故事的另一位主角，神

灯里的精灵，虽然各版本的插画赋予它不同的外貌，但
1992年动画版本将精灵涂蓝，该片艺术指导范德·文德
解释说：“在粼粼的沙漠中，波斯建筑上的蓝色非常出
彩，蓝色代表了水和天空，而它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
孕育了生命和希望。”
真人版《阿拉丁》做对的第二件事，是找到了一位擅

长颠覆观众印象的导演——盖·里奇。这位英国导演擅
长用作品颠覆观众的想象。比如代表作《两杆大烟枪》，
就上演了一出令人猜不到结局的大戏。而他翻拍的电影

作品，更是不走寻常路。比如由欧洲传统故事
改编的《亚瑟王：斗兽争霸》，就被影迷称为摇滚
版的史诗作品。在《阿拉丁》中，盖·里奇继续挑
战观众的想象力，比如一场巷子里的跑酷戏，他
将摄像机绑在演员手腕上进行拍摄，画面呈现
出的那种沉浸式的紧张感，很容易让观众想到
《两杆大烟枪》；而拍摄茉莉公主在本片最高光
的独唱段落，盖·里奇更是煞费苦心，推翻了原
有的拍摄方案，执意用高难度的一镜到底的拍

摄手法，不仅运镜精准，甚至让演员现场真唱。
真人版《阿拉丁》做对的第三件事，就是邀请到威尔·史

密斯来扮演本片的灵魂——神灯精灵。选择参演《阿拉丁》，
对威尔·史密斯本人意义重大，他甚至说：
“《阿拉丁》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伟大的经历之
一，它真的帮助我重新找到了表演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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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您相约《阿拉丁》，2023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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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唆服务员，介稀饭可馊啦！不光
酸，还澥了咣唧！”骤闻久违乡音，虽喜犹
惊，急顺声寻人附耳一释：“别老外啦！馊
稀饭？醪糟儿！介儿的名吃，就好比咱那
儿的……”“嘎巴菜？”“不，嘎巴菜跟牛肉面
有一拼！”“小豆粥？”“对喽！”

1976年底，我告别拓荒十年的河西走
廊调至兰州，第一次到兰州饭店用早餐，就
邂逅了这位误将醪糟称稀饭的老乡。卫嘴
子偶遇，一通嘚啵嘚，他告诉我，他是受饭
店特邀从天津过来保养电梯的，谁曾想头
一顿早点就添堵：“名吃？捏我鼻子都甭想
灌！”又运着气把醪糟推开，“咱天津人就认
浆子、豆腐脑儿、嘎巴菜、小豆粥、馄饨甩果
儿！”近乎各色的固执令我顿悟，味蕾可能
是人体中最为强大的遗传基因了，时下不
还常听天津人念叨“本地白菜”“本地带
鱼”，嘛都讲究吃本地的吗？

最近的例子，是一老友从兰州来，非
要我请他在天津吃兰州拉面，不唯佐证
着味蕾的执拗，还显示了饮食习俗的顽
固。那日吃到一半，老友便用兰州话叫
住服务员：“添些汤来，宽个些！”服务员
一愣，显然不知所措。我也一愣，好在反
应还快，随即“翻译”：“第一，麻烦您给他
碗里加点儿汤；第二，加的汤最好多一点
儿！谢谢，明白？”服务员从鼻腔里哼出
一声笑：“有嘛不明白的，不就是‘孔圣人
吃元宵’嘛！”老友却不乐意了：“小伙子，
老哥我不是奸客，可也不是沆（憨）客！
用马三立大师的《吃元宵》挖苦我？我先
前跟二蘑菇都在甘肃曲艺团领工资！”
“二蘑菇？”服务员有点见苶。我又附耳
一释：“常宝霖——小蘑菇他弟，常宝霆、
常宝华的哥。”服务员瞬间收起一脸高
傲，似懂非懂地端碗走了。

老友听说我到甘肃十年后才始知拉
面，不免惊讶。我说建设兵团的十年，均在
以天津、青岛、淄博、枣庄青年为建制的几
个连队食堂就餐，没接触过拉面，到兰州后
吃在省委机关食堂也没见过。首吃拉面当
在兰州炼油厂调研那次，任务结束出厂门
已至饭口，同行的赵永泰听闻我的缺憾即
带至路边小食摊尝鲜。“感觉怎么样？”他竟
盯着我吃。我说确属前所未尝，我们天津
人所喝面汤无非是西红柿飞鸡蛋的、花椒
油炝葱花的，还真没喝过牛肉汤里煮萝卜
片儿撒蒜苗碎的。老赵吃惊地望着我：“把
这说成喝面汤？你老人家吃的是面！想喝
汤？哪家牛肉面馆都是允许添的！”我发觉
可能不经意贬低了兰州美食，赶紧解释：我
们那里称汤面为面汤，比如“喝挂面汤”,其
他不加汤食用的叫“捞面”。我小学四年
级就在家做过，把和好的面擀成薄片再叠
起来切成细条，一锅煮熟，全家分捞。食
堂则用压面机制成“鲜切面”，下大锅煮，
用特大笊篱捞出，一份份打给我们，或浇
卤，或拌酱。“大而化之！你们那叫吃大锅
饭！”老赵总算有了笑意。我顺势即说，捞
面的确不如拉面这么精细、这么讲究——
每位食客居然独享一块醒好的面，一面一
碗，随吃随抻，抻之前还要征询食客意愿，
再按“大宽”“二细”“韭叶子”（如韭菜叶那

般扁窄）“毛细”等不同类型抻出不同形
状，分明已进文化境界。老赵认为这种
“比较面文化”的评价与众不同，便笑逐颜
开。我却回马一枪：“兰州拉面非要这么
不厌其烦地抻吗？用电动压面机加工面
条岂不省时省力？”老赵愣了一下：“省时
省力的吃食有啥味道！”“嗯！”我极认可，
“不唯口感好，观感也很奇妙。从一块面
到一碗面，先饱眼福，再饱口福，的确是一
种文化享受。”不过，那个疑问并未消除，
它总是顽强地暗藏于心、挥之不去——仅
仅因为好吃，才将面抻拉成条的吗？

不久，我被派往祁连山麓的酒泉县东
洞公社调研一年。公社食堂每日两餐，顿
顿都是一大锅汤面，手擀的，汤里似乎撒了
面粉，像一种白色的粥状流食，其间还伴有
一些洋芋丁。两天下来饿得直慌。那时没
有饭馆，小卖部也不卖任何食品，请食堂加
做干粮？岂不搞了特殊化？公社书记索性
告诉我，他们的干部每天都奋战在基层，公
社食堂没啥人吃，做得多了也是浪费。于
是，我也每天深入到各大队、各生产队去调
研，挨家挨户地到农民家轮换着吃派饭。
虽也只是白面条（当地称“白皮面”）拌醋和
辣酱，但总归是吃捞面而不是喝面汤了。
正是每天从公社到各生产队的往返途中，
我那个“面条为什么要拉着吃”的疑问竟有

了一个答案。
那日，偶遇山间淘金人在溪边围着一

个脸盆吃饭，便躲在灌木丛后欲看个究
竟。脸盆架在三块石头上，石块间的木柴
烧着脸盆中的水。没有任何的炊具，仅用
小搪瓷缸舀了些溪水，直接浇入面粉口
袋，就在口袋里将面和好，然后先用双手
搓成粗条，再将其抻细拉长，直接投到脸
盆中的沸水里，每位食者以树枝为筷将煮
熟的面条夹挑到各自的搪瓷碗中，拌了辣
椒粉喷香喷香地吃着。恍惚中，仿佛再现
曾在小人书上看到的古战场埋锅造饭的
画面，那时的将士，也没有面板，也没有擀
杖，是不是也会守锅拉面呢？高亢的歌声
将我从幻境中惊醒，拉面的人们放开喉咙
唱了起来：“三撮撮辣子一咕嘟蒜，辣辣地
吃上个干面……”我情不自禁地从灌木丛
中闯到他们面前：“唱错啦！应该是‘辣辣
地吃上个搅团’！”
“吼啥呢？吃啥唱啥，咋？”他们都用怪

异的眼光打量着我这个闯入者，“城里人？”
我低头扫一眼自己所谓的干部服和皮

鞋，脑子里想到的尽是令我饥极饿极的粥
状流食，喝汤面的我其实蛮羡慕他们的原
生态拉面呢。
“城里人咋啦？见不得穷人吃干面？”

他们笑着问我。
老友没有再让我往下讲，因为他仿

佛突然感慨万端：你的“原生态拉面”，故
事好听，却不能视作拉面的起源。“见不
得穷人吃干面”可确为当年西北地区耳
熟能详的流行语，现时富人不可能再嫉
恨穷人也能吃上干面了，这话也听得少
了。何时能重回甘肃，来一碗原生态拉
面，以解味蕾之思？

题图摄影：姜晓龙

味蕾记忆
阎晓明

阿英又名钱杏邨，二者都是笔名，他原名
钱德富，安徽芜湖人，1900年生人，父亲是一位
能修钟表的手艺人。这在那个封闭落后的年
代里，已属难能可贵的能工巧匠了，也就因为

这个手艺，阿英承接父荫，读了村塾，上了新式的小学和中学。上中学时，他结
识了一位好学友李克农，后来双双走进革命的行列，成了党的早期革命者，成为
肩负重任的老革命。李克农长期在情报和保卫等特殊战线上工作，阿英成为红
色剧作家，还有人为他加注为历史剧作家兼学者。
中学毕业后，阿英走向社会，做过送信的邮差、制片公司推销员，更多的是

做语文教员，都是他做地下工作的掩护。为了宣传革命理念，他还写过口号
诗。传来传去，终于被安徽的反动当局通令捉拿，他跑到了武汉，进入武汉工
会，在李立三的领导下，开始写宣传小册子。李立三指挥工作，不是从实际出
发，而是从主观的概念出发，这给他的刺激不小，怎么不从实际出发！
武汉国共合作的局面被国民党反动派撕碎。阿英奉令转移到上海，投身文化

战场，参与组建文学社团、办文学刊物。他又开始写评论文章，有一篇文章竟是炮
轰鲁迅的评论，要正确描写农民革命，轰动上海。当时党中央还隐在上海租界地
内，周恩来找他谈话，说鲁迅是必须要团结的。鲁迅那样写农民，正是呼唤农民必
须革命。要他向鲁迅做检讨。阿英和鲁迅的相识就是从这次检讨开始的。究竟两
个人见面，怎么说又怎么讲，这是中国文坛上最有趣的佳话。可惜佳话未外传，成
了文坛上的不解之谜。也就是从检讨开始，阿英成了鲁迅家中常客。常客可不
一般，在成立中国文学史上光辉一页的左联时，七个常委，鲁迅居一，他是举旗的
人物；阿英位列其中，他是干实事的角色。这个角色可不是一般的角色，我们称
他为左联老将，左联的
前后尽在他掌握之中，
地下时不能写，新中国
成立后又埋在文山会
海之中，来不及写。亲
身经历的资料丢掉了，
可惜啊，可惜！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一片抗日救亡声中，上海明星影业公司经理找

到阿英，说现在不急于影片推销，最需要的是抗日救亡的剧本，你能不能写？还
能不能找几个人来写？越多越快越好。瞿秋白立即指示，我们还愁打不进去
呢，现在人家来请，为什么不打进去？阿英又成了打进明星影片公司的第一位
共产党人，稍后他又把夏衍、田汉介绍进去，形成电影界的铁三角。
说话算数，阿英根据一部短篇小说改写成电影剧本《盐潮》，第一次把盐工

的劳动场景搬上银幕。还拉着最红的明星胡蝶一起到盐场体验生活，这都是当
时电影界中从来没有过的事，可以这样说，在上海兴起的左翼电影，这是第一
部。我曾经有审查电影片的工作经历，这部无声影片是看过的。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进步人士掀起孤岛救亡文化，主要借古喻今。阿英将

几部历史题材作品改写为史话，有的成为读物，有的搬上舞台，以历史文化点燃人
们抗日救亡的激情。阿英积极上阵，以不同笔名写出多部历史话剧，其中，以《明末
遗恨》打得最响。按他的规定，演出时，如果监视的租界地工部局的人缺席，演员就
可以活词上口，喊出抗日救亡的语句，激起全场的热烈掌声。和他的话剧《明末遗
恨》相呼应，周信芳的京剧《明末遗恨》也红极一时。这两个剧本有无联系说不清楚，
能说清楚的是他俩是非常熟悉、友谊很深的朋友，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抗战胜利后，阿英随军从苏北渡海来到大连。他多面手又多了一面，成为

工厂文艺开拓者。解放战争胜利在即，黄克诚出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军事管制委
员会主任，他在胜芳镇了解情况时，发现天津戏曲艺人众多，但作家只有一位写
言情小说和一位写武侠小说的，非常畸形，于是请调左联老将阿英来天津提高
档次。阿英到了北平被留住，参与筹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
且是华东代表团团长，足见他的声望之高。把他调到天津来，足见领导用心良
苦。三大都市的文艺队伍要齐肩。
1949年秋深，阿英来天津上任。他做了几件大事，为戏曲艺人开办识字班，当

然附带着也讲戏曲改革。艺人们非常激动，说我们这是第二次解放。配合戏曲改
革，面向戏曲艺人也兼及其他文艺部门，创办了《星报》，梅兰芳就特别支持，说为戏
曲艺人办报前所未有。为发展工厂文艺和群众文艺，每星期日都在中国大戏院开
办会演专场，报名参演必先试演，也就是适当加工提高，顺次上场。最使我吃惊的
是，有跳芭蕾舞的，而且不止一场两场。为戏曲改革，他选中了京剧。京剧影响最
大，艺人的名气也大，于是改历史话剧《洪宣娇》为京剧，由言慧珠演出，连演十几
场。吴素秋来津演出时，在闲谈中说起一户大地主家的故事，女婿死了，按照封
建礼教，女儿必须殉夫，地主婆就绑起使女，替她女儿上吊死了。这太恨人了！
就由吴素秋分出场次，由阿英写成剧本，以《节烈春秋》剧名演出。

中共中央华北局在未撤销前，鉴于华北地区是京剧、话剧、评戏和梆子
的发源地，如何推陈出新是个大问题。于是阿英奉令组建华北文联，从此离
开天津，我再未见到他，但我一直想念着他那平易近人、不改本色的老革命
作风，一直想念着他那多面手的工作才能和务实的工作作风。

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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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英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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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忆往岁

我的水彩近作《巍巍金桥守岁月》画面以解放桥、世纪钟为主体。天津解放桥位于

天津火车站与解放北路之间的海河上，建于1927年，1949年更名为“解放桥”，它承载

了许多历史故事。钢结构大桥以活叶桁架沿轨道移动方式开启，形成更大的通航净

空。《巍巍金桥守岁月》中将天、水、桥主色调创作为冷色，运笔干湿结合，尽情表现百年

风云激荡、砥砺奋进征程，虽时光飞逝,唯巍巍金桥守望岁月。

巍巍金桥守岁月（水彩画） 叶 武 文并图

人类一刻也离不开空气，正像鱼儿离
不开水一样。但空气质量往往不会像水体
质量那样直观，那样肉眼可见，这也导致了
空气质量保护措施在很多工业化国家民众
中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这样一个技术越发深入生活的时
代，如何视觉化空气质量，使之打动大众，
艺术的作用不容忽视，就如艺术在过往凝
聚国家意志中的角色那样。不同的国家有

不同的探索。法国巴
黎尝试的艺术项目是
空气质量气球，由以
往承担游人游览角色
的气球升到高空，气

球表面会根据收取来的信息改变颜色，来
直观呈现空气质量。虽然开创先河，但受
到天气影响很大，气候恶劣时不能升空，而
且运营方还考虑到经济的因素，因此可靠
性不够高。相比之下，在我们的近邻韩国
首都首尔，设计师结合最新科技与对生态
的关注，落成了全新的空气质量数字地图
“光之雕塑”（The Living Light Sculp-
ture）。但从作品担负的功能和形式来看，
称为“空气质量侦测花”更为合适。
这件作品本身使用了典型的植物仿生

方法，如同树干的金属支架，支撑着一面玻
璃制成的巨大树冠，首先围合了空间，为游
人提供了临时性的避雨和遮阳场所，成为

所在区域的视觉焦点。但这远不
是全部，树冠本身则是一幅巨大
的首尔地图，上面表示着不同的
行政区划。来自27个空气质量
监测站的数据在这里汇聚，每15
分钟通过亮度表示一次不同行政
区划的空气质量，数据则来自韩
国环境部空气质量检索点的实时
传递，因此人们称其为空气质量

的数字地图，警醒游人适当回避污染度高
的区域，更从长远警醒人们减少化石燃料
的燃烧，从源头改善空气质量。
我们也可以把“空气质量侦测花”理解

为一株外形较为优美的空气质量监测与实
时显示装置。采用植物造型一方面呼应了
生态主题，另一方面在公园中也不容易引
起人们突兀之感，能够在一种自然、休闲的
氛围中帮助人们关注环境问题，并对空气
质量产生直观的认识。而且作品本身能够
实现这一功能，也依赖于一种内嵌电路的
玻璃皮肤制造技术，其设计者保有对这种
内嵌电路的玻璃皮肤的极大热忱，并期望

有一天这种智能化的玻璃皮肤能够在建筑
上得到推广，从而营造一种既美丽又环保
的公共空间建筑立面。作为生态公共艺术
中最新的分支，植物仿生装置由于普遍在
形态上借鉴了植物构型，因此实现巧妙构
思和复杂功能的重任相当程度上落在了先
进材料的使用上。比如我们前面可以看到
法国的“风树”离不开单晶高温合金的利用
和陶瓷热障涂层的综合使用。由此可以看
出，对公共艺术的后起国家来说，扎实的材
料科学基础，以及能够使最新材料成果运
用于公共艺术设计制造的顺畅合理机制实
在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我们的东亚近邻，韩国在植物仿生
装置中的实践“空气质量侦测花”，代表着一
种在人口稠密的都市中心开展植物仿生装
置设计的可贵探索。虽然在形式语言推广
普及上还有诸多不足，但其深入利用无线互
联技术、运用材料进步弥补形式忠实度上的
欠缺等做法却值得我们借鉴，为我们开创有
中国气象、中国特色、满足我国人民生活需
求的新一代植物仿生装置提供了启迪。

世界植物仿生装置掠影（九）

“空气质量侦测花”的可贵探索
王 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