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从小就喜欢画画， 因为偶然的机缘与书籍设计结缘； 他生命中有两位重要的恩师———贺友直和杉浦康平， 从而使不摹古却饱浸东方品位，
不拟洋而焕发时代精神， 成为他设计艺术毕生的追求； 他在书籍设计追求 “五感” 之美， 他说好的书籍设计师就像导演一样， 通过有思想的编排， 给
读者一种诗意的阅读享受； 他入道40余年， 有1700余册代表性作品， 曾被评为 “亚洲著名的十大设计师” 之一， “对新中国书籍有杰出贡献的六十位
编辑” 之一， 他开创了中国现代书籍设计学， 把传统的装帧推向了书籍设计整体美学的高度。 他就是中国现代书籍设计开拓者之一吕敬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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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书籍设计结缘一生

吕敬人出生于1947年的上海， 父亲做丝绸生意，
母亲是护士长， 家里的物质生活比较优越， 非常重视
教育的父亲给家中五个孩子办了个小图书馆， 有2000
余册书， 尽管读不懂文言文， 但幼小的吕敬人对老书
的字体、 木版插图画、 薄薄的书面纸和线装书的形式
颇感兴趣。

陈老莲的 《水浒叶子》、 古版本 《芥子园画谱》，
他边看边临， 写写画画的基础因此打下了。 回忆起童
年的时光， 吕敬人脸上带着柔和的笑容。

高三毕业时 “文革” 伊始， 由于出身问题， 吕敬
人远赴千里之遥的北大荒， 一待就是整整十年。 这时
候吕敬人绘画的功底被派上了用处， 从生产队到师部
总局， 画各类宣传画， 刻幻灯片， 放映电影， 辅导群
众进行美术创作……

1973年的一天， 幸运之星从天而降， 农场来了个
“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连环画艺术大师贺友直，吕
敬人与另两位知青得以与贺老师同吃同住同创作。

“贺老师教给我怎样细致入微观察生活， 怎样将
文本语言转化成视觉图象 ， 这一切对我来说太珍贵
了， 最重要的是他为人正直， 做事严谨， 这对我都产
生了很好的熏陶。 他成了我的恩师， 40年没有间断，
直到他去世。” 谈起贺友直先生， 吕敬人的脸上充满
了感激的神情。

1978年， 吕敬人来到中国青年出版社， 画插图、
设计封面， 1989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 吕敬人赴日本
讲谈社研修， 期间， 他遇到了另一位影响他终生的恩
师———杉浦康平。

“正是他们的指点迷津， 才有了我这份传播东方
文化的坚持。 吸纳传统艺术精髓， 并融入与时俱进的
现代设计方法论， 由此成为我设计艺术一生的追求。”
吕敬人告诉记者。

长期以来， 由于社会环境、 经济条件、 出版体制
等诸多因素， 国内对书籍装帧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为书
籍作嫁妆 、 为书做包装的层次上 ， 因此习惯称之为
“书装”、 “书衣” 或叫画封皮。 而杉浦康平却彻底颠
覆了这一观念。

“他说书籍装帧不仅是封面打扮， 要有整体设计
理念 ， 要用最好的视觉语言表达文本不能触及的信
息。 好的设计者， 应是一个优秀的编辑、 是信息视觉
化的设计师， 是书籍的第二作者。 这些全新的理念，
对我来说完全是出乎意料、 醍醐灌顶的。” 吕敬人感
慨地说。

吕敬人的导师杉浦康平， 是一位被国际公认的日
本平面设计界的巨人， 他让吕敬人明白了编辑设计更
需要与作者、 出版人、 编辑共同商讨， 将与书的内容
对应的视觉形式和愉悦的阅读体验相结合， 给读者一
种多方位的感官享受。

期间吕敬人第一次接触信息设计的课程， 才明白
书籍设计中， 文本经历矢量逻辑分析、 信息解构重组
的编辑设计对于达到最佳阅读是何等重要。

恩师杉浦康平给了他深远的影响

吕敬人以杉浦康平 《贝之火》 为例， 讲述恩师的
影响———该作品以文中一只兔子的经历为叙述主线，
从正文第一页远处丛林主角的出现， 到最后回归丛林
深处， 视觉设计强化了图像表现的时间性。

作为网格设计大师， 杉浦先生强调严格的网格布
局。 网格为文字、 图形创造了一个理想化、 规则化、
构造化的生态圈 ， 规则中富有变化 ， 静态中藉着动
感， 由内容引申出各种触类旁通的相关设计， 使书籍
的信息大幅增加。 他经常运用杂音、 微尘的图像记号
等构成元素， 展开一系列版式变化设计。 不过版面中
所有的元素都有序可依， 所呈现的点、 线、 面由数字
级数进行倍率的计算， 进行合理配置和有创意运筹，
即便在成品中网格已删除 ， 但仍能感受到秩序的存
在， 杉浦称之为 “看不见的格子”。

吕敬人得杉浦先生真传， 尝试学习在西方网格系
统法则下 ， 求得 “取其形易得其神难 ” 的自觉和自
由， 尽可能多地在设计中体现东方多主语表达文本韵
味的格律设计。 此外， 他注重参数化设计， 认为是一
种隐形的秩序舞台。 吕敬人还从杉浦先生那里学到了
书籍设计的另一个重点———信息图表设计。

杉浦先生对不同学科中不可视数值， 以及难以表
现的时空概念， 通过超常的理性归纳、 科学推理， 重
新对数字内容和图像进行解释， 以另一种视点剖析肉
眼看不见的事物本质并透视出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他
的作品 《日本时间地图》 《世界四大料理图》 便是将
深奥难懂的信息最大限度地视觉化， 大众化， 吕敬人
认为这是一种难以企及的设计智慧。

“长期跟杉浦老师学习， 他让我明白， 想当好一
名书籍设计师， 除了掌握装帧、 编排设计、 编辑设计
外， 要尽可能多的涉猎更多门类的知识， 像目能所见
的空间表现的造型艺术， 如建筑、 雕塑、 绘画； 耳能
所闻的时间表现的音调艺术， 如音乐、 诗歌； 感受时
间空间中表现的拟态艺术， 如舞蹈、 戏剧、 电影等，
这些对书籍设计来说都很重要。” 杉浦康平为吕敬人
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 透过这扇窗， 吕敬人在书籍设
计之途中视野越来越开阔。

书籍设计追求“五感”之美

回国后， 从中国连环画和日本学习经历中汲取养
分的吕敬人， 于1996年和宁成春、 吴勇、 朱虹一起筹
划了 “书籍设计四人展”， 并出版了一本在那个年代
颇有影响的书 《书籍设计四人说》， 正式提出了 “书
籍设计” 新理念， 在业界引发争议， 且又产生了轰动
效应， 通过20多年的实践， 如今他的理念已被业界广
泛认同。

“好的书籍设计师就要像导演一样， 通过有思想
的编排， 最好的视觉语言， 最大程度触及文本不能表
达的信息。” 吕敬人认为书籍的设计必须是由内而外
的统一思考 ， 是书籍内部的信息功能与外部的形
式审美的完整结合。 吕敬人强调在书籍的设计中功能
优先， 功能与形式相辅相成， 相互作用， 通过功能的
设计展现书籍的形式美感， 运用不同材质来打造书籍
的内涵和质感， 力求设计出符合读者需求和喜好的书
籍作品。

在对书籍设计的深研上， 吕敬人进一步提出 “书
有五感” 的理念， “一本书被读者拿在手中， 不仅需
要眼视、 手触、 心读， 还有翻开书时扑面而来嗅觉上
的纸墨气息， 以及随着书页翻动时的沙沙声……由此
调动起人的多感官来品味一本书的纷繁韵味。” 在吕
敬人的书籍整体设计过程中， 他通过工艺与材料的表
现， 并融入了视、 触、 嗅、 听、 味的五感设计意识 ，
让书籍整体给读者一种美的享受。

做书40余年， 吕敬人的代表作品有上千册， 他的
《中国民间美术全集》 获第四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
整体设计金奖， 《黑与白》 获第四届书籍装帧展区设
计金奖； 《中国书院》 获第一届 “中国最美的书奖”；
《范曾谈艺录》 《对影丛书》 获第二届 “中国最美的
书奖 ”； 《天边的彩虹 》 获第三届 “中国最美的书
奖” ； 《中国记忆： 五千年文明瑰宝》 《剪纸的故
事》 荣获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奖。 此外， 《马克思手
稿影真》 《朱熹榜书千字文》 《赵氏孤儿》 《食物本
草》 《贺友直画三百六十行》 《怀珠雅集》 《书戏》
《敬人书籍设计2号》 《书艺问道》 《怀袖雅物———中
国扇子》 都广受好评， 他在业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设计了上千册精美的书籍作品

在吕敬人看来， 书籍设计中， 文字的疏密度， 图
文布局的虚实度， 纸质的柔挺度， 纤维的透隔度， 都
是一种信息氛围， 他说要解开传统的线性陈述方式，
采用灵动的书籍层级关系， 呈现书籍文本多元叙述的
表达程式。

吕敬人的 《生与死》 设计于20世纪80年代初， 是
吕敬人刚入行时第一部获得全国性奖项的作品。 书封
上红与黑两种色块交映重叠， 中间呈现一个灰色的人
形， 蹒跚行走。 这种寓意有所指， 有意味有联想有判
断， 在刚改革开放的年代， 算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当
时还是铅字凸版印刷， 全部手工绘制， 连书名也需手
写。 印刷限定用三色， 只准印封面 （封底空白， 为省
锌版费用和油墨）。 于是吕敬人动脑筋， 想方设法由
两色叠压产生第三色， 甚至第四色第五色， 这中间需
要不断试验。 此书获得1986年第三届全国书籍装帧艺
术展览银奖。 这是一个美好的开端， 从此之后， 吕敬
人的作品便有不少获得全国性大奖。

在长久的书籍设计生涯中， 吕敬人特别注意注入
中国传统文化的设计韵味， 在设计书籍作品时， 他立
足于书籍作品内容的传达， 无论是外在造型还是精神
气质都以保持传统文化的原汁原味为目的， 并创作出
新的书籍形态。

在设计 《朱熹大书千字文》 中， 为了让人感受到
朱熹千字文书法的粗旷、 稚拙、 洒脱、 遒劲， 他的书
函采用桐木板为材质， 仿宋代木板雕刻用激光将千字
文的文本内容反向刻在桐木板质的函套上， 外部结构
以皮带串连， 如意木扣锁合， 装订成一种古朴的夹板
装书籍形态， 表达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既体现书籍
的原始容貌又便于翻阅。 书函内又分为上、 中、 下三
册， 分别用不同颜色的单色特种纸进行封面印刷， 同
时分别取 “千”、 “字”、 “文” 三个字中的笔划作为
区分的基本符号 ， 内文版式上延续并强化了传统风
格， 在纤细严谨的文武线框架中注入狂劲、 奔放的书
法字体， 粗细不等、 一动一静达到烘托对比的效果，
将中国传统文化蕴育于书籍形态设计的每个细节中，
使外在造型与内在精神得以和谐。 此书一经面世， 就

广受赞誉。
曾于 2010 年获得 “中国最美的书” 大奖的 《怀

袖雅物 ： 苏州折扇 》 是吕敬人运用整体书籍设计概
念， 历时 5 年才完成的。 因书的主题是折扇， 他便从
折扇的多层重垒特性中， 找到不断翻折的灵感。 外观
书脊设计所选颜色、 花色均与书中的古扇相呼应。 吕
敬人用专业知识， 结合编辑设计的新思路， 提出了全
书信息视觉传达的设计理念， 将扇子的历史传承、 艺
术审美和工艺过程全部记录在书中。

吕敬人还参与了由财政部、 文化部组织的中华善
本再造工程， 像其中的 《食物本草》 是中国最早的食
疗书籍， 《酒经》 《茶经》 是中国最早的酒经茶道 ,
《忘忧清乐集》 是中国最早的棋谱……设计 《食物本
草》 时， 吕敬人设计了竹匾函盒， 有金属把手， 远观
像提着的食篮， 内纳古籍； 《忘忧清乐集》 外面则做
成了棋函， 既可以打开下棋， 又可以收纳棋谱， 封面
凸起， 抚摸有棋子的凸起触感； 《沈氏砚林》 在外观
上做了木质砚台； 《酒经》 设计了酒壶的浮雕； 《茶
经》 设计了茶壶的浮雕……像这些蕴含了传统文化情
调的书籍， 吕敬人设计了不少， 每一套都精美无比，
也获了不少全国性的奖项。

除了自己设计书籍， 吕敬人还写了大量的书籍设
计著作与教材。 诸如 《书籍设计四人说》 《敬人书籍
设计》 《敬人书籍设计2号》 《书艺问道》 《从装帧到
书籍设计》 《在书籍设计的星空中漫游》 《翻开： 中
国当代书籍设计》 《吕敬人书籍设计教程》 《敬人书
语》 等。 其中 《书艺问道———吕敬人书籍设计说》 已
经成了中国设计界科班生的经典教材。

“能够尽自己所能， 为中国培养更多书籍设计的
后备人才， 我感到非常欣慰。” 吕敬人脸上始终带着
谦和的笑， 那种笑有一种温润坚定的力量。

余生继续做好书

吕敬人把书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复制， 像古籍的
复制， 不能动文本， 要原汁原味呈现原书的风貌。 第
二种是商品书， 这类书注重流通性和普及性， 为了压
缩成本就要减少设计印制方面的开销， 往往只能在封
面上下功夫。 第三种则将书作为整体来设计， 合理计

算成本， 给于设计师最大的想象力， 令其充分使用设
计语言来提升文本的表现力， 既增添阅读性又体现艺
术价值， 这种设计也需增加更多的时间和投入。 而他
本人最喜欢的则是第三种。

在采访中， 记者曾问到了时下电子书的风靡， 对
纸质书会不会有消极的影响， 吕敬人说， 电子书籍的
出现， 某种意义上反而促进了书籍质量的提升， 因为
电子书籍是一种线性的虚拟书， 读者很难在书上留下
眉批或摘录， 而且没有物质感， 而纸质书籍能给读者
提供互动的阅读体验， 一次性阅读的内容以电子书籍
呈现后， 纸质书籍就可以专注于做更多值得收藏的内
容， 粗制滥造一定程度上会减少， 他所推崇的把设计
作为核心来做的书， 就会越来越多。

“不管工作、 生活再繁忙， 有一个下午， 品一杯
茶， 在和煦的暖阳下拿起一本书， 静静翻动， 闻着墨
香， 听着翻书的沙沙声， 这种迷人美好的读书体验是
读电子书时永远无法获得的。” 吕敬人笑着说。

“书籍是物质性的存在， 纸张是有情感、 会说话
的。” 为了让更多人感受纸张的魅力， 吕敬人创办了
“敬人纸语”， 为了让书籍设计得更美好， 吕敬人还创
办了敬人书籍设计研究班， 每年两期， 如今已经开办
了12期， 学员已达500多人， 第13期也即将开班。

作为中国现代书籍设计开拓者之一的吕敬人， 开
创了现代书籍设计学 ， 把传统装帧推向书籍设计
观念转换的学术高度。 入道四十余年， 成立工作室二
十余年来， 跟他学习、 工作、 进修的同道达100多人，
他曾为100多家出版机构做过书， 上千册书籍作品里，
每一件都驻守着他谦和温润的灵魂， 他逐渐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 “吕氏风格”： 充分运用多种元素， 不摹古
却饱浸东方品位， 不拟洋却焕发时代精神， 发挥书籍
的 “五感 ” 作用 ， 为读者提供多感官的美好阅读体
验 。 他多次提到春秋时期 《考工记 》 所载 ， “天有
时， 地有气， 材有美， 工有巧， 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
良”。 他说， 惟有这样做出来的书， 读者才得以在页
面空间中行走， 流连于阅读里， 展开居住其中的美好
联想。

“读书是修行， 做书是苦旅， 做书是一种责任，
做好书也是做善事。 所以余生我还是会继续做书， 做
好书。” 吕敬人深情地说。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余余翠翠平平

让让人人在在阅阅读读中中诗诗意意地地栖栖居居
书书籍籍设设计计大大师师吕吕敬敬人人::

吕敬人设计的书籍 2009年吕敬人在德国奥巴赫艺术学院教学 吕敬人讲授书籍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