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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蕾书法作品

康熙字典体

荩

文艺体

在台湾地区，随处可见康熙字典体；稍微

文艺点的淘宝小店，康熙字典体也是必备。

这种字体是独立字体设计师厉向晨的复刻

作品，发布于2010年末。初期的应用比较规矩，

多是与“字典” 或者“康熙”沾边，总的来说

就是为了追求古味。到2011年下半年，它的应用

开始多元化起来，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它被赋

予了小清新的标签，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这种字体为什么文艺？是因为它看起来有

古风，有手工制品的感觉，尤其从古籍扫描而

来的不规整的雕版风格比平滑、 精确的当代字

体多了一些视觉层次，令它看起来不那么乏味。

与此类似，不少从宋刻本、清刻本模拟下来的字

体也颇受欢迎，比如方正清刻本悦宋字体等。

荩

咆哮体

咆哮体流行于网络， 出现在回帖或者

QQ、MSN等网络聊天对话中， 特点是带许多

感叹号的字、词或者句子。不过此前这只是一

个说话的方式，不是一个字体。

方正和漫画家于彦舒合作，设计出了这种

热血的字体。首先是方正呐喊体，灵感来自鲁

迅的《呐喊》，意图通过一种咆哮、自嘲、发泄

的方式，来排解年轻人在网络生活中的诸多负

面情绪，网友觉得这种字体“霸气侧漏”“气

势超群”“带感”；其后又是方正咆哮体，跟呐

喊体的区别是咆哮体没有了方框，更有气魄。

荩

私人体

徐静蕾的字公认写得不错， 但谁也没想

到，她也有了自己的字体，这就是“方正静蕾

简体”，根据她的写字体创作而成。

在演艺明星里面，徐静蕾是头一个。此前推

出个人字体的，都是国内书法界的大家，比如启

功先生有“启体”，舒同先生有“舒体”等。

其他个性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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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端庄的宋体， 楷体就要书卷气些，

启蒙教材、评论、歌词多采用它。现在流行的

楷体包括华文楷体、方正北魏楷书简体等。

启蒙教材为什么用楷体？ 这是因为楷体

（楷书）在古代又被称为“正书”，古人学书

法有这么一种说法：“学书须先楷法。”

楷书从何而来？据传是“孔子墓上，子

贡植的一株楷树， 枝干挺直而不屈曲。”所

以楷书笔画简爽，就是模仿楷树的枝干。不

过一般认为，楷书是由古隶演变而成的，初

期楷书，仍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

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钟繇的

《宣示表》《荐季直表》， 王羲之的 《乐毅

论》《黄庭经》等，可为代表作。

那时所说的书法， 也就是楷书。 东晋以

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笔法

古拙劲正，就是后来所说的魏碑。南派要秀逸

一些，以王羲之为代表。到了唐朝，楷书就更成

熟了，那时书法家辈出，初唐的虞世南、欧阳

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

楷书作品都为后世所重，欧、颜、柳占去了楷书

四大家之三，而宋代出现的宋体字，也是借鉴

了这三家的楷书。

至于印刷用的楷体字， 还是要早于宋

体。在发明雕版印刷术之时，那时主要是

用雕版印佛经，而那些专业的“写经生”，

擅长的就是楷书，于是楷书成为雕版印刷

最早参照的字体。

1928年左右， 弘一法师在上海买书，但

是印刷的字体太差，他便发宏愿要自己制字

模。不过，他只写了一千多字就放弃了，原因

是弘一法师的字写得不够“匠气”，很难每

个字都写工整。相比之下，高云塍的字就很

匠气，适合做字模。他擅长写帖，书写非常工

整，30年代他书写了中国印刷业历史上第一

套楷体铅字，后来这套铅字就被用到了电脑

的楷体字库里。

荩

瘦金体

瘦金体又称鹤体，是楷书的一种。众所周

知，这是由宋徽宗赵佶所创。宋徽宗的楷书字

体吸收了褚遂良、薛曜、薛稷、黄庭坚等人风

格，又有新意，运笔犀利，笔迹至瘦而不失其

肉，风格自成一家，洒脱明快。本来这种字体

应该是“瘦筋体”，但以“金”易“筋”，是对

御书的尊重。后来的仿宋体，也从中脱出。

到今天， 瘦金体作为一种重要的字体

被计算机字库收录，汉仪、华康、方正都开

发了瘦金书。有趣的是，一般建筑制图也

用瘦金体，通常称为“工程字”，这是建筑

土木专业新生上制图课程时必须练习的

第一道习题。

书卷气味的

楷体

宋体是最常见的字体，最多的书籍使用宋体印刷，

使用最广泛的电脑操作系统Windows� XP的默认字体

也是宋体。

从宋代开始，宋体就被当做书籍的默认字体。为什

么会是这样的局面？决定性因素还是宋体最为“经济

实惠”。

首先，宋体便于雕刻。宋体横平竖直，横笔细竖笔

粗。究其原因，就是当时还是雕版印刷。刻工需要在木

板上刻字，在木板上想要字体变化多端、圆润细腻显然

不容易，所以最好直来直去。而木板上又有纹路，制版

一般都是横向，这样刻制字的横向线条和木纹一致，比

较结实；而刻字的竖向线条时和木纹交叉，容易断裂。

因此字体的竖向线条较粗，横向较细。

而这样的特点，也是为了让木板能多放几个字。如

果按毛笔的手写体来刻，横竖都是一个粗细，那一个字

占的面积就大了许多。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在

Word里输入或粘贴一段文字，把字体设置为同字号的

宋体和楷体，宋体占的面积明显要小。

不过，宋体也并非是刻板工的发明。

在中国书法界，字体命名的惯例是：谁创造的就姓

谁的姓，如颜真卿的“颜体”，柳公权的“柳体”等。但

宋体并非姓宋之人发明。事实是，它是秦桧的发明。因

为秦桧的奸臣之名流传太广， 大家也不好将宋体这么

伟大的发明给“玷污”了。

宋代有 “苏黄米蔡” 四大书法家的说法， 其中

“蔡”本应是蔡京，但也是因为他人品太差，就让给了

他的堂哥蔡襄。 那时蔡京负责处理公文， 发现字体不

一，很不规范，便从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中得到灵

感，创立了一个独特的“公文体”，专门用作公文写作。

这就是后来被印刷使用的宋体。再到后来，宋体在明朝

时东传至日本，被日本称作明体、明朝体，便在海外流

传开来。

到了近代，雕版印刷变成了活字印刷，这时就需

要一套铅字字模了，有了字模，这才有了如今电脑上

一模一样的字。 我们现在在电脑上看到的宋体字，是

1960年代上海印刷研究所的作品。此前中国的书籍装

帧在1959年参加了德国莱比锡展览会，虽然设计和画

册都拿了金奖，但是印刷字体评价最差，这才有了专

门设计字体的印研所。当时所里找到美术、刻字、书法

三方面人员一起攻关， 先完成了宋一体字， 用来印

《辞海》。之后又有宋二体字，用来印《毛泽东选集》。

这些全靠手工，工人坐的椅子，都被屁股蹭出了两个

凹槽。

荩

仿宋

到了南宋，为了翻印留在北宋的书籍，在当时的首

都临安的棚北大街上建立了许多书铺， 其中有陈起的

陈宅书籍铺。 陈宅书籍铺出版的书籍有一种很有特色

的楷书字体。这个风格，后来被民国时期的丁氏兄弟继

承和吸收，在1916年前后，这两兄弟将楷书笔画和宋体

字的间架结构融合在一起，设计了一种新的印刷字体，

名曰“聚珍仿宋”。这种字体笔画粗细均匀，出峰犀利，

刚柔相济，结体严谨，颇具欧柳风韵。但横平竖直，字体

方正，大小一致，又是宋体字的基本特征。

当时由于广泛使用蜡纸油印， 仿宋体由于笔画较

细，并不会破坏蜡纸的韧性，因此成为实质上的标准字

体， 汉字打字机上也是使用仿宋。 再加上笔画粗细相

同，不用毛笔也可以写，所以应用也就更广泛了。

在日本，现在最流行的字体被称为“龙爪体”，其

实就是仿宋体。 它被日本人视为最标准、 最规范的正

字。著名字体设计师朱志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时日

本为了得到仿宋字体的写法， 在20世纪30年代专门从

中国请了两个工人过去写。

荩

报宋

报纸上的汉字， 是新中国成立后专门设计给报纸

使用的，称之为“报宋”。当时印报纸，用的是铅活字，

考虑到凸起的铅字转印到纸张上后会比原先略粗一

些，所以第一代报宋是以从日本传入的“秀英细明朝”

字体修改而来。这套字体设计于1964年1月，也被称为

“64-1体”。

到了1980年代， 王选发明并推广计算机汉字激光

照排系统，他还是采用的64-1体，但由于是激光照排

工艺， 这套字体看起来就太纤细了。 到了20世纪90年

代，又有了第二代报宋，这套字体就是完全针对数字化

的要求设计了。到了2004年，北大方正开发了第三代报

宋字体，分为“兰亭宋”“博雅宋”两款，由朱志伟等设

计完成。“兰亭宋” 比较秀丽，“博雅宋” 笔画适当加

粗，视觉张力较强。

“经济实惠”的

宋体

黑体是舶来品。它模仿的是12世纪后出

现的拉丁手写体， 主要特点是笔画粗壮，撇

捺不尖，带有纤细笔触，字形紧聚，不用弧

线。这种字体在德国和奥地利一直使用到二

战后。在日语里，黑体的意思，就是哥特体。

因为黑体的笔画整齐划一， 所以它只能

是一种装饰字体， 而不是书法。 但作为印刷

体，它的优点太明显了，就是比宋体看起来更

清晰。因为黑体字厚重、抢眼，多用于标题制

作，有强调的效果。最早电影、电视字幕字号

较小，改用清瘦的黑体后已被人普遍接受。在

电子屏幕上，黑体更是一统江湖。微软最早用

宋体，但是从Windows� Vista开始，黑体成了

默认字体。苹果公司的Mac� OS很早也将华文

细黑作为默认字体。 最早的手机大多采用宋

体，但现在的智能机几乎都用黑体。

荩

微软雅黑

2006年，微软发布新一代操作系统Vista，

微软雅黑也随之推出， 这是当时个人电脑可

以显示的最清晰中文字体。微软雅黑的出现，

也是因为液晶显示器的普及，原本在CRT显

示器上看得清楚的宋体，到了液晶显示器上

就太小了，但直接把字体变大，字体的边缘

就太粗糙了，所以只好重新设计。

为这种新型字体， 微软付出了昂贵代

价，一个字的成本就是100美元，一共有2万多

汉字。 微软表示，“Vista完全可以沿用原来的

字体，但启用微软雅黑，将令中文版Vista更加

清晰、明亮。”结果证明，微软雅黑确实比以前

Windows� XP默认的宋体更加清晰易读。

荩

苹果丽黑

苹果手机的默认字体是苹果丽黑，学名

“冬青黑体”（Hiragino� Sans� GB）。

Hiragino是日本字游工房设计的系列字

体名称， 从1993年开始面向专业用户发售。

这一系列除日文的明朝体、KakuGothic、行

书、假名专用字体以外，还有简体中文版。其

中明朝体是字游工房在创立之后出品的第

一个字体，设计的初衷是能适合偏重视觉图

像的时装杂志广告中的 “都市很酷的感

觉”。而“冬青黑体”，则是与汉仪合作开发的

中文简体字体。从2009年开始，苹果公司就将

其加入了Mac�OS系统中。从设计风格上，这个

字体继承了Hiragino系列的简洁大方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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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些常识，让我们恍然大悟

当书法爱好者还在谈“欧”“颜”“柳”“赵”的变化时，我们能看到的字

,

大多已经变

成了电脑或手机屏幕上的“微软雅黑”或“苹果丽黑”。

科技的普及，书写的“让位”，标志着人与字之间最亲密的一种关系的“终结”。与

此同时， 屏幕文化造就了另一种关系的可能性———我们不再书写文字， 而是选择字

体。那么，这些粗细不一，有方有圆的字体，究竟是从何而来？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越

汉字字体

从哪儿来？

字

字

字

字 字

清晰易读的

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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