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新的视角审视明式家具，我们会发现，这一切得益于从元代
开始出现的江南园林。

明代江南富豪建造园林的热情远远超过了前代。 园林不再是过
去那种逃离现实的都市仙境，而真的成为世俗生活的逍遥乡。 此外，

新式原料的进口，也让明代中国人的生活水准有了很大提高。 于是，

建造园林或提高生活水平就成为明代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明代苏州作家文震亨的《长物志》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书中写到“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

舟车、蔬果、香茗十二类”器具。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一本
“园林装修指南”：如果要布置一座园林，需要哪些物件。

如果要让一座空荡荡的房子充满生活气息， 最少不了
的其实就是家具 ，“花木 、水石 、禽鱼 、书画 ”都派不上大用
场。 正是那些看似普通的桌椅板凳、床榻箱柜，让整个房间
有了使用感。 这些家具的装饰基本都以髹漆为主，比如，桌
子“漆者最多”，椅子“最多曾见元螺钿椅”（嵌螺钿为大漆
工艺的一种），床则“以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可见，中
国本土用来制作家具的木料都不特殊， 但中国的大漆工
艺了得。 不管什么木料，只要表面用大漆装饰，看起来就
非常漂亮，既方便装饰，也方便擦拭打理。 这是明代家具
的主流制作方式。

通过《长物志》，我们可以梳理出一系列有趣的逻辑。

明代众多私家园林的修建，既推动了造园建筑业的
发展， 也刺激了以家具制造业为主的内部装修产业的
兴盛。 不论是富豪之家，还是从对外贸易中获利的普
通人家，都在家具等内部装修方式上开动脑筋，明代
家具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走向兴盛的。这也是明代
家具给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原因———绝对数量上的
优势，能将这种流行趋势巩固下来，变为一种独特的
审美趣味。 不过，从文献中我们也能看到，明代家具
的主流还是漆木家具，南洋硬木制成的家具占比非
常有限。

大约到清代以后，南洋硬木的进口才逐渐普
遍起来， 人们用这类材质仿照明代家具的样
式，制成了形制相仿的器具，终于使“明式
家具”成为流行趋势。 今天留下来的“明
式家具”，有大漆的，也有花梨木的。 归
根结底，这些都反映了明清时代江南社
会因商品经济发达而富裕的一面。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新的视角解读明熹宗热爱木工的记载。 不是皇帝对木工的爱好影
响了明式家具的出现，而是明代社会普遍的家庭陈设品位使家具制作成为一种风潮，并感
染了皇帝的个人爱好。 而这一切都源自明代初期对南洋、西洋航路的探寻。

我们今天所谓的明式家具中主流的紫檀木、花梨木，是来自南洋的硬木，在当时只是
明代众多家具材料的一两种。 因为独特的纹理和装饰效果，在所有明式家具中，它们成为
最易辨认的类别，并影响了后世对明代家具的判断。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不加修饰的
明式黄花梨家具，浓缩了后人对这个充满想象力时代的集体记忆。

（摘编整理自《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张经纬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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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结束不久的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两件明式家具———17

世纪的黄花梨夹头榫独板面双凤挡板带托子翘头案以及黄
花梨独板围子夔龙纹罗汉床， 以坚挺的高成交价傲然全场，

分别拍出逾六千万港元和近五千万港元，均为最高估价的十
倍左右，为受疫情影响的艺术市场注入强心剂。

近年来，明式家具创造了一个全球瞩目的焦点，以“谜一
般的完美”的风格不约而同受到私人收藏、海内外博物馆及
东西方艺术史学界的推崇。 明式家具的魅力究竟从何而来？

本期“艺术”版，让我们聚焦明式家具。

———编者

明式家具何以超越朝代
呈现“谜一般的完美”

明代晚期至清代前期这两百来年， 是明式

家具的 “黄金时代 ”， 留下令人瞩目的物质遗

产。 明式家具被誉为中国传统家具发展史中一

颗璀璨的明珠， 也是东方艺术形式的突出代表。

自上世纪初伊始， 这类家具逐渐受到私人收藏、

海内外博物馆及东西方艺术史学界的推崇， 在

世界各地的拍卖场上亦是众人追逐的焦点。

“明式家具” 重在一个 “式” 字， 指的是一

种家具式样与风格。 这种风格勃兴于晚明嘉靖、

隆庆、 万历时期， 发展至清初康熙、 雍正时期，

经历了发端、 高潮与式微的过程。 不同于宫廷家

具抑或平民家具， 明式家具风行于江南地区， 使

用者多为文人阶层与仕人群体， 因而其浸润着一

种特殊的人文意趣与审美情志。 从家具制作上来

讲， 明式家具具有某些突出的特点， 如多以黄花

梨木等制作， 讲求线条的美感、 造型的洗练、 结

构的坚实， 重视实用性等。 以上诸因， 促使明式

家具显著地区别于中国漫长家具发展历史中的其

他家具， 独具光芒。

值得一提的是， 明式家具并不是 “明朝家

具 ” 的同义词 。 实际上 ， 后者范围更加广大 ，

它包括了大明王朝建立近三百年的各类型家具。

明式家具并不能代表整个明王朝的全部家具风

貌， 却不啻为明朝家具之中的优秀代表。 此外，

明式家具除了以黄花梨、 紫檀制作， 另有不少

铁梨木， 甚至部分漆家具仍可归入 “明式家具”

范畴， 其原因就是基于风格上的一致性。 根据

王世襄对于 “明式家具” 概念的界定， 柴木家

具乃至近、 现代生产制作的具有相同风格的家

具， 亦可被纳入 “广义” 明式家具之列。

明式家具之精，体现在木质用材与工法巧做

的内外兼修。

木质之精，言明式家具所采用木材 ，多为珍

贵“细木”。 细木木质为明式家具之“本”，本立而

道生， 明式家具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历史高度，

是与其黄花梨、紫檀等珍贵木材本身的优良性能

密不可分的。 以黄花梨为例，黄花梨唯芯材方可

用于家具制作，其树木约十五年始结芯材 ，芯材

每年生产直径不过 1-2 厘米， 生长周期极其缓

慢。 树木经风露滋养、汲日月精华，百年以上甚至

数百年方可成材。 将此等良材，制成日用之物并

起居相随，这正是中国古人择造化钟灵之物为我

所用的智慧之举， 也是天人合一精神追求的体

现。 黄花梨质坚重厚，耐久固实，但其木质触感温

润细腻、与人

友善。以手抚

木质表面，犹

如脂玉、更似

少女肌肤般

柔润轻滑、妙

不可言。木材

富生气，似有

呼吸，相较于

表面髹漆或

金属加身，仅

以烫蜡工艺

封护的黄花

梨等细木，更

显自然灵气。

黄花梨木色

如琥珀，明媚

幽雅、静穆沉

远。 木质纹理不静不喧，生动

多变 ，如落落水波 ，又如山脉

绵延。一言以蔽之，明式家具木

质之精，表现为一种纯美，它是人对木

质充分认识、信任与尊崇前提下，对木

材“本身”优良质性的突出展现。

工法之精， 指明式家具制法之精。

其中，榫卯结构是明式家具精工的突出

代表。自宋代以来精湛的小木工工艺不

断累积经验，至明时更将传统家具的榫

卯结构发展至历史高峰。性坚质细的硬

木， 使得榫卯结构的设计更为自如，诸

多过往柴木家具等榫卯无法实现的复

杂设计，在明式家具上变得可能。 精密

而巧妙的榫卯，将明式家具构件之间相

互联结 、严扣合缝 ，榫卯内部凿枘合理 、互相扣

卡，上下左右之间密切连接、间不容发。 家具各部

之间， 全凭榫卯组合的相互作用力维持稳固，鳔

胶仅作辅助，金属钉子使用更无。 “榫卯万年牢”

的说法正源于此。

明式家具榫卯结构众多，此处仅列举代表性

的二例以管窥其精妙。 楔钉榫，是明式家具圈椅

的椅圈及部分圆形桌、案、几常用的榫卯结构，用

于将圆弧形的弯材连接到一起。 楔钉榫的关键，

在于一枚楔钉与两个小舌的运用———两小舌位

于两榫头最前端，当二榫头相互拼接时 ，小舌入

槽咬合二榫头，使二榫不得上下移动，随后，再将

楔钉钉入，楔钉挤胀孔眼，管住二榫头，使之不得

前后移动。 就是如此巧妙的卡扣拼合、借力使力，

两根弯材被紧密结为一体。 抱肩榫，顾名思义指

的是在有束腰的椅、桌、床等腿子与椅面、桌面 、

床面相交的“肩膀”部位所使用的榫卯，其腿子与

两条牙板上各以 45 度角相互插抱，因而得名。 单

从外部看，腿子、牙板、抹头或大边（即椅桌床面

的边框，长者为大边，短者为抹头）的抱肩榫拼接

处仅为三构件相互拼合，但实际上 ，其内里的榫

卯凿枘精妙异常。 抱肩榫的腿子起到较为重要的

统领作用。 在腿子上部的榫卯结构中，上部有突

出小舌，高低各一，以管住椅面等的抹头或大边。

腿子榫卯下部斜切出 45 度斜肩， 并在内侧凿榫

眼，以插牙板与束腰的榫头，管住束腰和牙板。 为

了更好地固定牙板榫头，腿子榫卯中部还往往特

别切出一凸出的挂销，其上小下大 、断面为半个

银锭形，以抓扣住牙条背面凹下的凿口。 安装时，

牙板与束腰从上向下方向套入腿子上的榫卯，再

安抹头或大边，拼合到位后，几处结构被结实而

服帖地拼合到一起。 明式家具使用到的榫卯结构

多达百余种， 它们一致展现出的准确、 机巧、聪

慧，恰可被视为明式家具工法卓越的突出表现。

有人说，明式家具是中国人的雕塑 ，简洁空

灵，亭亭玉立、举重若轻，凝聚着中国人对世界的

完美想象，在人生哲学、视觉艺术与日常起居之

间达成一种高度的统一。 理解这样的说法，或许

需要提到明式家具对于线条与筋骨的重视。

用素练、精确的几何化线条构成家具的主体

脉络， 以曲线和直线富于连贯性的穿插连结，及

线条弯曲、立方比例的合理施用，构建起明式家

具具有极简主义倾向的躯体空间。 这背后亦是尊

崇木料本身特性、强调实用性等理念的实现。 这

种艺术特性使得明式家具相较与其他风格家具

的意境更为幽远，耐品味、启思量，具有超越时空

的隽永魅力。 “谜一般的完美”（古斯塔夫·艾克评

明式家具语）的明式家具，虽无过华装饰，却透露

出一种理性面貌，和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

器以载道。 明式家具承载着使用者与设计者

的思想境界与精神追求，反过来又可促进自己身

心修养的陶冶。

劲挺筋健的明式家具，其浸透着一种文人风

骨。 自强屹立存傲骨，守节不屈唯清高 ；戒惧慎

独，终善其身；不即不离，无缚无脱……将深邃精

奥的思想寄托于物化，并通过家具的式、形、质 、

饰等方面表达出来，这既是文人阶层参与家具设

计，将自身情志意趣、美感意识等投射于家具之

上的必然结果，又是借有形之物，帮助个人实现

自我内在提升的有效实现方式。 借家具的使用，

襄助己身回归宁静，感受自己坚恒的心 ，养浩然

之气，摒弃外在干扰、洗心返归自我，体悟天地人

通达。

明式家具与其他家什物件的映衬搭配，构成

古人肃整、 清雅的室内空间与居住环境。 《长物

志》中所记，明人室内陈设讲求“器具有式，位置

有定”。 以其厅堂为例，模式大抵为堂中置一大条

案，左右两把灯挂椅，或设方桌，左右两把圈椅 。

墙壁上挂书画卷轴，桌案上配瓷器青铜等 ，椅上

覆织锦或刺绣椅披， 堂角处可再放香几数个，置

兰草等植物于其上。 在明代人家规矩、雅致的住

宅摆设中，展现的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克己与中庸

的精神。 室内环境中，家具一类的陈设旨趣是“贵

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不多浮饰、不慕

虚荣，追求本质精道而与他物和谐。 此外，家具使

用时，更加突出使用者尊严与体面的展现 ，为实

现此目的， 有时可将感官上的舒适放于第二位，

这是出于中国传统观念对“礼”的重视。 明式家具

所蕴藏的生活美学，不是一种奢靡的 、刺激的美

感追求，而是一种“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

俗”的高深境界，以及对个人与世界关系的深入

思考。

中国明式家具研究浪潮， 由西方人率先开

启。 百年之前，阿根廷人包格斯将中国家具描写

成为具有“独特东方魅力”的美丽器物，写进近代

小说著作之中。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明式家具兴

起的关键性人物———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来到

中国， 开始于北京清华大学与辅仁大学任教，并

成为“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会员之一。 于中国期

间，艾克所见与欧洲巴洛克、洛可可式风格完全

不同的中国明式家具，为之深深吸引，遂投入大

量精力，开始收集资料、探访实物等研究工作。 基

于对中国家具内部结构、 特别是榫卯构件的重

视，艾克与建筑师杨耀合作，对当时所遇部分家

具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图绘制。1944 年艾克推出的

《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一书，就将前期成果集于一

身。 此书作为第一部专门讨论中国家具的著作，

不仅对家具结构进行分析，还对其用料、制作、风

格等进行考述。 不过，书中尚未明确提出“明式家

具”一概念，虽书中收录大部分为此风格家具，但

言及之时，皆称为“花梨家具”（此举应与明清时

期古称有关，时紫檀、黄花梨等硬木明式家具皆

可统称为“花梨家具”）。 此书刊后，杨耀又陆续发

表数篇关于中国传统家具的文章，相关内容由其

高足陈增弼加以整理，结集成《明式家具研究》一

书于 1986 年出版，自此，“明式家具”一词方正式

问世。

真正将明式家具推向发展高潮的 ， 是文物

大家王世襄及其 《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

究》二著作。 前一部于 1985 年出版，王世襄广泛

踏访故宫博物院及其他私人明式家具收藏，将其

中珍品以彩色图片外加细部构件说明的方式编

纂成书，对于明式家具内涵的挖掘，以实物为基

础，明代文献、绘画及各地考古出土实物等为辅

助；后一部推出于 1995 年，广泛且深入地探讨了

明式家具的时代背景、制造地区、结构、用材、装

饰、年代鉴定等问题。自此，明式家具有了学术上

的坚强依托。 经王世襄的分析与归纳，明式家具

的面貌首次得以完整而系统地呈现在人们眼

前，先分门类，再分品种，同一品种的器物排列，

从最基本的造型开始，由简而繁直至其变体。 其

所列的明式家具精品佳作“十六品”，如简练、淳

朴、凝重、沉穆，则早已成为人们鉴赏明式家具的

重要准则。

放眼收藏界， 虽早在二战结束数十年间，明

式家具已开始受到各地拍卖的青眼相加，但真正

的发力，其实在王世襄二书问世之后。 借由苏富

比、佳士得等拍卖以及东西方古董家具的交易收

藏，中国明式家具名声大噪、价格水涨船高，不仅

成交价格居高不落，且成交记录惊人。

最近三十来年间，明式家具发展进入东西方

共荣、学术与收藏兼兴的“全盛”，并且在中国乃

至世界引发的关注与日俱增。 早在 1990 年，美国

旧金山成立了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专门讨论明

式 家 具 的 定 期 专 刊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Society 发行。 而中国艺术史领

域则摒弃以往视家具为“形而下”的匠人匠事老

旧观念，开始将之纳入与器物、书法、绘画等传统

中国艺术并列的范畴共同研究， 短短数年之内，

本土相关专门研究书籍不断涌现。 今天，明式家

具更是以多种形式，惠泽现代设计、建筑、装修等

不同领域，贡献着源源不断的灵感，呈现出跨越

时空的魅力。 而对于明式家具的研究，也值得进

一步拓展。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青年学者）

四百年前一本“园林装修指南”
藏着关于明式家具的有趣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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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代家具中脱颖而出的“明式家具”，不等于“明朝家具” 荩荩荩荩荩荩

准确、机巧、聪慧的榫卯，诠释着明式家具的卓越工法

透出一种从容的风度，一种“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的境界 荩荩荩荩荩荩

明式家具竟然是从西方热起来的，进而经王世襄的系统梳理叱咤拍场 荩荩荩荩荩荩

 收藏大家安思远生前

在纽约 “第五大道 ”的大宅

中，陈列了不少明式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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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黄花梨连三柜橱， 故宫博物院藏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