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0

设计者说

012

《Wallpaper》

《INTERIOR DESIGN》

《ddn》

《domus》

《form》

《FRAME》

《MARK》

《idn》

013

中国北京/2015中国设计红星奖初评在京举行

英国/8月起，英国进入“中国文化季”

中国北京/《什么是好设计——苹果设计之弧》展

中国北京/2015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文化沙龙

日本/锦湖日丽成为日本纳米构造协会唯一的非日本企业会员

中国北京/Forevermark®永恒印记年度承诺盛典

环球视野

鲜锋发现

这栋女子学校位于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这是一栋新修建的、具有双重目的的设施。建筑物于2014年十

月开始的一个新学年中正式开始使用，这栋建筑物最后扩建并形成了一个表演艺术的剧院。建筑师的设

计方案来自于大量的合作与沟通，及为师生的教学和学习创造一个鼓舞人心的空间这个集体的愿望。建

筑物中一些不同规模及形式的多用途空间中夹杂着教学、学习和表演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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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清华大学城市景观艺术设计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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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址：www.midea.com
联  系  人：李三新



“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话经今年世博会的主题定位，让饮食文化

的地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连“麦子”都“种”进了中国馆，于是，我

们也乘兴来谈谈饮食的设计。

关于菜怎么切怎么配怎么做，不是（至少目前还不是）本刊涉猎的

范畴（随着科技的发展，说不定哪天设计就跨过界去了），我们侧重的

是从“怎么吃”来看设计在饮食文化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经济实力的改变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

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与追求都有了明显的转变。饮食健康问题越来

越受到关注，吃什么、怎么吃、吃多少等等关于食材效用、料理方法、

膳食平衡的养生指南成了大众媒体和自媒体的吸睛法宝，丰富并刷新

着关于饮食健康的理念。而餐具——人们饮食行为中不可或缺的器

具，除了作为承载食物的容器，越来越多地要承载与时俱进的现代饮

食观念。

在本期特别策划中，来自英国的设计双人组“邦帕与帕尔”近乎

疯狂的美食设计让人领教了脑洞能开到多大：在他们的设计中，闪电是

可以用来烤牛排的，岩浆是可以烤玉米的，腌黄瓜是可以来照明的，鸡

尾酒是可以用眼睛和肺来喝的……脑洞=无底洞。法国设计师的设计

相当的“实诚”，他们把牛奶的消费打回了“原型”——消费者每天自己

“挤”奶喝；巧克力一块块的都标明了“身价”，该吃多少卡路里，你自

己看着办；盘子的设计更是贴心，直接就是菜品的模子……相形之下，

亚洲的杯碗盘碟的设计要朴素很多，大约因为我们已经在美食本身下

足了功夫，不需要餐具来喧宾夺主。所以，另辟蹊径，我们呈现的是在

茶具上做足的文章。

总而言之，美食是民生大课题，够设计圈世世代代玩下去了。

刊首寄语008

美食美器

《设计》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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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品牌，尤其是食品品牌，是非常害怕从过去的规则中走出来的，他们希
望能够反映一个特定的时代，而不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对于这些品牌来
说，怀旧一直是也将继续会是关注的焦点；他们都是在过去崛起的，认为这种怀旧
会创造一种情感上的联系，可以帮助他们继续成长。然而，今天的消费者变化得如
此之快，他们希望品牌能够跟随他们的步伐，和他们一同进步。与改变同行，不掉
队的品牌是了不起的，我非常喜欢探索这样的品牌，并且希望为他们做得更多一
些。”

——伊恩·里奇(IAN RITCHIE)。JONES KNOWLES RITCHIE（JKR）是一家全球化的设计公司，总部设在伦

敦，由乔·琼斯（JOE JONES)与安迪·诺尔斯（ANDY KNOWLES）伊恩·里奇(IAN RITCHIE)于1990年联合创

立。以上是伊恩谈到他目前最关注的一类品牌——食品品牌。

“年轻的时候，自己可能更多地注重形式，没有把一本书读完，就很快地拿出方
案，作出一种很眩目的或者很特别的书。现在我会让自己回归到读者的角度，想
象如果我是读者我拿到这本书应该是怎么样的。当你把自己当作读者，而不是单
纯的自居为设计师，你的观点就会不一样。当自己作为读者的时候，你的出发点
是内容的呈现，而设计只是辅助性、服务性的东西。例如文字为主的书，我会更
注重字体、字号、行距、字距、墨色、纸张的舒适度。这才是我现在着重研究的
东西。”

——朱赢椿，知名书籍设计师，现任南京书衣坊工作室设计总监，南京师范大学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以上是

他谈到的自己书籍设计理念发展变化的历程。

“常常，设计师们只考虑销售，希望为一个著名的零售商打造一款畅销品；常
常，设计师们退隐到画廊，去创作一些被收藏起来惹灰尘的等着升值的物件；常
常，设计师们无法接受面对产业经济会挑战他们创意的现实；常常，设计师们无
法理解，他们产品的品质必须超越时髦的执行创意，将他们自己限制成了无法满
足实际用户需求的艺术家。”

——5.5设计工作室最初是由巴黎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四个同学VINCENT BARANGER, JEAN-SÉBASTIEN 
BLANC, ANTHONY LEBOSSÉ和CLAIRE RENARD于2003年创办。5.5设计工作室的设计师们并不仅仅关

注塑造物体，更多关注的是观念上的严谨性，他们一直追问设计师的社会责任。因此，他们的设计代表了对消

费的诚实、另类的选择，并显示出超越平凡的强烈意愿。

 “中国的互联网创业和美国的不一样，美国的其实是在进行一种产业升级和技
术的升级。而中国是由于基础设施太糟糕，所以互联网创业能够给社会的快速改
良、低成本改良提供一个机遇。所以我们把这个中间的边界效应的这部分，叫做
‘特赞’。我们现在最重要的生产力或竞争力都变成了人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的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获得人，怎么样找到人，怎么样去理解这些人。所以我要
创造一个产品，帮助他把任何一个人和他串联起来。所以我们做到就是要把‘特
赞’这个社区变成一个产品。这个产品中我们有这样一句话：来特赞，遇见最对
的设计师。”

——特赞创始人&CEO范凌，毕业于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分获设计学博士和建筑学硕士学位，是一

位有情怀的城市创业者和设计学者，2015年由“千人计划”引进回国。在2014年建立互联网创业公司"特赞

|TEZIGN"，致力于用科技的力量革新设计服务流程。

“依据我的经验和我们公司frog，包括其他一些公司的经验，其实在每个地区做
设计调研只要做6～8个用户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看的不是广度，是深度。是去了
解他们本质的每一个表象，每一个行为背后的原因和需求是什么。但是这6～8个
用户最好是经过挑选的，比较合格的一些用户。并且我们这里会强调每个地区，
因为像中国那么幅员辽阔的国家，每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习惯是不一样的，
这个多多少少会对用户使用你的产品解决他的需求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杨曦，青蛙设计高级交互设计师，专注于通过用户行为调查、研究等，将洞察转化为独特的概念与设计来为

客户创造更有意义的产品和服务。以上是杨曦在特赞“DESIGN MATTERS”论坛上题为《如何从0到1完成用户

调研？》的分享，讲述“作为设计师，或者我们在设计领域是怎么去寻找灵感、怎么去寻找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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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们仍然需要电影，仍然需要文学，仍然需要艺术。作为一个艺术工作
者、一个创作者，我觉得我也只有在创作的过程里，才能够去理解生活。创作提
供给我一个去理解生活、理解这个国家的机会。”

——节选自导演贾樟柯在“一席·阳光优酷专场”主题为“真实的重塑”的演讲。“所以说艺术可以重塑这些事

实，先把几个故事结构打乱，再重组用来拍电影、拍纪录片”。现在新闻这么普及，贾樟柯认为还会需要电影特

别是纪录片来记录生活。

“我是靠着创作欲望固执地走过来的。谁说都不听，谁说都不屑，不听话，就
按照我的来，所以算是偏执，有好处也有坏处。至于想法和技法的关系，严格
来说，我坚持想法比技法重要，技法的门槛不过是一座山，有腿就能翻过去，
想法确是另一个世界的钥匙，你有大长腿翻过山早早到了那个世界门口，但遗
憾你只能永远在门外徘徊，因为你生来没有那把钥匙。有钥匙的人可能是个瘸
子，比你晚一年到，但会比你走得远太多。毕竟，思想能触及的高度不是双腿
能做到的。”

——插画师 绘本画师，网络知名“铲屎官”白茶如是讲述自己的坚持，以及对想法与技法孰轻孰重的看法。

“它是纸，用剪刀剪出来的，透过光说话。做一个艺术家，他的生命是有限的。
在我创作的过程中，作品和人有很多种相遇的方式，那我最期待的相遇方式是什
么？我从2010年开始做了一个东西，它很难表达。因为会经常会去到不同的国
家，每到一个城市，我如果有空，就会到图书馆里去找一本书、一段文字，然后
开始剪纸，然后把剪纸留在那本书里面。现在已经做了5年，在20多个城市留下了
剪纸，我还会继续做下去。这可能是我到死都不会发表的一个作品，对我而言，
这就是我的作品跟人相遇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吴耿祯，“剪纸艺术家”。建筑设计学系毕业，2006年受云门舞集“流浪者计划”资助到了陕北。剪纸作品

入围台北美术奖、桃源创作奖，受邀为香奈儿剪山茶花，作品在LV艺文空间展出，并获得首奖，用爱马仕皮革、

丝巾展现的剪纸作品颇受瞩目。

“在表达真正形成之前，创意的核心思想必须非常强烈而又独特，艺术性当然需
要考虑，但它必须严格按照创意的节奏走。大多数客户与设计师们常常落入一个
很大的陷阱，那就是他们认为一旦一套品牌识别确立之后，一切就都结束了。要
想让品牌成功的启动，还要去做很多很多工作，还要保证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
改善。基于这一原因，我们会做出一种非常简单的品牌规范，允许它们在自由表
达的同时，随时间不断的发展进步。”

——保罗·蒙凯维奇（PAUL MONKIVITCH）与杰克·斯摩曼（JAKE SMALLMAN）在2014年共同成立了工作

室。他们的服务范围涉猎丰富，为许多文化及商业客户提供了不少设计大胆的视觉识别及广告活动。以上是斯

摩曼与大家分享的，在创作一套新的视觉识别时，最应该注意避免的常见错误。

“我一直有个理念，像动画电影这种东西，不是靠人力就能提升的，关键环节里
的关键人物所起的作用可能是非常决定性的。我们在打造团队时，核心团队是非
常重要的，往往这些人就能决定一部片子的品质。剩下的工作更多的就是死磕的
过程，我们要求动画师、灯光师不要考虑别的，把画面做过了为止，不断地往上
追加细节，反复地修改、制作。光从技术上来说，国产动画如果能多花时间，多
磕，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田晓鹏，《大圣归来》导演。截止到7月30日，中国国产动画电影《大圣归来》已突破7亿票房 ，达到7.3亿，同

时更是超过2011年上映的《功夫熊猫2》6.17亿票房，成为中国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再创中国电影史上又

一个奇迹。

（“设计者说”栏目部分语录摘自兄弟媒体，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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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地：意大利
类别：室内/家具/用品
价格：170元/期，1530元/年

ddn
全年9期

DDN 是一本国际知名的家
居设计交流杂志，汇集各国
知名家居设计公司的经典案
例。自其创刊以来，始终以
敏锐的视角，客观、及时、全
面地报道全球建筑、设计及
艺术动态。

出版地：意大利
类别：建筑/景观/规划
价格：130元/期，1560元/年

domus
全年12期

《DOMUS》杂志对建筑、设
计、艺术，尤其是  建筑、空
间和家具设计的相关事件、
最新发展，以及同类图书出
版进行报道，它已成为一本
在城市、建筑和设计领域引
领潮流的高端杂志。

form
全年6期

1957年创刊，很快即蜚声全
球，深受设计专业人员以及
设计领域教师和学生欢迎。
每期杂志深入报道产品和
商业设计最新趋势，刊登优
秀设计作品 ;由国际知名视
觉设计师、插画设计师和摄
影师组成的工作团队。

出版地：德国
语言：德英双语

出版地：荷兰
类别：室内 / 家居 / 用品
价格：220元/期，1320元/年

FRAME
全年6期

《FRAME》是全球顶尖的以
室内设计、空间设计为主，
横跨产品设计、家居设计、
材料设计、时尚设计等多种
设计领域的综合设计媒介。

出版地：荷兰
类别：建筑 / 景观 / 规划
价格：220元/期，1320元/年

MARK
全年6期

《MARK》是全球顶尖的以
国际建筑设计与创新趋势为
导向的专业期刊，它融合了
著名的建筑师掷地有声的作
品，还有新锐建筑师的前卫
作品，甚至还有建筑道路上
开拓者的实验性作品。

出版地：英国
类别：时尚/广告/产品
价格：70元/期，840元/年

Wallpaper
全年12期

创刊于1996年，是一本集室
内设计、工业设计、建筑、
旅游等全面时尚品位杂志。
这里可以看到世界顶级的建
筑、室内装璜、高级厨房厨
具、美食甚至时装的介绍。

INTERIOR DESIGN

全年12期

《INTERIOR DESIGN》是全
球室内设计领域发行量最
大的杂志之一，全球发行
59000册，每期报道室内设
计领域的最新趋向、最新产
品、最新技术，并深入报道
有影响力的、多种风格的室
内设计作品和室内设计师。

出版地：美国
类别：室内/家具/用品
价格：100元/期，1200元/年

出版地：香港
类别：数码设计
语言：中/英
价格：80元/期

IDN
全年6期

IDN是专业电脑设计及印前
作业人士的资讯源泉，凭着
高制作素质及精辟内容，早
已深获数码设计同业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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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
2015中国设计红星奖初评在京举行

7月22日，2015中国设计红星奖初评在京举行。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执行副会长黄武秀、中国设计
红星奖委员会执行主席陈冬亮出席了评审会，并
为来自北京、广东、江苏、重庆和辽宁等5地的12
位专家颁发了评委聘书。2015年共有1566家企业
的6025件产品参评中国设计红星奖，参评企业
和产品数量与上一年基本持平。参评产品在中国
“质”造与“智”造表现抢眼，突出特点为：重器
够“重”，互联网+设计彰显未来发展趋势，新兴
行业与传统行业密切牵手。据悉，2015年红星奖
还通过对接技术、投资、专家、传播等资源，创立
中创红星基金、创办红星创億孵化基地、开设红
星网络公开课，为“中国好设计”打通上下游环
节，扶植企业和团队开展创新创业。2015红星奖
将于9月下旬邀请十余位国内外设计大师对入围
产品进行最终评审，并于年底举办的颁奖典礼上
揭晓2015红星奖获奖名单。

日本/
锦湖日丽成为日本纳米构造协会
唯一的非日本企业会员

近日，日本纳米构造协会（NPO ナノ構造ポリマ
ー研究協会）公布2015年协会成员名单，经过层
层筛选，最终批准43家在高分子纳米材料方面
表现突出的企业团体及个人入会，而上海锦湖日
丽塑料有限公司作为唯一非日本企业会员跻身
其中。作为业内公认的专家品牌，已有十几项科
技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和填补了国内空白。如目
前化学物质散发最低的汽车内饰塑料——塑可
净®，顺应环保趋势的免喷涂美学塑料——塑可
丽®，还有今年计划将重磅推出一款主打安全特
性的纳米结构塑料——“钢化塑料”，据悉该产
品能更好的保护人体，大大提高安全性。“钢化
塑料”有望成为最安全的工程塑料。

英国/
8月起，英国进入“中国文化季”

7月24日，文化部在国家大剧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宣布中方将从英国同事手中接过“中英文化
交流年”的接力棒，8月至年底将在英国举办以
“创意中国”为主题的“中国文化季”。2015“中
英文化交流年”将为两国文化艺术和创意产业
人士、机构以及政府部门密切沟通合作，不断激
发富有活力的合作创意，提供绝佳的国家级平
台。在这一年里，涵盖多种形式的中英文化交流
活动，将成为联结两国文化、艺术和新世代的桥
梁。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近日出席英中贸易协
会举办的早餐会时表示，2015年下半年，习近平
主席将对英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双边关系发
展的新里程碑。

中国北京/
《什么是好设计——苹果设计之
弧》展

《什么是好设计——苹果设计之弧》展览将于
2015年北京国际设计周期间在北京歌华大厦1
层及11层亮相。该展览将通过将近100台的苹果
历代产品连续性的讲述苹果在职业发展、日常
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剖析在硬件和软件产品
从生产到推向市场的过程中，设计的领导力与
推动力，引发有关什么是好设计的思考和讨论。
该展览由北京歌华集团和雅昌文化集团主办。
展览当中，观众将看到苹果公司出品于1978年
的苹果II，1984年的经典款MACINTOSH，以及限
量版U2IPOD。展品来自雅昌文化和民间藏家，
将听到设计界大咖陈少华、安尚秀、王敏等人对
“什么是好设计”这一话题的分享。

中国北京/
2015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
文化沙龙

2015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以下简称“深
双”）北京媒体发布会暨文化沙龙，于8月7日在
北京单向空间花家地店举行。资深建筑评论家
史建将担任活动主持，2015深双策展人、香港
中文大学建筑学院兼任副教授刘珩阐述了本届
展览的主题——“城市原点”（RE-LVING THE 
CITY）。“深双”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以城市或
城市化作为固定主题的两年一度的展览，至今
已走过整整十年历程。“深双”关注全球普遍存
在的城市问题，充分利用多种呈现方式，具备
国际性、先锋性、公益性。2015“深双”将于12
月4日在深圳蛇口开幕。“城市原点”主题传达
“回到城市原点，重塑我们的城市和家园”的
简明思想。

中国北京/FOREVERMARK®永
恒印记年度承诺盛典

7月29日，由全球领先钻石品牌FOREVERMARK®
永恒印记呈献，以“牵手，让真正的承诺永不
褪色”为主题的年度承诺盛典于北京国家网球
中心钻石球场上演。盛典以别开生面的钻石秀
引来全场瞩目，超过20件华美而又主题鲜明的
FOREVERMARK®永恒印记承诺作品逐一亮相，
传递牵手与承诺的力量；张静初小姐更是压轴
出场，完美诠释其首件个人设计作品“初•心”，
向FOREVERMARK®永恒印记亚太区总裁刘行
淑（NANCY LIU）女士以及近600位社会各界名
流展现永不褪色的“承诺”之美。2015年，由
FOREVERMARK®永恒印记倡导的“承诺”主题
活动走入了第5个年头，今年，张静初延续这段与
“承诺”的誓约，以平和的态度和真诚的内心，
加上对生活的热爱和细微的关注，来讲述自身的
“承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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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桌面烧烤炉
瑞士SOLIS 公司的COMBI-GRILL 三合一是一
款多功能、不锈钢烤架，使用它可以在餐桌
上轻易制成奶酪土豆、烤肉和芝士火锅。因
其有着两个独立的、连续可调加热系统，这
款烤架可以只加热实际使用的部分。在烤架
下方的降温区域，炙热的烤盘可以安全地冷
却。烤架和烤盘都可以拆卸清洗。红点产品
设计奖评委认为，得益于它功能上的周密设
计和高品质的不锈钢结构，这款烤架能够成
为餐桌上的焦点。本设计获得了2015年度红
点产品设计奖/FABIAN ZIMMERLI，MARTIN 
H U R T E R，T H O M A S  N A U E R / Z I M M E R L I 
DESIGN GMBH (FABIAN ZIMMERLI)/2015/
WWW.SOLIS.CH/WWW.ZIMMERLIDESIGN.
CH
WWW.RED-DOT.DE

土耳其/土耳其咖啡壶
制作土耳其清咖啡的历史可以追溯的百余年
前。这款TELVE咖啡机外壳温和的曲率反映
了传统咖啡壶的形式语言。同时，它的设计非
常注重功能性，创造出一致的现代外观。其
控制按钮、通风口的穿孔金属板及通风孔道
中的LED灯都是设计亮点。红点产品设计奖
评委认为，TELVE咖啡机结合了传统咖啡制作
方法和现代技术，并通过设计将它们传达出
来。本设计获得了2015年度红点产品设计奖/
ARÇELIK INDUSTRIAL DESIGN TEAM (NIHAT 
DURAN)/2015/
WWW.ARCELIK.COM.TR/WWW.RED-DOT.DE

德国/开放橱柜架
这款开放的橱柜架子将厨房内外连通起来，
促使开放式厨房融入起居室和餐厅区域。这
些架子的使用非常灵活多变，后背板上装有
轨道系统，不仅适用于玻璃和橡木的搁板，
还能安装抽屉和储物盒以及器具架。红点产
品设计奖评委认为，这些搁架元素因之与前
方封闭厨房形成的愉悦反差而成为了现代开
放式厨房的亮点。本设计获得了2015年度红
点产品设计奖/DIETZPRODUKTGESTALTUNG 
(JÖRG DIETZ)/2014/
W W W.DIE TZPRODUK TGESTALTUNG.DE/
WWW.RED-DOT.DE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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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BMW哲睿旅行茶具
设计理念来源于人、自然、宇宙之间和谐共存
关系的思考，通过使用茶具冲茶，领悟人生，
修心养性，知行合一。本套旅行茶具颠覆了传
统的茶具思路，突破了材料与使用地域的局
限。茶具材料均采用顶级原料，宜兴黄龙山
原矿的紫砂（红清水泥）、铝合金茶盘、黑胡
桃木杯托、外包运用头层牛皮，匠心独具，精
工研制。本套茶具方便携带，可在户外、办公
室、居家、酒店等各种场合使用，为商旅人士
必备的移动茶具套装。本设计获得了2015年
度红点产品设计奖/QI MING LIU，QIAN WU 
XU/2015/
WWW.ZENS.ASIA/WWW.RED-DOT.DE

中国台湾/“干杯”开瓶器
这款开瓶器的名字直接点题，就叫“干杯
（GANBEI）”，外部轮廓是扁平的鹅卵石形。
“GANBEI”使用了混合材料，包括不锈钢、
粗锌合金，赋予这款厨具一种亚光的石头质
感的外观。外形触感愉悦的“GANBEI”易于
抓握，手感安心。得益于其创新的360度设
计，“GANBEI”可以从任意角度或方向开启
瓶盖而无需特意校准。红点产品设计奖评委
认为，遵循着独特的设计方法，“GANBEI”
开瓶器在触觉和视觉上都极具诱惑力，在情
感上也能打动使用者。本设计获得了2015年
度红点产品设计奖/OFFICE FOR PRODUCT 
DESIGN/2015/
WWW.OFFICEFORPRODUCTDESIGN.COM/
WWW.RED-DOT.DE

英国/五合一主厨刀
这款名为逆戟鲸（ORCA）的11寸主厨刀具集
五种功能于一身，此外还可以被用作半月形
刀（MEZZALUNA ）。其刀锋不寻常的弯曲轮
廓让人联想到与其同名的鲸鱼。符合人体工
程学的手柄让切割剁更加容易。当使用刀锋
全长切割时，手柄和刀锋的平衡能起到保护
手腕的作用。德国不锈钢刀片持久耐用，其无
缝设计能够有效控制细菌滋生。红点产品设
计奖评委认为，逆戟鲸多功能主厨刀遵循着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深思熟虑的设计语言，使
产品具有易用性。本设计获得了2015年度红
点产品设计奖/RE-WISH LTD. (CHAO-SHUN 
LIANG)/2015/
WWW.RE-WISH.CO.UK/WWW.RED-DOT.DE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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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竹节”系列竹粉套装
这套创新的餐具套装由竹纤维复合材料制
成。竹纤维颗粒在高温高压下被制成容器、
杯子和盘子。效仿自然的竹节，这套餐具拥
有贴近自然的外观。“竹节”餐具适用于洗
碗机，功能多样。免除了石油成分，该餐具
的材料是生物可降解的，因而在废弃后也
不会伤害环境。红点产品设计奖评委认为，
得益于其自然成分，这套竹纤维餐具套装是
令人信服的生态友好的产品解决方案。其不
对称的造型语言具有一种非常原始的吸引
力。本设计获得了2015年度红点产品设计奖
/NINGBO GALACHY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CO., LTD./2015/
WWW.GALACHY.CN/WWW.RED-DOT.DE

瑞典/倾倒密封夹
TWIXIT SEAL & POUR是一款创新的包装密封
夹，不仅能将食物完全密封，还提供了一个实
用的倾倒槽。其透明的塑料上盖使用户能够在
口袋密封的状态下看到袋内的情况。借助这款
密封夹，仅需把上盖打开，牛奶什锦早餐、面粉
或糖的倒取变得更加容易和可控。双链路铰链
设计在开启时可将倾倒槽口移开，以方便夹子
的应用。红点产品设计奖评委认为，这款创新
设计将两个功能结合在了一只夹子上。TWIXIT 
SEAL & POUR密封夹具有极高的易用性，其应
用性令人信服。本设计获得了2015年度红点产
品设计奖/SPLITVISION DESIGN AB/2015/
WWW.SPLITVISION.COM/WWW.RED-DOT.DE

中国/厨房秤
C A E SA R是一款运用创新设计语言的厨房
秤。通过一个旋转铰链，C A E SA R秤的“手
臂”可以转成90度的十字形，用户便可以把
碗放在上面称量。亚光锌合金秤非常结实，
表面附有隔热硅胶垫。电子显示屏设置在前
方，易于读取数据。使用后，CAESAR秤可以
快速收折，便于收纳，节省空间。红点产品设
计奖评委认为，一个非常规的、令人信服的有
意识的设计理念是这款节能空间、用户友好
的厨房秤的基础。本设计获得了2015年度红
点产品设计奖/JUNWEI LI/2015/
WWW.CAMRY.COM.CN/WWW.RED-DO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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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墙上开瓶器
这款极简的墙上开瓶器有个很炫的名字——JOHNNY 
CATCH。它的安装也非常简单，不需要螺丝或销子，而
是自带高品质的双面思高胶带。这种胶带不仅耐用，
而且适用于不平的表面。外形与众不同的J O H N N Y 
CATCH开瓶器还有一个“异能”：它优良的磁性能够在
开启瓶子之后吸附住瓶盖，这也是它名字中“CATCH”
的出处。红点产品设计奖评委认为，这款注重外表
的开瓶器设计是基于一个创新和持续集成的设计
理念。它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方便的用户体验。
本设计获得了2015年度红点产品设计奖/CHRISTIAN 
WASSERMANN，THOMAS KAISER/2015/
WWW.HOEFATS.COM/WWW.RED-DOT.DE

意大利/抽油烟机
ELICA品牌旗下的这款ÉDITH抽油烟机的外形温软圆
滑，配备了高性能电机的集成抽提系统，为厨房提供
良好的空气质量，亦为中心提供照明的大LED灯留出了
充足的空间。ÉDITH注重细节——例如狭窄的金属边
框——强化了它的造型。ÉDITH抽油烟机可以安装在墙
上，也可以悬挂。红点产品设计奖评委认为，ÉDITH是
灯和紧凑型排气扇相结合的范例。因其平衡对称的形
制，ÉDITH为厨房岛台营造出幸福的氛围。本设计获得
了2015年度红点产品设计奖/FABRIZIO CRISÀ/2015/
WWW.ELICA.COM/WWW.RED-DOT.DE

捷克/醒酒器
得益于其可更换的阀门，这款名为UNO VINO的醒酒器能
够在倒酒的时候根据不同的葡萄酒种类以最恰当的方式
醒酒：红色阀门有9孔，最适合醒红葡萄酒；绿色的阀门
有3孔，最适合醒白葡萄酒；炭黑色的阀门并无孔洞，专为
桃红葡萄酒（ROSÉ WINE）设计。通风装置和阀门都放置
在一个方便取用的底座上。使用者只需在倒酒前选择安
装好对应的阀门即可。红点产品设计奖评委认为，UNO 
VINO醒酒套装拥有三个可替换阀门，适应不同种类葡萄
酒的需求。本设计获得了2015年度红点产品设计优秀奖/
LADISLAV SKODA/2015/
WWW.TESCOMA.COM/WWW.RED-DO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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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餐盒
MB Tresor
文_Text_Yvette
图_Photo_iF

灵活、紧凑，这个小宝箱里藏着孩子们所有的美

味宝藏，其可适用于微波炉的性能和底部容器

（450毫升）的密封性，以及上层两个各150毫升

的食物杯，还能满足青年美食家的需要。有了它，

把食物带到哪儿都不怕搞砸了。因为，孩子就应

该能自由自在地品尝所有能够让他们健康快乐成

长的好东西。MB TRESOR有4种生动的色彩，可以

匹配不同个性儿童的喜好。餐盒附带的系列好玩

儿的贴纸可以用来收集，也让每个盒子都是独特

的，就像它年轻的主人，还能激发创意。

设计者：MONBENTO
时间：2015
www.ifdesign.de

MB Tresor儿童餐盒的内部结构

MB Tresor儿童餐盒有四种生动的颜色，看着就很能激发食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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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迸溅锅盖
Splatter Guard
文_Text_Yvette
图_Photo_iF

爱吃培根却又怕热油崩溅？那么这款锅盖最适

合热爱煎炸食品的吃货们了。这款可折叠硅胶锅

盖——飞溅护卫（SPLATTER GUARD），不仅能保

护厨师免于烫伤，同时也保证了炉灶台面的干

净整洁。全新的折叠设计让厨师可以在不移开

锅盖的前提下，向锅中添加调料，在锅内进行搅

拌。此外，这款锅盖还可以用来沥水、过滤及清

洗食物。你甚至可以将其放在微波炉中当作器

皿的盖子。

设计者：Valeria Hiltenbrand（Kuhn Rikon AG）
时间：2015
www.ifdesign.de 全新的折叠设计让厨师可以在不移开锅盖的前提下，在锅内进行搅拌，向锅中添加调料

这款可折叠硅胶锅盖——飞溅护卫（Splatter Guard），不仅能保护厨师免于

烫伤，同时也保证了炉灶台面的干净整洁

你甚至可以将其放在微波炉中当作器皿的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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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锅
Ovation
文_Text_Yvette
图_Photo_iF

TEFAL OVATION套锅完美地平衡了用户友好和消

费者洞察驱动设计，解决了一个大多数厨房都真

实存在的问题——储存空间不够。套装包括3只
实用的锅子，规格分别为16、18和20厘米，其优雅

的拉丝不锈钢设计能使其从同类产品中脱颖而

出，3只锅能够完美地契合叠套，包括它们可堆叠

的玻璃锅盖及“蝴蝶”样的锅盖提手，构成了一

个有凝聚力的极富美感的密实体，高效而整洁，

节省50%的空间。手柄上的硅胶层保证了抓握的

触感和安全性。本设计获得了2015年度IF奖。

设计者：Flex the Innovation Lab，Groupe Seb，Tefal
时间：2015
www.ifdesign.de

手柄上的硅胶层保证了抓握的触感和安全性 3只锅能够完美地契合叠套，包括它们可堆叠的玻璃锅盖及“蝴蝶”样的锅盖提手

Tefal Ovation套锅包括3只实用锅子，规格分别为16、18和20厘米

产品 套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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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用围裙
HASHIRA-JYU
文_Text_Yvette
图_Photo_iF

HASHIRA-JYU是一款专为男人设计的围裙，充

分考虑到了男人的身高和下厨的方式。常见的

橱柜高度在85～90厘米，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

围裙都无法防止清洗和掌勺时候的崩溅，因而，

HASHIRA-JYU男用围裙向上方延长了15厘米，将

易污染区域的衣服保护起来。为了保持延长部分

的硬挺，围裙内衬采用了皮革材质，皮质纯天然

且可水洗，易于日常维护。此外，设计师通过在皮

革选材和冲模方面的安排也提升了产品的耐用

性。

设计者：ASTRUCT
时间：2015
www.ifdesign.de

设计师通过在皮革选材和冲模方面的安排也提升了产品的耐用性

HASHIRA-JYU男用围裙的尺寸、选材及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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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厨房刀
iiza WABOCHO Series
文_Text_Yvette
图_Photo_iF

IIZA骄傲地和当地传统铸剑师及木雕艺人合作，

打造了全新的日本厨师专用刀具系列，而刀具正

是“日本餐饮文化”的核心装备之一。WABOCHO
系列刀具有着漂亮的边缘，刀锋也极尽锋利。刀

具套装装在漂亮的木制盒子中，通过磁铁固定在

一起。刀柄和盒子上精致的木纹用一种特殊的环

境安全材料涂装，起到保护作用，且易于清洁。

设计者：hers design Inc./Chiaki Murata（Echizen Brand Products 
Consortium）
时间：2015
www.ifdesign.de

WABOCHO系列刀具套装装在漂亮的木制盒子中，通过磁铁固定在一起

WABOCHO系列刀具有着漂亮的边缘，刀锋也极尽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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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茶饮
O’Sulloc Tea
文_Text_Yvette
图_Photo_iF

韩国知名茶饮品牌O’SULLOC推出了一款名为

“钟点茶（O’CLOCK TEA）”的绿茶饮品，全系

列包括三种口味，目标人群为注重健康和休息职

业女性。绿茶包装的一面好像一个钟表的表盘，

象征着“饮茶时间（TEA TIME）”。绿茶中混入草

药，制成了三种不同的“饮茶时间”：西柚和木槿

适用于早晨饮用，唤醒你的一天；巧克力加薄荷

能消除疲劳，给你的下午带来活力；洋甘菊和柠

檬能够在晚间放松你的精神和身体。茶罐模仿倾

斜的时钟的样子，表盘上的指针指向相应的“饮

茶时间”，罐身的色彩也是一种有趣的沟通方

式，暗示着产品的功能成分。

设计者：Amore Pacific
时间：2015
www.ifdesign.de

茶罐模仿倾斜的时钟的样子，表盘上的指针指向相应的“饮茶时间”，罐身的

色彩也是一种有趣的沟通方式，暗示着产品的成分功能

绿茶包装的一面好像一个钟表的表盘，象征着“饮茶时间（Tea Time）”



鲜锋发现024 产品 醒酒器

醒酒器
Decanter carafe
文_Text_Yvette
图_Photo_iF

DECANTER CARAFE醒酒器能够让红酒呈现出其

最佳的一面。醒酒器由口吹玻璃制成，内含一个

不锈钢漏斗，两部分都可以用洗碗机清洗。当红

酒被倒入这个瓶子，会流经集成漏斗中的小孔，

然后顺着瓶内壁流下。这个过程可以将红酒温

和、有效且优美地氧化。同时，瓶身浑圆的表面积

也促进了氧化的过程。DECANTER CARAFE醒酒

器可盛下一瓶红酒，100%免滴漏。

设计者：Tools Design
时间：2015
www.ifdesign.de 当红酒被倒入这个瓶子，会流经集成漏斗中的小孔，然后顺着瓶内壁流下。瓶身浑圆的表面积也促进了氧化的过程

醒酒器由口吹玻璃制成，内含一个不锈钢漏斗。这两部分都可以用洗碗机清洗



025鲜锋发现产品康复纹身

康复纹身
Healing Tattoo
文_Text_Yvette
图_Photo_Red Dot Award: Product Design

这些临时性的康复纹身专为罹患关节炎的儿童

和青少年而开发，它们包含一种天然、抗炎的草

本提取物，可以通过皮肤吸收。药物治疗往往作

用于全身，这种提取物纹身的药性只会作用于其

贴敷的位置。纹身的图案类似编制手环、手镯或

首饰，还可以混搭来创造不同的风格。红点奖评

委认为，这款康复纹身的设计好玩而时尚，能够

极大地满足青年人群的需求。本设计获得了2015
年度红点产品设计奖。

设计者：Bonnsu
时间：2015 
www.bonnsu.com
www.red-dot.de

 纹身的图案类似编制手环、手镯或首饰，还可以混搭来创造不同的风格

这种提取物纹身的药性只会作用于其贴敷所针对的位置



鲜锋发现026 产品 单肩包风衣

单肩包风衣
Aeolus
文_Text_Yvette
图_Photo_Red Dot Award: Product Design

“AEOLUS”（希腊神话中的风神）是一款能够变

身防风夹克的单肩背包。当作背包使用的时候，

里面能够盛放手机、钱包、化妆包、钥匙和卡等

什物；变身为防风夹克后，衣服背后的口袋可以

装个人物品。防风夹克由植物性尼龙面料制成，

能够保暖，穿着舒适；其透气性使其也适于在锻

炼时穿着。此外，背包“AEOLUS”可以安装在自

行车把手上，因此很容易适应个体用户的需求。

红点奖评委认为，适应性强、实用和原创这几大

特点让“AEOLUS”成了日常生活的多面手。

设计者：Wei-Hung Chen，James Hsu
时间：2015
www.ttri.org.tw

背包形态的“Aeolus”

防风夹克形态的“Aeolus”



027鲜锋发现产品浮潜面罩

浮潜面罩
Easybreath
文_Text_Yvette
图_Photo_Red Dot Award: Product Design

带着浮潜面罩在水下呼吸往往被认为是不舒服而

且不卫生的，于是这款名为“EASYBREATH”的浮

潜面罩便被研发了出来。因为这款面罩采用的是

全脸包围设计，使用者可以用嘴和鼻子呼吸，水

下呼吸于是变得容易，就和在陆地上呼吸一样。

也因为它巨大的尺寸，浮潜爱好者可以享受180度
无障碍的水下视野；双气流系统能防止面罩蒙上

水汽。红点奖评委会认为这款面罩标记了浮潜面

具的一个新维度。能够自然地呼吸让浮潜变得更

加容易，并且提升了探险经历的乐趣。

设计者：Cédric Caprice, France
时间：2015
www.tribord.com

“Easybreath”浮潜面罩采用的是全脸包围设计，使用者可以

用嘴和鼻子呼吸，水下呼吸于是变得容易

“Easybreath”浮潜面罩可以让使用者享受180度无障碍的水下视野



鲜锋发现028

亚历山大图书馆
Bibliotheca Alexandrina
文_Text_Jacob
图_Photo_Snøhetta

这是由挪威工作室SNØHET TA设计的亚历山大

图书馆，是埃及地中海沿岸一个壮观而先进的设

施。建筑作为该城市历史与遗产的联系，并以鲜

明的现代性和技术创新，使其更具前瞻性，该项

目是建筑形式与工程的一种探索，寻求一种更强

的区域归属感。虽然该项目需要考虑到政治、社

会和历史的语境问题，但SNØHETTA设计的这个

当代图书馆仍值得作为一个独立案例进行研究

和评价。

该建筑共11层，提供图书馆设施、文化和教育功

能设施，如天文馆、若干博物馆、一所信息科学

学校和一些历史保护设施。建筑形式为圆形、倾

斜的形式，其跨度直径160米，最高高度达32米，

同时嵌入地面12米。建筑被开放的广场和倒影水

池所包围，一座人行天桥将其与城市及周边亚历

山大大学相连。该建筑的设计经典而又大胆，成

为这座城市学习和文化的新标识。

设计者：Snøhetta
时间：2001
www.snoarc.no

建筑 亚历山大图书馆

图书馆整体外观与外立面设计

图书馆整体外观与外立面设计

图书馆整体外观与外立面设计



029鲜锋发现建筑亚历山大图书馆

图书馆内部及院落设计

图书馆内部及院落设计

顶部设计细节

图书馆顶部设计

顶部设计细节图书馆内部及院落设计



鲜锋发现030

澳大利亚洛雷托学院
Loreto College
文_Text_Jacob
图_Photo_Alicia Taylor

这栋女子学校位于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这是

一栋新修建的、具有双重目的的设施。建筑物于

2014年10月开始的一个新学年正式开始使用，这

栋建筑物最后扩建并形成了一个表演艺术的剧

院。建筑师的设计方案来自于大量的合作与沟

通，及为师生的教学和学习创造一个鼓舞人心的

空间这个集体的愿望。建筑物中一些不同规模及

形式的多用途空间中夹杂着教学、学习和表演的

功能。一个多用途的地面空间将被用来做剧院大

厅，建筑物中的电梯和厨房设计使灵活性达到最

大，因为游廊要向户外空间让步，这个户外空间

可以促进内外部的学习与合作。建筑物可书写的

表面和无线技术进一步的提高了合作性，并促进

学生想要占领这个地方并展示自己。这里的家具

是可以移动的，所以可以很容易的更换布局，这

对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说很必要。

设计者：ThomsonAdsett
时间：2014
www.thomsonadsett.com

建筑 澳大利亚洛雷托学院

建筑整体与外立面设计

建筑整体与外立面设计

建筑整体与外立面设计



031鲜锋发现建筑澳大利亚洛雷托学院

学院中可书写的墙面设计 建筑中的公共空间设计

建筑内部空间设计

建筑平面图及立面图 建筑内部空间设计



鲜锋发现032

克莱尔维社区
休闲中心
Clareview Community
Recreation Centre
文_Text_Jacob
图_Photo_Scott Norsworthy

这是由TEEPLE ARCHITECTS设计的克莱尔维社区

休闲中心。这个大的综合项目是埃德蒙顿市新总

体规划克莱尔维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促进

社区的安全与联系，同时提供最先进的图书馆、

娱乐和社区服务设施。新设施提出了几个城市条

件，包括与发展中的克莱尔维邻里与附近LRT公
共交通及学校的安全联系。主立面的通透性是的

建筑内部的活动是可见的，并吸引路人参与，同

时带动外部空间。该项目包括图书馆地区分馆、

休闲中心、社区会议设施、儿童看护中心以及一

个新的高中活动中心。这个创新的新学校是埃德

蒙顿市首建，使得成人及其他青少年能在主流高

中课程之余完成他们的学业。该项目旨在为场地

带来一个和谐而可持续的城市品质，确保建筑工

程与周边城市环境及绿化相协调。该项目是根据

严格的环境保护要求建造，获得LEED银牌认证。

设计者：Teeple Architects
时间：2014
www.teeplearch.com

建筑 克莱尔维社区休闲中心

活动中心整体外观

活动中心整体外观



033鲜锋发现建筑克莱尔维社区休闲中心

建筑平面图 活动中心内部公共空间设计

活动中心内部的游泳馆

活动中心内部的图书馆



鲜锋发现034

葡萄牙希拉镇立
图书馆
Vila Franca de Xira
Municipal Library
文_Text_Jacob
图_Photo_Fernando Guerra | FG+SG

葡萄牙希拉镇立图书馆位于TAGUS河北岸，这里

曾经是一家米厂，设计师考虑到对老厂区体量及

特性的考虑、对TAGUS河的亲近、以及作为图书

馆期自身功能的界定是主要考虑的问题。但最终

为当地居民营造一个便捷舒适的读书场所才是

最重要的任务。建筑的功能布局通过竖向空间组

织，不同的楼层放置以不同的阅读区域，但每层

的轮廓都有所变化，并全部面向一个共享大厅。

建筑的体量相当的完整，一个近乎完整的“方”

被切去一角，露出晶莹的玻璃面。为了让道路对

面的人可以方便地到达图书馆，不惜修建了一条

20多米长的“天路”横跨在道路上空，连接起图

书馆的四层与对面的垂直交通核。同时这一手笔

在构图上，使得这块近乎完美的“方”更加稳定

与协调。

设计者：Miguel Arruda Arquitectos Associados
时间：2014
www.miguelarruda.com

建筑 葡萄牙希拉镇立图书馆

图书馆整体外观

图书馆整体外观

图书馆整体外观

走廊夜景



035鲜锋发现建筑葡萄牙希拉镇立图书馆

图书馆内部设计 图书馆内部设计

图书馆内部设计细节

图书馆内部设计建筑设计结构图



鲜锋发现036

日本海岸幼儿园
OB Kindergarten
and Nursery
文_Text_Jacob
图_Photo_Studio Bauhaus, Ryuji Inoue

该幼儿园建在日本的海岸旁。风平浪静的海面向

南方蔓延，海的南方有座山，这座山使人们感受

到大自然神奇的创造力。幼儿园的建筑高12M。

设计师充分利用台阶的优势，解决儿童因身高原

因而无法触到和看到的高度问题。该建筑布局和

流程图是根据交通和儿童保育计划特别设计的。

另外，为了鼓励学生多多运动，设计师制定了一

个计划，即在幼儿园内添加多种元素，比如，在室

内建造一个小洞穴、在墙壁上嵌入黑板和书架，

都可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达到建设目的。同时，

地板上不同材质又能改变孩子的心情，给孩子营

造一个快乐的氛围。建筑内有一个细长楼梯，且

孩子有能力通过这个楼梯。同时，建筑内有一个

阁楼，孩子可通过攀爬绳索到达这个阁楼。在屋

顶前面，穿过细长的楼梯后就到达一个露天阳

台，阳台面朝大海。放眼望去，阳台就像飘浮在

大海之上。

设计者：HIBINOSEKKEI, Youji no Shiro
时间：2014
hibinosekkei.com

建筑 日本海岸幼儿园

建筑的整体外观与位置

建筑的整体外观

幼儿园中走廊的设计

幼儿园中走廊的设计



037鲜锋发现 037建筑日本海岸幼儿园

幼儿园中的教室设计幼儿园的趣味活动空间

建筑平面图

幼儿园中的教室设计

幼儿园的趣味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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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食物
BOMPAS & PARR

美茶器
FINE TEA WARE

美食与设计
FOOD DESIGN

设计脑洞开 食欲自然来
5.5 DESIGNSTUDIO



特别策划FOCUS

食
《礼记·礼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

焉。”为中国人爱美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

基础，从此中国人在寻找美食这条“不归

路”上越走越远。

博拉尔特（PARREAULT）在评论哈夫勒的

作品时，提出“那种艺术更好？是你买票

和花时间去大城市中的大博物馆里看巨

幅绘画？还是每时每刻你都可以触摸和

摆弄的（工艺品）盘子、杯子、茶托和器

皿？”所谓“润物细无声”，日常生活环境

的美化才能真正地开启人们的智慧与心

灵，实现对人内在能力的开发，才能切实

提升大众关注的幸福感。

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几千年来花样翻新就

没有断过。在本期特别策划中，杂志分别

从食物本身的设计、吃法的设计、餐具的

设计以及艺术范儿的宴席是个什么样子

等几个角度，多侧面地综合呈现现代饮食

究竟可以“疯狂”到一个什么程度，“体

贴”到一个什么程度……

在设计师和艺术家手下，“饮食男女”这

种形而下却又不可缺的“日常”，也能够

幻化出脑洞大开的模样。食
062
加入我们的盛宴吧...
ADD A PLACE AT THE TABLE !





伦敦创意机构设计邦帕与帕尔
（BOMPAS & PARR）专注于从事特
殊口味食品研制，给用户提供特别
的体验设计和现代食品设计。
 
在山姆看来，如果观众没有微笑那
就是没有做对。整个项目永远是为
了让人们带上微笑，从而争取在人
们脑海中存留的时间。“我们的长
处在于，通过我们的装置，经常能
将人们留住近一个小时。而超市货
架上的品牌只有顾客经过它时的那
两秒钟来吸引人，而昂贵的电视广
告也仅有30秒钟。在消费者和我们
在一起的一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
里，我们能够他他们讲述一个非常
微妙而复杂的故事。”山姆对工作
室作品与消费者互动的过程和效果
相当的自信和满意。

文_Text_Emma
图_Photo_bompas & parr

特别策划 041疯狂的食物

疯狂的
食物

BOMPAS & PARR

food design食物设计

摄影：NATHAN PASK PHOTOGRAPHY



特别策划042

邦帕与帕尔工作室位于伦敦，由山姆·邦

帕（SA M B O M PA S）与哈里 ·帕尔（H A R RY 

PARR）共同成立的，由不同类型的个人团队

组成——从厨师到专业的技术人员，再到建

筑师、设计师——生产出了各种沉浸式的产

品（IMMERSIVE PRODUC TIONS），尤其擅

长通过利用人们消费食物饮料的方式来调

动人们的感官。邦帕斯与帕尔于2007年凭借

着创意果冻设计崭露头角，经过近十年的发

展演变，如今以独特的品尝体验（TASTING 

EXPERIENCES）闻名。他们的品尝体验经常

会通过建筑装置、晚餐聚会、实验室乃至其

他更不可思议的形式呈现。

山姆和哈里是老朋友，到现在可以说几

乎认识了一辈子，以至于他们的有些员工以

为两人是灵媒。当他们在讨论设计方法、食

物、建筑乃至宇宙时，只需说很少的词句就

能传达很多的意思。因为哈里有时候不是

很健谈，有时山姆就需要把他神秘的表情和

“激光眼”翻译给团队里的其他人。在8年

前组建“邦帕与帕尔”是，他们就是为了在

周末找点儿乐子。现在它仍旧很有趣，但已

经占据了他们所有清醒的时间。

“邦帕与帕尔”最初的焦点是在果冻

上。因为负担不起古典的铜模具，他们就想

让哈里开始利用他在被培训成为一名建筑

师期间所学到的技能、技巧和技术来设计果

冻。这种利用从不同学科中分离出来的衍生

技术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关键的方法。他们非

常喜欢这种与植物学家、微生物学家、实验

心理学家、真菌学家或是魔术师围坐一团所

涌现出来的创造力。

只要有助于人们理解我们的

作品，他们可以随便称呼我

们和参考我们的作品。关键

在于产出好作品，能给人们

脸上挂上微笑

——山姆·邦帕（SAM BOMPAS）

疯狂的食物

探险食篮

BOMPAS & PARR ADVENTURE HAMPER
如今的绝大多数食篮都萎缩得只剩下了昔日荣耀的虚壳。装着蹩脚圣诞布丁的

令人失望的公司纪念品和超逊的白兰地黄油。食篮的作用在于保障探险的食物供

给，激励和援助在全球各地探险的勇士、传教士和探险家。塞尔福里奇和邦帕与

帕尔共同打造的这款探险食篮恢复了食篮应有的男子气概，装上了能激发你去探

险并给你提供给养的东西。内容物包括：抗疟疾黄瓜和奎宁果酱、对付高原病的

山莓和紫罗兰果酱、含咖啡因的鸭腿、各种类型的烟草、大瓶装香槟、一支冰镐、

一只装满了亨德里克斯超标准金酒的圣伯纳犬酒桶，以及一只救援照明弹。

摄影：ANN CHARLOTT OMME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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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岩烹饪法

COOKING WITH LAVA
走进一家顶级牛排馆的后厨，你可能会发现一个价值18000
英镑的JOSPER烤箱，大厨们最爱它那300度的炙烤。在“邦

帕与帕尔”看来，那种热度还差得远呢，所以上个月他们去了

纽约北部的雪域大学，在那里，罗伯特 ·维索斯基（ROBERT 
WYSOCKI）教授开发了一款工业铜炉，正忙着研究创造人工火

山和人造熔岩流的专业技术。至今维索斯基教授和他的团队已

经做了100次出于艺术和科学目的的熔岩瀑流，但是从来没有实

际利用熔岩2100度的温度做过类似烹饪这种无所不在的事情。

想不想看看超热的岩浆遇到冰隙和10盎司牛眼肉会发生什么？

摄影：SAM BOM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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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电烹饪法

COOKING WITH LIGHTNING
利用闪电的能量曾经是科幻小说的重要部分。这是一个现成

的能源，完全可再生，惊人的可持续。邦帕与帕尔工作室与

南安普顿大学的托尼·戴维斯高压实验室（TONY DAVIES 
HIGH VOLTAGE LABORATORY ）的科学家合作，打造全

球第一款闪电菜肴。闪电通过介质的阻力的产生的电荷来加

热食物，电阻越大，产生的热量越大。所以当闪电通过空气，

能够产生50000华氏度的热能，比太阳表面还要热5倍，牛排

几微秒就烤焦了。这个方法开始于2014年，“帕尔与邦帕”和

托尼·戴维斯高压实验室合作，尝试闪电进行烹饪，以完成一

篇为《连线》杂志准备的文章。在与实验室科学家们的合作

中，设计师通过变压器生成了一股交流电，在8英寸的间隙中

能够产生200000伏特的电压。这是雷击的平均强度。把牛

排插入这个间隙的电流中，味道还不错，虽然有些金属味。

如果牛排相当新鲜，当闪电穿过它，还会引起肌肉组织的震

颤，导致肌肉收缩。

摄影：SAM BOMPAS

疯狂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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腌黄瓜吊灯

THE GHERKIN CHANDELIER
这个危险而野心勃勃的项目是将腌黄瓜与传统的灯饰相结

合。当电源电流通过小黄瓜的时候，会冒烟、蹦火花、发出

“嘶嘶”声，最终发出荧荧的绿光，整个过程中强大的电流

使腌黄瓜发热躁动。操作一根腌黄瓜是简单的，设计师和一

个电气工程师一起用了一周的时间将这个简单的实验扩展成

为一盏吊灯。他们确定一根小黄瓜能牵动的电量是300瓦，一

根大黄瓜则达到500瓦。最终完成的吊灯由50根腌黄瓜并联

而成，所拉动的电力足以照亮一条街道。

TRUVIA® 的发现之旅

THE TRUVIA® VOYAGE OF 
DISCOVERY
“邦帕与帕尔”把“洪水”引上了伦敦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 
(SELFRIDGES)的屋顶，在那里为“TRUVIA®的发现之旅”

（TRUVIA®'S VOYAGE OF DISCOVERY）打造了一个翠绿

色、可以泛舟的湖泊，以及一个浮动吧台，以庆祝即将到来的

由甜叶菊制成的英国无卡路里甜味剂。这个发现之旅邀请访

客来初体验他们的品牌、甜叶菊植物介绍，甜度惊人地达到

糖的200倍。该项目包括一个翠绿的能泛舟的湖泊、上千株甜

叶菊植物、12艘小船、一道喷涌的瀑布、一个救生员和ECC鸡

尾酒，由TOOGOOD工作室设计，TOUR DE FORCE负责制

服，DOM JAMES制作热带音景，RARE TEA COMPANY提

供茶饮，CARAVAN提供咖啡。一个水晶岛高高矗立在伦敦

最繁忙的商业街上。

摄影：JAMES LOVEDAY

摄影：NICK WESTBY 摄影：ANN CHARLOTT OMMEDAL 摄影：NATHAN PASK PHOTOGRAPHY

摄影：BETH EV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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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士忌龙卷风

WHISKY TORNADO
所谓“威士忌龙卷风”是一款以威士忌为基础的天气系统，

利用强大的增湿器，结合负压，创造出一股可以品尝的旋转

威士忌蒸汽。该装置涉及到要创造一个迷人的酒精龙卷风，

能够通过肺部和眼球直接摄入，而不用传统的饮用方式。无

论如何行事必须要小心，通过肺部吸入的威士忌龙卷风绕过

肝脏直接进入血液，同样会使人醉酒。龙卷风主题作为一种

视觉隐喻，映射着苏格兰的天气对威士忌风味形成的影响。

阳光、温度、降雨及湿度都对烈酒中独特的芳烃做出了贡献。

“威士忌龙卷风”是与伦敦国王学院的科学家、技术员以及

国王的食物与创意节（KING’S FESTIVAL OF FOOD AND 
IDEAS）的参与者共同研发产生的。

摄影：BETH EV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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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你从何时决定要以设计师作为自己

的职业的？

山姆·邦帕：哈里和我注册的是一个化学实

验室，有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化学物质。其

实有浇上香槟就会燃烧的粉末、工业水晶包

和生物荧光酶。虽然我们没有化学背景，我

们也不怕困扰。当然，有些化学物质是有危险

的。如果我们再成立一个新公司的话，将会专

门研制极度卫生、安全的三角裤。

《设计》：你如何形容与伙伴的合作关系？你

一般都从哪里找到相关的专业人士？

山姆·邦帕：我们的合作比较类似饭店，我负

责前边台面上工作，哈里则是后厨的“能力

者”，负责各种必需的加热以及流汗的活儿。

《设计》：“体验设计”是近年来很时兴的话

题，而你们开始得更早。你们是从何时开始决

定做“品尝体验设计”的？

山姆·邦帕：我们开始做这行的时候，还没有

所谓的“食物设计”，现在大学里都有专门的

课程教授这个了。对于“定义”这回事儿我们

觉得没什么可讲究的，过去我们干活儿被称

为艺术家、餐饮服务承包人、设计师和技术人

员。只要有助于人们理解我们的作品，他们可

以随便称呼我们和参考我们的作品。关键在

于产出好作品，能给人们脸上挂上微笑。我们

为极限的体验而设计。一切都从客人的角度

出发，我们努力增加超出他们预期的元素。我

们管这个叫“桌下暗爽法”，就是为了让人大

呼精彩。

《设计》：截至目前你所做过的最疯狂的设

计是什么？

山姆·邦帕：上周工作室经理很担心工作室会

被焚毁，因为办公室里浓烟滚滚。我们的法国

实习生漫不经心地说：“别担心，我们只是在

用等离子体做培根。（宇宙间的大部分物质处

于等离子体状态。例如：太阳中心区的温度超

过一千万度，太阳中的绝大部分物质处于等

离子体状态。）经常有这样荒谬的事。我们乐

不可支。

《设计》：你们在家做饭吗？

山姆·邦帕：哈里负责做饭，我弄酒。上次我们

在哈佛做演讲，后来去参加了兄弟会的派对。

我们从酒吧拿了个头盔去，提高了喝酒的量。

《设计》：听说你们俩完全没有餐饮方面的

训练，那你们两个男生是怎么决定做关于“品

尝”的设计的？

山姆·邦帕：到目前为止我们在食品领域工作

的时间比其他任何领域都长，这可以算是一

种资历了吧？平心而论，我们并不以厨师为竞

争对手。在许多场合，我们有幸和一些烹饪界

的大咖们一起工作，向他们学习。几年前为费

格斯·亨德森（FERGUS HENDERSON）给牛

津大学食品研讨会准备的宴会制作甜点的经

历颇为狂野，我们最终实现用果冻跨越6张桌

子来表现“伦敦大火”（THE GREAT FIRE 
OF LONDON）。

《设计》：请和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觉得最有挑

战性的项目以及其设计过程。

山姆·邦帕：我们低估每个项目的难度！做到

这点的关键在于——臭记性，如果你认真考

虑成功所需斗争的现实。

《设计》：如果想做到好的“味觉”体验，你

认为设计团队必需具备哪些知识？

山姆·邦帕：我建议把食物当作一种娱乐。

要达到你一天所需摄入的卡路里指标非常容

易，要满足营养需求也是易如反掌。这就意味

着，人们对食物的要求越来越苛刻，要求食物

在生活中扮演更多的角色，而不仅仅是主要

的营养源。所以，餐厅在与影院、剧场和俱乐

部比拼着娱乐大众，家庭烹饪用实力积累文

化资本，而越来越多的电视节目时段也被美

食节目占据。

用我们的食物魔法装备（  FOOD MAGIC 
KIT），任何人都能够完成烹饪这个壮举，于

是主厨与餐厅、厨师与食客之间的关系发生

了变化。

《设计》：如果你没有作设计师会做什么呢？

山姆·邦帕：我觉得我不会去做别的。

《设计》：你如何看待新科技和新材料？

山姆·邦帕：从一开始我们就采用了建筑技

术及必要的技术。在2007年我们成立“邦帕

与帕尔”的时候，是作为一个果冻公司。我们

用不起古典的铜模具，所以我们用的是我们

以前用来做建筑设计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程

序（CAD）。从那时起，我们就踏上了食物与

建筑关系的探索之旅。我们和FAIRTRADE
一起打造了“风味金字塔”（ZIGGURAT OF 
FLAVOUR），那是一个三层的垂直迷宫，在

里面参观者一天之内能用眼球和肺吸入五

种水果中的一种。我们还把“洪水”引上了

伦敦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 (SELFRIDGES)
的屋顶，在那里为“TRUVIA的发现之旅”

（TRUVIA'S VOYAGE OF DISCOVERY）打

造了一个翠绿色、可以泛舟的湖泊，以及一个

浮动吧台。

www.bompasandparr.com

风味金字塔

ZIGGURAT OF FLAVOUR
“风味金字塔”是一个金字塔艺术装置，内有可吸入的水果

云，参观者通过呼吸就成达成“每日五蔬果”的目标。翻越

过一个饱含汽化FAIRTRADE水果的垂直魔幻迷宫后，参观

者面前是建筑顶部的一个巨大的滑梯。“风味金字塔”的灵

感来自18世纪的CUCCAGNA遗迹。构成历史上最壮观的公

共庆祝活动核心的，那些用食物制成的巨大的建筑结构，源

自农民关于世外桃源（THE LAND OF COCKAIGNE）的故

事，那个神秘的地方有堆积如山的奶酪、暴雨般的蛋糕，野

生动物都已经煮好，等着人们来吃。

疯狂的食物

摄影：JULES STOBART 摄影：ANN CHARLOTT OMME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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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5.5设计工作室经常被形容为一个
集体，2003年凭借他们的首个项目——
RÉANIM——站到了聚光灯下。随后便
是“寻常物品集”（ORDINARY OBJECTS 
COLLECTION）、为BERNARDAUD企业基
金会所做的设计以及其它署名作品，丰富
着5.5设计工作室的故事，提升着他们的
知名度。

文_Text_Yvette
图_Photo_5.5 design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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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5设计工作室最初是由巴黎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四个同学

VINCENT BARANGER, JEAN-SÉBASTIEN BLANC, ANTHONY LEBOSSÉ
和CLAIRE RENARD于2003年创办。因为初建时团队里有五个全职，一

个兼职的人员，所以取名叫 5.5。
5.5设计工作室第一个项目“RÉANIM ”催生了某种医学用品，

在设计界引起很大的反响。5.5设计师们并不仅仅关注塑造物体，

更多关注的是观念上的严谨性，他们一直追问设计师的社会责任。

因此，他们的设计代表了对消费的诚实、另类的选择，并显示出

超越平凡的强烈意愿。因为他们的幽默和单纯，从奢侈品牌到大

众品牌（BACCARAT、LACIE、OBERFLEX、BERNARDAUD、CENTRE 
POMPIDOU、SABZ、LA CORBEILLE等）都纷纷邀请5.5设计师为他们

进行产品和景观设计。他们负责任而乐观的设计，创业五年时间内便

赢得了众多关注，被国内外机构广泛展出和收藏。由于他们的杰出设

计才能，巴黎市政厅授予他们“巴黎市创作大奖（GRAND PRIX DE LA 
CRÉATION）”。

5.5 DESIGNERS 相信“游戏，只有当你参与其中，才会变得更

好”，设计就是他们的游戏。LEBOSSÉ解释说：“当你和一个团队工作

时，你不可能只是谈些设计的形式或是颜色什么的，谁能肯定黄色或

是绿色就是最好的颜色？所以为了弱化这种类型的选择，我们尝试在

‘设计的方法’上下工夫，而非仅仅是简单的‘设计’，每个项目都是从

一个故事开始，这个故事来源于各种信息，而这个故事又启发了我们

对项目的设计。”

有的人将5.5设计工作室描述为设计的麻烦制造者，还有人给他

们贴上了“呆子”的标签，但是他们给自己的定义是“家具外科大夫”、

“政治杂工”、“创意工匠”。而他们自己是这么说的：“我们系统地

质疑我们的职业，或者，至少是我们在创作过程中的角色，以此来挑

战和挑衅设计世界。我们在原则中引入了道德价值观和责任感，它们

为我们的职业指明了新的方向，还影响了本世纪早期的许多创意。” 
2013年，在成立10周年之际，5.5设计工作室出了一本纪念册。在这本

书中，他们写道：“自从我们开始用这个象征的名字工作，已经过去了

10年（是的，已经10年了）。这是愉悦地发挥创造力的10年，我们尝试

实验，做各式各样的设计，与令人难以置信的熟练工匠合作，在全世界

数不清的博物馆展示我们的作品。我们经受过媒体的聚焦，也有机会

匿名发表过批量生产的产品；我们在多个领域表达过自己，从奢侈品

到日用消费品；我们为小型便利店做过设计，也有知名品牌客户。所有

这些经历都影响了我们实践设计的方法，塑造着我们的心态、我们的

价值观和我们的根。”

“如今，‘满意’已经不再是我们追求的结果，鉴于我们已经诸多

领域享有成就，显然也通过项目、经历及共享的时刻树立了名声和一

定的价值观。最初，我们适度的名声毫无疑问让我们能够表达自己，

但这也让我们远离了我们工作的核心：为人设计，为工厂保持生产设

计，为普通人提供可靠且负担得起的解决方案而设计。在我们看来，

我们的作品太多停留在原型阶段或限量版，刊登在杂志封面或出现在

博物馆，而不是实际被使用。以上种种，让我们沮丧不已。”

“经历了这么许多，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常常，设计师们只考虑

销售，希望为一个著名的零售商打造一款畅销品；常常，设计师们退

隐到画廊，去创作一些被收藏起来惹灰尘的等着升值的物件；常常，

设计师们无法接受面对产业经济会挑战他们创意的现实；常常，设计

师们无法理解，他们产品的品质必须超越时髦地执行创意，将他们自

己限制成了无法满足实际用户需求的艺术家。”

“ 这就是我们在参与了最令人惊讶的项目的角逐之后，对自己工

作毫不妥协的分析，无论那有多么脱离经济现实，为获得认可不惜任

何代价。如今，我们不希望将设计限定在独特的作品和其他未来的概

念，而是将它重新引入充满低成本的、以利润为导向的商品的超级市

场。让大企业、大品牌更加为人所熟悉，挑战误解，让领导人了解我们

的想法。将唯美主义者、收藏家、批评家与消费者相调和。促进和谐的

设计，以让设计师和工业世界更加接近。

伏特加酒杯

I-CONE GLASS
我们为雪树伏特加(BELVEDERE VODKA)设计了一

款圆锥杯子（L’I-CONE GLASS），一杯带来愉悦的鸡

尾酒，让我们回味夏日冰淇淋入口时的冰爽感受。连接

两个不同领域，一个是久成传统的鸡尾酒，一个是无拘

无束的快餐饮料，这款产品是两种杯盏的集合：著名

的马蒂尼酒杯和传奇的麦当劳可乐杯。我们不要它们

的杯底部分，只保留上部，并且加上一个盖子和一个吸

管，让它更加自由自在，成为鸡尾酒盛装的新选。像一

个陀螺一样，L'I-CONE GLASS从今以后让您旋转并

陶醉于炎炎夏日。但注意酒还是要饮用适量。  WWW.
BELVEDEREVODKA.COM  03. 诚实的巧克力糖 THE 
MOST HONEST CHOCOLATE TABLET 吃巧克力所

带来的愉悦感经常让人吃得停不下来，一旦你吃下一小

块，你就会再吃一小块，又一小块，再一小块……一下子

就吃掉了一半（如果没有吃光的话），这时你又会有了负

罪感，末了就会想到自己不该跨越那条抵制这个甜蜜诱

惑的线。

尽管大家都知道吃太多会损害健康，饥饿会令人难过，

还会令人沮丧。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衡量巧克力的摄入

量，且确保我们尊重每日的热量值？我们怎样才能理解

并将我们吃东西的量可视化？我们是否可以创建一种形

状来重现巧克力的营养价值？

设计脑洞开  食欲自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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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工厂

“VACHE À LAIT”
从奶牛的乳房直接取得牛奶，让人重新拥抱大自然，这

是设计师对未来乳制品的愿景。但是，改变人们的习惯，

需要消费者重新学习已被忘却的乐事，比如重新发现牛

奶真正的味道，那种直接从奶牛乳房获得的生牛奶。

“奶牛（MILK COW）”项目旨在通过缩短生产过程，

将消费者与产品重新连接起来，回归天然产品的真正

味道。在这个我们已经习惯了从超市购买产品的时代，

这种返璞归真的设计是一种对新的消费和产品场景的

想象。5.5设计工作室设计了一款名为“家养牛（THE 
DOMESTIC COW）”的牛奶定量分装器和一个小容

器——“挤奶杯（THE MILKING GLASS）”，将两种

几代人常用的器具——牛奶壶和牛奶缸——融合在一

起，让人想起，在变成一种工业产品之前，牛奶是一种来

自动物的产品。它鼓励我们去拜访生产者，创造新的社

会联系。在设计师打造的情境中，消费者用“挤奶杯”从

“家养牛”的奶头取牛奶。分奶器每天早上由当地的生

产商灌装。除了简化购买过程，免去了中介，成就了一个

双赢的系统：消费者以合理的价格得到新鲜的产品，还

能知道产品的来源；生产商节省了运输的费用，还能即时

收款。该系统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和负责任的消费，还

能支持并促进有益于生态的实践。

“奶牛”项目还提出了关于鲜活农产品对我们口味的形

成、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我们欣赏天然产

品的能力的影响的话题。相比通常经过脱脂再添加维生

素的巴氏杀菌奶，从牛乳房直接取得的生牛奶口味浓烈，

对现在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很不寻常。

WWW.LAMILKFACTORY.COM  

设计脑洞开  食欲自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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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板

CHOCOLATE TABLET
这款诚实的巧克力糖的每一块都清晰地表明自己的卡路

里值，以让人们面对自己的责任。你无需阅读盒子背后的

说明来计算自己吃了多少卡路里。这款巧克力被设计成

图表的样式，不同尺寸的巧克力块提示着你能享受到的

快乐。不同的尺寸分别为34大卡、68大卡、102大卡、136
大卡、170大卡、204大卡、238大卡、272大卡。

巧克力蛋糕

THE GÂTEAU
选一个所有客人都喜欢的蛋糕从来都是一个高难度的任

务，所以往往最终都选择了一种巧克力甜品。的确，巧克

力口味绝对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老少皆爱的口味，唯一

的问题是巧克力的类型。这款巧克力甜品被设计成蛋糕

的样子供大家分享，收集了广泛的风味，分成不同的比

例，能够满足每个客人的需求。比如，带面包屑和黑巧克

力脆皮的白面包、黑巧克力饼干、牛奶巧克力和爱尔兰

咖啡。这个项目让巧克力商考虑所有的可能性，能够用三

种不同的模具混搭各种类型的巧克力。

内敛的巧克力

THE INTROVERTED
考虑到作为一个真正的巧克力探索的邀约，这个产品被

罩在一个钟形的不锈钢盖子下，提起盖子便现出真身，

模仿俄罗斯套娃的样子，7只一个比一个小的巧克力钟叠

在一起。每个巧克力钟都由工匠制成，可可粉的含量逐

只递增。在7只钟的最里面是一个可可豆，巧克力毫无争

议的起源。

设计脑洞开  食欲自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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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盘

DAILY MENU
每天，构成并定义着我们饮食的菜肴往往都很典型

化：火腿/小通心粉、肌肉/炸薯条、猪排/豌豆、炸鱼/米
饭……《每日一盘》这个设计集合了一系列的餐盘，它们

的形状由不同食物的模板决定，一周当中每天一种。这

些盘子可以当作一个食谱的灵感来源，还可以在人们被

“今天吃什么”这个永恒的宇宙级课题困扰的时候给出

“救世”方案。每天一盘餐，每餐一个盘。 
  « 每日一盘  DAILY MENU » 星期一：鸡肉/炸薯条

星期二：猪排/豌豆

星期三：香肠/菜泥浓汤

星期四：碎牛肉/四季豆

星期五：炸鱼/米饭

星期六：火腿/小通心粉

星期日：煎蛋卷/沙拉

香槟包装盒

TA K E A LONG （V EU V E 
CLICQUOT）
“如果5.5是香槟，我们就都喝它！” 2008年米兰家具展

上，5.5设计工作室的“香槟酒窖”项目开启了他们与凯

歌香槟（VEUVE CLICQUOT）的长期合作，为CARTE 
JAUNE品牌和深夜娱乐场所设计的外卖包装及其它5件

新产品于2014年发布。

将香槟灌进瓶子，将瓶子放进瓦楞纸盒，将盒子装进塑

料袋……这是从酒窖买瓶酒回家的各个步骤。5.5工作室

要为VEUVE CLICQUO所做的新包装就是要解决这种

过度包装的问题。设计师的解决方案是跳过了其中的一

步——塑料袋——简简单单地在包装盒子上配备了一个

提手，且设计师并不是在包装盒上附加了一个部件，而

是运用减法而非加法，将手柄设计成挤压型材。 

儿童餐具

EDUCATIONAL TABLEWARE
如何才能让孩子听话好好吃饭健康成长，似乎是全球所

有妈妈共同头疼的育儿难题。近年来，随着大家生活水

平的提高，膳食结构和育儿方式的改变，胖孩子越来越

多，而儿童肥胖症已俨然成为最常见的营养不良性疾病

之一。不健康的饮食以及缺乏锻炼使墨西哥成了世界上

肥胖儿童比例最高的国家，这将导致这一代的儿童面临

不能像父辈一样健康的风险。为了改善这种现象，推进

墨西哥儿童养成良好饮食习惯，墨西哥电视台推出了名为

“UNITED FOR HEALTHIER KIDS”的筹集改善儿童

饮食创意提案的电视节目。

WWW.UXNS.COM.MX

设计脑洞开  食欲自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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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THE WHITE TRUTH
返璞归真，是居住在都市丛林现代人的一个梦想，追

求简单的生活方式却又不容易实现。设计师以此为发

想点，以最纯净细腻的定白釉为主体表现温暖细致的

触感，选用成色古典且简朴的胡桃木为配件，搭配上

优雅圆润的线条，希望可以传达温暖舒适的氛围，整

体设计极为简单且百看不厌，传递出简洁诗意却又禅

语内敛的人文气质，不论摆放在哪里都很容易吸引目

光，让人不自觉沉浸于其中，轻易的就可享有品茶片

刻的小小幸福。 
设计者：SHIH-I CHEN（中国台湾）

WWW.EILONG.COM.TW



本期特别策划以“饮食”为题，自然不能
单单谈吃，还要谈到喝。而中国人日常的
“饮”，无可争议的就是“茶”。茶叶的
品种品质不在本刊的讨论之列，我们将侧
重点放在了“美茶器”，还涉及了一部分
茶包装。

中国是茶的故乡，汉族人饮茶，据说始于
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中国
茶文化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着悠久的历史、完美的形式、丰富的内
容和巨大的影响力，渗透着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精华，这种创造的价值直到今天仍
发挥着无可替代和不可多得的社会作用。
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我们不难发现，不
论是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邻国还是远隔重
洋的西方，各地都有着各自的饮茶文化。
也正因此，与茶相关的设计产品遍布全
球，各具特色，体现着不同的饮茶文化。

虽然存在着文化差异，但是美茶器无不兼
顾美观与功能，而且全球设计的大趋势还
考虑到了环境友好的因素。本专题中遴选
了在全球各设计大赛中获奖的作品，或许
可以一窥全球茶器的设计趋势。

文_Text_Yvette
图_Photo_design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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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茶器
FINE TEA 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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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茶盘

CELADON
牡丹花又称谷雨花，鼓雨时节开花，遂称之，盘面内凹

为谷，乘水为雨，亦有托盘之意。孟宗竹经过层层高温

高压叠成竹厚板后加工成为竹茶盘配件或家具等竹制

品，经过漆面处理后更能将竹的高雅及古典每托表现

出来，配合中式茶器使用，更显美感。

设计者：PING-NUNG KUO（中国台湾）

WWW.EILONG.COM.TW

君子风气密壶

CHUPPIES EASY POT
气密壶以中国极具代表的“竹”、“结”概念为产品

的设计理念，上下堆叠的结构与灵活运用空气对流

的原理，轻易地控制水流进出，创造一种崭新的冲

茶方式，让消费者泡茶时有种神秘又有趣的体验。

此套产品融合中国传统、年轻与专业的设计，创造

一种中国雅痞风格。

设计者：SHIH-I CHEN，PING-NUNG KUO（中国

台湾）

WWW.EILONG.COM.TW

冰茶壶

TEA-JAY ON THE ROCKS
这款外观简洁现代的的冰茶壶将泡茶和冰茶的过程结

合在了一起，简化为一个摇一摇的过程：冰块被放在玻

璃容器中，茶在不锈钢容器中泡好。茶泡好后，拧开瓶

子上部容器和玻璃容器之间的通道，热茶流到冰块上，

立刻就可以喝到冰茶了。它纯粹的设计让沏茶成为一种

互动体验，为餐桌文化做出了贡献。

设计者：OLIVER WAHL（FLOEZ INDUSTRIE-
DESIGN GMBH，德国）

WWW.FLOEZ.DE

种茶人的杯子

GROWER'S CUP
对这款“种茶人的杯子”（GROWER'S CUP）最准确

的描述是一款现代茶壶。它具有茶壶最好的提取属

性，冲泡过滤出美味的茶汤。它还具有茶包的便携

性，使用安全简单。只需加入400毫升热水，浸泡1～5
分钟。此外，这个包装还能传达很大的信息量。过滤

装置的经过精心设计，当到完第一杯茶之后，剩余的

茶水水面就在过滤器之下，茶叶不会持续浸泡在水

中。这款“茶壶”可以重复使用。

设计者：COFFEEBREWER NORDIC A/S（丹麦）

WWW.IFDESIGN.DE

美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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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鸟茶壶

THE TEA BIRD
这款用户友好的茶壶能够满足用户多方面的需求，首先

是深思熟虑的功能性，其次是售价低，仅为10欧元。黑

色的手柄与全白壶身的有机线条形成对比，同时，极简

的圆形壶盖为其增加了个性。茶壶的灵感来自小鸟和它

的巢，茶壶本身就像茶桌上的鸟妈妈。此外，该设计意

图打造一个引人深思的设计，质朴的外观易于理解，也

是一种动态的表达。

设计者：ZEBRA A / S（丹麦）

WWW.IFDESIGN.DE

丹麦茶道套装

STELTON THEO COLLECTION
丹麦品牌STELTON的新THEO系列，有茶道所需的全套器

具。淳朴的微黑棕色茶壶、铸铁外表的石器，打造出典型的斯

堪的纳维亚的感觉。壶盖和手柄用亚洲竹制成，进一步给设计

增加了对比、触感和柔和感。全系列包括一只茶壶、茶壶保温

盘、马克杯及托盘、三只用来放小蜡烛、茶包或糖的小碗。

设计者：FRANCIS CAYOUETTE（UNIT 10 DESIGN，丹麦）

WWW.IFDESIGN.DE

“茉莉花坛”茶包装

HARMONY OF JASMINE
台湾彰化自上世纪60年代便是主要的茉莉花产区。现

今，产区已经从180公顷缩减到了20公顷。为了重振这个

地方产业及文化，花坛乡农会在2013年，毅然领头进行

产业转型，朝安全、无毒的精致化农业努力，鼓励农民

以无毒方式栽种，并将全数产品送交SGS检验，以确保

产品安全无虞，同时成立“茉莉花坛”品牌。

无毒茉莉花茶产量稀少、清香宜人，是“茉莉花坛”相

当受欢迎的人气产品。为了让年轻族群也能感受无毒茉

莉花的美好，特别推出袋茶商品，茉莉茶品的清新与醇

韵，品味的瞬间，即刻沈浸于鸟语花香的美丽世界，本

设计以此为概念，融合经典中式剪纸与茉莉花图样，创

造“鸟语花香”（蓝绿色）、“优游自得”（红色）二款设

计。提盒结构以传统中式茶壶为蓝本，透过一体成型的

纸盒设计，不但节省包装成本，亦符合环保诉求，更打

造在视觉、嗅觉、味觉都充满惊喜的创意伴手礼首选。

设计者：PH7 CREATIVE LAB（中国台湾）

WWW.IFDESIGN.DE

美茶器





这是今年天津国际设计周上的一场名为
“美食与设计”的展览，极具创意的知名
设计师为大家呈现与日常食物的制作和消
费有关的趣味设计作品。

饮食是一种文化：从生产、制作到消费
过程都是文化的体现从罗马时期到二十
世纪，“餐桌”一直是一面反映人类和食
物之间复杂文化与人类关系的镜子。餐具
能够体现每个时代的餐饮方式以及在饮食
上的必要性。食品摆放的新形式以及食物
消费改变着传统的思维方式和饮食方式。 
“美食与设计”展旨在展现这些经历了设
计创新的发展过程，向公众讲述那些在食
品制作及就餐过程中所使用餐具的历史。
现场展出了汤姆·迪克森、贾斯伯 ·莫里
森、保拉·纳沃内、奥多·西比克、田村奈
惠、亚米·海因、马塞尔·万德斯等设计师
以及著名作家赫伯特·克伦克尔的设计作
品。既满足功能又具备现代美的餐具是深
厚文化底蕴、审美能力以及熟练的制作工
艺的体现。融合了创造力、寓意、技术、
手艺、环保、可持续性并努力具备艺术气
息的餐具，融入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引领新风尚，同时成为新的行为方式和新
的语言风格的表达方式。

文_Text_柚子
图_Photo_天津国际设计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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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与设计
FOOD DESIGN

food design食物设计

策展人：保罗·克兰托尼（ADO工作室） 
 顾问：Sergio Eller Vainicher, Alessandra Calvo
展览摄影：董月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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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天津国际设计周，由河北区政府主
办。设计周期间，“加入我们的盛宴吧...”
主题展、经典设计作品展、中国香道艺术
展、“黑川雅之与天津”摄影展、“水与
艺术”摄影展等活动，将相继在北宁公
园、巷肆产业园、意式风情区等地展开。

宴席：采用简单的日常行为表现形式来诠
释现实生活中复杂的生活礼仪。这种表现
形式表现的既可以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特
征，也可以是对个人想象力及创造力的展
示。此项活动可以邀请不同职业的人群参
加，比如建筑师、企业家、音乐家、艺术
家、设计师等，每位参加者在超长的“餐
桌上”依靠想象力自由布置自己的桌面。
桌面上的物品、颜色及形式只是展示活动
的一部分内容，不同思想意识以及地域价
值之间的相互碰撞与对比才是这次展示活
动中最重要的部分。偶发艺术，一场将生
活方式、社会以及美学巧妙结合的表演。
中国版的“加入我们的盛宴吧...”将继续
沿用其在赫库兰尼姆的坎伯雷托别墅和那
不勒斯艺术宫殿曾经使用的模式。

文_Text_Yvette
图_Photo_天津国际设计周

特别策划 063加入我们的盛宴吧...

加入我们的
盛宴吧...

ADD A PLACE AT
THE TABLE !

food design食物设计

策展人：Paolo Colantuoni
展览摄影： 董月航（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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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圣餐
作者：高迎进

关键词：消费  包装  欲望  品质  设计伦理

材料：包装垃圾

这是一个徘徊于开始与结束之间的盛宴；

一个跳跃于美丽与丑陋之间的盛宴；

一个迷茫于创造与毁灭之间的盛宴；

一个混淆于智慧与愚蠢之间的盛宴。

蒙太奇一个小女孩的餐桌
作者：郭润利/郭姜（8岁）

关键词：随心 惊喜 生气 无奈 情绪

小闺女总是随心所欲的把家里的餐桌变得出

其不意，当你端上菜的时候，有时候会是一张

可爱的画让你惊喜，炒糊的菜你也有多吃一口

的胃口；有时候是一个随手放的老鼠笼子让你

生气，美味你也没了胃口，有时候是乱七八糟

的不收拾的书让你无奈，但不影响胃口，试试

把这所有影响胃口的东西蒙太奇在一起，是不

是就是浓缩了我们高兴或不高兴的生活？

“8岁的闺女曾对有时候焦虑的我说：‘只要

一家人在一起，简单生活也很幸福的啊！’面

对‘我的盛宴’这个题目，相对于经历过的种

种所谓场合盛宴，盛宴的感觉一片空白，相

反，最记忆的盛宴就是简单的家宴，每一个

幸福的细节让人温暖。我和闺女说：‘你的

盛宴是什么？你可以画下来，我把你的画纸

作为桌布。’一碟花生米、两根黄瓜蘸酱、一

盘小西红柿、一盘小葱炖鱼、一个小二锅头、

还有闺女的好朋友小乌龟、还有画布上上的

许多日常食物。‘我的盛宴’就是这么的家

庭，有点像三联周刊连续两年春节年货的主

题封面，只是把它立体化了。”

器有吉祥
作者：李明谦

关键词：漆器、葫芦、日用、藏礼

漆器作品《器有吉祥》将人们日常各种物

件进行现代设计，表达对生活的态度。

秋波
作者：刘玉谨、梁青/摄影：刘玉谨

关键词：漆艺、茶道、沧桑、新生、交替

漆艺作品《秋波》讲一块自然界的沉木运用大漆

的工艺加以处理，使之在沧桑的同时又有一种新

生的感觉。符合喜茶之人的对茶道的理解和精神

需求，沧桑中带有新生。在使用过程中去体会季

节的交替，加之与瓷器的对比更显深沉。

漆珠
作者：孙丽丽

关键词：漆艺  大漆珠子  手工  独特  自然美

  
漆艺作品《漆珠》将人们喜欢收藏与把玩的

手串，运用传统与现代漆工艺的结合进行手

工制作，表达了天然大漆饰品手作的独特与

天然材质的自然美。

加入我们的盛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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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万岁
作者：吴立行

关键词：语言 言语 意义 解读 误读

材料：多媒材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也是一个各自理解的时代……

我的意思是……

从另一方面而言……

更深入地说……

简言之……

如器如述
作者：王立德

关键词： 陶艺、器物、造型、述说、情怀

《如器如述》是作者根据创意理念的需

要，在我们生活中最为熟知的、最具生活属

性的“碗”上进行了精心的加工和巧妙的变

形处理。从而引起观者的视觉注目和猜想：

“原本碗的口部是正圆形的，为什么变成了

一条弯曲的线条呢？”殊不知，这是作者有

意而为之，有意将这条曲线浓缩为具有表

述意义的意象化符号，利用口部曲线的形态

语言和倾斜的陈列方式，将“碗”内象征着

生活的“茗水”流淌在下面的茶碗里，暗示

作品要表达某种意愿，宣泄某种情感。这

正是作者将创意蕴含在造型中，“用生活的

器物述说生活的情怀，”使观者在“品茗论

艺”的过程中体味生活的感受并引发更加

丰富联想，更能增加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加入我们的盛宴吧...



游戏

小型音乐会

餐厅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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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 •红树林电影工坊-X影厅创意设计竞赛获奖结果日

前揭晓，最终四个团队的优秀作品斩获此次竞赛的四项

大奖——红树林电影工坊大奖、红树林空间创意奖、红

树林数字创意奖及红树林视觉艺术奖。获奖者除了获得

23000美元的总奖金外，还将在接下来的2个月内受邀前

往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在评委、导师的指导下参与

WORKSHOP，共同打造红树林电影工坊产品线，为下一阶

段的实体搭建做准备。

此次竞赛的评委，PETER GOLDSMITH（HASKOLL中国区董

事长）、何平（中国著名导演）、STEVEN HICKS（新加坡SHA

酒店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澳门LOUIS XIII奢华娱乐

酒店开发总监）、逯金重（北京蓝海华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创始人）、王晖（著名建筑设计师、限有设计创始人）、

ILHAN ZEYBEKOGLU（美国ZNA建筑事务所总裁）、张宝全

（今日美术馆理事长、今典集团董事长），在评审过程中对

入围的32份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参赛团队分别从空间

创意、景观环境、数字世界及APP设计等方面诠释了创新时

代下的X影厅空间设计。

X 影 厅
未 来 观 影 体 验

文_Text_Yvette
图_Photo_AIM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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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满足

红树林电影工坊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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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
电影工坊大奖

MANGROVE MOVIE 
STUDIO AWARD

【设计者】
毛磊（ARCHITECT 建筑事务所）
张凌霄（ARCHITECT 建筑事务所）
盛丹力（S.H.U.I）.

长久以来，功能和空间，被认为具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同的功能，似乎理所当然

的需要完全不同的空间限定元素，如不同尺

寸的墙体、不同高度的天花板等；另一方面，

对于一个多功能空间，我们似乎更需要的又

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能容纳各种可能性的

“空”空间本身。

在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下，设计

师提议一种空间，它是不同可能的功能空间

形状交叠的结果，对于不同的功能来说，它

们共享的是这种交叠所产生的“空”空间本

身，而在围绕这一空间的围合物上，设计师

提供不同功能所需要的特殊元素，他们是片

段的，共同存在的，也为“空”空间限定着不

同的可能性。

同时，在这些特殊元素中，设计师提取

出它们的公共组件——屏幕、台阶、桌面，并

用它们组合成一个共享体，通过它与围合物

上的不同特殊元素组合，实现空间本身的变

化。它由聚碳酸酯板构成，具有超轻、高强度

的特征，无需借助机械而可由使用者任意移

动。

在此，“空”空间本身的普遍性，与不同

的空间限定物所带来的特殊性，同时被安置

在这一设计中。人们在使用该空间的某一功

能时，其他功能也以碎片化的形式同时出现

在空间中，无论这一空间以何种功能出现，人

们都可以意识到它的其他可能性，促使人们

主动与空间互动，改变其功能。

红树林电影工坊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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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工坊X影厅概念设计

红树林空间创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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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
空间创意奖

MANGROVE SPACE 
INNOVATION AWARD

【设计者】
曹永山（上海弘城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耿健（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蔡兴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陈焕彦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贾福有（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电影历史是一部技术如何满足人类观影

体验的历史。X影厅不仅需要提供观者视听

享受，更需要对触觉、嗅觉等感受进行补充，

满足人的身体、情景、功能和空间可变的需

求。设计师设想的X影厅想通过一个成熟的技

术单元解决可变性和氛围的问题。它没有固

定形式，会跟人互动，会根据需要转换空间形

态从而达到相应氛围。影厅之间根据需要可

以融合，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X影厅类似细胞，由支撑结构和表面材料

组成，表面材料上覆盖密集的触手，触手根部

含有数据源，茎部为可以自由伸缩的组件，可

以根据需要改变伸缩的长度，数据可以通过

茎部传到触手的顶部，顶部为柔软弹性触点。

触点可以感知和传达图像、温度、湿度、

气味、声音和压力。当人体靠近触手时，触点

感受到人身体的信息并传达信息给数据库，

数据库瞬间反馈信息，触点之间通过配合再

形成可以适合人需求的形态，并且释放各种

图像、湿度、温度、压力等信息，这种模式类

似于“风吹麦浪”的效果，“风”是外界的信

息，麦浪、水汽、香气等是触手对风的反馈。

当单个X影厅无法满足信息源的需求时，

终端会调动其余的X影厅与其进行信息共享，

也就是X影厅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融合。当空间

需要组合和放大的时，多个X影厅进行挤压和

融合，形成一个放大的、融合的影厅。满足不

同空间的需求，带来各种不同体验和认知。

红树林空间创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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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魔方

红树林数字创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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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
数字创意奖

MANGROVE DIGITAL 
INNOVATION AWARD

【设计者】
周泰宇/范佳睦/王立勇/江南/乞月颖/徐冰冰/于潮/蔡晓宇（河北大学）

全球移动互联网的大趋势改变了人的行

为生活方式以及人对空间的再需求。人们渴

望一种多变化、多功能、多层次的空间体验。

人们需要在全球互联网时代下实现更新奇、

更刺激、更智能的生活以及社交方式。而传

统限定性空间的节奏性、秩序性以及空间结

构关系不能满足现世代人对空间的体验。

为了顺应人的行为变化以及人们对空间

的再需求，设计师以未知、变化、蕴藏为其核

心。希望呈现出一个有趣的、多变的、赋予延

展性的智能空间 通过APP来控制每一个空间

的变化。力图成为与电影相关的各种生活方

式的集合空间，为每一个体验者呈现出一个

意想不到的电影与娱乐体验。充分发挥人与

空间行为的互动性、移动性，就像魔方一样使

参与者随机、多元、自主的实现空间自身功能

的诉求从而更自由切换与互动交流。

红树林数字创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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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EMA VIEW+ :多视角沉浸式影院

红树林视觉艺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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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
视觉艺术奖

MANGROVE VISION
ART AWARD

【设计者】
徐佳琦（Columbia University）
刘佳源（USC School of Cinematic Arts）
范抒宁（Cornell University）
赖献（Columbia University）

本案从一种新形式的多视角沉浸式观影

方式入手。自从被创造以来，电影始终停留在

一种观影模式上，即按时间线发展由导演控

制视角。但其实电影所架构的虚拟世界是一

个完整的世界，无数角色，无论主角配角，都

在每一个时间点上以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行

为推动着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电影荧幕作

为一个观察这个世界的窗口，能不能像个任

意门，让每个观众根据自己的兴趣在自由进

入任意角色的世界，从而获得对于这个虚拟

世界更个人化的独特的体验和思考？借由每

次选择的不同时机与顺序，每次观影都能有

不同的体验，无限扩展了电影的趣味性。

这是一个对传统电影大胆改进的宣言，

给予观众全新的自由来选择观看某些角色的

故事，让观众为自己导演。设计师创造了一

个多屏幕的可随情节发展发生变化的共享空

间，将平面的二维度空间转化为四维的观影

模式。从而，荧幕、时间、空间、观众的行为

运动相互影响，合为一体，每个观众都将拥有

属于自己最独特的电影。

在空间上，设计师为VIEW+设计若干匀

质的圆形360度屏幕，每个全环绕屏幕为一个

视角。屏幕的控制点可以沿设计好的滑轨移

动，从而使屏幕随着情节发展而变化，创造

沉浸式立体体验。随着整部电影故事发展，不

同角色之间的爱恨聚散，相应屏幕单元之间

相互融合、分离，人和屏幕、屏幕和屏幕之间

的关系随之变化与情节呼应，从而创造全新

的自我导演的互动沉浸式观影体验。

红树林视觉艺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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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创造一个多屏幕的可随情节

发展发生变化的共享空间，将平面

的二维度空间转化为思维的观影模

式。从而，荧幕，时间，空间，观众

的行为运动相互影响，合为一体，每

个观众都将拥有属于自己最独特的

电影，每个观众都在为自己导演。

红树林视觉艺术奖



上大学前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

有一天会从事陶瓷和首饰相关

的艺术或者设计的王琼，本科

学习陶瓷设计，硕士研读了首

饰艺术，也是其的作品中始终

贯穿的情感关怀主线的需要，

让她自然地将陶瓷这种非传

统首饰材料与传统金属首饰

材料相结合。

文_Text_msright 图_Photo_王琼

“我的首饰营造一个场，一个艺术家、作品、佩戴者相

互沟通、相互关怀的场。”首饰设计师王琼说。陶瓷与金属

的融合，总是诉说着王琼心中的那抹光阴或是那段故事，此

景此情，全部在那一小片世界中。

本科学习的陶瓷设计，硕士研读了首饰艺术，自然，王

琼想将这两种材质融合在自己的首饰设计中，但陶瓷看似常

见的材质，在和金属结合的过程中，却充满各种挑战。“我

从金属工艺中的宝石镶嵌、焊接、铆接等工艺中寻求启示，

实践过程中也有失败的经验，最伤心的莫过于在需要动火

烧制金属的过程中陶瓷的那一部分也烧坏了。”

王琼一件件成功的作品却是耐得住看，禁得住琢磨。

《游园 ·惊梦》系列，细致的窗棂，微妙的假山，纤细的植

物，让人不禁去想象那片梦中园林以及创作者的心绪。每个

饰品都是一段故事，王琼通过自己的双手，将这段故事与心

情，幻化给佩戴者。王琼说，几乎每一次用心的创造都会有

感动、满意，之后便是不满意、渴望进步。在她看来，最完整

的一套作品是《游园·惊梦》系列，最感动的一件作品是《时

光语》，而最贴近自己内心的作品则是《可持续》系列。

“我们都知道传统意义上的首饰有很强的功能性，如装

饰性、权利的象征、纪念性、保值性等，而且强调其佩戴功能。

当然作为首饰的特性，佩戴是重要的，不能被忽视的。但是作

为艺术表达的载体，这一切又不是首饰艺术家最为看重的。”

作为首饰设计师，王琼是这样理解首饰的，“就像画家的画布

一样，首饰是我们观念输出的形态而不是观念本身。只是我们

把首饰独有的艺术佩戴功能和我们的观念表达融为一体，由

佩戴引入人的直接参与、对话和交流。这是最奇妙的。”

此景，此情

原创实践084

A Moment Like This

首饰设计师王琼

此景，此情

Ceramic & Metal 陶瓷与金属

Aura Gelap 场

Beauty & Value 美与价值



原创实践 085此景，此情

《等待》胸针

《等待》胸针《等待》项饰

《等待》项饰



原创实践086 此景，此情

可持续——支架 项饰

可持续——生长 项饰



原创实践 087此景，此情

时光雨 项饰

《小石潭记》 胸针《小石潭记》 胸针



原创实践088 此景，此情

游园惊梦——五般宜 吊坠

游园惊梦——步步娇 吊坠

游园惊梦——画眉序 胸针

游园惊梦——绵搭絮 吊坠

游园惊梦——山桃红 胸针

游园惊梦——皂罗袍 吊坠



原创实践 089此景，此情

《设计》：如何想要从事陶瓷与银的饰品设

计？怎样的机遇让你对此产生兴趣？

王琼：这和我的教育背景有关系，在就读首饰

艺术与金属工艺专业硕士研究生之前，我本

科所学的专业是陶瓷艺术设计，所以对于这两

种材料是我最为熟悉的。可能也是因为以前学

习陶瓷的经历，我对陶瓷材料有一种特别的情

感，不仅仅是喜爱，我觉得陶瓷材料是有温度

的材料，在1300摄氏度的高温中烧制成瓷，同

时也凝固了艺术家心与手的温情。“她”包含了

很多人性化的东西，柔-炼，坚韧-脆弱，温度-呵
护，像一个女性，给我提供了超脱材质本身、工

艺本身更有价值的探讨。也是我的作品中始终

贯穿的情感关怀主线的需要，让我自然地将陶

瓷这种非传统首饰材料与传统金属首饰材料

相结合。

《设计》：融合两种材质的技术是自学的吗？

王琼：对，是自己摸索、实践、总结学习的。因

为毕竟在传统首饰行业，陶瓷是非传统的首饰

材料，再加上当代首饰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时间

尚短，自己在尝试两种材质结合的时候也没有

足够的经验能看到更好的示范。所以从金属工

艺中的宝石镶嵌、焊接、铆接等工艺中寻求启

示，并开始实践，当然实践过程中也有失败的

经验，最伤心的莫过于在需要动火烧制金属的

过程中陶瓷的那一部分也烧坏了。

《设计》：在上大学前，对陶瓷的印象是什么？

对首饰呢？

王琼：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上大学

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从事陶瓷和

首饰相关的艺术或者设计，那时的自己对艺术

的理解是很狭隘的，对梦想的界定也是不完整

的，当时觉得绘画就是艺术和自己梦想的全部

吧。这两样东西对我而言似乎就是很平常的日

常用品，首饰会关注的多一些，但也只是觉得

其装饰功能是其价值的全部，佩戴首饰只是为

了美丽还有一点点个性。

《设计》：做的第一件首饰是什么主题？

王琼：准确的说是我的第一件完整的作品应

该是《时光语》。作品表达了自己初到上海以

一个局外人的参与者身份记录了自己对上海的

感受。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古旧的钟表零部

件，残缺的拼凑感，透过齿轮，透过“光阴的隧

道”，聆听上海的呼吸，感受上海的风貌，遐想

上海人的风雨沧桑。作品中的小零件采用了上

海老钟表、老手表的材料元素，结合洁白清透

的白瓷片，试图通过材料语言的对话探讨记忆

的重叙。

《设计》：如何描述自己的风格？

王琼：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从来没有想过去

塑造一个什么风格，我喜欢变化、喜欢实验、

喜欢多样性，我觉得这些特点从我的作品中可

以看出来，或许一部分观众看了我的一部分作

品会觉得我有某种风格，这也很好，我希望我

的风格是大家眼中的风格就好了。当然作为一

个想要日益成熟的艺术家而言，也许一个成熟

的、代表性的风格也是需要的。一定要讲的话

我觉得就是我作品中的那些坚持，比如关怀的

情感表达，对陶瓷材料的人性化抒发，对物象

的自我意识转化。

《设计》：什么最能启发你的灵感？

王琼：自己真实的生活。我关注个体的知觉体

验，尤其是女性个体的自觉意识体验。我的

生活环境、生存状态、思维方式；我用过的

物品、接触的人群、感受到的冷暖、体验过

的情绪等等，没有绝对完整的自我，每一件

作品的当下就是一个独特的自我记录，也是

《金绣》项饰

一种自我分享。我的艺术设计理念在于感

知、记录和分享。所以我用心体会自己生活

的点点滴滴，这就是所 谓的灵感来源于生

活吧。

《设计》：想通过自己的设计给消费者传达怎

样的信息？

王琼：希望消费者（我更习惯称为首饰的佩戴

者）对于美和价值有深入的理解。首饰不仅仅

停留在让你看起来漂亮和保值的功能。我们应

该更懂得关注独一无二的自己。我们佩戴这样

的首饰，因为我们与众不同。

《设计》：有没有特别想为某人做个首饰？会

是什么样的呢？

王琼：父母吧，我从来没有为亲人设计过首饰，

记得读研期间自己很开心的给爸妈看自己努

力学习又很满意的首饰作品，爸妈坚持着看

完，很信任、很欣慰也很迷茫地说：“你喜欢

就好了，我们都看不懂。”所以给对于当代首

饰艺术完全不懂的父母来设计首饰是我想

到的最难的创作了。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

子，我想我会用纪念性首饰的方式吧，让一

些我和父母之间只能是记忆的美好瞬间永

远的停留。

《设计》：欣赏的饰品设计师有哪些？为什么？

王琼：我最喜欢的首饰艺术家是分别是苏格兰

首饰艺术家JUDY MCCAIG和西班牙首饰艺

术家RAMON PUIG CUYAS。一个作品中飘逸

着浪漫和沉寂，无意和秩序；另一个则是无序

和神秘，捉摸不定和片段冲突。似乎是两个完

全相反的例子。像我的作品中也不喜欢一成不

变的定式风格一样，我喜欢不一样的体验。在

众多不一样中，他们是最打动我的，在不经意的

蓄意中，似乎是吻合了我个性的两个侧面。

摩登秀NO.2 胸针



色彩，是STUDIO ARHOJ工

作室最初给人的感觉。五彩

缤纷的色彩，顿时让氛围活

跃起来。

文_Text_msright  图_Photo_Studio Arhoj

STUDIO ARHOJ是来自丹麦的一个小型工作室，主营设

计和室内，以色彩和手工为特色，这主要与创办人ANDERS 

ARHOJ的经历有关。来自丹麦的安德斯（ANDERS ARHOJ）

曾在东京的新宿区待过整整一年的时间，那一年的经历，让

他如梦如醉，“简直就是个一周每天24小时不停歇的霓虹

梦境。”晚间那斑斓的色彩让安德斯印象深刻，而东京文化

中手工艺的传统也让他着迷。因此，当他再次返回丹麦，便

将自己的作品定位成结合手工和色彩。

“我们热爱泥土，釉料以及双手制造的魔力。”可亲近

的、有趣的、可触摸的、多彩色的，便是他们的设计特质，因

为安德斯说自己最害怕变成一个无趣的设计师。融化的马

克杯，灵感来自传统日本YUNOMI茶杯的形式，手工施釉，

厚重的釉料在烧制的过程中像似要流淌下来，釉料流淌的

过程无法控制，因此每个杯子都很不同，有些釉料会留下较

长的流淌痕迹，有些则很短。

除了自己创作外，安德斯还会与不同领域的设计师合

作，与丹麦陶瓷艺术家路易斯（LOUISE GAARMANN）的合作

的“幽灵（GHOSTS）”让人眼前一亮。灵感基于日本的神道教

（SHINTO RELIGION）相信万事万物皆有灵。一块山石，一株

普通的植物，沙滩上一块鹅卵石，于是他们合作设计了一系列

陶瓷形象，为其注入生命。这个小东西可以有很多种用途，可

以用来压纸、掩门，还可以用来套钥匙或是戒指等等。每个都

是手工制作，需在窑炉里低温烧制三次。在安德斯看来，日本

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有很多共同处。简约的美学，对材质没

有过多的装饰，对于简洁的热爱。但两者间还是有很多的区别

的。斯堪的纳维亚设计的统一感以及日本的多样化让他感触

很深。
www.arhoj.com

霓虹梦境

原创实践090

Studio Arhoj

设计师安德斯（ANDERS ARHOJ）

霓虹梦境

Approachable 可亲近的

Entertaining 有趣的

Colorfull 多彩的



融化的马克杯

MELTING MUG 
灵感来自传统日本YUNOMI茶杯的形式，手工
施釉，厚重的釉料在烧制的过程中像似要流淌
下来，釉料流淌的过程无法控制，因此每个杯
子都很不同，有些釉料会留下较长的流淌痕
迹，有些则很短。



原创实践092

大鸟罐

BIG BIRD JAR
在日本的传统厨房中，这样的木质罐子通常被用作装
绿茶的罐子。工作室对此加以重新设计，融合了日本
茶叶罐的传统模样，添加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对木材的
旋转以及一个小鸟的造型。可以在厨房或是客厅中使
用，不仅可以用来装茶，还可以装咖啡豆或是零食什
么的，或是干脆当做一个装饰。手工雕刻的动物眼睛
和底部LOGO让每个罐子都有不完美的地方，而这也
正是多样化的特质。

陶瓷存钱罐

ORB
灵感来自算命的水晶球，版本和色彩都非常丰富，同
样手工上釉烧制而成。

霓虹梦境



原创实践 093

幽灵

GHOSTS 
与 丹 麦 陶 瓷 艺 术 家 路易 斯（L O U I S E 
GAARMANN）的合作。灵感基于日本的神
道教（SHINTO RELIGION）相信万事万物
皆有灵。一块山石，一株普通的植物，沙滩
上一块鹅卵石，于是他们合作设计了一系列
陶瓷形象，为其注入生命。这个小东西可以
有很多种用途，可以用来压纸、掩门，还可
以用来套钥匙或是戒指等等。每个都是手
工制作，需在窑炉里低温烧制三次。

霓虹梦境



原创实践094

手工花瓶

YUKI
手工花瓶，以釉料为特色，名字
来自日语的雪。

收纳盒

TOTEM BOX
收纳小木盒，每一层都可以单独使
用，还可以不断堆叠，每一层都有不
同的构成和用途。

珍珠

PEARL
 手工烧制的彩球，成为家
中独特的装饰物。

霓虹梦境



原创实践 095

《设计》：请简单介绍下自己。

安德斯：我学的是平面设计，也学过儿童TV秀的动画片制作。

《设计》：你是如何进入这个设计领域的？

安德斯：我曾经在丹麦一所艺术学校学习，但是有件事我觉得很

无聊，就是通常那些艺术作品不能被人们使用，只能挂在墙上。

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学习电脑上不同的程序软件，如FLASH 或是

ILLUSTRATOR。我给朋友们设计LOGO，给乐队设计CD封面，给

艺术展览设计邀请函等等，甚至还开始学习多媒体设计。

《设计》：你什么时候去的日本？在那待了多久？

安德斯：我第一次去日本是2005年。那一次整整待了一年。每天

我都去语言学校学习，业余时间就在原宿的一个艺术画廊工作。

后来我又回去了很多次，但大多数是假期时间去了（WORKING 
HOLIDAYS）。

《设计》：你在日本时居住在哪个城市？你如何描述那个城市？

安德斯：我住在东京的新宿区，这里是东京最大的旅游和娱乐区。

简直就是个一周每天24小时不停歇的霓虹梦境。 每当我想起东

京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东京的夜雨，霓虹灯和这里好吃的食物。

《设计》：这段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安德斯：这段经历对我的美学观念和设计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

响，也给我带来了改变。当我刚到东京的时候，那时候我对日本卡

通人物设计以及POP视觉已经非常着迷了，但渐渐地，我学会了一

些语言，将自己沉浸在日本文化和潮流里，此时我更多的对日本历

史和传统手工艺发生兴趣。然后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对人物设计没

啥兴趣了，更多的是对纹样、造型以及手工感兴趣。

《设计》：你如何描绘自己的风格？

安德斯：可亲近的，有趣的，可触摸的，多彩的。我最害怕自己变成

一个无趣的设计师。

《设计》：你和不同领域的设计师合作 ，包括室内以及其他陶艺

家，还有什么领域是你特别想尝试的？

安德斯：我想关于玻璃这种材质以及玻璃吹制一定很有趣。通常

我对所有材质都很想尝试。

《设计》：你曾和丹麦陶瓷艺术家Louise Gaarmann合作不同

的项目，合作最初是如何开始的呢？

安德斯：我们是在一个画廊的PARTY上相识的，彼此对对方的作

品都非常喜欢，所以我们决定一起做些项目，这次合作也让我开始

非常严肃地做陶瓷。

《设计》：你如何描述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在你看来，它们

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安德斯：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有很多共同处。简约的美学，

对材质没有过多的装饰，对于简洁的热爱。但两者间还是有很多

的区别的。在斯堪的纳维亚我们将设计视作一个整体，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尝试看到整体图景，用设计将一切链接在有序的系统

中。只要看看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城市，便会明白一切是如何被有

序的组织起来的，垃圾桶的样子，一个地区内房子的颜色等等。这

就跟日本完全完全的不同。在这，一切都似乎都存在于自己的小世

界中，街道上的房子，可以完全的不同，可以是不同的时期风格和

特色。日本社会有很多层次，在视觉和行为上都是如此。但在斯堪

的纳维亚很多事情都很统一一致。对此总是有利有弊。

烛台

GHOST LIGHT
烛台。寒冷的冬季透过这双眼
确实让人感到亲切与温暖。

霓虹梦境



不规则形状的盒子，似乎被

“堆”在一起，在起到储藏

空间作用的同时也是一个坚

固的通向夹层的楼梯。这座

布鲁克林的LOFT经过SABO 

PROJECT工作室的重装，焕然

一新。

文_Text_msright 图_Photo_SABO project

S A B O  P R O J E C T工作室由建筑师亚历克斯 ·德劳内

（ALEX DELAUNAY）创办。这间布鲁克林的DOEHER LOFT

的业主是一对带着两个孩子的年轻的夫妇。最初业主只是

要求建筑师对他们的浴室进行重新改造，但当建筑师把图

纸带给他们，让客户了解一个完整的装修将会带给他们什

么：重修能带来一个更大的浴室空间，更大的厨房，创造一

个新的夹层，一个嵌入式壁柜，以及很多新的储存收纳空

间。当客户意识到这间公寓的潜力后，他们决定重整这座房

子。释放这个空间的潜力。

重新改造意味着处理与原有空间的关系，亚历克斯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这个工厂被改造为公寓的时候，原来

的混凝土柱和天花板都被藏在隔墙和吊顶后。做这个项目

最大的挑战就是展示这个原有建筑的真实性，同时将现代

设计镶嵌到空间中。”

剥除原有空间繁复的一切，露出原有的空间面貌，混凝土

柱子和天花板被再次以原貌释放。“这些被建造的混凝土结构

原本是用来支撑工厂的机器，那些金属以及金属铸块，这些柱

子真的很特别。” ALEX说，“这也展现了100年前美丽木质模

板工程（FORMWORK）和建造方式，真正的历史物件，我们想

尽量维持有原貌”。

展示真实的空间

原创实践096

Reveal the Real Space

SABO PROJECT工作室的作品局部

展示真实
的空间

Concrete Pillars 混凝土柱子

Formwork 模板工程

Storing Space 储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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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当亚历克斯踏入这个房子时，感觉客厅和卧室的天

花板真是高啊，有3米6多（12英尺）。但其他空间的天花板就只

有2米4（8英尺）高，“我那时在想，天花板上藏着其他东西

么？还是这些空间都能被用起来？”后来当他发现这些空

间可以被利用的时候，他形容说简直是凭空发现了个秘密。

拆除了较低的房顶，所有的空间都有3米6多的层高，大片

玻璃材质的引入，让空间在空间中自由穿梭，“我们对这个

新增的高度的最好利用就是让光线重新占据空间，将自然光

引入所有的屋子。”

不规则的储存盒子提供了一种开放以及闭合的收纳方

案。在半开放厨房以及起居室，这盒子式的储存空间也隐藏了

步入空间夹层的楼梯里。夹层专门是孩子的玩耍空间，也算是

半个客房，为来访的客人提供了住的地方。建筑师选择这种收

纳方式而不是那种一统的收纳单元，因为业主对收藏空间有

着丰富的需求，比如装盘子的、装红酒的等等，每个具体的类

别都能在这里找到一个额外的空间。

此外，浴室空间的瓷砖设计非常有特色，不少于3种颜色

和9个形态的瓷砖相互结合，从地板到屋顶，创造了一种3D效
果，但在铺这个砖的时候与工人协调了很多次，因为瓷砖上的

画非常细腻，每块砖和色彩都有特定的位置，所以协调起来比

较麻烦，但效果很棒，让人有种立体的沉浸感。

“最后业主在居住方面获得了十足的改善，他们现在拥

有了一个额外的夹层空间，一个夹层下额外的步入式衣柜，一

个大了百分之三十的浴室空间，以及很多储存空间，一切都是

在有限的预算下实现的。”最重要的是，客户对新空间非常满

意，“他们11岁大的儿子现在也想当一名建筑师啦。”亚历克斯

不无骄傲地说。

做这个项目最大的挑战就是展示这个

原有建筑的真实性，同时将现代设计

镶嵌到空间中

——亚历克斯·德劳内（ALEX DELAUNAY）

展示真实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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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布鲁克林的doeher Loft最初业主是邀请你们

重新装修浴室，你是如何说服业主重新装修整个房子的？

亚历克斯：我把图纸带给他们，让客户了解一个完整的装修将

会带给他们什么：重修能带来一个更大的浴室空间，更大的厨

房，创造一个新的夹层，一个嵌入式壁柜，以及很多新的储存

收纳空间。当他们意识到这间公寓的潜力后，他们决定重整这

座房子。

《设计》：当你第一次踏入他们尚未整修的房子时候，你当时

感觉是怎样的？

亚历克斯：感觉客厅和卧室的天花板真是高啊，有3米6多（12
英尺）。但其他空间的天花板就只有2米4（8英尺）高，我那

时在想，天花板上藏着其他东西么还是这些空间都能被用

起来。

《设计》：在这个项目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亚历克斯：这个LOFT在一所老旧的金属工厂里，建于1913年。

空间里有着很多历史的痕迹，也有独特的混凝土结构。上世纪

八十年代，当这个工厂被改造为公寓的时候，原来的混凝土柱

和天花板，原有的混凝土柱和天花板都被藏在隔墙和吊顶后。

做这个项目最大的挑战就是展示这个原有建筑的真实性，同时

将现代设计镶嵌到空间中。

《设计》：当你开始设计个新项目的时候，你首先会考虑什么?

亚历克斯：客户。没有什么比客户更重要。如果客户能够保持开

放的想象未来空间，并且有很多想法和追求，那不管预算也不

用考虑已有空间，就一切皆有可能。

《设计》：当你向这个客户提供整体重装方案时，他们如何反

应？马上就同意了吗？

亚历克斯：我给客户提供的方案比他们预期的要大，我很担心

他们会觉得我没有理解他们的需求。但他们看到这个方案后非

常兴奋。第二天就决定这个完整的重修方案。

《设计》：从最初的计划到最初的完工，项目一共进行了多久？

亚历克斯：我们和客户是在4月的时候第一次见面。他们的新空

间在9月份就完成了。这用纽约标准来衡量是非常快了。

《设计》：从最初的概念到最终项目完成，在这个项目中有哪

些妥协的想法？

亚历克斯：一切都按照原来计划进行的！

《设计》：在这个空间中，最让你满意的细节是？

亚历克斯：我喜欢空间中心处那穿越主卧一路洒向浴室的自然

光，在夏天的一些日子里，落日的光辉会直接投射到浴室的墙

面上。

《设计》：另外你知道客户怎么评价这个房子吗？

亚历克斯：客户对这个新空间非常满意！他们11岁大的儿子现

在也想当一名建筑师啦

《设计》：对于那些正在规划自己小户型的人，你有什么好的

建议？

亚历克斯：用小故事的形式，尝试想想在家中的另一种日常生

活，要敢想，想大点，然后将这个故事讲给设计师听。

sabo-project.com

展示真实的空间



关注思考102 解析西文经典款字体

文_Text_小林章  译_Translator_刘庆  图_Photo_《西文字体2》

在日本被誉为“西文字体第一人”的小林章先生，通晓东西方文化、历史、近代书法和字体设

计。常被聘请为国际字体设计大赛的评委，发现很多亚洲设计师并不真正了解西文字体的北

京知道，更不懂得如何正确使用西文字体。在其所著的《西文字体2：经典款字体及其表现方

法》一书中，他着重讲解了如何有效使用西文字体，以及如何理解经典款字体设计师的设计

意图。本刊特节选其中部分重点章节，以飨读者。

解析西文经典款字体
ANALYSIS TO CLASSICAL WESTERN FONTS

体现亲近感的字体

最近在欧洲出现了很多新的手写体，既不会让人觉得过于刻

板，又带有手写风格的表情。1998年发布的ZAPFINO就是由世界著

名书法家赫尔曼·察普夫先生设计的一款既有品位，又兼具奔放风格

的手写体。

以往原本多用铜版手写体的地方，如餐馆的菜谱、稍微高级一

些的葡萄酒和巧克力的包装等，逐渐开始频繁地使用ZAPFINO了。
察普夫先生和我一起改良的OPENTYPE版（无论什么操作系统和机

型都能顺利输出、字母种类大幅增加的一种字库形式）的ZAPFINO
也成为了MAC OS X系统的一款自带字体。

我搜集了一些比ZAPFINO更具有轻快风格的字体。这类字体经

常被用于点心、零食的包装，适合表现既时尚又轻松的感觉。我先介

绍一些具有轻松感的字体，之后再介绍一些感觉更懒散的字体。

Z APFINO的葡萄酒标签。笔

画线条排列得并没有过于整

齐划一，不会令人觉得单调，

表现了一种“恰到好处的趣

味感”。

随意感的手写体

这里我收集了一些较为随意的手写风格的字体，它们既没有铜

版手写体传统的坚实感，也不是ZAPFINO那样洗练雅致的感觉。

VLADIMIR SCRIPT

这是一则法国时装杂志的广告，其中的字体像是用手描绘出来

的铜版手写体一样，传递出休闲的氛围，令人联想到20世纪50年代的

美国美术字，略有一些松散的感觉。

CAFLISCH SCRIPT

这款字是以著名的字体排印师马克斯·卡夫利施的手迹为蓝本，

由美国ADOBE公司的字体设计师罗伯特·斯林巴赫制作而成，没有

ZAPFINO那样的抑扬顿挫感。照片是一款意大利面条的包装。

关注思考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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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BAN

这是腊肠零食的包装。这款字体的设计师还设计了风格相近的

ALEXA和BALSANO两款字。

PRESENT

这是使用在一款花草茶包装上的例子。这款字体像是用细笔轻

快地书写出来的，具有一种休闲的气氛。图中的例子是将其粗体加

以倾斜使用。

DOM CASUAL

像是用圆笔或者毡尖笔写出来的一款竖直的手写体，这是其

在幼儿绘本封面上的使用案例。经常可以看见这款字被用于儿童用

品，其实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广告美术字的一种风格。

更潦草一些的手写体

前面介绍的那些字体虽然去除了些僵硬感，但毕竟还是能看出

来是一手好字。其实还有一些字体，看起来更像是非专业人士写出

来的。下面就介绍一些最近比较畅销的手写体。

WIESBADEN SWING

乍一看就可以知道，这不是传统的风格，而是比较休闲化的造

型。其风格就像是用细的毡尖笔之类的文具写出来的感觉，与其说

是写得很好的字体，还不如说是一款更具亲近感的字体。这是我在

英国看到的一张儿童用的问候卡片。

103关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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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STYLE SCRIPT

这份旅游广告使用的字体就像是粗的毡尖笔写出来的，它是

FREESTYLE SCRIPT的粗体。总觉得它有种莫名的笨拙感，并不是很

帅气，但却非常醒目。这里用的是粗体，这款字还另有一套细体。

SMUDGER

在英语里，SMUDGE是“污渍”的意思。虽然这款字里不时出

现一些像是用毛笔写出来的粗大线条，但并没有传递出强有力的

感觉。要是单看ABC排列的样张，会觉得这是一款“写得很差劲的

字”；但排列成单词后反而很有趣，而且会很意外地发现在许多地方

都可以看到。左边是一款坚果食品的包装。

CEZANNE

这张照片是我在英国发现的一款点心，装在轻便小包装里。这

是以法国画家塞尚的笔迹为基础制作的一款数码字体。字本身实在

是不敢恭维，但这种奇妙趣味的字体最近很受欢迎，各处都出了不

少类似的字体。

●手写体稍微加工变形也不会太明显

我们通常不推荐大家把普通的罗马体或者无衬线体用平面设

计工具进行手动倾斜等特殊加工，但把手写体稍加变形似乎问题不

大。PRESENT本来是一款直立的手写体，像第38页那样倾斜之后，看

起来也很自然。左图是具有几何特征的无衬线体AVENIR直立状态下

的印刷效果，以及将其倾斜12度之后的效果。倾斜之后，字母O看起

来斜得有些过头了，S的粗细也非常不均匀等，各种变形十分醒目。

与其相比，同样是倾斜12度的PRESENT字体就没有太大问题。实际

上，字形应该是有一些变形的，但因为与字母本身手写感的抑扬顿挫

重叠抵消，所以似乎并不明显。

●调整细节后会更像手写

下面再教给大家一个小诀窍，能让字体看起来更像是手写出来

的。第39页左侧中间的照片里，正中央TT两个重叠的横划有些不自

然。连续书写两个T时，应该是先写两笔竖画，然后再写一条长横连

起来。这款字库里有名为“ALTERNATE”的变体字，我建议使用里面

的TT合字。照片用PRESENT排的商品名里，TT就是这样处理的，大家

注意到了吗？PRESENT的字库里没有TT合字，这肯定是设计师自己

手动修改的吧。

AVENIR

PRESENT

有些不自然                                       TT合字

使用合字后的效果（对合字前后的间距也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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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信赖感的字体

说要让设计“令人感受不到强烈个性”听起来似乎也很难，这

些字体虽然不能营造某种特别的氛围，但却能给人以信赖感、正确

感、官方正式的感觉。堪称这类字体代表的，就是在世界各地广泛

运用的字体HELVETICA。《英国广播公司新闻杂志》（BBC NEWS 
MAGAZINE）中如此评价这款字体：“HELVETICA带有的信息是如此

明晰：时间是精确的，飞机不会出事故，财物会被妥善保管，行李能

安全送达，文件的手续已经办妥，任何事都能包办。”

HELVETICA是以19世纪末的活字字体为基础，并在长年以来不

断的改进下制作而成的。它虽然没有引人注目的个性，却能以持续

的稳固姿态，给人以信赖感。手工打造出来的HELVETICA金属活字于

1957年发售，之后被用于各种场合。

CAFLISCH SCRIPT PRO

ZAPFINO EXTRA

CEZANNE PRO

●有了OPENTYPE更便于表现“手写风格”

让字母看起来像是一气呵成地写出来的一样，这既是设计手写

体的字体设计师的目标，也是一大难点。比如，O和N连写的时候，通

常写完O时笔尖是在O顶点偏右的位置，而后面的字母N又需要从左

上开始。如果想快速书写，就必须要将这两点自然地连接起来。金属

活字时代，为了接近手写的感觉，有些手写体会把O、N两个字母合起

来铸造成一个“合字”。但是，在以往的数码字体里，把这种特殊的

字母放到字库里并不被认可，多数字库在出售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附

带任何合字。这样一来，就像第39页左侧中央的照片那样，看起来就

是“单纯把现成的字母排出来”而已。

OPENTYPE字体里，一套字库里可以放入大量的特殊文字，能自

动选择连笔字形来表现类似手写感的手写体逐渐增多。

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吧。下图右边是在ADOBE INDESIGN中用

“OPENTYPE功能”选择“上下文替代字”后的印刷效果，而左侧是

该功能关闭状态下的排版效果。可以看到，原本排好的字母会根据

其后的字母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启用OPENTYPE功能

启用OPENTYPE功能

启用OPENTYPE功能

沉着冷静的无衬线体

无衬线体的字形比罗马体更为单纯一些，被认为在恶劣条件下

也依然容易认读，适合从远处看，或者在移动中瞬间辨识号码或者目

的地。我在这里介绍的，是和HELVETICA一样不强调特定氛围、重视

功能的字体。

UNIVERS

与HELVETICA一样诞生于1957年的UNIVERS，同样传达着一种

坚实牢靠的感觉。它比19世纪的字体更有现代感。这是德意志银行

的企业字体LINOTYPE UNIVERS，其企业标准色是能给人以冷静感觉

的深蓝色。

用HELVETICA标示车站名称的纽约地铁入口

加油站的广告、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舱内的杂志和菜单，还有大幅展现其

HELVETICA标识的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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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这是瑞士一处足球场和购物中心结合的综合设施的使用案例。

另外，这款字体的小写字母非常大，因此大小写混合时单词看起来也

不会太小，很适合在极小字号下使用。

FRUTIGER

上面的照片是巴黎戴高乐机场使用的FRUTIGER。制作于20世纪

70年代的FRUTIGER，在设计里带有很多极富人情味的曲线，字母C、
S以及数字等的字怀宽大，容易识别。中间的照片是瑞士著名金融机

构UBS采用这款字作为企业字体的例子。顺便说一下，无独有偶，贴

在旁边的瑞士邮局的海报用的也是FRUTIGER，因为FRUTIGER也是

瑞士邮局的企业字体。

下图是2008年3月启用的希斯罗机场第五航站楼的导向标识。

负责机场运营的BA A（英国空港公司）将之前使用的原创罗马体

BAA SIGN全部换成了特别定制的FRUTIGER。按照BAA的要求，以

FRUTIGER为基础，把小写字母的字高与BAA SIGN配齐等等这些调

整工作，都是由蒙纳字体公司负责完成的。它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在

数字1下方加上了横向的衬线。

FUTURA

这是设计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款带有几何特征的无衬线体，非

常适合展现功能性、理性、清洁感的形象，而单独用较细款大写字

母排版还能有一种古典的感觉。左图是美国西雅图市一家公共图书

馆的阅览室，现代风格的建筑和FUTURA非常搭配。虽然“READING 
ROOM”大胆地用非常大的字号表现，但由于采用了网点处理，看起

来非常柔和。下图是德国的CI （企业形象识别）报告系列，从正文到

封面用的都是FUTURA。

VECTORA

这款字和UNIVERS一样，都是设计师阿德里安·弗鲁提格的作

德国的CI （企业形象识别）报告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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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统一感还是重视识别性

说到公共引导标识中使用的无衬线体，一般都采用具有工业感

的，或者是具有系统性和统一感的设计。而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在恶

劣条件下的识别性，现在新款的字体越来越多地采用容易辨认每个

字母形状的设计。

上图是可以明确区别大写字母（I 小写为I）和小写字母（L 大
写为L）的字体。从上到下，分别是VIALOG、ITC OFFICINA SANS、
LINOTYPE GOTHIC。这样的设计手法，在伦敦地铁字体（1916年，第

53页）、德国工业标准字体DIN（1936年，第58页）中也可以看到。但

在当时，几乎都没能反映到普通的印刷用字体设计上。直到20世纪

90年代以后，这种设计才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有

些字体是无衬线字体，但大写字母I或者小写字母I也加上了衬线。

除了极少一部分字体以外，20世纪中叶之前的字体是很少区别

I和L的，看看20世纪代表性的无衬线体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左图）。

从上到下，分别是HELVETICA、UNIVERS，还有数字1和与大写字母I
完全一样的GILL SANS。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几乎没有机场铁路采

用GILL SANS作为引导标识字体。

新一代无衬线体

进入数码时代之后，涌现出了许多新设计的无衬线体。下面介

绍一些在欧洲已经能追赶上HELVETICA的无衬线体。

VIALOG

德国慕尼黑市政交通系统使用的VIALOG，在希斯罗机场设计

新版导向标识的模拟阶段也曾被定为候选字体。开发这款字体的是

著名的德国书法家维尔纳·施奈德。这款字体设计紧凑，大写字母I、
小写字母L和数字1采用了不同设计，以避免混淆。

THESANS

这是瑞士电话公司SWISSCOM的公共电话亭。SWISSCOM采用

了THESANS及其变体作为定制字体。当需要一款比HELVETICA更富

有个性和动感，但又不能太花哨的字体时，这款字就非常适合。它是

出生于荷兰的设计师吕卡斯·德赫罗特于1994年设计的。

ITC OCINA SANS

这是埃里克·施皮克曼的设计，具有类似于FF META的带棱角的

竖长设计，即使冗长的德文单词也能实现紧凑的排版。照片中的是

德国某家医疗机构的宣传单。

VIALOG

ITC OFFICINA SANS

LINOTYPE GOTHIC

HELVETICA

UNIVERS

GILL S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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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经典字体——UNIVERS
设计者：阿德里安·弗鲁提格

提到阿德里安·弗鲁提格（ADRIAN FRUTIGER，1928—）先生，

说他的无衬线字体作品改写了整个字体设计历史都不为过。著名字

体设计师马修·卡特先生回想起在20世纪60年代遇见弗鲁提格先

生的情景时说：“我觉得他真是位天才。”据卡特先生说，他之所以

敬仰弗鲁提格先生，是因为他对照排机的解说能比工程师还详细。

弗鲁提格先生本人则说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天才”，他好像更喜欢

一位记者给他的评价：“一位顺应时代而生的人物”。

阿德里安·弗鲁提格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

阿德里安·弗鲁提格先生1928年生于瑞士。1949年到1951年间

在瑞士苏黎世的一所美术学校学习，1952年转渡巴黎，在德贝尔尼

和佩尼奥活字铸造所担任字体设计总监。令弗鲁提格先生一举成

名的是1957年发表的UNIVERS字体，以及其后发表的一款以机场

导视系统字体为基础制作的FRUTIGER等等，这些字体每款都是

堪称“经典款”的字体。他与赫尔曼·察普夫被并称为“20世纪字

体设计巨匠”，只要是字体设计的书籍肯定会介绍到他们。察普夫

先生以设计PALATINO、OPTIMA等带有书法笔形的衬线字体以及

ZAPFINO那样的手写体闻名，而与他相对，弗鲁提格先生则是以设

计注重识别性的无衬线字体而著称。

近些年，由于弗鲁提格先生在心脏手术之后身体状况一直欠

佳，在国际字体会议上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了。但是莱诺字体公司于

2004年推出了他与我共同改刻AVENIR而重新制作的AVENIR NEXT。
2008年5月迎来八十华诞的弗鲁提格先生笑容温和，口吻也安

静、沉着，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位“慈祥的老爷爷”。与我工作来往的

书信，他一定都是手写。他亲手写下的那些字和他本人一样，毫无修

饰而又温和可亲，我非常喜欢。在征得了他的同意后，我从最近工作

文档里他的手稿中，选择一句德文的“衷心感谢”刊载给大家看看。

他写的“衷心”的德文HERZLICHEN里的HERZ（心）就是一个

心形。

防止伪造的字体

还有一些字体也会特地把每个字母的共通元素控制在最小范

围之内，目的不单纯是为了识别性。

在德国，从2000年起车牌号码使用的字母开始使用FESCHRIFT。
它的正式名称叫FALSCHUNGSERSCHWERENDESCHRIFT，意即“防

止伪造的字体”，顾名思义，这款字体是专为此目的而开发的。与通

常的字体设计不同，这款字体在制作时故意把每个字母设计成差

异很大的形状，为的是防止用记号笔等工具轻松地伪造篡改车牌

号码。右图是旧车牌号码使用的德国工业标准字体DIN。这款字体

里，只要加一笔就能轻松地把C改成G、把F 改成E，想把3 改成8 也
很简单。但是用FE-SCHRIFT就没那么容易了。

右下是现在使用的车牌号码。0（数字零）和O（大写字母）的

形状明显不一样。实际上，参与了这款字体的开发的，是一位世界

著名的书法家——卡尔格奥尔格·赫费尔先生。虽然原本生硬冰冷

的德国政府使用的文字，由这位具有动感风格的书法家来参与制

作会有些令人意外，但其实赫费尔先生从活字时代开始就从事字体

设计制作，1957年还制作了学校教科书用的字体。

FE-SCHRIFT虽然没有作为字库上市出售，但赫费尔先生发挥

自己大胆的书法风格亲自制作的手写体SALTO直到现在在德国也

很常见。

FE-SCHRIFT字体样张

改制之前使用的DIN的车牌

现在使用的FE-SCHRIFT的车牌

UNIVERS（1957年）

20世纪70年代初在印度做讲座的弗鲁提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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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是一款什么样的字体？

UNIVERS是由法国德贝尔尼和佩尼奥活字铸造所首次同时以

活字和照排两种方式发表的一款字体，它俨然已成为20世纪极具

代表性的无衬线体。弗鲁提格先生在负责担任LUMITYPE照排机用

无衬线体的设计指导工作时，以他数年前在学校绘制的草稿为基

础，提议制作了一款新的字体。这款字后来发展成了UNIVERS，并
于1957年发布。

另一方面，瑞士的活字厂商哈斯公司也在同年以19世纪的无

衬线字体为基础，调整加入现代设计后制作发表了HELVETICA。当
时正是瑞士风格文字编排设计流行之时，UNIVERS和HELVETICA一
上市就非常受欢迎。后来，包括UNIVERS在内的德贝尔尼和佩尼奥

活字铸造所的活字字体版权都被转让给了哈斯公司。昔日互为对

手的UNIVERS和HELVETICA两款字被归到了同一家公司门下。

UNIVERS是第一款经由理论化系统扩展而大获是第一款经

由理论化系统扩展而大获成功的无衬线字体。在那之前的无衬线

体，比如FUTURA或HELVETICA等活字的字体家族都是以“增补”

粗体等方式追加而成的，各粗细度之间的设计存在着不统一的地

方。而与此相对，UNIVERS从字体最初设计阶段起，就系统地考虑

到了整个字体家族的展开方案，还包括窄体、宽体等变化，是一款

具有统一性设计的现代字体。

哈斯公司字体的版权，后来被转手到德国的施滕佩尔公司，

之后又转移到莱诺字体公司。莱诺字体公司与弗鲁提格先生共同

合作，进行了针对数码时代的改版后，于1997年发表了LINOTYPE 
UNIVERS，字体家族的成员数量增加了1倍多。虽然距当初原作发

布已经过去了50多年，这款字却一直保持在销售榜前列，从海报到

商品目录、杂志被广泛使用，是一款当之无愧的“经典款”字体。

单就每个字母的设计来说，乍一看 U N I V E R S似乎和

HELVETICA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用UNIVERS排出来的文章能给人稳

重的印象，因此具有用于长篇正文排版也不易引起阅读者疲劳的

优点。而HELVETICA还留有一丝19世纪无衬线体特有的粗犷感，

如果用声音来比喻，就像是工厂里的马达声，或者是城市喧嚣那

样的杂音。而相比之下UNIVERS则有一种恬静的感觉。这种“稳

重”、“恬静”到底隐藏在什么地方，在这次采访里我直接询问

了设计师本人。

当时发表的UNIVERS字体家族展开示例，强调突出了各种粗度的统一感

当时发表的UNIVERS字体家族构成图。这个系统用两位数字来标注字体

变体，十位数代表粗细度，个位数代表不同设计变体，3 是EXTENDED（宽

体）、7是CONDENCED（窄体）、9是EXTRA CONDENSED（特窄体），偶数代

表斜体。整个家族最核心的ROMAN（罗马正体）是55 号。

FUTURA LIGHT                                          FUTURA LIGHT CONDENCED

UNIVERS LIGHT                                          UNIVERSLIGHTCONDENCED

上面两款是FUTURA字体家族，LIGHT（细体）和后来追加的LIGHTCONDENSED
（细窄体）。虽然同是LIGHT，不仅粗细不一，笔画末端的处理也不同。下面两

款是UNIVERS家族的字体。

HELVETICA、UNIVERS、LINOTYPE UNIVERS字母设计的比

较。UNIVERS与LINOTYPE UNIVERS相比，最大的不同也就

是“&”符号而已，粗细度的编号系统也从两位数变成三位

数，字体家族中核心粗细度的REGULAR比UNIVERS ROMAN
要稍微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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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鲁提格访谈

Q：我听 说 这 款 字 体 名字，好 像 并不是 一 开始就叫

UNIVERS，还有个候选名字叫MOND。您能谈一下定名的

经过吗？

弗鲁提格（以下简称AF）：当时，在佩尼奥活字铸造所里，

FUTURA是以EUROPE的名字销售的，卖得也还不错。我

提议制作一套由21款字体组成的新字体大家族时，当时铸

造所的老板夏尔·佩尼奥先生就说：“我们的未来就靠这套

字了！”虽然我建议的字体名是MOND，但是兴奋的佩尼

奥先生说叫UNIVERS吧，后来也就这么定了。

Q：这个MOND，是不是法语“世界”（LE MONDE）的意

思？还是德语里指天体“月亮”的MOND？

AF：都不是。最开始画的草稿里，我并排做了M、O、N、

D这4个字母，而正是靠这4个字母决定了整套字体的节

奏。所以我只是觉得这个单词排出来很漂亮，就想起名叫

MOND，并不是什么“世界”的意思。

Q：有一点，也是我以前也一直都想问的：UNIVERS和

HELVETICA 的差异到底在哪里？我个人觉得，UNIVERS
和HELVETICA 在字母造型上没有很大区别，但是字母之

间的空白处有所不同。在UNIVERS里，字母和字母之间的

负型非常漂亮。相邻字母的间隔不远不近，距离都恰到好

处。如果按照您说的“文字编排设计不能像‘钢筋水泥的

丛林’，而应该像真正的森林般美丽。在森林里，树木之间

为了呼吸和成长，需要保持一定的空间” [6]，UNIVERS
字母之间保持的空间，就是这种“树木之间”的和谐，所以

有一种非常稳定的感觉。而相比之下HELVETICA 更像是

“钢筋水泥的丛林”。我这么比喻有问题吗？

AF：的确如此，都不用我再做其他补充了。在苏黎世美术

学院的瓦尔特 ·克希教授教我的时候，我就已经在画一些

草稿，这些到后来成了UNIVERS字体的初稿。但因为当时

我的工作是排版，所以我是像活字那样一个字母一个字母

分开画，然后可以做出不同的组合去看单词的形状。在那

之前的文字编排设计领域仅有罗马体、粗体、意大利斜体

三种变体，而UNIVERS引入了“字体家族”这一新概念。

可以说，有了UNIVERS的登场，才迎来了文字编排设计的

“现代期”。

Q：刚开始UNIVERS原稿制作的时候，您在克希教授的指

导下进行了一些有趣的尝试。在尼古拉·让松的罗马体活字

上画竖线（如左图），是为了把握字母竖线的间距或者说是

节奏感而进行的练习吗？

AF：对，那是在1952年。这些竖线间距是所有字体的基础

所在。

Q：如果要挑选能与UNIVERS搭配的衬线体，您会选什么

字体呢？

AF：对于UNIVERS来说，参考的范本是被叫作“现代罗

马体”的DIDOT、BODONI 等这类字体。所以，如果要和

UNIVERS搭配，这类“现代罗马体”会比较好一些。

（德文原文：“TYPOGRAFIE MUSS SO SCHONSEINWIEEIN WALD –NICHTWIE DIE 
BETONWUSTE IN DER VORSTADT ... ESGIBTABSTANDEZWISCHENDENBAUMEN, DIE 
RAUMZUMATMEN UND LEBENERLAUBEN”，杂志《印刷市场》（DRUCKMARKT），2004
年9—10月号，由克劳斯–彼得·尼古拉（KLAUS-PETER NICOLAY）先生做的采访。）

HELVETICA（灰色）和UNIVERS（黑色）的

小写字母N的比较。把单个字母放大来

看，字母的设计并没有很大区别

HELVETICA

UNIVERS 55 ROMAN

把两个字母 并 排起 来 看，字

间距则有相当大的差别，可以

看出二者的设计理念完全不

同。HELVETICA的字间距是考

虑到标题用字而设置偏紧；

UNIVERS则字间距宽松，简直

让人觉得它就是文艺复兴时期

的一款罗马体正文字体

弗鲁提格先生绘制的“森林里树木之间的间隔”

1952 年左右，弗鲁提格先生为了把握易于阅读的节奏感，在尼古拉·让松的

罗马体活字（15 世纪）的复制品上画的竖线。他应该就是通过这样的训练

培养出了控制字间距的感觉吧

适合与UNIVERS搭配的衬线体。在所谓的“现代罗马体”的字体里，有弗

鲁提格先生以18世纪末法国迪多活字为基础设计的LINOTYPE DIDOT，还有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弗鲁提格先生设计的LINOTYPE CENTENN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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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

美学塑料打造空调新品

文_Text_锦湖日丽 图_Photo_锦湖日丽

今夏，格力空调润系列与免喷涂美学塑料【塑可

丽®】再度强强合作，不仅在使用空调上的细节方面进

行更精细的改进，更在外形上突破了传统空调沉闷的

设计，注入了时尚流行元素，外观给人温润如玉，谦谦

君子般柔和以及侧面鹅卵石的曲线柔美之感。

2015年夏季，格力空调与【塑可丽®】免喷涂美学

塑料再度强强合作，重磅推出润系列，“润”产品一经

上市，就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它不仅在

使用空调上的细节方面进行更精细的改进，更在外形

上突破了传统空调沉闷的设计，注入了时尚元素。

【塑可丽®】免喷涂美学塑料结合国内外色彩流

行趋势、产品设计趋势、家装趋势并对多区域的消费

者进行调研，对2015年质感趋势的预测，推出“润、

闪、亮”系列新品。当锦湖日丽CMP中心将其中“润”

系列产品带到格力空调的新品设计团队后，双方不谋

而合，很快将设计理念与产品定位融合在一起，温润

如玉，谦谦君子般柔和以及侧面鹅卵石的曲线柔美，

再配合层叠的使用，从立体的空间设计给人不一样的

体验，在炎炎夏日中，一股清新自然风徐徐吹来。

 本次润系列不单单是外观的高颜值，迎合“外貌

协会”们的需求，更加大了环保的关注，塑可丽®免喷

涂美学塑料外观靓丽，质感效果丰富，一次成型，可免

除后加工工序，有效解决了传统工艺成本和环保的问

题。本次格力电器与行业标杆【塑可丽®】——免喷涂

美学塑料强强联合，折射出美与环保的并驾齐驱，将

是未来家电行业的前进趋势。

锦湖日丽

锦湖日丽，于2000年由锦湖石化与上海日之升共

同投资组建，是中国第一家在PC/ABS、ABS领域拥有

原料和相容剂聚合技术的塑料改性企业。15年持续专

注于PC/ABS、ABS品类，从原料聚合开始进行深度改

性，超越了普通共混，使材料性能大幅提升。锦湖日丽

推出多项创新产品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成

为该领域获国家发明专利数第一，高端定制化产品市

场占有率第一的企业，并成为PC/ABS、ABS改性塑料

专家与首选供应商。

公司目前拥有上海闵行、广东佛山、上海金山三

大生产基地，年销售额已突破15亿元人民币，其中上

海金山基地预计2015年正式投产。公司成立至今，通

过多项质量体系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并获得CNAS
国家实验室认可资质。

美学塑料打造空调新品
NEW PRODUCT MADE BY KUMHO-SUNNY AND 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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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动画产业的发展及未来
THE DEVELOPMENT AND FUTURE OF CHINESE ANIMATION FILM INDUSTRY

沈阳建筑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高 亮  张 娜  赵 晨

摘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动画片产业度过了漫长、艰难的发展。国产动画片的地位

逐渐在我国变得越来越重要，国人的审美以及对精神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推动

国产动画片的质量也相应提高。但是，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海外动画

片对中国市场也有着极高的渴望。如何可以同海外市场在国内竞争以及如何扩大

输出海外的贸易量，是中国电影现在面临的难题。

关键词：

动画片  动画片产业  动画市场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animation film industry has a long, 
difficult development. The status of domestic animation fil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our country, the aesthetic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the spiritual life, and the quality of the domestic 
animated film are also improved.. However, China is a big country with a 
population of 1300000000, and overseas animation film for the Chinese market 
also has a high desire. How to compete with the overseas markets and how to 
expand the export volume of overseas markets is a challenge for Chinese films.

Keywords:  
Animation film   Animation film industry   Animation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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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带领我们走向了富

强的必由之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人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中国的动画片行业相应快速发展。一些知名度高的民营企业比如华谊兄

弟，是内地第一个上市，在国内动画片的市场份额排第二，公司各项业务

近年保持了快速增长，公司快速成长的外部因素是中国娱乐业的复苏和

巨大的市场潜力，但在发展中，面临业务快速扩张与资金短缺的矛盾。在

当代，国家颁布的系列政策推动着国产动画片的发展，在中国的电影市场

中，国产动画片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不得不面对的是国产动画片票房

的增长、电影市场的喷涌式发展都难掩海外动画影片不管质量好坏都在

国内受到热烈追捧的尴尬局面。

一 中国动画片发展

中国动画启蒙阶段

中国动画片有着相当早的起步，中国的第一部动画片是万氏兄弟在

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于1926年创作的《大闹天宫》，上世纪40年代，他们又

制作了亚洲历史上第一部动画影院长片《铁扇公主》，从此开始了中国动

画的历史。进入六十年代，我国的动画事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成熟期，同时

也是一个顶峰期。在这一时期，每年已经能制作十多部动画。这一时期是

美术电影百花齐放的时期，涌现了大量形式多样的美术片，其艺术特点

得到充分发挥，各种风格日渐成熟，拍出的动画片至今依然是中国美术电

影历史上优秀的作品，在国内外声誉鹊起。1957年，中国成立了一个非常

健全的、专业的动画片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受“文革”影响，

70年代前期中国的动画事业发展缓慢。同时这一时期制作的动画对中国

动画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写实主义和教育主义的动画发展思路，让

动画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定义成“儿童教育片”。这一后果一直影响到

现今的中国动画。“文革”结束后，国产动画片迎来了他的第二个春天。

在秉承以往各种风格的道路上，通过挖掘、开拓题材内容、艺术形式和

制作技巧等手段，大力提高动画制作效果，并取得了可喜成绩。其中1979
年的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长片《哪吒闹海》深受国内外好评。中

国成为系列动画片的概念是美影厂的《黑猫警长》，虽然影响很大，但

只有5集。后面又拍摄制作了《葫芦兄弟》、《葫芦小金刚》加起来也就26
集，这样的生产数量还是远不能适应电视的需求量。其实国外早已经有

了电视动画片，这种动画片不是一集的，而是连续性的，一做就是一个单

元。以前国家规定美影厂每年播放动画片的长度为300～400分钟，而300
分钟的时间相当于十几集到二十几集的长度，对于电视的需求量远远不

够。因此也慢慢允许国外的一些动画片进入中国。最早的有《铁臂阿童

木》、《聪明的一休》、《变形金刚》等。所以在80年代后，一方面引进较

多的国外动画片。另一方面除美影厂以外的电视台开始关注这种样式的

动画片，并开始投资动画片的制作，一些动画片制作公司也慢慢诞生了。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动画事业得到了极大发展，这一时期是20世纪中

国动画片最繁荣的年代。在80年代时期，中国动画片的社会影响和国际

声誉也大幅度提升，但也埋下了中国动漫衰落的根源。十年间，涌现出多

家新的动画片创作部门，改变了美影厂一枝独秀的局面，同时，在这个阶

段创作了许多代表中国动画片的高水平优秀影片，也产生了一批深受广

大群众喜爱的优秀动画创作者。

中国动画中期阶段

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我国经历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一个过渡，同样的，动画产业也受到了一个巨大挑战。上世纪90
年代中国电影经历了一次大的改革：一方面开始引进国外的电影大片。另

一方面就是销售体制上的改革，以前从制作完成后的审批到销售只有中国

电影公司一个口。国内外片子全部的发行都由中影公司来做。价格也不是

根据市场票房定的，而是国家规定的。电影制片厂真正意义上不是一个企

业而是一个简单的制片厂，从开始制作就已经决定了销售。拍好与拍坏与

销售毫无关系。但是通过与国外动画片生产厂家交流经验以及大量引入

外国先进技术，使中国动画片的生产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了新的飞跃。这一

时期，数字生产手段取代了以往的手工绘制方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同时，各种体制的制作单位也得到了多元化发展，制作的数量和质量都得

到提升。然而由于“动画片是给儿童看的”这一制作观念的影响，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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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从题材和内容上都没有得到很大突破。这就导致了我国的动画产

业停滞不前，而在此时，美国和日本的动画产业早已飞速发展。

中国动画的新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的这10年也是中国动

画市场化的10年，1993年以后，中国动画市场开放了，国家不再限制产量，

但也取消了政府收购。这也令国内动画行业开始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挑战，

一个是国外动画片进入中国市场不再受限制，但中国动画片的产量少，原

创作品只适应计划经济下做短片，大量的市场需求量不能被满足。但美国

日本动画业发展了20年，远比中国要成熟，数量也很多，与国内形成强烈

反差，中国动画产业呈现了明显的劣势。另一方面国内在销售上也没有形

成真正的市场，电视台都是垄断的，销售上只有一种价格。面对如此巨大

的消费潜力，国内单方面并没有形成一个市场。90年代的落后，也让中国动

漫人陷入沉思，这一时期的教训也成为中国动漫发展的宝贵财富。冷静的

思考和知识的沉淀会让中国的动画产业厚积薄发，有一个喷涌式发展。

二 中国动画片现状

中国动漫产业在表面上看来形势大好，但是，作为动漫产业发展成熟

标志的动画产业链并未形成，有广泛影响力的原创作品还很少。造成这种

局面的原因有：影视播放系统的垄断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动漫原创不足；

产业运作机构形同虚设；盲目开发衍生产品市场等。中国动漫产业亟待解

决以上问题，中国动漫产业链亟待完整化。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是一个有着非常巨大消费潜力的市场，在中国 
13亿人口中，14岁以下的儿童就有3亿多，这是世界上最大、最固定的动漫

产业消费群体。在这样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面前，中国动画产业却没有

蓬勃发展。这是中国的动画公司应该思考的问题，只有发现问题，思考问

题，才能解决问题。

1 题材范围狭隘，针对低龄化人群

现在的中国动画片只是面对幼儿这个群体，没有考虑到青少年和成

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动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

开始就出现了水平的明显下降，到目前为止还是不能止住颓势。

目前，我国的动画片呈现出过分“低幼化”，大人不爱看，孩子也不

爱看。把动画的受众群体定位在低幼群体，是国内动画界的一贯作风。再

者，在我们动画市场上，至今还没有一部像样的，能够吸引成人看的动画

作品。同时，我国的动画题材、表现形式老套，人物形象描写没有新意。国

产的动画片主题多为历险记，大多以一个主人公为核心，突破重重险境，

最后获得成功，体现出爱和平、保卫国家的英勇大无畏精神。相比中国动

画，我们邻国日本的动画，主人公大多数是有血有肉的角色，表达一个不

败的主题和不朽的头脑传奇，虽然历经险阻，但是生动地表达出了主人公

之间的信任以及难以割舍的羁绊。

2 质量差、原创力不足

对于二维动画片，对科技的要求较低，但是我国和日本等国还是有非

常大的差距。绘画的技术对于一部动画片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对自然和

动物的描写上，美国动画首屈一指，美国动画要求做到自然，柔和，迪斯

尼制作的一系列动画片把这个中心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日本动画对整

个影片的色彩、色调、蒙太奇的要求非常高，尤其要求对跃动感和速度的

表现，比如《超音战士》，在每秒三十八张的限制下，加强了视觉残留，达

到了非常成功的动感效果。而对于《风之谷》、《天空之城》这样动画作品

的场景写实描写，美国也望尘莫及。

而中国动画人物的特点是表情古板、哭笑不自然，技术不成熟、不能

自然地表现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就是画技差距大。不能突破画技一根

筋式的思维，不能将自己的作品变成生动的图像表现出来。这就阻挡了中

国动画的发展，需要努力克服。

一份有关动画的调查显示，在2009年，我国动画产品的产量已经接

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是能够达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作品却非常少，在

中国，青少年最喜爱的动漫作品中，日本、韩国动漫作品占60%，欧美动漫

作品占 29%，中国内地和港台地区原创动漫作品所占的比例仅有11%。我
国本土的动画公司盈利大多是靠承担动画外包业务，为日、韩、美等国家

的动画产品做包装或者画中间画。缺少一个自己有血有肉的动画形象，中

国动画想要崛起就得打破模仿的怪圈，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动画产品。

3 浮躁心态影响了动画发展

目前，我国的动画产业现象可以归纳为“浮躁”二字。虽然有很多人

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动画产业中来，但是不能保持冷静的心态；还有一部

分人全力投资动画产业，但是他们多了一分“一夜暴富”、“快速领先”的

头脑发热，少了一分“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耐心和定力，投资人不明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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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样做动画，跟风的人大有人在。非预知的动画投入模式，反映了各方

急功近利的思想在作祟。

三 中国动画片未来

动画产业被称作朝阳产业、21世纪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是继IT业后

又一经济增长点，涵盖了动画、漫画、游戏、制造业、版权业等诸多行业。

我国对于动画的需求量是非常庞大的，我国18岁以下青少年达3.67亿。截

止2008年底，中国动漫节目年需求量为26万分钟，实际播出只有2万分钟，

不足需求的1/10。中国动漫市场具有1000亿元的市场空间。所以对于中国

动画片产业，改革才是唯一出路。只有改革，才能让中国的动画片产业走

上康庄大道。

1 整装待发的体制改革

动画产业就像一个蹒跚的孩子，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障动画产业

又好又快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是建立健全市场机制体制，完善市场规则，营

造适合中国动画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和竞争环境。不能再用传统的、封

闭的、盲目的制度手段来保护中国动画产业的发展。

管理主体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在文化产业的整个系统中，政

府是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在转型期对深化文化

管理体制改革尤显重要。因此，调整、优化现行不合理的政府文化行政管

理结构，就成为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也成为深化文化产业

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动画被定义成一个产业后，其资源配置就不应该受政府主导而应受

到市场规律主导，政府要以营造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为己任，从直接包揽、

控制动画市场经营，变为宏观调控、规范市场秩序,优化动画产业生存环

境，协调、促进产业发展。动画播出渠道也应深入体制改革，制播分离、公

开公平地收购高质量国产动画作品。只有营造出一个健康的、非垄断公

平竞争的动画产业环境，动画市场才能向成熟演进，资源配置才能实质

性地进入“市场主导”。

2 加强国际合作

在动画产业创新层面上，动画企业主体的创新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是

企业机制的创新，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最终形成企业的良性发

展。其次，积极借鉴、学习、吸收国外先进的动画管理理念和成熟的市场

竞争模式并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动画产业。最后是向集约化发展，集中动画

市场的资源，实行大企业、大品牌、大发展，积极培育享誉国内外的中国

动画王牌企业。

3 改变对于受众群体的狭隘定位

我国的动画产业把受众群体定位在低幼儿，而忽视了青少年和成人

的需求，青少年和成人的购买力是非常可观的，为了保持稳定的市场需

求，就要打开更广阔的消费市场。比如日本，在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

人民生活在竞争激烈、要求高效、快节奏的社会大环境下，在这样的社会

背景下，日本人民需求的动画作品是能够放松身心的，而日本动画以其人

性化、生活化的情节、轻松愉快的表达方式和简洁明了的直观效果，符合

了日本人民的需求。同样的道理，我国的动画产业也需要符合国情，走出

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4 考虑采用新鲜题材

目前我国动画作品的叙述方法整体上比较保守，手段尚显单调，缺少

让人眼前一亮的时代元素。应该改变原来无聊陈旧的主题，市场对创新具

有巨大的需求。全球动画产业的“创意创新”成为焦点话题，原创就等于

“经济效益”。比如日本动画，日本动画的含义很深但不道明，让观众自己

去体会，每看一次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因此这样的动画深受高年龄层的

喜爱，对于青少年，又有很多主题有关于“美少女”、“美少年”、“校园”、

“叛逆”、“恶搞”等动画作品可供选择，而对于多愁善感的各种个性来

讲，又使得“情感”“孤独”“宠物”“残酷”“羁绊”等题材占据了日本动

画的重要席位，对于各个年龄层次的人，有各种类型的动画作品可供选

择。这也是中国动画产业需要学习改进的地方。

5 突破画技的枷锁

国产动画缺乏对新技术的创新以及对传统艺术的运用，比如水墨画。

我们应该学习美国、日本等国在动画方面的技术。从手绘能力到印刷工

艺，再到电影、电视，美国和日本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不断推陈出新。这

也是我国需要不断学习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模仿别人的表皮上。

综上所述，中国动画产业想要崛起就要要解决诸多不良因素，使中国

动画产业全面发展，最重要的是解决动画产业观念有效的更新和变化；解

决动画市场的消费基础和现实依据针对性地进行市场调配；解决动画产

业体制的全方位改革。以此提高我国动画产业的市场的集中度，强化动画

作品的复制性，传播性，刺激中国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对动画创意内容的

新要求，适时调整动画产业的整体布局和发展结构。从而推动中国动画文

化产业的全面发展，动画产业才能全面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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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0世纪前期中国近代设计产业兴起的三个关键
RESEARCH ON THE THREE KEY FACTORS OF THE RISE OF MODERN DESIGN INDUSTRY 
IN CHINA IN TWENTIETH CENTURY

北京化工大学机电学院设计系  张玉花  
中国人民大学现代广告研究中心  王树良

摘要:�

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由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转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

会，旨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洋务运动拉开了中国民族设计产业发展的序幕。19世纪

末、20世纪初,“设计”意识的增强、博物馆与展览会的推动、美术与设计行业的融

通成为推动中国近代设计产业兴起的三个关键因素。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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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pium War forced China to change from a self-sufficient feudal country to 
a semi colonial and semi feudal country,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to maintain 
the rule of the Qing Dynasty opened the prelud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design industry.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enhancement of “design”consciousness, the promotion 
of museum and exhibition , interactions of art and design industry  had become 
three key factor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Chinese desig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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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期是一个沧海横流、风云激荡的时代，在这个中国历史由

古代向近现代跨越的社会转型期，新旧文化的传承与变革，中西文化的交

融与碰撞演化出无数的文化新趋向。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由一个自给自足

的封建社会转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旨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

洋务运动拉开了中国民族设计产业发展的序幕。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

西学的引进、新文化运动以及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上的

巨变推动着中国平面设计产业走向独立、繁荣，中国近代平面设计产业由

此兴起。

 一 “设计”意识的增强与产业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百工”和“技艺”是个颇不受重视的领域，不仅

有“士农工商”等阶层偏见的存在，其更被视为“奇技淫巧”、“惑乱人

心”之术。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清政府发展实业的宗旨下，工艺的

发展大受重视。20世纪初，中国接受日本的影响，引入了“工艺美术”或称

为“实用美术”的概念。随着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一些发达城市和

地区，要求变革传统工艺、发展现代实用美术的呼声日益高涨。

蔡元培关于绘画和图案“平行之发展”的认识、早期中国设计教育对

西方设计课程体系和教育思想的学习都是推动中国社会“设计”意识与

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新文化运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实施推动了近代设计艺术的发展。蔡

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在担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

学校长和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期间，为新式教育体制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

献。他重视实用美术教育，希望通过美育来改造中国社会。蔡元培在1912
年任教育总长后，提出“手工，实利主义也，亦可以兴美感”。[1] 1916年，北

洋政府明令全部中学生要学习手工。192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中小学

必须有7%的手工劳作课。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成立于1918年，是中国最

早建立的由国家开设的美术学校。创办该校的目的有三：一为社会教育界

提倡美育；二为中小学提供师资；三为社会实业界改良制造品。[2]20世纪

前期，一些著名的私立美术学校和国立美术学校都开设了工艺美术系科，

开展实用美术教育，与蔡元培重视实用美术和大力倡导实用美术教育是

分不开的。此时的艺术设计教育立足于向西方现代设计教育的学习，许多

设计教育的先行者都有留学日本或西方的经历，并通过教学、出版发表作

品等形式推介西方的设计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增强了人们对于“设计”

的认识，培养了大批为实业界服务的设计产业的先行者。

 二 博物馆与展览会的推动

近代意义的博物馆在20世纪初出现，给民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感

受，也为全民普及艺术审美与创新意识提供了条件。1905年，清末状元、

实业家张謇创建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图

1）。辛亥革命以后，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的成

立与开放，使皇家秘藏的古代艺术珍品集中向社会展出，公众得以真切地

认识中国艺术的博大精深，也使艺术与技术、美术家和匠师艺人之间得以

沟通学习。

新式展览会是20世纪前期推动中国实用美术发展与社会联系的新方

式。展览会将美术展览与实业、销售结合起来，对于推动实用美术的社会

化、市场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910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在南京举办的南洋

劝业会（图2），是中国首次举办的全国性大型综合展览会，全国各地送展

物品达百万余件，除了国内22省的展品外，英国、日本、美国、德国以及东

南亚数国也有展品提供展出。1919年举行了知名的“苏州画赛会”，1929
年西湖博览会（图3）在杭州举行，这些展会大都本着“赞助提倡国货、促

进工商、直接抵制经济侵略，间接即为自身推进利益”的目的进行，也能

够表明中国人发展日常生活用品在实用和审美两方面需求的变化，明确

了当时民族工业设计创新和生产制造的方向，对中国近现代实用美术之

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此一时期，在清政府农工商部工艺局和民国政府各自的组织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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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通过张謇、蔡元培、朱启钤等有识之士的提倡和努力，中国工艺品积

极参与国外大型展览会，如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

会、1925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装饰艺术博览会、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

举办的国际博览会、1935年英国伦敦举办的艺术博览会等。在这些展会

上，中国工艺品和中国艺人在博览会上频频获奖。这些展会的积极参与一

方面加强了中西方设计文化的交流，同时对于帮助中国设计找到自己的发

展之路提供了参考，为中国近代设计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 美术与设计行业的融通

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上海举办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之后，各

种美术展览层出不穷，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

化，实用美术品和雕塑、绘画的分野也渐趋消失，美术展会在展出绘画、

雕塑作品的同时，还经常展出众多传统工艺品和现代实用美术品。美术

与设计的互通共融使美术走近人们的生活，也使设计审美要素的提升成

为可能。在这股风潮之下，工商业经营者、产业艺人与社会有识之士力

倡改革，转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理念，引进新型机械设备和工艺技

术，与职业美术家合作，创建新型公司，开设工艺学校，改良中国传统的

制造产业。

部分手工行业将美术融入工艺品设计的探索也出现很多新成果，传

统手工艺从业者主动学习美术也成为风潮。例如1924年，潘陶宇、王琦、

汪晓裳、王大凡等人创立景德镇瓷业美术研究社，招收200多名学员学习

绘画技法。1928年，王琦和汪野亭、邓碧珊、程意亭、何许人、王大凡、毕

伯涛、刘雨岑等人组织月圆会，将中国文人画和西洋绘画的表现技巧结合

陶瓷工艺的发展，为陶瓷工艺注入了新的活力。

清末民初，国内多所实业学堂或职业性质的学校工艺美术教育为近

代实用美术向现代设计的转型提供了后备人才力量，成为博物馆、展览会

等全民教育形式的有力补充。各地女子学堂的开设对推动刺绣、编织、服

饰、织造、印染等传统工艺的变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苏绣名家沈寿主持

的南通女工传习所培养出了众多人才。其高足金静芬擅于将西方美术与工

艺技法融入到传统刺绣创作中，30年中任教于各地，学生达千余人。作为

最早设立图画手工课的南京两江师范学堂的毕业生，吕凤子（图4）先后

创办了多所工艺学校，培养了不少工艺方面的人才。1910年吕凤子在上海

创办神州美术社，开展新式美术教育。1912年他回到家乡江苏丹阳创办正

则学校，附设女子职业分校，开办蚕桑科和绘绣科，1935年他担任正则女

子职业学校校长，这所学校是20世纪前期颇具影响的新型女子工艺美术

学校。1937年抗战爆发，吕凤子率学校学生西迁四川，在四川壁山重建正

则职业学校，设美术科、建筑科、蚕桑科、刺绣科及中学部。

在振兴传统工艺、发展工业制造的有识之士当中，不仅有实业家和

工艺美术家，还有不少立志革新的美术家，岭南派画家高剑父（图5）就是

一个代表。他先后通过创办画报、教育、创办瓷业公司践行其“实业必原

于美术”的观点。1905年他参与创办在广州出版的《时事画报》。该画报

不仅从事展览会举办活动和工艺美术品的销售，而且还参与普及美育的

工作，宣传革命，推动了爱国教育。《时事画报》报道了1907年和1909年在

广州举办的展览会及销售工艺品的消息。1912年画家高奇峰、高剑父兄弟

出版《真相画报》（图6），阐述了“美术是工业之母”的观点。1913年高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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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实业必原于美术”，而对传统工艺的改造必须“将合中外为冶炉”，

从而借助推动瓷业来发展中国近代工业。民国建立后，高剑父曾任广东省

工艺局局长、广东省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校长，他期望能够通过美术来振兴

工业，同时，力图在绘画中结合工艺改造旧文人画，从而创造新的更适应

时代要求的文人画。他曾在江西饶州创建中华瓷业公司，试图与一些有志

于振兴陶瓷实业的同道一同实现自己的理想。1925年至1927年高剑父与

高奇峰、陈树人等岭南派画家在广州设彩瓷锔窑，就景德镇素胎瓷器进行

彩绘。这些画家为改变旧文人歧视传统工艺、发展中国现代实用美术所

作的努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是中国现代纺织印染工艺发展的重要时

期，机器生产的手工工场增多，一些采用机器生产的染绸工场向染绸工厂

转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都有很大提高。但由于洋纱、洋布大量进口，

挤占国内市场，中国的纺织印染工艺在经过短暂的兴盛以后很快趋于衰

落。为了振兴民族工商业，一些中国美术家前往日本、欧美学习纺织印染

工艺。画家何香凝、高剑父、高奇峰、张大千等人曾赴日本学习染织美术，

画家常书鸿毕业于杭州甲种工业学校纺织科后赴法国学习，这些留学海

外的美术家回国以后却难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大多转而从事绘画创作和

美术教育活动，如李有行留学法国学习染织美术，回国以后他曾担任上海

美亚绸厂的设计师，数年后便转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

结语

20世纪前期是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现代性获得较

大发展的历史时期。伴随西学东渐，西方的建筑、服饰、饮食、娱乐方式

等传入中国，并受到市民的欢迎，这种状况尤以上海、天津、广州这些工

商业发达的城市较为突出。在工商业发展的推动下，这些城市的商业美术

迅速发展，需要大量商业美术人才，许多接受和学习西方美术影响的美术

家积极参与商业美术活动，中国第一批职业设计师开始出现，专业设计事

务所初具规模。

20世纪前期的中国设计和美术是受到西方先进文明的影响而发展起

来的，西方设计在手段、形式以及理念上先进于中国，对中国设计产生过

重大的影响，中国设计发展初期呈现明显的“西化”特征。但“西化”不等

于“现代化”，中国设计发展的方向是“民族化”。而民族化的重要途径之

一就是从中国传统元素中寻找创意的来源。20世纪前期，在中国早期设计

艺术发展过程中，以杭穉英为代表的月份牌广告画家，以张光宇、郑可为

代表的装饰设计家，以鲁迅、陶元庆、陈之佛、丰子恺为代表的书籍设计

家以及以张聿光为代表的舞台布景设计家吸收西方美术技法，借鉴中国

传统美术元素，消化吸收，成为探索中国现代设计的先行者。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WYC046。

图1  南通博物苑 图2  南洋劝业会 1910年 图3   1929年西湖博览会大门 图4   吕凤子
（1886年—1959年）

图5   高剑父
（1879—1951）

图6   真相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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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视角下家具的形态与意义研究
THE FORM AND MEANING OF FURNITURE ON STRUCTURALISM PERSPECTIVE

南开大学文学院  辛 乐

摘要:�

本文从人类学大师李维斯陀双胞胎神话研究为出发点，从双胞胎神话中探讨二元

对立与统一的结构。以此方法探讨家具形态结构的整体性与物质与意蕴的二元对

立性，目的是力图从结构主义角度研究家具设计中的形态问题，探讨结构主义视角

下家具形态的视觉语言，从形态结构角度分析家具的形态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为家

具形态设计的科学性思考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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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per starts from anthropology master Claude Levi－Straussto’s study 
on mythology, to discuss opposition and unification of structure from twins 
mythology and uses this method to investigate integrity and binary opposition 
of substance and meaning in shape and structure of furniture. The purpose 
is to try to study form problems in furniture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 to explore visual language in form of furnitur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 and meaning of furni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phology, and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and application for furni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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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人眼中，神话传说是荒诞的和毫无根据的象征，但在人类早

期，它却曾经是真理的象征。结构主义大师李维斯陀在其神话与科学的

邂逅演讲中讲到，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宗旨是探求不变的事物，或者说是

从表面上歧异分疏的众多事物当中，追索出其不变的成分。[1] 简单说来，

当尝试去领悟在某些层面上相当复杂的一些现象时，可以将它化约为在

另一层次上较为简单的现象来理解，如果无法化约，还可以去探求存在

于它们之间的关系，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怎样的系统。无论是

音乐的、文学的还是艺术的符码。其中总是内含恒常不变的属性，问题就

在于挖掘出这一切东西之中的共通点，也就是结构，李维斯陀对结构所下

的定义是：“结构是要素和要素间关系的总和，这种关系在一系列的变形

过程中保持着不变的特性。”

1 双胞胎神话中的二元对立结构

“结构主义之父”李维斯陀把结构主义的方法应用于神话学研究领

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透过神话表面上纷繁复杂，缺乏逻辑的表象，

把神话还原为事件的结构，挖掘隐藏其中的内部原因和结构。就像他自己

所阐述的，“一个神话决不可以归结为表面现象，这些表面现象可以千差

万别，它们掩盖着无疑为数较少而又更为实在的结构。”二元对立的分析

方法是李维斯陀对神话进行结构主义分析中的基本方法模式，他把神话

分隔为不同的单元，或者称之为元素、神话素，并将他们重新加以组合排

列，进行新的诠释，把神话中蕴含的二元对立关系清晰显露出来，模式化

地显现出来。[2]

李维斯陀在其著作《神话与意义》中列举了这样一些双胞胎神话，一

则是关于一个邪恶的男人诱骗了一个女人，使其生下双胞胎，双胞胎中的

一个来自于她合法的丈夫，而另一个来自于诱骗她的邪恶的男人。由于这

对双胞胎来自于不同的父亲，他们正好拥有完全相反的性格，一个英勇一

个怯懦，一个带来好运，另一个总是带来不幸。另一则关于双胞胎的神话

的结局则是：双胞胎中的一个变成太阳，一个成为月亮，一热一冷，一个

代表白天一个代表黑夜。双胞胎小孩在许多神话中都是以二元对立的姿

态出现的，有善与恶，生与死，光明与黑暗或者平凡与伟大。他们总是拥

有截然不同的性格和命运，甚至各自来源于在某些层面上完全对立的父

亲，但是不可避免的相同点是他们必须由同一母体孕育而成，无论是对

立还是截然相反的事物，都会统一于同一个母体，而统一的母体又将分

化成新的对立。显然，在原始人类的思想中，各种对立的事物都产生于同

样的世界，所以处处充满对立的世界必将源于统一，并相辅相成，在此消

彼长中发展和平衡。

2 家具形态的结构分析

家具是人类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典型的人类创造活动的产

物，包含技术性因素与艺术性因素为一体，以实用功能为基础并体现一定

的审美情趣，因为家具的时代风格和艺术特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生

活和民族文化背景。因此，家具的形态可以看作一种视觉造型语言，用结

构主义方法理论对家具形态进行分析，运用于家具设计理论中。家具形态

可以化约为由线条、图形、色彩、材质等造型因素所组成的结构系统，它

与家具形态所传达的信息，如基本功能、使用方式、附加价值等在社会文

化背景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达一定的意义。

2.1 家具的二元性——物质与意蕴

家具首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性实体，不同功能的家具根据自

身构成需要由不同的规则而构成，由造型、色彩、材料、肌理、装饰等要

素构成其整体形象。家具的物理性主要传达实用功能，即家具的使用内

容。其次，家具作为物理实体还拥有一定的意义，它既表现功能又传达情

感。家具的意义是其象征功能，传达意蕴，体现在形态中主要传达使用者

的主观价值。家具形态的实用功能与象征功能处于此消彼长的对立统一

之中。

图1是中国古代帝王的宝座，以现代设计的观点去考量和分析它，其

作为坐具在基本物理功能的实现上是很不科学合理的，扶手之间足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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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两个人的体量使就坐者双手无法舒适够到扶手，坐深的尺度也并没有

参考人的身体尺度，就坐者的后背靠到靠背时是一种极其不舒服的坐姿

和体验，可以说，宝座座椅并没有实现其作为扶手椅的最基本实用价值。

然而，宝座是至高无上的荣耀，皇权与地位的象征，这也是它最重要的价

值点和意义，而比平常座椅大出两倍的体量，繁复精细的雕刻与奢华的装

饰等都是为了实现这个象征功能而服务的。[3]

家具设计的二元性体现在它总是一分为二的，既有具体物质的表现

方面，又有抽象思想的内涵方面，缺一不可。家具设计必须利用物质的载

体——形态、色彩、材质等呈现它，而家具的内涵或意蕴则深藏于形象之

中，这种既是物质又有意蕴的二重性在我们对家具的知觉中是一直存在

的。[4]正如当我们关注帝王宝座的整体形象时，同时也能清晰感知到宝座

作为一件家具与周围环境和其他事物的区别。正是由于具有这种物质性，

宝座的形态才能成为一种形态语言，或者一种符号来传达意义，而符号

的意义也只能通过物质性的能指而显现出来。

2.2 家具的整体性

语言符号也具有词形和含义，在语言中，词作为最基本的元素存在，

每个词本身都有单独的意义，所有的词义按照一定语法规则组合起来构

成完整的意思，同时词也可以单独产生意义，但通常我们领会了一个词的

意思后就不再关注这个词本身的形态了。词本身作为传达意义的工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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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意义之外。比如出自《庄子·知北游》中的句子，“人生天地之间，若

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这个句子整体是说，人的存在与世界万物相比只

不过是短短一瞬间，很快就会过去。若将这个句子中的词语“白驹过隙”

单独拿出来看，它是说白色的骏马从一道缝隙之间飞驰而过，比喻光阴易

逝，表达了一个全新的和完整的意思。

家具与语言在符号角度来看具有相似的结构关系，但又存在着本质

上的差别：家具造型语言是三维的，具有空间性，而日常语言是一维的，

具有时间性。语言依照固定的语法规则、词语以一维顺序组织句子，构成

文章，表达意义。而家具造型语言却没有单一、固定的“语法”，因为家具

种类繁多，各种语汇与造型语言比起语言来说复杂得多。家具的每一个

形态要素都无法离开家具这个有机整体而独立存在，形态要素总是与整

体形象紧密相连的，可以分析出每个形态要素在家具中存在的意义，但家

具的整体意义并不等于每个形态要素意义的简单相加。同时，家具的形

态语言不会把人带往超出其自身意义之外的地方去，其形态、色彩、材质

与意义总是相生相伴，若其想要表达的含义脱离了家具的形态、色彩、材

质、这种意义就无法被受众所感知和理解。

图2是丹麦设计师雅各布森1958年的经典作品—— 天鹅椅，整体看

来，整个椅子是一个完整的有机形态，是富有生命力的象征，我们很难区

分哪个部分的意义多一些，哪个部分的意义相对少一些。单独来看天鹅

椅中的形态要素，其整体造型似一个静态的天鹅，椅子使用了玻璃钢、绒

布、钢管支架这几种材料制作而成。色彩方面，这把椅子有红、白、黑、

绿、紫、卡其这几款颜色的配色。天鹅椅的形态是一个整体的、有机的

符号，它的含义不是简单的将造型、材料、颜色等要素部分的意义相加而

成。这一点还可以从格式塔心理学中找到依据，整体不等于各部分相加之

和，整体大于局部之和。

3 总结

从结构主义角度对家具形态结构进行研究，将形态从实用功能和象

征功能角度一分为二看待，从物质与意蕴方面挖掘一件家具中恒常不变

的属性，可以打开一个新的视野去看待家具的形态，把家具的形态作为一

种视觉语言、一种系统结构去解释家具形式的本质与内容，使形态设计建

立在科学基础之上，而不是将家具的形态设计中的审美性归结为灵感所

致，以此探索家具的形态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更能够全面把握家具中物质

与精神的双重意义。

图1 古代皇帝的宝座

图2 天鹅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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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以人为本的交互设计理念在产品设计中的作用日益显著，越来越多的设计师

开始研究如何更为有效地运用交互设计。本文以交互设计中目标导向设计理论为

依据,具体解析了用户在使用产品过程中认知负荷的产生原理,并从内部认知负荷、

外部认知负荷、关联认知负荷三个方面探讨了如何运用目标导向设计理论减少或

者改善途径行为，增强有效行为，减少无效行为，以期减轻人们在使用产品过程中

产生的认知负荷。

关键词：

目标导向设计  认知负荷  交互设计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people-oriented concept of interaction design, which plays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oduct design, more and more designers 
begin to research on how to more effectively use the interaction design. Based 
on the goal-directed design theory of interaction design, we specifically parse 
the generating principle of cognitive load while users use the products. From 
three aspects——the internal cognitive load and the external cognitive load 
and the associated cognitive load——we discuss how to use goal-dir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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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标导向设计的理论分析

目标导向设计顾名思义是以用户的目标为目的，进而引导设计的设

计理念，其出发点是以人为本，根据目标人群的具体需求进行设计，而不

是将设计师的意愿强加给用户。目标导向设计中的目标可分为两类，一是

目标用户，二是用户目标如图1。目标用户具体指产品的受用人群，包括新

手用户、普通用户以及专家用户，而减轻认知负荷所设定的目标用户指的

是新手用户，因为专家用户对于产品太过熟悉，甚至本身参与到产品设计

的过程中，因此，不可能在使用过程中有明显的认知负荷；而普通用户已

经习惯产品的设置，或者已经使自己适应产品的设置，也不会产生明显的

认知负荷；因此只有新手用户由于对产品不熟悉，并且仍保持着自己的行

为习惯，所以在最初使用产品时，会产生明显的认知负荷，可观测性强，有

助于数据的记录。用户目标即用户目的，比如人们使用手机的目标可以是

打电话也可以是发短信，因此打电话和发短信就是不同的用户目标。任何

行为都是围绕一定目的展开的，对于目的有用的行为是有效行为，而无用

的行为则是无效行为，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减少无效行为、增强有效行为

从而达到减轻产品使用中的认知负荷。而设计是手段，是实现目标的辅助

途径，途径有很多种，因此设计也有很多种，但是途径不同，产生的认知

负荷也不相同，所以目标导向设计是运用优化设计使途径最便捷，产生

的认知负荷也最少。

因此在设计的前期，必须做好相关市场调研。首先锁定目标人群，明

确目标人群的需求，确定其行为或使用目标；然后通过理想使用者体验的

方式全面分析此目标，列举出为达到目标所需要的行为过程，以及每一步

行为的实现方式（可多种），确定产品的具体功能；最后进入设计阶段，包

括设计产品的基本框架，如定义信息和功能如何表现；然后将产品细节进

一步细化，例如外观设计、界面设计、行为约束、信息完整性以及视觉化

效果；最后进行设计具体化，将整理好的设计理念付诸实践，保持现有设

计概念的完整性。

2 认知负荷的理论分析

2.1 认知负荷的基本理论

认知负荷亦可称之为认知负担，其理论研究是在心理负荷或脑力负

荷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所展开的进一步研究，认知负荷的实际意义是人在

对外界或内部信息加工过程中所占用的心理认知资源的总量，因此认知

负荷主要是从认知资源的“消费”角度来分析目标人群的负荷量。 
认知负荷的理论基础是假定人类的认知结构由工作记忆和长时记

忆两部分组成，当处于工作记忆时，我们的脑容量是有限的，一次只能储

存5-9个信息或者信息组块，而当要求处理信息时，因为存储在每条信息

中的元素之间交互也需要占用工作记忆空间，这就减少了能同时处理的

信息数，因此工作记忆一次只能处理2～3条信息。长时记忆的容量是无

限的，记忆的基本方式是图式，它是指个体对外界的知觉、理解和思考方

式、心理活动的框架或者组织结构。人们在学习新任务时，如果能从长时

记忆中获取这类知识或相关知识的框架，人们就可以通过这种知识框架

所提供的方法进行学习，由于是熟悉的方法，往往会事半功倍，在学习过

程中所产生的认知负荷也会随之而减小；如果不能获得相关的学习方法，

则得采取随机学习的方式，当然不会减轻认知负荷。

总而言之，认知负荷理论给人们提供了认知负荷的来源以及产生原

理，通过此可以改善设计，提高设计的可用性和易用性。

3 利用目标导向设计减轻认知负荷

3.1 利用目标导向设计减轻外部认知负荷

外部认知负荷是指由于设计的不恰当从而产生的与人类认知加工过

程（如图式建构或图式自动化）没有直接关联的活动，而施加给工作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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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荷。外部认知负荷主要源于认知任务的设计和呈现方式不当、以及

与实际目标无关或者相关度较小的活动等方面。因此减轻外部认知负荷

主要从这三方面入手，首先是任务设计，根据前文的描述，当要求处理信

息时，工作记忆则一次只能处理2~3条信息，因此明确目标任务，设计途

径任务最好不要超过3个；然后是无关活动，可以和任务设计结合，减少

到达目的的途径任务即与目标任务无关的途径任务，如图2所示是打电话

的正常途径，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老年人使用手机的特点，老年人使用手机

主要就是打电话，因此我们可以固定设置打开手机直接跳转到通讯录页

面，而且通讯录的字体要大，方便老人查看。最后是呈现方式，指任务的

表现形式，可以是文字的、图表的、或者图文并茂的，针对不同人群可以

选择不同的表现形式，针对专家用户可以选择纯文字的，节省空间，储存

更多的任务，针对普通用户可以是图标的或者图文并茂的，而对于新手用

户，最好是图文并茂的，具体又形象，有助于对任务的理解。

3.2 利用目标导向设计减轻内部认知负荷

内部认知负荷反映的是元素内部之间相互联系形成的负荷，它受所

要学习掌握的任务本质与学习者相关专业知识之间的交互程度所影响，

设计师不能对它产生直接的影响。换句话说，内部认知负荷产生的途径

有两方面，一是认知任务本身，二是操作者已有认知结构。因此减少内部

认知负荷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任务本身，任务本身存在难易程度之分，包

括两个方面，同一任务针对不同人群，难易不同，比如接受现代教育的年

轻人比老年人更易接受电子类产品的各种功能，因此年轻人和老年人的

电子类产品设计就要不同，对于年轻人,电子类产品功能间的关系设计可

以使网状的，方便他们进行功能间的转化以及联系，而老年人的电子类产

品的各功能之间的关系设计最好是平行状的，方便其记忆使用；另外一方

面指针对同一人群，不同任务的难易程度不同，比如对于老年人来说，发

短信比打电话要相对困难，因为打电话只需要打开通讯录找出要打电话

的目标人即可，而发短信除此之外还要逐字编辑再发送，所以老年人的手

机。二是学习者的知识结构，由于学习者的知识结构、学习者的受教育程

度决定了学习者接受新任务的快慢，我们可以根据学习者知识结构特点

设计任务本身，需要学习的任务所需的知识与学习者已有的知识结构越

接近，学习过程中产生的认知负荷就越低。比如利用人们固有的搭配意识

设计相关产品，例如针线相连，手机屏幕的滑动解锁键就可以设计成针在

屏幕直线滑动解锁的形式。

3.3 利用目标导向设计减轻关联认知负荷

关联认知负荷是指与促进图式构建和图式自动化过程相关的负荷。

关联认知负荷是指人们对认知任务进行实质性认知操作而承受的负荷。

实质性认知操作内在表现为形成图式建构与图式自动化的活动或者相关

活动，外在表现为对认知任务有意义的认知过程与结果。很明显，关联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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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负荷是指学习者本身对认知任务的有效认知。因此减轻关联认知负荷

要利用与工作记忆相关的长时记忆中的图式帮助工作记忆提取和加工新

信息，直接驱动行为。例如现在老年人流行跳广场舞，随之老年人唱戏机

也火了，对于唱戏机不能简单仿照年轻人的平板电脑设计的少即是多的

原则，而应该参照以前的收音机的形式，将各种按钮做出来，让老年人有

具体的触感接触。

4 小结

利用目标导向设计理论减轻认知负荷，最重要的两点是确定目标、

设计任务。具体方法是首先确定目标人群以及任务目标，根据目标人群的

特点分析目标任务，找出最好的途径任务，即如何设计策略引导人们更有

效快速地达到目标任务，减少途径任务过程中产生的认知负荷。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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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偶然形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ACCIDENTAL FORM IN GRAPHIC DESIGN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李蓟宁

摘要:�

偶然形是一种特殊的设计语言，由于它兼有抽象、变化、不规则的形态特征，在各

种领域中人们常常对于偶然形的应用与解读带有一种不确定性的认知。大大影响

了偶然形的应用发展。本文希望通过对偶然形的概念，方法以及作用进行论述，并

结合具体的平面设计案例分析，进一步揭示偶然形是如何在设计中发挥作用，从而

让更多的设计师能用好偶然形，也给视觉设计带来更多的创意。

关键词：

偶然形  平面设计

Abstract：�
Accidental form is a special kind of language, because of its abstractive, 
variational, irregular morphology, people in various fields often are incidental 
to the appl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cognitive-shaped with uncertainty. 
It greatly influenced the shape of accidental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ims to shape the concept and methods of occasion, and discusses 
the role and graphic design combined with specific case studies to reveal how 
accidental shape is to play a role in the design, so that more designers can use 
occasional shape, and bring more creative visu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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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动机

（一）偶然形的独特性

偶然形的形状、色彩、质感具多变化的特性。偶然形形成过程中各

种因素或部分因素的不受控性，是它区别于其他形或设计元素的最大

特征。

（二）“因物象形”的趣味感

偶然造型会因为全部或其中部分神似自然界的某些物体而增加起趣

味性，大部分人喜欢对自然界的各种形态穿凿附会，而因物象形的认知，

容易使某一些形态印象深刻。

（三）电脑工具的反思

电脑的确带给设计界一个翻天覆地的冲击，软硬件的快速发展使电

脑不仅能极大地缩短平面设计的时间，也拓宽了创意设计更多的可能性。

电脑软件的滤镜特效和质感处理可以轻易地制造出“偶然形”，但电脑程

序在相同参数设定下其结果是一样的，人为的偶然形则否，偶然形有一个

不能避免的外力因素在造型中，如人力、地心引力、浮力、离心力等，做成

的形也常有一种合理的肌理，在许多不确定中有一份可贵的人性和自然。 
偶然形应用于视觉传达的范围非常广泛，含盖了平面、立体及多媒体

设计等，本次研究仅以平面设计为主轴对偶然形进行探析。

二 偶然形概述

偶然形也可以说自由形或偶意形，在形的分类中，偶然形的出现是一

种不经意的自由形。在形态产生的过程中是不受控制的一种类似意外的

造型。在广义来说，凡是人或自然在不经意的情况下所留下的痕迹都可

以说是一种无意识的形，也可以说是无意义的形。喷洒的液体色料、纸张

通过揉皱后的肌理；自然界中大理石的纹样、地面的龟裂等都是偶然形。

凡是不能经过复制的，皆可以称为偶然形。偶然形本身不代表任何意义，

只是单纯的造型而已。 
偶然形具备三合一形态的特性，包含形状、色彩质感，其形式上无论

形状或色彩，带有律动、渐变、连续、反复的多项因素，使得偶然形充满了

美感。制作偶然形的过程里也因加入了外力的运动因素（人力、自然力、

引力、离心力、重力等）使偶然形充满了动感。更由于不同的颜料与工具，

制造了不同的造形与质感，这几种奇妙的组合后的偶然形，往往给人一种

新的视觉感受。

三 构建偶然形的方法

偶然形是一种独特的图像，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奇特性与美感，其形

成方法决定了其具有强烈艺术性与原创性，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意念

纯粹而强烈得呈现出来。虽然偶然形无处不在，同时创造偶然形的方法也

很多，但我们可以根据偶然形的构建特性，把偶然形的产生分为以下3种
方法： 

1 通过自然元素的干预产生的偶然形，如通过水力、风力、热力干预

产生的偶然形。如图1所示，利用墨汁在水中的渗透融合产生出独一无二

的偶然形，这种技法多运用在中国绘画当中，类似技法还有吹墨法、泼墨

法等。

2 通过自然力（压力、重力、引力、摩擦力、惯性力）干预产生的偶然

形。在制造偶然形态时，会有一种自然力的介入，尽管这种自然力是一种

没有主观意图的行为，但在结果的造型中却无形创作出独有的造型感。 
如图2所示，利用海绵、手掌为工具，把颜料借助压力、摩擦力的作用随机

绘制出了图中形态。这也是在设计与绘画中表达肌理的常见手法。

3 通过物质的重构、组合的随机性来构建偶然形。虽然有很多物质本

身是具象的，有规律的。也可以通过重新组合产生出我们需要的偶然形。

如图3所示，画面中的物质是我们熟知的树枝，通过随机的生长以及组合

重构，产生的造型也能符合偶然形中随机、抽象的意境。

三 偶然形在平面设计中的作用

1 构建画面的美

视觉美感不仅仅是观察的时候由眼睛所受到的刺激来决定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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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认为：人对造型的感觉其实是和记忆的痕迹有很大关系，根据新旧相

似性互相干涉，新的意想如果是一种很不确定的造型，会随语言或其他

指示改变原来我们对眼前事物的造型知觉，从而决定了我们对事物美感

的判断。所以，偶然形以多样性及不确定性的造型性格，常予人和记忆的

痕迹相连，从而对形态的解读产生无限的可能性，当然也可能有无限的

美感。

以图4为例，该作品是北京紫云轩茶事的封面设计。结合该餐厅的产

品主题以及东方美学的设计思想，画面以不规则的茶叶随意散落摆放，

搭配框架相对稳定的紫云轩标志，两者形成了有效的形意、动静、虚实对

比。东方美学的意境也在这抽象的偶然形中得到了恰到好处的演绎。

美是由对比产生的，在平面设计中往往需要通过不同的对比方式来

构建画面的美感。以图5为例，作品是耐克运动品牌的一幅足球广告。广

告画面中最鲜明的设计手法就是在足球员身上利用了不规则、点带状的

偶然形表达出主角的动感和力量。同时，充满动感、虚幻的偶然形与画面

中清晰的人物形象、单色的背景形成了整体和零散、动感与平静的形式对

比，使画面产生出独有的美感。

2 传递画面的意

偶然形虽然不能像具象形那样容易理解和传递精准的信息，但在平

面设计中也有它独特的作用。以下面图6、7为例，偶然形具备了不规则的

造型特征，以及抽象的画面语言，从而能在平面设计中与各种元素和形式

传递符合其特质的作品主题。以图6为例，作品通过水墨形式的方形去阐

述企业“方滋未艾”的文化理念，当这个符号用偶然形的造型语言包装以

后，企业文化的意境顿时升华，意境产生美感，美感烘托出意境。偶然形

是一种独特的图像，其形成方法决定了其具有强烈艺术性与原创性，也可

以在某种程度上让意念纯粹而强烈得呈现出来。

偶然形由于它的不确定性形成了一种相对抽象的画面表达，适合于

音乐、艺术、价值、文化等抽象概念的形式表现。以图7为例，这是艺术家

译彬的“烁”油画展海报设计，译彬是国内专注抽象艺术创作的艺术家，

她的艺术表现自然，大胆。海报画面中那些似迷离的夜色、闪烁的灯火、

春池的碧波、纯净的云朵的抽象表达，更能有效传递作者进行生命存在

价值的拷问和思索的艺术追求。

四 结论

偶然形是一种特殊的设计语言，它兼有抽象、变化、不规则的造型、

色彩、层次和质感。偶然形的应用有助于平面设计中形式美感的构建，

传递符合其变化、抽象特征的主题意境。对于设计者而言，偶然形无疑

是图像表达方式中的一种特殊选择，只要能够掌握好偶然形的特性与作

用，我们就可以创造出新的视觉观念与构成方式，给视觉设计带来更多

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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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游憩设施设计
LANDSCAPE RECREATION FACILITIES DESIGN

沈阳建筑大学设计学院  王 鹤  郭兴琦  

摘要:�

近几年，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兴起与不断发展，出现了大量的景观游憩地，景观游憩

设施的设计也引起了广大设计者的关注。本文着重于户外游憩，从户外景观游憩设

施的整体设计着手，结合中外游憩景观设施设计，研究了户外景观游憩设施设计的

依据、理念以及如何进行户外景观游憩设施设计。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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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ourism,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landscapes. As a result of it, the design of outdoor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in tourism landscapes has caught much attention.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otal design of outdoor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in tourism landscapes, 
combining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outdoor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in tourism 
landscapes. Moreover, the article also aims to make studies on the basis and 
concept of the design of outdoor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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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旅游业的兴起与不断的发展，人们的户外游憩需求日益强

烈，因而有必要对风景名胜区游憩设施的规划设计进行系统研究。景观

游憩设施规划设计并不能一蹴而就，要明确景观游憩设施的依据、理念

以及发展路线。

一 户外景观游憩设施设计的依据

游憩体验与满足是游憩者所需要的终极产品，因此游憩设施的设计

能否满足游憩者需要决定了游憩者的判断水平。户外游憩设施是指风景

名胜区内工人们进行户外游憩活动使用的器具、建筑物、系统等，游憩设

施是尤其活动的载体。首先，景观游憩设施的设计一定要基于游憩发展的

理论。根据地域经济文化发展、年龄的不同对景观游憩设施进行不同的设

计。例如，儿童和老年人的设施满足条件是不同的，大多数儿童对游乐设

施感兴趣，针对青少年就应该集中设计游乐设施；而老年人因为年龄限制

容易疲劳，以及部分老年人带着儿童进入玩具游乐设施，所以针对老人应

该建造休憩场所，方便老年人休息。[1]其次，景观游憩设施的设计要遵循游

憩空间布局理论，分析各个游憩活动间的关系是否关联或者互补，游憩设

施的配置应该按照点状，线状还是块状。点状的游憩设施布局主要是指游

憩设施十分分散，没有固定模式可循；现状的游憩设施布局主要是指按照

游览小道将游憩设施连接起来，可以顺着一条道路经过所有游憩设施，块

状游憩设施一般出现在大型的风景名胜区内，设计者将一部分游憩设施

作为一个系列加以发展。在空间布局上游憩景观设施的布局有集散和点散

两种模式。一般来说，具有竞争性的游憩设施应该分散开来，避免消费者

置身难以抉择的境地；互补游憩设施应该具及开放，有助于发觉景观的整

体化优势。游憩设施的设计必须考虑自然环境的承受力，包括生态承受能

力，水容量以及风景容量。对于环境承受力较强的区域可以集中开发游憩

景观设施，环境承受能力较弱的地区应该分散开发游憩设施。最后，景观

游憩设施设计要遵循景观生态学理论，户外游憩设施设计要有地域特色，

既要适应地形地被等微观条件，也要适应区域社会宏观环境，游憩设施设

计必须处理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保持景观区的持续稳定发展。[2]

二 户外景观游憩设施设计的理念

根据不同的景观游憩设施应采用不同的设计理念。例如风景观赏区的

游憩设施，应该具有艺术性，与风景和景观相衬托，江苏苏州园林是著名的

景观区。游苏州园林，最大的看点便是借景与对景在中式园林设计中的应

用。中国园林讲究“步移景异”，对景物的安排和观赏的位置都有很巧妙的

设计，这是区别与西方园林的最主要特征。中国园林试图在有限的内部空

间里完美地再现外部世界的空间和结构。园内庭台楼榭，游廊小径蜿蜒其

间，内外空间相互渗透，得以流畅、流通、流动。透过格子窗，广阔的自然

风光被浓缩成微型景观。这样不仅使得面积有限的苏州园林能够提供更丰

富的景观，更深远的层次，而且还极大地扩展了欣赏者的空间感受，着重于

欣赏层面。再如奥兰多迪斯尼乐园，在乐园中设有中央大街、小世界、海底

两万里、明天的世界、拓荒之地和自由广场等。中央大街上有优雅的老式马

车、古色古香的店铺和餐厅茶室等；小世界是专给孩子们设计、为他们所向

往的娱乐天地；在“海底两万里”，人们可坐上特制的潜艇，时而来到一片

生机勃勃的热带海床，时而又来到阴沉寂寥的寒带海床，尽情观赏五光十

色的海底植物和水族，甚至还能看到满载珠宝货物的沉船和因地震陷落海

底的古代城市；并可亲自到“月球”去游览一番；如果来到拓荒之地和自由

广场，那就另是一个天地了，在这里人们可以重温当年各国移民在新大陆

拓荒的种种情景，和英国殖民时期美洲大陆的状况。走在迪斯尼世界中，

还经常会碰到一些演员扮成的米老鼠、唐老鸭、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更

使人童心复萌，游兴大发。迪斯尼世界不仅是个游乐场，同时又是一个旅游

中心，游客来此还可以到附近的海滩游泳、滑冰、驾帆船，到深海捕鱼，乘

气球升空，或是参观附近的名胜古迹。这些丰富多彩的节目，给迪斯尼世界

更增添了几分魅力。由此可见，乐园的游憩设施大多数都与餐饮业与游乐

有关，并且能够吸引儿童前去游玩，着重于吸引游客的目的。又如故宫这样

的历史遗迹，北京故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皇家宫殿建筑群，因

而故宫的游憩设施必须在保护故宫景观的大提前下，体现故宫高贵冷艳富

有历史感的气质，同时给游者给予一定的保持距离的警告。

三 户外景观游憩设施设计的实践

景观游憩设施设计不仅要根据已存在的理论，更要因地制宜，有人性

化的设计，满足人们的需求，设计的位置、数量、方式都要考虑人们的行

为心理需求。景观区的照明设施一般以泛光照明和灯具照明为主。户外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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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都是用泛光照明，泛光照明是指使用投光器映照环境的空间界面，使

其亮度大于周围环境亮度的照明方式。注意造型需与户外景色的颜色相

协调。景观游憩区的卫生设施包括垃圾箱、饮水器、烟灰缸、公共厕所等

设施，合理安排卫生设施不仅能满足人们对整体环境视觉上美的需求，

而且是人们在公共活动中身心健康的必要条件。以垃圾桶为例子，垃圾桶

应该建造在人口密集处和交通节点处，其机能应该简便，特别是开启盖子

设计方面应该便利，易操作。垃圾桶多在室外，要做好防雨防晒的保护，

社排水孔，避免制造新的污染源，并且做好垃圾分类。游憩设施设计中解

说设计也至关重要。观赏的目的在于追求高品质的游憩体验。解说服务

则是协助游客获取此种体验并教育游客，是他们从游憩过程中产生对环

境的关心与珍惜之心。解释设计时应该选择游人容易看到且不会破坏原

有的环境；公共标识牌应该与周围环境协调统一、醒目、避免被遮挡或移

动；既做到明确指示，又不滥设。[3]

四 国外对景观游憩设施规划的研究和实践方法

西方发达国家从60年代开始就开展了大量的景观游憩设施规划研

究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经济政策法、PASOLP法和活

动计划和监控系统方法，经济政策法是根据现有市场资源和设施，对游

憩设施价值进行估算，举出多种可行建设方案并对建设方案进行价值估

算，选出最佳执行方案；PASOLP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调查与分

析，对资源、市场、体制进行调查评估，确定游憩兴趣地和潜在的旅游流；

第二阶段是对旅游政策和主要旅游流进行分析，明确旅游发展目标；第三

阶段是整体规划，第四阶段是游憩和旅游发展的影响评估。PASOLP法的

最大特点就是层次分明，综合性突出，注重市场研究和政策对旅游发展

计划的影响。用这种方法可以对景观游憩的设施进行设计定位，淘汰劣

势的设施设计方案。活动计划和监控系统方法，这是设施完美付诸于实

践的保证，要根据游憩者随时改变的要求和心理行为改变游憩设施的设

计方案。这种方法属于追踪评价方法，是规划管理的重要内容，有助于规

划方法的完善和规划理论水平的提高。

五 国内对景观游憩设施规划的研究

国内对于游憩设施并无大量的研究，仅仅在游憩规划、游憩项目、游

憩地等方面文献中有部分阐述。对于游憩项目的研究主要在于项目设计

的方案和程序。张汛翰从规划设计的角度提出由资源条件、市场分析、创

新因子、校验因子等四部分组成的游憩项目设置方法。[4]吴为廉等在《旅

游 康体 游憩设施设计与管理》中从发展历史、功能、设备要求、布局、使

用方法、细部的角度提出了各种类型康体游憩设施规划设计的要求、标

准、设计要点、注意事项等。[5]李维冰在《旅游项目策划》中提出休闲项目

应尽可能给游客提供一个开阔的空间，注意白天活动与“夜生活”的合

理平衡组合；娱乐项目应保证游客安全，项目形式不断更新，有适度的难

度、趣味。[6]周蕾芝等对杭州小和山森林公园内不同下垫面性质的游憩设

施点进行各项生态气候要素的实际观测分析，得出结论认生态公园内游

憩设施面积不宜过大，不宜成片，设施建设所采用的建材以竹木等含水量

大不易吸热的材料为宜。[7]施丽珍以金华市郊九峰山为例子，对野营、野

餐、烧烤野炊、定向越野、科技宫、游乐场、滑草场等游憩活动与设施的开

发与设计进行了研究。[8]江海燕研究认为，在以自然景观为主的各种游憩

地，步道系统是其重要的交通配套设施，并结合具体案例，从景观序列组

织、景观节点布局、线路选择、与其他交通方式的接驳等方面，总结了步

道系统几种典型的规划设计模式。[9]

六 国内景观游憩设施的现状

目前我国国内景观游憩设施的设计还是很不全面的，游憩设施大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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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乏味，只是配备了简易的设施，不仅质量不过关，连数量也不过关，一大

片空地上只有零星的简易设施。大多数游憩设施并未与周围环境相结合，

显示出极大的不协调感觉。例如江苏麋鹿自然保护区，观看麋鹿的设施寥

寥无几，游客要排很久的队才能使用观看麋鹿望远镜。再如绵阳市人民公

园，缺少大量的健身场地，导致运用人员占用别的领地，风景区原有植物资

源较为丰富，长势良好，但是缺乏合理地利用管理，游憩设施的利用率也普

遍不高。植物配置缺乏整体的艺术和景观设计，绿化形式单调，品种单一，

园内有多处成片树林采用的是较老机械种植手法，还有部分植物开始衰

老。有些树丛显得杂乱无章，甚至成了垃圾庇护地，严重影响公园景观。

游憩使用者对游憩设施的伤害也使得游憩设施状况每况愈下，2012
年8月9号，湖北咸宁淦河游憩带月亮湾一带座式景观灯50余个不翼而飞，

这些景观灯的电缆也一并不见踪影，多个座式景观灯被损毁；滨河西街

一带，几乎所有的座式景观灯电缆不见踪影，个别站式景观灯外套被损

毁；滨河东街一带，6座以上站式景观灯被损毁，其中一座只剩一副铁架

子。随后在市路灯管理局拿到一份2012年3月份至8月9日的城区景观照明

设施损坏清单。该清单显示，短短五个月时间，市区景观照明设施共损失

175W金卤灯110盏、250W金卤灯155盏、VLV22 4*35电缆3060米、护套线

1560米、400W电源变压器12台、洗墙灯52米、3米灯柱4组，损失金额达

287482元。有时候，景观游憩设施是很有些的设计，然而并未受到游客的

爱护，导致设施状况很糟糕。

七 景观游憩设施的设计须知

景观游憩设施的设计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设计者在设计

前应该根据游憩设施设计理论和先前设计者的经验，制订好初设计方案，

设计者在订定好初级方案之后，从地域、水质、地表承受能力方面对游憩

地进行专业、正规的勘察，结合游憩地的地域特征，将原设计方案进行多

次修改。设计出最佳设施。然而，仅仅是设计出景观游憩设施是远远不够

的，游憩设施的管理方式设计也是值得关注的。游憩设施的管理在于生命

周期的管理，目标在于争取各项设施能达到其最高价值，同时也保障建筑

环境内一切设施的正常运作。良好的景观游憩设施管理不仅使得建造方

放心，获得利润，更为游憩者创造良好的观赏环境。游憩设施的管理一般

采用的都是PLM标准，该系统提供企业一个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一个资

讯管理的平台，将所有有关的资料、流程都纳入管理，让参与设计流程的

工作人员都能在这个平台上获得最快的资讯，加速设计流程的推进，实现

更好的管理设计资讯，是每个相关工作人员都能在适当时候取得正确的

资料。游憩设施基本可分为路上游憩设施、水域游憩设施、机械游憩设施

和文化游憩设施等，针对不同的游憩设施应该配备不同的景观游憩设施

管理方案。从整体上来说，景观游憩设施的管理设计要做到维护好游憩设

施，避免不必要破坏；定期检修，以免设施老化或造成更大问题；对于生

命周期快结束的设施应该赶紧淘汰。景观游憩设施的设计并非容易的事，

设计者必须明确景观游憩设施建设理念，根据实践情况设计设施。

综合以上所述，景观游憩设施的设计不是表面上那样简单，设计过程

中会出现许多可控因素与不可控因素，设计需要将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都

纳入考虑范围，对设计成果做好评估并制定针对最差结果的修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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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飞速发展，高等职业院校室内设计也得到不断发展，各高校

对学生的自主性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传统的填鸭式的室内

空间设计的课堂教学，侧重于基础知识的传授，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去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在进行室内空间设计课程教学

中，重点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学习是教学模式改革的趋势。

1 教学模式的思路

针对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以发展学生自主性探究思维为目标，以学

科的基本知识结构为依托，以再发现为学习的动力。重点是要强调学生是

自主性学习的主体，是知识的发现者，从而不断地挖掘和激发学生对室内

空间设计学习的兴趣，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根据室内空间设计的课题，

通过学生自主性的学习和探索、去发现规律，并且实施相应的实践活动，

促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设计理念方法，从而提高设计拓展能力。教师在进行

教学结构模式的安排上，能够较好地为学生创设一个自主性学习的情景环

境，制定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师进行组织、辅助和指导学生有效地开展

课堂自主性学习，从而让学生经历收集方案资料、方案设计、整理分析、实

施过程。以便达到有效提高高职室内空间设计教学的教学质量和实际效

果，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设计的能力和创新精神，激发创造火花。

2 室内空间设计自主性学习的教学模式的意义

2.1 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的落实。

掌握自主性学习的能力，是人终生学习的需要。在进行室内空间设计

的课堂中，引导以学生为主体的主动学习过程。能够让学生产生主动地认

识和接受教学，产生一种主动挖掘自己的学习潜能，进行知识的积累，提

升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进行体验的过程中，发现新的问

题，促使造就学生的创新意识。从设计室内空间课题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

法的实施确定，让其参与到教学中来，在进行学习中形成自己的方法，传

递与培养学生的主体能力技能，提升塑造其人格，将学生由被动学习转化

为自主性学习，逐步建起自主性学习的意识观念，直到方案设计学习过程

的团队组织、自我反思、方案评价，都是要能够体现以学生为主体因素来

进行展开的，这也就反映了室内空间设计自主性学习教学模式的本质特

征。同时，让学生的多种感官能力得到学习与施展，才能更好地调动学生

的学习动力，以至于使课堂焕发出活力。

2.2 进行知识建构和学生的学习活动的桥梁。

高职室内空间设计自主性学习的课堂教学，是在室内设计方案课题

下，通过学生的自主性学习活动而分布的，在进行设计课题实施的活动

中，每个团队小组的学生都参与到学习的每一个知识环节，让学生担任不

同的设计任务角色，让学生成为活动的中心，在教师的指导下，进一步开

拓学生的设计思维，培养学生进行发散式的信息资源的收集、提取与强

化。以至于达到合作学习的良性习惯，挖掘能力，提升学生专业知识的职

业素养，使学生全程性地进行设计方案的体验与感受。在进行实施的活动

中，既能够让学生的知识得以建构，也能使学生的自我价值得以发挥。

2.3 促使自主性学习与课堂教学相互走向和谐与融合。

自主性学习作为一种教学形式，与课堂教学不是同一范畴的，但在

一定的情况下，自主性学习却可以基于课堂的表现而存在，调动整体的气

氛，也可能会达到一种超越于课堂而存在。把学生引到自主性学习的习惯

上来，增强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促使达到培养具有自主创新精神和设计

实践能力的人才。不仅拓展自主性学习的外延，而且使课堂教学的过程得

到有效的延伸作用，为提升教学质量奠定保障。

3 室内空间设计自主性教学模式的实施

3.1 确定课程学习目标

在进行室内空间设计时，确定课程学习目标是前提性的一个环节。在

进行实施活动起初阶段，教师要能够帮助学生进行确定一个学习的课程

目标，下达设计课题任务，然后让团队小组根据目标来开展自主性学习活

动项目。课题的学习目标的确定，相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就

能让学生更加明确自己所需要学的是什么，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课程标

准，如何能够达到课程标准，学习目标通常包括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情

感目标、素质目标，能够体现室内空间设计课程的重点与难点，适合于学

生整体的发展需要，让学生去支配自己的智力，去逐步实现自己的目标。

比如，在进行室内住宅陈设设计方案时，进行实施废物改造，通过设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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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原则，以人性化设计为依据，克服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挫折与困难，主

动地完成任务，并且能够设计出具有美化和装饰功能的陈设品。要让团队

小组参与到设计方案实施中，不但促使学生对学习目标产生一种认同感，

而且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和动机。因此，学生必须能够强化自己的自

主意识，达到获取自主活动的价值和自身综合能力的发展。

3.2 能够创设学习情境

基于课程学习目标，教师要围绕学习知识点创设一定的学习情境，对

于课堂学习过程中，进行设计与美化，以使达到有利于学生进行室内空间

设计的自主性学习。学习情境就是学生在进行学习时需要的课堂学习的

场景。在进行中，给学生设定的情境要能够贴近现实与生活化，让学生引

起一定的认知感触，达到心灵上的相互共鸣，迸发出意料之外的创造性

的思维形态，促使学生感到在学习过程中是一种享受与乐趣，是进行愉快

的身心感受体验。

从内容上来讲，可以进行创设问题式的情境，以至于让学生能够形

成相互间的问题行为意识和自主的设计理念思维，让其延伸知识面，引发

学生的渴求得到知识的欲望，达到唤醒学生对学习新知识的好奇心。要

能够创设合作式的情境，让团队小组合作中的学生能够进行方案实施的

交流和互动，发挥团队中每个学生的特长，尽自已所能，形成知识点相互

碰撞，促使设计出最适宜的设计方案。创设一定探究式的情境，引发学生

的心理活动，增强学生创新思维的积极性，达到提升学生进行一定方案

的创新设计能力和探究知识的精神。比如：进行小户型室内空间设计时，

学生可利用查找图书馆资源与计算机检索资料，分析与整理，培养学生严

谨的学习态度与锲而不舍的精神。进行展示体验式的情境，促使强化学生

在实施过程中的自我调控和感悟的综合能力。创设以上的情境，能够达

到一种情趣与生动的自主性学习氛围，可让学生在课堂上的设计思维变

得更加流畅、实施自主学习和自我个性的发展得以体现。

3.3 进行实施学习引导

在进行高职室内空间设计自主性学习中，除了教师要确定课程目标

和创设一定的学习情境外，还要以一个帮助者，合作者，对学生进行良好

的学习引导。将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精心设计每一堂课，以学生为中

心来进行课程的教学活动，而自主性学习不是学生自由地进行学习，是

一种体现指导性的课堂教学表现。教师通过对于一个知识的形成过程、

发散思维的发展以及能力的提高为主导的方式，组织学生实施自主性的

探究活动，采用多角度、多层次，来达到分析方案设计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设定课程实施活动项目，让学生能够对其产

生浓厚的兴趣，那么这个项目活动的效率就会得到一定的提髙，在进展

的过程中，学生也就不会很容易产生疲劳感，更不会有一种负担过重的表

现。逐步让兴趣始终贯穿于整个教学课堂中，是教师凭借课堂能够进行

激发学生求知欲望的效果，从而引导学生自己主动地去学习知识，促使其

成为学习的主人。

教师在引导下，学生可以通过自己探索与学习，让学生能够对设计课

题学习活动进行组织与管理，达到学生在实践操作中进行学习，以至于学

生去发现知识的规律性，从而掌握方法与提高专业技能，能够实施培养

学生多渠道的设计信息方案收集，充分发掘学生的潜能，以便产生陶冶

学生的综合技能，进一步促进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

3.4 实现学生自主探究的体现

学生自主探究课题是中心环节，是一种学生个体与集体的合作互动

式的探究，也是学生与教师相互合作的互动。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教师

给学生提供足够的时间、空间与条件，促使学生主动地进行开展一系列

的自主性探究活动项目。让学生自己去锻炼，教师给学生提供背景材料问

题，提供知识的冲突点，提供一定的机遇，让团队小组学生依据背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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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习线索去商讨，教师引导实施进程中，因学生不同而出现，让学生进

行自由地选择，这样就可以弥补各种因素所产生的学生差异。进行任务与

任务的驱动分层是教师要对学习的项目任务和学生进行分析，产生一系列

的课题子任务，在一定程度上，通常依据学生的学习能力与倾向性的不同

而展开，对其进行分配不同的设计任务，让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不断

探求知识，发现知识，寻找并从中学会自主地进行搜索与辨析知识信息的

能力，促使他们去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达到挖掘其自身的水平能力。

在实施室内空间设计自主性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进行一些技能指点，

引导学生讨论质疑、进行资料调查、探究与互相辩论的方式，重点注重培

养学生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增强其意识，教师在过程实施中可以对于重点

进行点拨，使学生主动地进行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争取获取知

识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素质，以至于达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并且促

进学生的综合个性素养得到发展。在此情况下，学生通过自己参与和探

索，可以更好地使他们的实践操作能力得以强化。

3.5 进行总结评价

课程的总结评价是一个升华的实施过程，要能够进行全面的综合评

价。主要通过平时表现成绩评价和期末总结性评价的相互结合，平时表

现成绩评价是针对教学实施过程中的评价方式，是一种持续与动态的。

期末总结性评价，采用学生互评、教师综合总评的方法对学生的作品进

行总结评价。在进行评价中，注重学生的主动参与过程，关注学生平时的

学，相互合作的团队精神，重视使学生学会学习的能力，激励学生的学习

动机，采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教师进行评学时，发挥同学们的积极性

和能动性，通过同学之间互评，并且提出修改意见，让学生知道优点与缺

点，也是对学生的鼓励，使学生从中体会到收获的成就感与快乐，更能促

使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

4 结束语

高职室内空间设计自主性的教学模式克服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病, 
培养学生进行自主性学习能力是社会与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学生进行终

身教育的需要。通过自主性学习，学生可发挥主观能动性, 自主地进行获

取课程知识，既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又达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将会为培养具有创新设计能力的学生打下基础。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5高职室内空间设计自主性学习的教学模式改革研究的研

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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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科技对汽车安全性设计的影响
THE EFFEC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ON THE SAFETY VEHICLE DESIGN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张婕姝

摘要:�

本文主要从国内外汽车智能化发展现状以及汽车安全性设计等角度来研究智能

化、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对现代汽车安全性的影响。通过在传统汽车上融入智能汽

车的理念与技术可以提升汽车的安全性和驾驶体验性，同时智能汽车的辅助驾驶

系统也可以控制减少人为错误，从而降低安全事故。智能化汽车可以逐渐消除传统

汽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解决交通问题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

智能化  汽车  安全性  科技性  影响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on the safety 
of the modern automobi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utomobile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and the safety of automobile. Using the 
concept and technology of smart cars into the traditional cars can improve 
vehicle safety and driving experiences and vehicle intelligence auxiliary 
drive system can also control or reduce human errors, thereby reduce safety 
accidents. Intelligent vehicles can eliminat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the 
traditional car gradually. It is an effective means to solve the traffic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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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能汽车设计

 一提到智能汽车或汽车智能化技术，人们就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许多

发生过的交通事故，并希望汽车的性能能够尽快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智

能汽车是一个综合系统，它可以感知环境、结合多种辅助驾驶功能、进行

内部自动决策规划，同时它也集中了各种自动控制技术例如传感技术、通

讯技术、人工智能自动控制技术等。智能汽车的设计主要是为了提高汽车

的安全性，稳定性和舒适性以及具有良好的人际交流界面。目前许多汽车

公司都致力于智能汽车的研发。

1.1 智能汽车基本构造

智能汽车主要包含智能驾驶系统以及各种智能服务系统（如表1所
示），这些系统好像人的器官一样被安装在汽车上，可以观察周围的情

况、分析错误的指示方向改变行程，自动躲避前方障碍物，同时也可以提

供准确的定位从而指挥汽车顺利地行进。

 

1.2 国内外智能汽车发展现状

目前在交通安全的基础上，各个国家都开始进行交通管理系统、自

动驾驶系统、车联网等方面的研究，美国、日本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对于智

能汽车的研发尤为重视。同时我国对于智能汽车技术的开发、研究车联

网的环境下汽车的主动及被动安全防控技术、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化的研

究也逐步进行中。面对人们对于交通安全需求的日益迫切，尤其进入信息

时代，智能汽车的研发更是交通安全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之一。

1.2.1国内智能汽车发展现状

中国的汽车企业正在保持稳定和蓬勃发展，随着中国人口的不断增

加，汽车保有量的逐年激增，全球的汽车制造商都非常关注中国汽车的发

展，中国汽车企业对全球的汽车产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如同智能手机

提高人们生活的效率一样，智能的互联网汽车也将改变整个汽车行业，同

样也是使中国汽车走向世界竞争的利器。

2015年4月19日，上海国际车展第四届高峰论坛在上海威斯汀大饭

店隆重召开。其中汇集了诸多业内外资深人士的针对于智能汽车的交流

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副巡视员翟国春指出：“智能互联网汽

车的浪潮已经到来，全球汽车产业正处于深度调整与深度变革的关键时

期，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汽车工业节能减排，高度关注智能汽车发展。”

1月20日，乐视公司正式宣布乐视超级汽车（中国）公司成立，并首次

公开了超级汽车“SEE计划”。作为“SEE计划”的第一个阶段性成果，乐视

向外界发布了作为中国第一套智能汽车UI系统——LeUI Auto版，乐视的目

标不只是要制造电动汽车，而是要打造一个完整的汽车互联网生态系统。

LeUI系统 Auto版则是乐视进军智能汽车行业计划的开场白，该系统采用

表1 智能汽车机构功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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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度简约的界面风格，可以实现多点触控、体感动作识别，让驾驶者实现

盲操作，还融合了智能语音管家功能。此外，该UI系统还首次深度整合了

地图导航功能、独创群组社交功能，并且可以实现全终端的互联网汽车服

务，全面贯穿手机、汽车、电视等电子交互设备，成为最完美的数码集成终

端，让驾驶者可以随时随地了解车况，实时进行违章查询、车况监测、维修

保养、人工服务等。LeUI Auto版的娱乐系统则可以提供在线播放音乐、网

络电台，并与乐视网海量正版影视资源链连接等服务。通过云服务，还可

以在手机或是超级电视上显示车辆状态，并且远程控制车辆。

上汽集团表示，历经五年在互联网领域的探索，如今搭载于新荣威

550的上汽inkaNet版已由在线导航及信息娱乐服务向兼容车辆远程诊

断和安防服务发展，实现车内外多屏互动，把电脑屏、手机屏和车机屏整

合，实现信息云共享，并开始向车主的生活圈发展。未来上汽集团将继续

再自主品牌上加大投入。此外，上汽集团将把新能源汽车作为未来发展

的制高点。

1.2.2国外智能汽车发展现状

自1994年起，一年一度的智能交通世界大会旨在推动智能交通领域

前沿科技，2010年3月2日，联合国大会宣布2011～2020年为“道路安全行

动十周年”，通过全球的共同努力，从而减少人员伤亡。2013年，智能交通

世界大会以交通安全和交通管理为出发点，通过结合大数据和移动交通

服务系统以及交通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从而可见，智

能汽车和智能交通的探索在国外从未停止，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

如何提升本国的智能汽车水平一直是各个汽车企业研究的重点。

2015年6月，英国《卫报》报道，百度将于2015年内与德国汽车制造商

宝马品牌联手发布自动驾驶汽车。由宝马公司和百度共同研发的自动驾

驶汽车在满足各国交通法规需求的前提下，考虑完全保证汽车在自动驾

驶过程中的安全可靠性，这款百度和宝马共同研发的自动驾驶汽车并不

会完全脱离驾驶人的操纵，目前已经在多个国家进行了路上测试，而且已

完成了多轮的道路测试，性能将会全面超越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

奥迪公司首席执行过鲁伯特·施泰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汽车对

于消费者来说是第二个起居室，因此它需要有足够的私密性，驾乘人员是

唯一可以获得汽车行驶数据的人。而谷歌公司基于网络的自动驾驶技术

将可随时获得车辆的行车信息，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谷歌公司希望与德

国汽车厂商共同研发自动驾驶技术，借此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普及。但是

德国厂商似乎并不买账。此前，奥迪公司计划联合宝马、奔驰等德国厂商

联合收购诺基亚Here地图业务。Here地图业务在交通运输方面有着较好

的应用，对于研发自动驾驶技术十分重要。奥迪公司的这一举动也恰恰显

示了其将开发自动驾驶技术并且是独自研发的决心。

目前车联网和智能交通系统正在为解决城市交通拥挤问题逐渐地站

在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车联网可以在图像显示或者语音导航提示帮助

车主迅速找到周边的兴趣点或其他的目的地。日本正在大力推行的一项

功能是车联网接收实时的智能交通系统VICS发布的道路实时数据，让车

主及时规划行驶线路，回避不必要的麻烦。在中国的部分高端GPS，可以

利用基于链路的编码和基于点的编码技术，通过FM调频副载波每五分钟

接收一次实时交通信息，为车主提供实时导航。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交通

研究中心和交通科学研究院正在合作开展“互联汽车”的研究，该项目将 
Ann Arbor 城市中的 3000 辆汽车，通过配备专门设计的DSRC设备，连接

到同一个网络中，进行为期 12 个月的交通安全研究。这些汽车之间可以

实现信息通讯，交通信号和行驶的状态信息都会发送到中央服务器进行

处理和共享。如果出现紧急交通情况，比如车辆碰撞、逆向行驶、违规超

车等，会通过发出警告来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现阶段车联网、GPS终端

和OBU是分别在汽车、电子和交通行业独立发展的智能交通产品，未来这

些功能将会被集成到车载终端和行人的手机上，智能交通系统可以实现

车与车、车与路、车与行人之间的通讯，充分保证了驾驶员、行人和汽车

的安全。

2 汽车安全性设计

2.1 汽车安全性设计背景

汽车交通事故的定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

一百一十九条定义，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

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交通事故所下的

定义是：所谓交通事故，是在道路上所发生的意料不到的，有害的或危险

的事件，这些有害的或危险的事件妨碍着交通行动的完成，其原因常常是

不安全的行动或不安全的条件，或者是两者的结合，或者是一系列不安全

行动或一系列不安全条件。日本道路交通法中规定：凡在道路或供一般交

通使用的场所，因车辆之类的交通工具所引起的人身伤亡或物品的损害，

均称为交通事故。因此可以看出，交通事故的参与者是人和车，在道路上

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财务损失的意外情况。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2000～2020年期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

数在高收入国家将下降30%左右，反而在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则会大

幅度增加。如果不采取适当措施，到2020年道路交通伤害预计将成为全

球疾病或伤害负担的第3位原因，世界卫生组织还指出，到2020年，全球

每年由于交通事故伤残和死亡人数还将增加65%以上，交通事故损伤将

成为全球疾病、损伤负担的主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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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安全分为“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主动安全”是指防止汽

车事故发生所采取的措施，而“被动安全”是指为了降低事故后的损失所

采取的措施。但无论是“主动安全”还是“被动安全”，提高汽车的安全性

才是各个汽车行业所关注的重点，也是促进汽车企业发展的基础。

2.2 智能科技对汽车主动安全的影响

汽车的安全性关系着整个人类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所谓主动安全技

术是指安装的设备可以自我感知危险，及时对危险进行评估，并且采取

相应措施，从而预防车辆发生危险。当传统被动安全设施不能满足当前

消费者期待的时候，由于主动安全设施可以提前感知潜在的危险并且降

低事故的发生率，所以我国更多的先进技术已经开始研究主动安全技术

领域。现在包括装在车身各部位的防撞雷达、红外雷达传感器、盲点探测

器、多普勒雷达等设施，都是由计算机来操控。在大雨、大雾、需要超车

等情况下随时可以提供相应的信息，以进行监控防止事故的发生。

最有效的方式是提高汽车的主动安全性即安全驾驶辅助系统，从而

减轻事故对人们造成的伤害。目前欧盟已经在新车碰撞测试中将预测性

紧急制动系统和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列入到新的评分标准中，中国现在也

已经在进行驾驶辅助体系的研发。以德赛西威全景系统为例，它可以通过

全景区域查看各个方位的显示区域。分别通过前后、左右后视镜处的摄像

头拼接而成，拼接后的图像非常平滑，在3D模式状态下，通过打转向灯可

以看到相应车身细节信息，从而使细节与车身一一对应，车的模型也是根

据实际车型定制而成的。通过全景泊车可以清楚了解到周围的障碍物轻

松完成泊车。

目前自动驾驶汽车也成为各个汽车企业研发的重点，尽管在短时间

内实现“全自动”是不可能的，但是这项技术已经在例如农业和采矿业中

得以实现。全球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在采访了全球数

十位专家，积累总结了大量数据之后，发布了一份关于无人驾驶汽车的预

测报告。截止到目前，自动驾驶以及其他辅助技术使得美国的事故率在大

型事故排行榜上由第2位降到第9位，同时也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对于每个在事故中丧生的人来说，会有8个重病住院、100个接受治

疗。通过自动驾驶技术和其他辅助科技不仅提高了安全性，同时也潜在地

节约医疗资金，尽管尚不能确定无人驾驶汽车的普及时间，但是不可否定

的是其对交通、安全、经济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2.3 智能科技对汽车被动安全的影响

被动安全是指汽车在发生事故后对车内成员的保护，目前被动安全

保护装置已经延伸到物体和车内的相关人员，被动保护装置是在汽车发

生突发状况时，对乘员的保护作用。现代汽车大新兴之处在于大量的电

子技术都运用到了安全保护装置之中，例如胎压实时监测和快速行车制

动（BMBS）技术和智能安全气囊技术。

据最近的科学探究，行车过程中的爆胎唯有平稳地降低车速才能完

全达到化解所带来的危险，可是这在实际过程中，想要通过驾驶员的人工

操作达到这一目标，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BMBS胎压实时监测和

快速行车制动的核心正是通过智能化的自动控制系统，弥补人类的反应

生理局限，车辆在爆胎后的一瞬间(≤0.5s)，其将替代驾驶员实施快速行

车制动，从根本上化解爆胎车辆失控的风险，保障人身、车辆安全。当汽

车在高速行驶状态下，爆胎故障发生后，配合ABS(制动防抱死系统)技术，

BMBS瞬间实施制动减速，避免汽车发生甩尾，乃至侧翻，是一项革命性

的智能被动安全技术。 
另外一项安全技术智能安全气囊，与普通的安全气囊相比，就是在

其基础上增加传感器和与之配套的控制程序。传感器可以探测出座椅上

的乘员形体的大小、高矮、胖瘦、乘坐的位置，他们身上系的安全带所处

的位置，甚至是车辆碰撞时的车速以及乘员部位的撞击程度预估等。通

过搜集这些数据，并由后台的计算机软件分析和处理控制安全气囊的膨

胀速度、时机、朝向还有膨胀量，而不是一味膨胀饱满，从而使其发挥最

优的效果，真正地针对特定乘员发挥最合理且有效的保护。公路安全保

险协会在其官网上的一份声明中写到，“紧急情况下，安全气囊的迅速膨

胀，可能对人造成伤害。”“因正面安全气囊造成的人身伤害在过去一直

是一个备受人们关注的问题。美国通用公司2012年底发布的新车型中，就

针对该问题，装备了通用汽车公司新开发的智能安全气囊。它的最大特点

是在未系安全带的乘员遇到车辆正面碰撞或者紧急刹车的情况下身体将

会前倾，气囊感知乘员前倾时的前倾力，挤压出一定量的气体由上部排除

或者在气囊开始膨胀的时候控制膨胀量。从而使他们躲避由于气囊过度

膨胀带来撞击伤害的风险。

头颈部保护系统最早是由沃尔沃汽车公司发明的，后来被其他汽车

公司广泛使用。该系统具有非常明显的保护作用；由沃尔沃汽车交通事

故研究小组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该系统可将头颈部损伤的长期影响减少

50%以上。 当车辆发生激烈碰撞时，身体和头部由于有座椅和头枕的支

撑，会得到保护。但是这时候颈部是没有支撑的，从而就会承受很大的压

力，对颈部造成伤害。头颈部保护系统在发生碰撞时，头枕会适当向后溃

缩，同时座椅适当后倾，通过坐垫和靠背内部的能量吸收变形部件从而对

碰撞进行缓冲，以减小脊柱和颈部的受力。这样就可以减少碰撞对颈部

带来的冲击。头颈部保护系统是一项目前仅运用于前排座椅中的保护系

统，将来还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结束语

随着互联网科技浪潮的到来，全球的汽车厂商都处于深度的变革时

期，中国也高度重视智能汽车的发展，智能汽车不仅可以保证汽车安全性

同时可以满足节能减排，使中国汽车向绿色、安全化发展，在信息时代、

大数据条件下，未来汽车更将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从而改变人们的生

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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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兵玄奇——游戏领域中的武器道具设定探究
WEAPON OF THE GODS——RESEARCH ON WEAPON DESIGN IN THE FIELD OF GAME

北方工业大学  刘少博  刘永翔

摘要:�

在游戏设计过程中，武器设计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但这并不代表它孤立于游戏

的其他部分单独存在，而是项目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时候，它可以辅

助说明故事背景、体现使用者的性格特征、为剧情发展埋下伏笔等。从设计特点上

看，机械设定与工业设计的联系相对紧密，本文希望从产品设计的角度去发掘一些

机械设定可以借鉴的元素，以用于改良概念设计的流程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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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武器作为一种道具，对游戏角色而言尤为重要，是充满战斗剧情的

游戏中的重要元素。在种类繁多的游戏作品中，战斗剧情占有着重要地

位，受到人们的追捧，这其中一个重要的看点就在于其中或大或小的战斗

场面。各具特色的武器与角色的互动、剑拔弩张的气氛以及华丽的战斗场

面，这些都为游戏本身增添了更多趣味。

好的武器设计可以对角色进行无声的补充与说明，可以发挥表达和

传递的媒介作用，包括角色的身世、性格等设定，也可以辅助展示游戏的

世界观、时代背景等与整体故事框架相关的设定，若是设计得当，更可以

成为整个游戏的象征。考虑到武器设计在整个游戏框架中发挥的作用以

及在设计中需要注意的因素，笔者将试图归纳总结一二，梳理出武器设计

与整个游戏制作流程的关系以及设计原则，从而为今后游戏中的武器设

计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二 游戏中的道具设定

道具设定主要是指非主体角色与场景的设定，其中“MechanicalDesign”
即本文重点讨论的机械设定，它与“CharacterDesign”（人物设定）相区别开

来。机械设定指在游戏或者动画中，所出现的机器人、载具、武器等设计[1]。

2.1 道具设定不同于现实产品设计

与现实中的产品设计截然不同，游戏大部分是虚拟场景，虚拟情节，故

道具设定与产品设计方法大相径庭。需要说明的是，研究道具造型设计的基

础是道具设定必须和整个游戏世界观以及其中的故事情节和背景相匹配。

2.2 无加工条件的限制，只有想象力的限制

道具设定的生产过程，大多数都是在计算机虚拟软件中通过草图、

建模、渲染制作生成的，创造一个机械角色，基本上不需要考虑其装配结

构的合理性，只需要考虑其形式构成以及在整个故事背景下的合理性，如

今的计算机软件和硬件技术可以模拟出任意物体的形状与材质。

2.3 “看起来可行”的原理

在游戏的场景设计中，设计师要做的更多的是组织设计语言和元

素，使设计对象看起来具有真实性。不同于现实中的设计，此处设计师所

做的工作，是需要用恰如其分并且具有美感的方式，将不符合现实的虚构

设计变得和谐。例如在许多游戏中出现的巨剑或者枪械，其庞大的体量不

符合人机工程学的原理，其复杂的结构也无实际作用，但其造型符合了受

众群体对游戏风格的预期，融入了游戏中，并且带来了惊讶和震撼的心理

体验，至于是否能够生产则无讨论必要了。

由于产品设计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应用为基础的，所以它的设计体系

更加严谨，符合社会发展的进程。与之相比，概念设计建立在人类社会的

发展进程基础之上，却又超脱于发展进程。它可以时回归原始阶段，也可

以直接在未来某个阶段切入，它甚至可以设计一个场景，架空时间和地

点，重要的是能够给受众带来丰富的情感体验[2]。

三 轻武器道具设定原则

3.1 灵活运用科幻元素

科幻（science fiction）的含义是：“用幻想艺术的形式，表现产品艺

术设计的状态。”科幻元素是体现科幻艺术的一种方式，不同的人对科

幻元素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在科技方面，科幻元素具有独特特征，与其

他艺术文化的物质形式有所区别[3]。从近代社会的充满机械感的蒸汽机

械到现代及未来的高科技风格武器等，不同时代的产品是不同阶段的审

美与科技的体现。这些元素的形式各异，从形式表现上来看，有圆弧、直

线、流线型等，以及复杂的机械感与简洁的形体等形式。在游戏中，科幻

元素的运用主要是在于现代与未来社会的背景之下，比如蒸汽朋克时代

与未来时代的游戏，多采用科幻元素（表1）。
3.2 相对存在的不合理造型

在游戏领域中，武器的造型是为角色服务的，故其造型与现实中的

武器相比较，则更加具有艺术风格，是有悖于常理的。以游戏《魔兽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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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阿尔萨斯的双手剑举例，双手剑作为西方中世纪时期的武器，其巨

大的形态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所以在游戏及动漫中常常经过夸张与想象

的艺术处理之后出现。在游戏中，阿尔萨斯的双手剑“霜之哀伤”与现实

中的双手剑相比则更加阴沉恐怖（如图1）。
3.3 设计语言与作品主题的一致

在进行设计的时候，除了设计武器本体，还必须考虑到武器作为道

具的一种，在作品中所发挥的作用。故事背景的设计，包括世界观、环

境、时代背景等，都能通过道具来表现。对于武器本身来说，其自身的发

展带有时代和文化的差异，可以很好地展现作品的背景设定。例如在《英

雄联盟》中的城邦皮尔特沃夫，是一个科技与魔法并存的城市。来自皮尔

特沃夫的角色的武器，大部分也带有浓重的蒸汽朋克风格：狙击枪上暴

露的金属部件，木板和齿轮拼凑起来的便携炮台、充满噪声的蒸汽直升

机等。

武器本身也是带有文化属性的，不同种类的武器会产生不同感情色

彩，人们对使用某种武器的角色有先入为主的角色定位。

比如在中国的武侠小说中，剑客多为游侠和正派人士，初出茅庐的武

者或反派的喽啰喜欢用刀，铁锤、大斧这类重型武器大多为性格直率的莽

夫所用，而淬毒的武器或暗器多为旁门左道的反派所用。在日本和西方作

品中也有类似的传统，忍者与苦无，武士与太刀，法师与魔杖，骑士与盾

牌都是互相依存的。在设计游戏中的武器的时候应当考虑到这类规则，

如果交错搭配，会使各个角色之间身份配置发生混淆，即产生所谓的“违

和感”。但若是运用得当，或设计成故意误导观众的形式，有时会得到出

其不意的效果。

3.4 设计与实现成本的控制

设计的本质是解决问题，在游戏领域中，武器的设定初衷依旧如此，

这之中就会涉及到设计成本的问题。武器设计得越精细用心，则受众的

体验会越好，但武器设计毕竟只是道具设定中的一环，若是武器设计得

过于复杂，后期的建模与渲染，以及代码的编写，都会无形增加成本，起

到事倍功半的效果。以图2为例（作者Prog Vecha），说明此手枪为什么是

不好的设计。首先是握把太粗短，不符合人机工学；并且在游戏中，由于

是第一人称视角，玩家看到的主要是侧面、顶部以及握把上方的击锤位

置，但是此武器侧面太扁平，导致玩家看不到结构变化，顶部和握把上方

的击锤位置并没有太多的细节，所以给玩家的体验并不理想，花较大精力

刻画的弹仓以及枪口位置的收益就变得相对而言较低。而另一例出自游

戏《使命召唤：高级战争》的武器设计（图3）则是不错的设计（作者James 
Daly）。因为在第一人称视角下，A区域玩家基本看不到，所以简略设计；B
区域距离玩家最近，对整个武器而言是玩家的视觉中心，所以细节丰富；

而C区域由于透视原因在第一人称视角会很小，所以再度简略设计。如此

一来，集中力量解决了主要矛盾，在后期的建模和渲染上，将相对节省人

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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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综上所述，设计游戏中的轻武器时，需要考虑到武器设定与产品设

计的差异，以及武器作为道具在游戏中发挥的作用，包括反映角色的身

世、性格，也可以辅助表达游戏的世界观、时代背景等与整体故事框架相

关的设定等。每一个武器的最终设计，它的类型、体量，颜色以及各个细

节部位，它的名称来历以及它与场景或角色发生交互行为时的动作特效，

各个环节都应该考虑到位。武器的设计不能与游戏情节和角色设计相脱

节，相反，必须把它纳入整个制作的过程中。设计武器时，要分清主次，以

便控制设计成本。只有注意了这些，才能使作为道具设定的其中一环的武

器设计，给玩家留下深刻印象，在游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蒸汽朋克时代 现代及未来时代

符号
材料：金属管、金属气缸、暴露式
金属部件、冒着黑烟的烟囱、噪声
动力：齿轮动力、蒸汽、热能

材料：反射性材料、透明材
料、发光材料

动力：核能、磁能、太阳能

风格
非人性化的、琐碎的、拼凑的、无

整体感的零件
整体化、符合人机工学、无噪

声、金属感、极简设计
文化 蒸汽机械、噪声污染、空气污染 秩序、便利、冷漠
代表作 《机械迷城》、《生化奇兵》 《质量效应》、《星际争霸》

表1 蒸汽朋克时代与未来时代的对比

图1 图2 Prog Vecha的武器设计 图3James Daly的武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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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页设计看数字时代的虚拟美学
ANALYSIS OF THE VIRTUAL AESTHETICS FROM THE WEBSITE  DESIGN IN DIGITAL AGE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张洋洋

摘要:�

随着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电脑技术的普及，互联网也就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一波一波的网购热潮和虚拟用户体验接踵而来。数字技术充斥生活的方方面面，使

得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也发生了质的飞跃，数字时代的虚拟美学作为一种新兴美

学学科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在现代网页设计中，虚拟美学的应用可谓是比比皆是，

它给网页设计指明了方向，同时也给网页设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

网页设计  数字时代  虚拟美学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computer technology, Internet has become a part of people`s life. Waves 
of online shopping upsurges and experience of virtual users came in quick 
succession. Life is filled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contributing to making 
designers change qualitatively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Virtual aesthetics 
in digital area appeared in people’s life as a new subject of aesthetics. 
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aesthetics can be found everywhere in modern 
web design, which shows the way to web design and meanwhile bring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web design.

Keywords:  
Web design   Digital area   Virtual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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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产业规模正在如雨后春笋般地

发展壮大，逐渐地形成了一个具备先进文化信息的网络系统。随着智能

化、多媒体、数码产品的出现，人们的生活习惯也随之改变，直至在人们

的生活中离不开这些富有色彩的设计。

在这种文化的熏陶影响下，虚拟设计出现了。虚拟设计（Vir tual 
Design）是以“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技术为基础，以机械产品为对

象的设计手段。借助这样的设计手段，设计人员可以通过多种传感器与多

维的信息环境进行自然交互，实现从定性和定量综合集成环境中得到感

性和理性的认识，从而帮助深化概念和萌发新意。[1]作为一种大众信息的

传播，网页无疑是最好的，也是更新速度比较快的方式之一。网页能够综

合运用各种元素，比如，动画、图像、声音、文本等。在现代化的时代里，

网页设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在交互上让人们使用舒适，还要把虚

拟美学运用得当才能满足使用者双重需求。

一 虚拟美学的内涵

虚拟美学( Aesthet ics of Virtuality ) 也叫数字化美学，根据1998 年召

开的第14 届国际美学大会专题讨论的提法，把对诸如电子人、电子人空间

以及数字化的二维、三维模拟等虚拟现实和现象的美学研究称之为虚拟

美学。[2]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里，计算机进行仿真的虚拟世界无时无刻

地影响、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而虚拟世界的出现无疑是把双刃剑，以至于

在很多时候人们生活在虚拟设计的空间中无法自拔。但是当我们沉迷于虚

拟设计的空间中，我们要记得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在现实世界中，科学

与美是不对立的，我们完全可以在追求科学进步的同时满足人们对美的需

求。虚拟美学是一种类似于艺术的情绪、感性、具体的感受与把握。

虚拟美学下的虚拟世界与我们所处现实世界相比，虚拟世界能够给

人一种真实的精神上的满足感，花样繁多。如虚拟游戏、虚拟花园、虚拟

农场、虚拟银行、虚拟购物、虚拟教学、虚拟货币等，虚拟世界能够表达

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对虚拟世界审美的范围。所以，虚拟美学就是

将虚拟艺术融入到虚拟现实和现象中，使人们在虚拟的世界中得到视觉、

听觉的审美享受。尽管在数字化飞速发展的年代里，虚拟美学得到了很

好的应用，但是，虚拟美学依旧与传统美学不同，它拥有了其自身的新特

质，带给人们一种不一样的审美感受。

二 虚拟美学在网页设计中的应用

1 网页设计

网页设计是将文字、图片（GIFs， JPEGs，PNGs）、表格、动画和视频

等元素集合利用计算机技术来传递信息和内容，有丰富的多媒体表现形

式和与人互动等特点。通过使用合理的颜色、字体、版式、布局等进行虚

拟美化，在功能限定的前提下，使用户拥有一个完美的视觉体验。现在的

网页在设计时往往会更加考虑通过声音、光效、交互等来实现视觉与试

听完美结合的感受。网站也可以作为一种通讯工具，在网页中人们不仅可

以通过网页浏览他人的资讯，同时也可以通过网页来发布自己想要公开

的信息，或者利用相关网络服务的网站平台发布自己的状态，如腾讯公司

的平台QQ空间一样，你可以通过自己zone的平台在这个属于你的空间里

随意公布自己的近期状态、照片等。当然，这只是网页带给人们的一种服

务，人们使用更多的还是通过网页浏览器来访问网站，以帮助自己获取需

要的信息。

像Frontpage或Dreamweaver等工具是网页设计师编辑网站时常用

的工具，但是在网站编辑时网页设计常用的工具还包括AI、PS、FL、FW、
DW CDR等。作为一名网页设计师，不仅要能够熟练地掌握相关软件的应

用，还要在精神层次上有一定的审美，才能设计出更好更能满足用户需求

的网页，才能使用户在你设计的虚拟空间里享受。这就使得网页页面设

计的美化工作要做得更好。

2 虚拟美学在网页设计中的应用

虚拟现实和虚拟现象是对现实中的美进行不断积累，体现在虚拟空

间里，是由计算机生成的一种交互体验的视景仿真。在虚拟世界里，我们

对现实世界进行虚拟仿真，这是对现实世界已经存在的事物进行再次模

拟，满足了人们对现有事物的二次需求。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满

足欲也不仅仅局限于对现有事物的模拟，这时在虚拟空间里就要满足人

们在头脑中想象的事物，即建立在设想性的基础上对未有或将要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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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进行模拟来满足人们对未来设想的需求。不论是对现实世界的模拟还

是对未来事物的模拟，其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求知欲。

现如今，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导致各大媒体对网页的包

装也越来越凸显出商业化、低俗化，但这并不是虚拟美的标志。网页作为

人们与网络的交互界面，人们对其要求也只会越来越高。人们不仅仅追求

网页的基本功能，而往往更在乎的是其交互界面是否更加具有视觉冲击

力和艺术感染力。因此，虚拟美学的出现就极大改变了现代商业化的网页

界面现状。

（一）基础式的美

在网页设计中，首先是对版式进行设计。网页的版式设计与报刊杂

志等平面版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它们在传达信息的同时，也给你带来了

视觉和精神上的享受。但是，网页的排版与书籍杂志的排版还是有很多差

异的。印刷的书籍、报刊是有固定的规格尺寸，表现形式有限，但是网页

的尺寸是由使用者在阅读过程中自由控制的。作为网页设计师应该在设

计网页的过程中能够合理地把握节奏，让阅读者在浏览网页的过程中是

享受的、舒适的。如图1的网页，标题醒目，内容归类明确，背景图片的色

调与内容相呼应，是网页设计中设计感十足的例子。（图1）
不可否定排版是首要考虑的，但是，在用色上也是很讲究的，这就是

视觉形式的美。在设计时，表现手法要统一、点线面的协调、色彩的和谐都

是网页设计的关键。色彩在网页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透露了网页中需

要表达的文化内涵，色彩的搭配也代表网页是否能给人带来企业所期待的

效果。这就像人们在用餐时，食物是主要部分，但是用餐的环境也极大地

影响着用餐者的食欲。网页的文字、背景、文本框、连接等都要结合整体

的布局来选择颜色的使用，颜色使用不恰当就会导致网页整体给人一种错

乱的感觉。如图2，颜色选用的是较复古的色调，颜色比较多，但是在表现

手法上、版式比较讲究统一。给人一种艳而不俗、杂而不乱的和谐。

在数字艺术的设计中，适当的留白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留白太密

集、文字太多等都是视觉设计中的误区，在设计网页中要能够分得清主次

关系，合理搭配文字、图片和适当的留白才能给人视觉上的舒适。在最近

几年里，网页的设计已经趋向几种固定的格式，但是，客户的需求永远是

在改变的，他们都希望自己的网页布局能给浏览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

使得模式化的网页设计满足不了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就极大促进了网页设

计的发展。如图3，以苹果的网页首页为例，产品与留白处主次分明，网页

页面简洁、导航和内容分布合理，在最显眼处是苹果最新推出的产品，介

绍产品的文字部分清晰可见，这体现了苹果公司的网页界面以产品为主，

使人们的视觉集中在中心页面上。

（二）体验式的美

虚拟设计的优势就在于可以营造一个虚拟的环境，让你可以在这个

环境中身临其境地感受身边的事物。借助虚拟技术在网页设计中，可以使

阅读者更好地与网页进行交互。一般在网页设计中Flash动画就可以很好

地表现这种虚拟技术，而且Flash动画采用的矢量图生成的文件小，在浏

览网页中不会影响到网页速度。Flash在网页使用中，用户可以通过点击

或拖动鼠标来实现动画的交互，趣味感十足。而利用矢量图形来创建图像

和动画也是现如今网页设计的香饽饽。这种矢量图形格式的图像是可以

无限放大或缩小，不仅不会影响图像的清晰度，使用者还可以将已经创建

好的场景、动画、图形等相互组合形成一段影片。如图4的网站，在网页中

有一个画框，只要滚动鼠标，画面中矢量图的女孩、月亮等都会跟着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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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滑而逐渐消失，继续操作鼠标还会出现新的画面，给人带来动态的视觉

体验，让人们更加直观地去了解网页所要表达的内容。 

三 虚拟美学给网页设计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任何事物都有其积极与消极的一面，虚拟美学也不例外。虚拟美学

在艺术创作的手法中又增添了一抹颜色，开拓了传统艺术所不能比拟的

新艺术领域。然而，虚拟技术的成熟与普及之快，使得人们不断倾向于虚

拟美学而忽视了传统艺术带给我们的精髓。在生活中，人们无时无刻地接

触着虚拟美学带来的享受，同时也就大大降低了传统艺术创作的门槛。人

们每天都在主动或被动地接触虚拟艺术，从而带来所谓的审美泛化。对

于这种审美泛化，需要辩证分析，“尽管审美泛化可能带来某些艺术‘光

晕’的消褪，但是它所产生的审美普及效应能通过推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

而促进社会的进步”。[3]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审美要求越来越高，我们要使虚拟美

学要在挑战中把握机遇。首先要明确数字技术是为人类的生活而服务

的，而不是人因为技术而存活。我们不能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失去人本

应该去适应的环境，更不能因为依赖技术而迷失自我。

其次在设计中，应当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在互联网泛滥的时

代里，网络互动大于人们之间的互动，我们不能否定互联网带来的利益，

也不能否认虚拟美学带来的即视感。但是如何使网络成为人们之间的桥

梁，在虚拟美学下的网页设计，要改善数字化的生存与交往，并要构建好

“人文生态”数字文化的发展，技术不仅要推陈出新，人文也要与其相互

融合，建立一个和谐的网络文化。

不管是网页设计还是虚拟美学，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都应把握好

度，都应该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进行设计。好的设计是使人们在使

用的过程中是享受的，舒适的。

四 结语

虚拟美学作为一种新兴的美学形式，在网页设计、交互设计等上都有

很大的优势，在一定的意义上突破了传统美学的界定。设计师可以利用虚

拟艺术在新技术上不断地发散自己的想法，不用担心一些手工所不能完

成的设计。在这个信息全球化的世界，技术也是在不断地交流中更加人性

化，这就给网页设计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可以施展虚拟美学，使其在创作方

向、表现形式、手法上更加人性化，有更高的艺术境界。

虚拟设计虽说是两面性的，但是，虚拟设计技术为设计师们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数字化平台，这是设计今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如何有效地

利用虚拟设计来表达设计师的想法，这就是对设计师的挑战，不仅要做

得好，还要做得美，面对这种机遇，就要求设计师们在实践、设计中不断

地探索和改进。

图1  图片来源：http://www.style.com/ 图2  图片来源：http://actualizala.com/ 图3  图片来源：http://www.apple.com/cn/  图4  图片来源：http://jessandrus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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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设计在电影海报中的视觉表现
THE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TEXT DESIGN IN THE FILM POSTER

沈阳建筑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李 刚  李唯羽

摘要:�

电影海报是电影宣传的最有效形式之一，一张主题思想明确、富有创意的艺术形

象、强烈视觉效果的电影海报，是通过电影海报塑造的形象、色彩、文字、构图、形

式感等一系列的视觉符号传递的。本文通过对电影海报中文字设计的基本原则进

行梳理，并对海报中文字设计的类型进行归类、总结，希望对未来电影海报设计、

平面设计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

电影海报  文字设计  视觉表现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forms of film publicity, the film poster usually 
convey its clear theme, creative artistic image and strong visual effects through 
the shaped image, colors, text, picture composition, sense of form and a series 
of visual symbols. In this paper,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text design and 
type are organized, classified and summarized, hoping to promot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film poster design and graphic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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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电影海报中文字设计的基本原则

1 易读性原则：易读性，也可称为可识别性。它是电影海报中文字设

计的最基本原则。文字设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更有效地传达影片信

息，使受众高效地接受准确的影片信息。在电影海报中，向受众传达明确

的信息是文字最基础的功能。想要这个最主要的功能得以完好实现，就必

须让文字在视觉上给人留下清晰的印象，来增强影片信息传达的准确性。

2 字义性原则：文字的含义是文字设计的灵魂所在。无论何种姿态的

文字，只有充分体现出文字最本质、最原始的意义，才能称之为准确的、

完整的、优秀的文字设计。要想做好字义性的表达，就要先找到文字想要

表达影片的情感氛围，从而进行设计的定性，使文字设计更富底蕴、耐人

寻味。

3 适合性原则：影片信息传播是文字设计最基本的功能。文字设计要

配合所要表现电影的主题，形式要与其内容相吻合，不能相互脱离、相互

冲突，破坏文字的诉求效果。

4 艺术性原则：文字是电影海报中不可缺少的形象要素之一。它不仅

是传递影片信息的重要工具，还是传达情感的重要途径。在视觉上一定

要有美感，才可以吸引人注意，文字造型设计的巧妙、新颖、独特，才能引

人入胜，使人们产生良好的印象，并能获得美好的艺术及情感体验。

5 独特性原则：电影海报中文字特有的个性。文字必须在以电影海

报主题为设计依据的基础上，使文字拥有与众不同的、独具魅力的个性，

给人丰富的视觉感受。

二 电影海报中文字设计的视觉表现

文字是人类为了记录事物和交流思想感情而发明的视觉符号，在人

类传达信息与交流活动中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文字是目前使用最普遍

的视觉符号，我们每天所接触的大量信息都离不开文字。文字是表现思

想感情的基本形式，是记录语言信息的视觉符号。同样文字也被用于电

影海报设计中，日本著名设计大师粟津容之曾经说过：“海报是无声之宣

传”。[1]通过对电影海报中文字设计与编排可以创造出强烈的视觉效果，

升华电影的主题。海报中的文字是电影海报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文字具有

较强的形式美感，才能显得电影海报生动有趣美观悦目。极具设计感的

文字可以使得受众从常规印刷体文字中解放出来，获得新的视觉体验，同

时具有设计感的文字通过艺术加工融入更多影视信息，更好地激起受众

观看影片的兴趣，达到形美以悦目，意美以感心[2]的目的。文字设计在电

影海报中的应用是服从于整体的视觉传达目的的，根据海报表现的需要

文字的表现形式也会发生变化，归纳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八种： 
1 替换同构

替换同构是对文字的某些笔画或是单词词汇中的某些字母进行更

改、置换，这些被替换的符号是抓住与电影内容之间的联系，经过精心

设计而形成的巧妙而又高雅的视觉符号。这样的文字设计做到的以图传

意、以形解意。在电影海报中文字可以用同质同构、异质同构和形义同构

三种方式呈现。

同质同构是利用与文字形态特征相似点，以另一个物象把电影的特

殊魅力展现出来。在动画电影《鬼妈妈》的海报（图1）中，文字标题中的

“o”用了一个纽扣代替，代表着卡洛琳鬼妈妈的眼睛，“l”则是一道自发

光的门，一只黑猫从门中走出，给人带来了一种诡异神秘之感。名为鬼妈

妈，实际上一点也不恐怖，整体的文字透出一种梦境般的诡异色彩，是黑

暗的童话风格。

异质同构是指用两种或数种物象之间外形结构相异而含义相同的表

现形式来创意设计文字。在由韩国导演安兵基执导的电影《笔仙1》的影迷

海报（图2）中，文字是竖版排列，使得“筆”和“仙”的竖用一支毛笔的笔

杆来替换，毛笔的笔头则是一裸女的头发代替。“笔仙”是中国真正意义

上最古老的巫术之一，是用笔请出的灵魂，这个灵魂可以牵引着请出灵魂

的手。用毛笔所设计的文字使得电影海报中营造出恐怖、惊悚的气氛。

形义同构是把文字和图形从含义、形象两类共构综合起来，利用含义

的相似和形式的相似进行双重构成。在小成本电影《疯狂的U盘》的海报

（图3）中，“U”用U盘作了替代，说明了整部电影的主线是以一个U盘来

展开的。

2 以图组字，以字组图

利用不同的具象图像、组合成文字来展现海报的含义，这也是常用

的电影海报文字设计的表现手法。在电影《美食祈祷和恋爱》的电影海报

（图4）中，美食“eat”是用意大利面拼成，祈祷“pray”是用念珠来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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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恋爱“love”则是用颜色鲜艳的花瓣拼成的，这与影片讲述的用一年

的时间追寻美食、虔诚和快乐之间达到了平衡。仅以图组字就很好地展

现了影片的中心思想。在电影《妙笔生花》的电影海报（图5）中，画面中

是由许多英文单词拼成的电影男主人公罗里·詹森的头像。电影讲述的是

男主人公曾经是优秀的作家，被认为是美国文坛的希望之星，出版了几本

畅销小说之后，就再也没有能力写出惊骇世俗的作品来，之后搬到了僻静

的地方居住，并在其住的木屋之中发现了一份被时间遗忘的小说手稿。男

主人公把这本小说占为己有并出版，重新成为文学界的宠儿，但他随后发

现，他要面对道德困境以及更为惨重的代价。海报中的许多单词也表达出

了电影中被遗忘的小说这一主要线索。这种以字拼图的手法，既表达了电

影的线索又是情节，呼应得恰到好处。

3 字置图中

将文字置于具体的图像造型中，使图像更具有装饰美感，文字成为图

像的纹饰元素。此处的文字不需要组成图像，而是成为图像中的一个部

分。在宁浩导演的电影《无人区》（图6）中，故事的地点发生在戈壁沙漠，

在电影海报的文字设计上也采用了比较粗犷的无衬线体，“无人区”中的

“人”用了负形的表现手法，而人性在整部电影中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隐形

的脉络。海报中的中英文都做了变形，使得文字很好地融入了画面，增加

了整个海报的整体感、一点透视的感觉增加了画面的纵深感。

4 图置字中

将与电影有关的照片置于文字当中，使得文字成为电影海报的主题。

这样的电影海报也是比较常见的。在电影《无间行者》的海报（图7）中，

英文“the departed”本身并没变化，只是被填充了大部分的海报画面，

英文本身可以看作是正形，而英文字母中的负形可以看见莱昂纳多·迪卡

普里奥、马特·达蒙和杰克·尼科尔森三位主人公的形象。这种文字与画面

的正负形互补的手法，可以使整张海报成为统一的整体，并把受众的目光

集中于负形之上。其中三位主人公的眼睛都呈现在文字之中，主人公的眼

神中透露出杀气，并且面目表情又十分凶狠，给受众一种很难被一眼看透

的感觉，体现了电影错综复杂的剧情。

5 共用

利用几个文字中相同的元素共用。既可以是文字的笔画，也可以是词

组中的字母,这是常见的、最易想到的创意方法。有时元素的共用并非是现

成的，需要主动寻找出相互间的笔画形态特征或是字母的拼写趣味，来创

造一个适合的机会，达到共用。在电影《一步之遥》海报（图8）中，四个文

字都以横划相连，高低错落，“步”字中的撇与“遥”字中爪字头的变形相

互呼应，给人一种稳定平衡之感。文字中的修饰角也运用得恰到好处。

6 虚构空间

对于电影海报中的文字来讲，能够运用视觉原理塑造出立体的幻

象，获得一个三维空间，也是非常成功的文字设计。当然得到一个实际上

不存在的空间是一种神奇的、意想不到的视觉形象。在电影《爵士春秋》

海报（图9）中，画面的主体是由舞台用的灯组成的影片名称《ALL THAT 
JAZZ》，夸张的立体透视效果，营造出了很强的现场感，灯后面若隐若

现、灰暗的底座与闪亮的灯光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衬托了舞台演

出背后的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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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手写体变形

不同字体的文字所传达的信息感受也不同的，文字的字体常常受到

设计师的重视，汉字或者英文还是其他语种的文字都有多种写法，比如

文字中的楷书给人一种秩序感，草书给人的是随性、放松、流畅的感觉。

拉丁字母也有多种文字并有各自的象征性。例如新罗马体给人机械、严谨

之感。无饰线体则给人端庄大方的现代美感。利用文字各自的书写特征

作为视觉符号在电影海报设计中也是同样合适的。而多数的动画电影会

采用手写体作为电影海报的视觉语言。在宫崎骏的电影《悬崖上的公主》

的海报（图10）中文字运用的是非常Q版可爱的，奥利弗·西斯贝格导演的

《致命拜访》的海报（图11）中则是用手写便利贴的方式记录着“DON'T 
SLEEP DON'T GO HOME I'LL FIND YOU MOM”，直击人心、留出悬念，《新

少林寺》的海报设计（图12）中则用了书法字体，舒展到位好似是少林功

夫的一张一弛。

8 自由组合

将电影海报中的文字进行重新排列组合，使得文字具有点线面等某

些视觉特征，符号性更强烈表达的内容更丰富，同时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和

趣味性，让人看完电影海报有深刻的印象。在电影《你的号码是多少》的

海报（图13）中，阿拉伯数字被变形后重新排列最后形成了心的形状，画

面简洁直白，但是对于影片主要剧情脉络却得以展现出来。

三 结语

电影海报作为电影宣传的无声力量，发挥着传递影片信息的使命，而

电影海报中的文字设计承担着宣传影片名称和内容的关键作用。在对电

影海报中的文字进行设计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无论使用多么丰

富的表现形式、多么鲜明的个性色彩、多么怪诞的变形效果，都必须在遵

循字体设计基本的原则。[3]之后在结合影片的情节，使所设计的文字与电

影的情节形成一个整体，正确把握受众的接受程度，才能创作出既能传

情达意、富有美学价值又能吸引受众、有商业竞争力的电影海报作品。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图8 图9

图10 图11 图12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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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立叙述准则的埃因霍温火车站
安全状况案例研究
CASE STUDIES OF SAFETY SITUATION IN EINDHOVEN STATION 
BASED ON RIVAL CRITERIA PRINCIPLES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李嵇扬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王小满

摘要:�

本文为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设计研究项目的用户研究提供模糊前期参考，利用对

立叙述准则为基础的案例研究对火车站安全状况进行案例内剖析和案例间对比。

通过对目标案例—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状况的案例内剖析得出其安全痛点在于信

息危机，通过各个火车站安全状况的案例间比较发现信息危机作为一个共性问题，

是在各个车站普遍存在的现象。

关键词：

安全  火车站  案例研究  对立叙述准则

Abstract： 
The paper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user researches in the project of safety 
Eindhoven station. It is conduct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self-analysis in individual 
cases and multiple cases comparisons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framework in rival 
criteria. It introduces the informational crisis as pain point of Eindhoven station by 
conducting the self analysis in as well as a common phenomenon among various 
train stations by conducting the multiple cases compari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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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本文以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设计研究项目为基础，此项目为荷兰铁

路公司、埃因霍温理工大学工业设计系共同合作发展。荷兰铁路公司希望

此项目一方面能够在战略层面明确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问题的定义和需

求模型，另一方面能够在实践层面就问题和需求提出相应的设计探索。

2 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在多个学科都已成为最为广泛的研究思路。其作为一种实

证研究[1]，包含了各种方法，涵盖了设计的逻辑、资料收集技术以及具体

的资料分析手段，是一种全面性的、综合性的研究思路，它在不脱离现实

生活环境的情况下研究当前正在进行的现象[2]。案例研究方法依照研究

目的不同会分成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描述性研究通常解答“是什

么”的问题，而解释性研究则解答“为什么”的问题[3]。

2.1 描述性与解释性的案例研究

在设计学领域中，所采用到的案例研究多数是以设计师选定的设计

目标作为研究单元进行描述性案例研究。这种描述性案例通常在项目中

被归结在桌面研究范畴。就多数的设计师而言，描述性案例研究足够支

撑他们去完成项目的知识储备工作，然而描述性案例研究所存在局限性

决定了其本身并在项目中起到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其所展现的信息量达

不到市场研究所需的庞大数据量，因此在项目发起方看来描述性案例研

究缺乏实质性的启发意义；另一方面描述性案例研究的工作和产品定义

以及设计概念的输出之间也缺乏显性的逻辑联系，从描述性案例研究中

很难挖掘现象的因果。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笔者在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研

究项目实践中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性案例研究方法：基于对立叙述准则的

案例研究。

2.2 基于项目案例的对立叙述准则确立

对于案例研究，首先的工作是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聚类，制定

结构化的案例维度。在这里，结构化的维度所指代的是以可控的变量作

为叙述性数据的框架基础[4]。在各个维度的横向上，案例间构建出了可以

发生比较的系统。通过横向间维度的比较，便可以很清晰地比较各个案

例之间的差异性和不同准则间的优劣势[5]。

同样的叙述逻辑也被运用在该项目案例研究中。在对埃因霍温火车

站安全现象进行剖析时，众多信息被归纳成了三种不同的、对火车站内外

安全问题有着直接影响关联的案例维度：规模、信息、生态圈：“规模”阐

释了车站空间规格、硬件设施配备在安全问题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火

车站内“信息”的多少，“信息”指引的质量好坏，在心理感知层面对旅客

的安全感影响非常之大。“生态圈”在这里指代的是火车站内部和外部周

边所共同形成的多种社会角色之间的共生系统。

然而，每一个叙述维度实则包含着复杂的信息。以上述维度之一的

“规模”为例，在规模的维度上进行案例间比较时，是否车站的规模越大

就真正意味着火车站的安全系数越高？亦或者车站的安全设施规模越大

就真正意味着火车站的安全系数越高？在此大量被收集到的世界各地的

车站数据得到了分析，发现同一空间规模大小的车站安全状况因为安全

设施规模的不等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样，具备相似的安全设施规模的

两个车站的安全状况之间因为空间规模的不等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

此每一个特定的维度均可以继续向下拆分为一对对立的叙述准则，对立

叙述准则之间的互相比较就可以评价该维度的安全倾向性。

所以，在研究项目中，每一个案例维度被拆分成了积极（Positive）与
消极（Negative）这两个对立倾向。如下表1所示，“规模”（Scale）维度对

安全的积极面是安全设施的规模（Scale of Safety Management），对安

全的消极面是车站的空间规模（Scale of Station）。车站的安全设施规模

主要体现在安全相关设施的完善程度和服务的覆盖面上。也就是说，车

站的安全设施规模越大，对安全的积极作用愈加显著；而空间规模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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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状况能够产生积极影响一方的叙述准则，反之负极代表着对安全状况

能够产生消极影响一方的叙述准则。依照着量性和质性的数据分析，每

个叙述准则的程度大小通过极轴的长短进行表达，因此，一组对立叙述

准则长度的差异就可以形成整个轴向上特定维度的倾向性程度。以信

息维度为例，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代表安全消极面的信息量（Quantit 
of Information）程度大于代表安全积极面的信息指引（Quantity of 
Guidance）程度，因此，这说明了在埃因霍温火车站中，信息的指引无法

涵盖和满足车站本身所包含的信息，整个信息维度的倾向性就偏向于安

全消极面，而信息量较之信息指引盈余的部分（在图表中以红色柱表示）

则体现了整个信息维度消极倾向的程度大小。

要体现在车站物理空间的大小，物理空间越大则安全的消极作用愈加显

著，这里值得说明的是，物理空间越大则安全消极作用越明显这种说法

并不存在绝对性，对空间规模之于安全倾向的判断是基于并相对于安全

设施规模之于安全倾向的判断所提出。同理，“信息”（Information）维度

被拆分成了车站内外的信息指引（Quantity of Guidance）和车站内外的

信息量（Quantity of Information），信息指引指的是车站内为旅客在车站

内提供的信息获取渠道，如信息指示牌，人工信息服务等，信息指引为安

全带来了积极作用；信息量所指代的是游客在车站内外可能需要获取的

信息汇总，例如车站周边的其他交通方式、车站附近的便民场所等，游客

所需要的潜在信息量越多，其会造成的安全缺失感就会越为显著。“生态

圈”（Community）维度被拆分为火车站生态圈的开放性（Openness of 
Community）和火车站生态圈的复杂性（Complexity of Community），车
站内外生态圈开放性是指车站内微世界和车站外宏世界的连接程度，它

们之间连接程度越高则意味着其带来的积极影响越多；车站内外生态圈

复杂性代表着车站内外主要活动人员和周围环境的综合构成情况，复杂

的程度越高，则为火车站安全带来的消极影响越多。（表1）

3 基于对立叙述准则的案例内剖析与案例间比较

在每一对对立叙述准则确立之后，另外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同一维度

下两两叙述准则之间的比较，叙述准则之间的比较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一

个案例内各个维度的安全倾向性。在这里值得说明的是，案例间某些对立

叙述准则比较中有一部分是通过量化的比较方式来实现，这种可量性的

叙述准则本身的数据来源是有迹可循，例如火车站的规模大小和火车站

的安全设施规模大小。而另外一部分的叙述准则比较，比如火车站生态

圈的复杂性和火车站生态圈的开放性，它们之间的比较是模糊的、质性

的比较，为它们之间比较所制定的评级划分也是基于观察和认知。笔者

在此并无意去明晰两种比较方式的优劣与否，并且在上文所提出的研究

框架和案例研究在这个项目中的作用时就指出，这里所做的工作是为了

输出对后续用户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模糊前期，这也意味着此处研究工

作的结论就是模糊且质性的，因此叙述准则间比较的方式，无论是量性

的还是质性的，都可以满足模糊前期结论输出的需要。

3.1 案例内剖析

图1所展示的是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状况案例自我剖析的可视化表

达，图中三个空间轴分别代表着三种火车站安全状况的案例维度：规模、

信息和生态圈。每个案例维度都会被拆解成正负两级，正极代表着对安

表1 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状况的对立叙述准则

积极的 
Positive

消极的 
Negative

设施
Facilities

安全设施规模
Scale of safety management

车站空间规模
Scale of Station

信息
Information

信息指引
Quantity of Guidance

信息量
Quantity of Information

社区
Community

开放性
Openness of Community

复杂性
Complexity of Community

倾向

维度

表2 相关火车站安全状况案例的选取

小型 中型 大型

欧洲
Mechelen 

Nekkespoe Brussels Nord Rome Termini

中国 深圳坂田 厦门火车站 无锡火车站

规格

文化语境

图1 案例内的自我剖析

图2 车站安全的问题痛点



138 学研探索

3.2 案例间比较

基于对立叙述准则的案例研究框架同样也可以运用在其他的火车

站安全状况案例中。 三组、一共六个火车站案例被抽取作为多案例研究

单元（表2）。案例的选取一方面从不同的文化语境出发，另一方面在不同

的车站规格上着眼，双方面作为抽取的约束标准。文化语境是一个宏观

约束标准：文化背景落地在车站安全问题上有多样化的体现形式，因此

文化语境是一个大的前提，这个前提的差异化直接影响着众多安全影响

因子的差异化。车站规格则是一个微观约束标准：规格作为一个车站显

性特征，在案例的识别度和区分度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尽管规格不是绝

对地对安全状况起着直接的影响作用。在基于对立叙述准则的案例内剖

析模型中（图2），我们可以发现多个火车站案例间并不是依照案例的维

度比较，也不是依照其中之一的特定叙述准则比较，而是依照维度的倾

向程度比较。

4 讨论与总结

本项目基于对立叙述准则的案例研究的输出包含了两个层次的结

论：案例内剖析所输出的结论和案例间比较所输出的结论。

通过案例内剖析，三个维度的倾向性能够清晰地被呈现在可视化表

达中，对于埃因霍温火车站而言，“规模”的维度上消极性和积极性基本

持平，这意味着车站的安全设施规模和车站空间规模处于对等的地位。

“生态圈”的维度上，埃因霍温车站本身是对整个社会具有完全的开放

性，它不仅是一个交通枢纽，对于当地居民而言也是一个日常工作学习

必经通道，而与此同时，车站内外的生态圈复杂性程度不高，因此这个

维度上车站处于一种绿色安全倾向。当我们将聚焦目光放在“信息”维

度上，就会发现信息量和信息指引出现了明显的不对等。所以，再重新

回到埃因霍温火车站整体的安全状况上来看，安全问题最为失衡的部分

就在“信息”维度上，这也成为了整个车站安全问题的主要痛点(图2)。而
需要解决这个安全痛点的途径之一，便是将两个对立叙述准则发展到一

种平衡对等的状态，让提升信息指引质量作为一种长期解决信息安全

危机的入口。

通过案例间比较（图3），可以观察到这些火车站案例，无论它们在大

小、文化上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在某些特定维度的安全倾向上的共性。

在“规模”、“生态圈”的维度上，各个火车站在对应维度上的安全倾向性

都会有所不同：深圳坂田火车站在“规模”维度上的倾向是安全的，虽然

本身的火车站是全中国最迷你的火车站之一，然而车站内部所部署的少

量安全设备可以基本满足坂田火车站的小规模空间需求。反观罗马火车

站，作为欧洲最大的铁路枢纽中心之一，车站内外的安全设备相较于普通

规模车站的设施配备要完善许多，然而正是因为罗马车站作为重要交通

枢纽中心，其每日所需要处理的安全问题也是十分繁重，到目前为止，车

站内外的安全设备配备依然没有全面覆盖安全问题。但是在“信息”的维

度上，所列举的车站安全状况案例都在这个方面呈现出一种具有共性的

趋势，即在信息安全上的消极性：这些火车站案例中都普遍存在着信息指

引系统无法满足信息需求的问题。

总体而言，案例内剖析通过各个维度对立叙述准则之间的相互比

较，输出了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状况的安全痛点，定义了模糊前期的范

畴，即信息危机范畴，从而为在后续的用户研究工作中能够有针对性地

定义目标用户群：车站中遭遇信息危机的用户。目标用户群的定义直接

影响着用户研究所收集的数据内容和进一步的需求分析结果。案例间倾

向性程度的比较则验证了信息危机是为众案例安全状况中的一种共性

存在的现象，也强调了解决信息危机这一途径作为提升多数火车站安全

状况战略之一的重要借鉴意义。本文基于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状况研究

项目讨论了对立叙述准则下的案例研究方法的形成、开展、输出和意义

叙述准则下的案例研究目的是为了让该项目前后做到逻辑性与效度性

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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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盛宴
AN AUDIO VIDEO FEAST

沈阳建筑大学  孙 迟  吴佳玥

摘要:�

观演建筑是人类文明发展水平较高时期的一类建筑，作为人类文化建筑中非常重

要的一种类型，其空间环境也就不可避免地充当了社会与文化的重要载体，使社

会文化具有了可见性与象征性。并作为社会文化发展中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量，它的

存在是不可忽视的。

观演建筑具有高度技术性，多学科性与综合性，作为视听欣赏空间环境，则要求它

必须具备更强的艺术性和社会性的特征。它的风格变化同整个时代的演进，政治

经济的发展，以及新文化，新艺术的涌现和当代视听文化的发展都有着十分密切的

关系。所以，对当代观演类建筑的造型艺术设计，就必然要求当代设计师要具备更

全面更完善的设计理念以及对现代各类文化及发展要有更充分的了解，这样，也

就给了我们更大的技术与艺术上的挑战。

关键词：

观演  艺术造型  发展  融合  多元化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ater buildings is higher level of 
architecture, an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ypes of spatial environment, 
the period of human culture construction is a carrier of social culture, and with 
both visibility and symbolic. As a huge driving force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t can't be ignored.
With high technical, multi-disciplinary and comprehensive features, theater 
buildings as the audio-visual appreciation for its space have stronger artistic 
and social features. Its style changes with the era of evolution and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ulture, art and modern audio-visual culture development. Therefore, for the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the plastic arts, designers should hav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more perfect design concept of modern culture. So, 
it also gives us more technology and art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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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观演类型建筑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从二战后至今，随着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戏剧理论与实践、现代建

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观演建筑无论在数量、规模、构成和演

出手段等方面又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的多样化，提高经

济效益，对观演空间灵活化的多功能观演建筑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各种

形式的观演空间室内造型设计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建筑环境。

建筑设计进入了更成熟的发展阶段。从社会经济恢复，生活条件的

改善，观演建筑的建设同时进入高潮期，其发展速度与规模虽然较其他

类建筑略显逊色，但在其艺术风格上的独树一帜与建筑造型的创新与情

感上的绝对表现力，绝对成为各国家或地区的标志性建筑。

（一）观演建筑向多元化发展

观演建筑也由多功能厅向由各个专业大厅组成的“多功能演出综合

体”转变。一般以大体量，大空间的剧院为核心，另外布置一个或两个影院

和会议厅，有的还设有许多大小不同的空间，这些空间整合成一个集文化、

娱乐和休闲为一体的功能庞大的综合体，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文化艺

术中心”。各厅会按各自的功能要求设计，选取最佳混响空间，布置合适的

吸声材料，使每个专用厅各得其所，声音效果都可以达到最佳状态。

（二）“绿色”与“信息”的双重革命

绿色建筑在注重环保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它要求建筑与环保相结合，

注重绿色生态，提倡使用再生材料，现代建筑，尤其是大型演艺中心，因

为其内部空间巨大，能源消耗量惊人，所以应特别重视生态问题，而绿色

派的设计就其应用来讲，也大都局限于具体细部构造设计，例如在建筑顶

部进行广泛绿化，突出植物布局，让建筑与自然更为协调生存，并做一些

积极探索，追求自然的回归及建筑与环境的同化。

（三）创新发展

当代观演空间室内造型艺术设计的创新点应着重于在可以持续发展

为前提的基础上，将艺术造型的审美与声学材料的运用相结合，通过艺

术的媒介，解决声学方面的问题。

对于观演建筑室内空间造型设计来说，设计师可以尽可能使实体墙

满足声学要求而不影响内部的视觉效果。观众的墙面则可以采用MLS声
学墙面，观演空间耳光室开口部分设计可以成活动翻板，削弱了对自然声

吸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不用耳光室还可以关闭翻板，与观众厅的内墙

面融为一体，这样能够充分反射舞台声音，改变前区的音质缺陷。GRG是
玻璃纤维加强石膏板造型的随意性，使其成为要求个性化的设计师的首

选，它独特的材料构成方式足以抵抗外部环境的破损、变形和开裂。能够

表现出观演空间室内造型艺术的流线型的意念，以及表面不留任何接缝，

实现了大尺度流畅扭动且表面光滑无缝的大体块造型。在满足观演建筑

室内造型艺术审美的同时，GRG材料还是很好的声学材料，具有良好的声

波反射性能，经同济声学研究所测试：30毫米厚单片重量48公斤的GRG
板，声学反射系数R大于等于0.97，符合专业声学反射要求，适用于大剧

院、音乐厅等声学原声观演建筑。如果做成穿孔，还可以作为吸声板。

为了满足不同功能观演建筑的功能需求，根据以往观演建筑装饰的

经验，可以采取一下措施来调节室内混响时间：与声学单位及声学方面专

家充分沟通，可以将观演建筑舞台对面的墙面与天花交界处GRG预留凹槽

用于悬挂升降吸引幕布的位置。如果演出需要要求的混响时间降低，可

以放下吸引幕布来降低室内混响时间，做到在使用过程中，也对混响时间

进行调节。另外可以在声音强度较大的范围内的天花板上（一般会出现在

舞台台口的上方），在施工过程中预留出悬吊反声体的吊点位置，通过对

整个观演空间的声学测试的结果或在演出时某个区域声音强度过大，可

以在此处悬挂一定数量的反声体对该处的声强进行反射，对该处的声音

强度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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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代观演类型建筑的艺术造型设计

造型设计向来是一个建筑美学难题，众说纷纭。任何简单化的论断

都难以全面准确地讨论它，但是有一点是显然的，建筑中的功能因素是社

会发展过程中提出的各种需求的映照，建筑师不仅仅满足于在建筑的厅

堂内为人们提供一个众多激情涌现并充满想象力的空间，而更依赖于建

筑本体来传递自己的意愿、情感、风格、智慧以及对建筑的理解。所以，基

于文化的观演建筑设计，就必须要求我们不拘传统形式，勇于创新变革，

运用现代高技术手段表达出超越地域文化的创新之美，从而将文化艺术

的感染力引入审美，引发人们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共鸣，引导他们参与其

中，获得其独特的文化体验。

（一）观演类建筑的主体特质 
观演建筑是“观”与“演”两个空间的相互融通与结合。“观”是为民

众享受艺术服务的，而“演”即为表演空间。而这两个方面即决定了观演建

筑的自身定位，既有文化建筑的典雅与宁静又有娱乐建筑的现代与喧嚣。

观众厅、舞台与前厅是构成传统观演建筑的三大主体空间，是造型设计的

主体，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体量关系，成为造型设计成功与否的关键。

（二）造型结构

工程技术一直是建筑造型的基础考虑因素，选择良好的结构形式不

仅使建筑物安全可靠，也给观演建筑提供了更为灵活的技术条件，更有助

于建筑师设计理念的表达。这种适应性选择最终也就使观众厅，舞台的

形状和跨度不再受太多限制，可以使诸如轻型钢结构，空间网架结构，壳

体结构，悬索结构，还有为临时剧场，露天剧场服务的充气张拉膜结构等

有更多的利用和发展空间。

（三）观演模式对造型艺术的影响

多元化是当代社会的一大特征，也是各个文化娱乐领域的发展方向，

而在建筑上同样得以体现，所以观演类建筑也就自然表现出多样性的样

貌，而这种特征也就直接反映在现代变幻无穷的建筑造型与风格上。

现代观演建筑不仅负有精神文明建设的职责，而且还要满足该地区

不同年龄和文化层次的娱乐方式、需求和喜好。而文化娱乐内容的丰富多

样性，必然会引起观演建筑内部空间环境的设计的多样化。对于演艺中心

与文化中心这样的观演建筑，无论是集中式还是组合式布局，其造型设计

应该说早已超越了观演建筑造型设计所讨论的范畴。

三 当代观演类型建筑造型艺术表现形式

（一）剧场

  我国最早的剧场可追溯到汉唐时期，在汉代盛行百戏，混合了体育

竞技、杂耍游戏、歌舞装扮、杂技魔术等表演形式，这些表演形式在隋唐

五代发展到鼎盛时期，也就随之出现了专门的“台”和“砌台”，被人们称

之为所谓的“剧场”。随着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

大地兴建“大剧院”的风潮逐步开始，但是几乎所有的大剧院都是有政府

投资的，主要目的则在于改善城市的形象，与演出市场之间没有直接的联

系，因此，剧场的设计与发展并没有做到紧密结合，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缝

隙。然而近几年在我国出现的一些独立剧场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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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北京方家胡同46号的尚剧场（如图一）。

剧场空间原为20世纪50年代轻工机械厂礼堂旧址，2011年，由著名

建筑设计师柯卫针对尚剧文化概念进行重塑，形成独特的建筑造型，作为

旧居住区中的工业园建筑升华为现代剧场艺术空间的一次成功实践。

（二）音乐厅

音乐厅，顾名思义就是音乐的厅堂，是举行音乐会及音乐相关活动的

场所，是人们感受音乐美丽的地方。音乐厅通常都装潢典雅，由音乐大厅

和小剧场等组成，并配备各种乐器及专业的音乐设备，同时提供舒适的座

椅，在优雅的环境里为人们带来音乐的精神盛宴。例如日本雾岛国际音乐

厅（如图2）， 
雾岛国际音乐厅处在又自然森林的山间，周围有雾岛群山。音乐厅平

面以鞋盒式比例为基础，采用树叶形的平面和船底形的剖面，这种形状结

构能够最大可能扩散和发射来自舞台的声音。

（三）影视中心

随着现代科技的蓬勃发展，在短短的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影视中心

艺术就奇迹般地完成了从无到有的革命性历程，并已逐步取代传统艺术

而成为当代大众的主要娱乐消遣方式。北京五棵松耀莱国际影城（如图

三），共有17个放映厅，建设面积约15000平方米，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电影

院。其中的超大厅拥有高17米，宽24米的巨幅无缝银幕，影院还为残疾人

提供了无障碍通道，配备无线发射系统。

（四）观演综合体

观演综合体是指不改变舞台的主要形式、观演关系、观众厅形式、舞

台机械设备的情况下，能演出两个或两个以上剧种的剧场。一般这两个剧

种对声学、视线、及设备的要求比较接近。如马尼托巴百年纪念音乐厅文

化中心，主要结构是混凝土基础、砌块隔墙、钢柱及刚桁架的结合。观众

厅内设置了大量的可变牺牲结构，用来控制声音反射。马尼托巴百年纪念

音乐厅文化中心的观众厅被称作“最大的鸟笼”观众厅，它的表面是一个

巨大的钢丝笼，包在硬质灰膏声音反射薄膜系统外面。

观演建筑是人类文明发展水平较高时期的一类建筑，作为人类文化

建筑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类型，其空间环境也就不可避免地充当了社会与

文化的重要载体，使社会文化具有了可见性与象征性。并作为社会文化发

展中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量，它的存在是不可忽视的。而通过各类当代观

演建筑的设计实践，我们认识到设计创新首先是观念和文化的创新，其

次是手法和技术的创新。在表达自然意象的基础上探索建筑与自然的关

系，适应自然、融合共生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图一 图二 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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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中国风”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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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oiserie”是法语“中国的”，“中国人”的意思，这个词汇在18
世纪中期被吸纳到英语中，指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艺术风格——“中国

风”[1]。事实上，“中国风”作为一种设计风格，可追溯至17世纪欧洲设计

艺术的发展概况。欧洲的中国风设计兴起，最早在陶瓷和家具中体现出

来。其设计依据，一是以中国为主的东方外销艺术品，二是17~18世纪中国

游记等著作中的插图。在欧洲不同的国家，中国风设计的流行与表现形式

有所差异。它兴起于荷兰，却在法国得到最充分的表现[2]。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设计“中国风”，是在近现代设计艺术发展的基

础之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积极采用中国元素进行设计表达的设计风

格。它应是一种建立在中国文化和东方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并适应中国在

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方向的时尚审美设计潮流。但“中国风”并不是一种简

单的复古，它是一种螺旋式上升后的文化反思。设计师们从传统文化中寻

求哲学根源，从传统精神构造中建立现代生活体系，从传统技术和民间工

艺中汲取灵感，从传统材料中产生现代的生态和谐，从传统装饰和符号中

陶冶情操[3]。

时至今日，设计“中国风”随着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发展，

而成为重要的设计风格与思潮，取得了一连串举世瞩目的战果，时尚、家

居、化妆等流行领域都彰显着此起彼伏的“中国风”。但与此同时，在有关

“中国风”设计的过程当中，经由粗放性向细致化的发展，存在着思想与

操作上的误区，大体而言，有如下类型：

问题一：随波逐流——滥用传统符号

我们并不否认现代设计植根于中国民族性、地域性的传统艺术渊源

之中，是对传统文化的延伸，而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也更不是随波逐流、

趋炎附势，见什么就拿传统符号当令牌，滥用传统符号。事实上，在当今设

计创作和设计教育中却存在着一种盲从的心理。一是，拘泥于典型传统符

号。比如，当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的水墨设计、北京奥运标志印章设计

的成功，大家便广泛认为设计“中国风”的类型和样式就是水墨，抑或印

章。尽管水墨、印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符号，有着浓郁的人文历史和

渊源，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何其之多、之广、之丰富，我们何能拘泥于几个

单一的符号呢？其种情形，犹如17~18世纪法国设计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认识，认为只有丝绸、陶瓷、漆器、字画等少数销外欧洲的物品才是代表中

国传统文化的想象，因此当时法国设计界“中国风”的题材和类型都非常

单一[4]。二是，滥用传统符号。如今，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信息网络文化与其

他高科技综合利用和发展的时代，新材料、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使我们目不

暇接，随之而来的新思想、新观念以及国外的各种艺术思潮的涌入，对中

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种局面下，我们面对着一

个如何认识传统造型艺术与现代设计的关系的问题。针对现代人的思维

方式和人性观，在传统图形的基础上，对现代图形艺术规律作较为深入而

系统的研究，日益成为设计师们所关注的焦点。对传统继承是必要的，也

是必然的，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是建立在传统的旧事物基础之上的。问题

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在现代语境下解读并应用传统文化符号。当今在体

现设计“中国风”的一些设计作品中，急功近利的文化张贴、生搬硬套的

拆分重组造成了低水平的符号滥造。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设计

是无视民族文化背景和时代差异的，是无视人的行为心理和设计解读语境

的。这种设计只是简单地披上民族文化外衣的形象，是不可取的。对传统

的继承是必然的，那我们该如何继承呢? 中国传统符号造型在现代设计中

的传承性不能照葫芦画瓢，不能粗制滥造，要把握精神实质，将传统符号

造型的精华与现代设计语言重新结合，使其具有新的时代特征。

问题二：虚表传统——得“形”忘“意”

设计教育家尹定邦先生在其《初论图形的意义》一文中指出：图形

和意义是两个词，表示两个概念，所指两类不同性质的事物。图形和意义

结合起来有四种方式：一是由意义去创造图形；二是图形去吸引意义；三

是图形的需要者在观察、分析、比较和选择图形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的知

识、经验作图形的意义判断；四是图形的功能发挥在于使用过程当中，意

义也得以实现[5]。即是说，图形符号（包括传统文化符号）与意义表达是

两个水乳交融的概念，我们使用传统文化符号，必然要注意图形与意义

的双重性。我们应该在理解的基础上，运用新的造型方法与理念，赋予传

统图形新的涵义。但是当前在一些体现 “中国风” 设计的作品当中，却

大量存在着虚表传统——得“形”忘“意”的现象。所谓得“形”忘“意”，

一是得传统文化符号之“形”，忘传统文化符号之“意”。传统文化符号有

着许多值得探索，研究的内容和使用价值，并且具有相当的生命力，充满

东方人的智慧与哲思。比方说，传统民间美术的造型的依据主要是意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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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象，它所描绘的不是看到的而是领悟到的，也不是现存的而是企盼的。

所以民间美术造型运用一系列需要破译的意象符号，稚拙朴实而真实地

表现人们的感悟与追求，以抽象、变形、简练的手法重构一个属于心灵的

世界。遗憾的是，我们常常所见一些采用民间文化符号来设计创作的作品

却徒有民间文化符号之外形，殊不知民间美术的造型思维与造型形式的

密切关系，以及造型思维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此种现象在当代“中国风”

设计当中，比比皆是。二是得传统文化符号之“形”，忘当代生活语境之

“意”。传统文化符号运用在当代设计当中，不可原样照搬或拼凑，要学

会融会贯通。其一，是对传统符号“造型”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是在理

解的基础上，以现代的审美观念对传统造型中的一些元素加以改造、提

炼和运用，使其富有时代特色；其二，赋予传统符号造型新的涵义。中国

传统造型背后的“意”是人们迷恋其造型的关键，无论古人还是现代人，

对美好事物都一样的心存向往，因而传统造型背后的吉祥意味同样适用

于现代设计，适用于表达现代人的设计意念。事实上，设计“中国风”的

当代语义转译已是设计界一直以来的热门话题，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一些

体现设计“中国风”的作品，却有的设计思路还是只侧重传统图形的直接

挪用，抑或还是只注重传统图形的传统语义，却忽视了传统图形符号在当

代生活语境的转化。

问题三：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的中西结合

英国著名学者阿尔布劳在《全球时代》一书写道：“20世纪80年代，

‘全球化’成为关键词。20世纪90年代，则出现了一种总的认识，即：现代

时代行将就木，全球时代已然开始。[6]”全球化（global、globalization）并
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衰亡和消解，也不意味着全球文化的同一或同质。相

反，在全球时代，本土化（local、localization）成为人类生活和历史发展中

备受关注的重要现象，形成与全球化并生的另一牵制性力量。这一点在文

化领域中表现得尤为鲜明。

从整体看，中国文化进入全球化的开端可以肇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

争。以此为标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西结合模式一直影响至今，但是

怎样做到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又保持浓郁的地方特色，并不是容易做

到的。

尽管有不少设计师寻求中西融合的设计风格，但也存在一些不伦不

类、似是而非的误区：一、张冠李戴。所谓“张冠李戴”，是一种对中西文

化传统和对生活现实的颠倒和误读。二、似是而非的波普风格。有不少作

品误以为随意采取的波普风格，以后现代的解构方式，把传统文化符号与

西方设计艺术形式的结合，但问题是这类作品存在着调侃传统文化，误解

传统文化的品质高低之分。如此等等，不一一赘说。

客观而言，有关于设计“中国风”的中西结合，并不是把中国元素完

全照搬下来，而是在继承传统中国元素的同时，将其与现代各种文化相融

合，纳入现代中西方的时尚设计理念，将底蕴深厚的中国元素完整地诠释

成为国际化的时尚经典。

从设计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作为一种视觉文化，设计“中国风”因

其直观性一方面成为向世界输送中国传统文化的表意样态，另一方面又

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潮的最直接、形象和生动的再现。假如

说，“中国风” 设计的前期还处于粗放型的探索，处于对一个片面符号化

的中国想象，把京剧、武术、长城、故宫、笔墨、书法、印章等历史标本作为

表达的重要对象的话；那么，当设计“中国风”往精细、深入发展时，进行

时的、常态的、真实的中国人生活观念、状态、准则、行为等等也同样成为

设计“中国风”的生动表现。从“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

的角度出发，也有学者提出“为人的存在佳境而设计”[7]，并认为设计实质

上提供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操作方法，也是对日常文化进行挑选和评价以后

得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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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于此种观点，笔者将列举解决设计“中国风”问题的对策：

一 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中国式审美

2009年5月，中国传媒大学吴学夫教授在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举

行题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中国式审美”的讲座。其大意如下：一是从社

会学的角度来探索社会审美意识；二是站在艺术设计的立场来观察中国

的日常生活；三、并非历史的、宏大的叙事角度，从日常生活的常态中挖

掘中国式审美；四、打造轻松平和的、真实的中国形象，避免过度包装和

自我陶醉的中国式审美。居于这种的观点，那么，所谓“在日常生活中发

现中国式审美”，就是在常态的、真实的生活中进行挖掘。也即说，此种

设计“中国风”的对象存在于现在进行时的、活着的，不只是归为历史标

本的古典审美之中；也存在于平民的，普遍化的，而非小范围的精英审美

或者矫饰的独特样本；更存在于与广大城乡村的日常事物里。比如，我们

可以列举，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发现中国人特有的审美倾向：1).民族性偏

好：a.暖水壶（热食习惯、牡丹花崇拜、对红色的偏爱）b.鸳鸯被（随嫁品、

大红被面）c.枕巾（牡丹花面）d.痰盂（红色、牡丹花图案）e.中华香烟（红

色、天安门建筑）f.红灯笼（成为政府象征）2).实用主义的混杂：a. 自行车

（杂物筐、小孩座、链条锁）b.村庄住房（避雷针或欧洲童话城堡、中式飞

檐斗拱、玻璃幕墙、西方古典建筑的三角楣）c.农村妇女（红棉袄配牛仔

裤）d.农村情侣（红色拖拉机卖橘子、留时髦发行）3).灵活的变通性：a.一
拉得领带b.多功能丝瓜攮子c.残疾车改造加蓬4).政治传统的遗传基因：

a.牛皮纸档案袋b.红印章c.红灯笼d.军用水壶e.锦旗f.红领巾及袖标g.带有

领导人头像的吉祥物h.筒子楼 5).炫耀矫饰的心态：a.矫饰梳妆镜b.大金元

宝c.金门d.金碧辉煌的歌舞厅e.丑陋的电子画等等[8]。 
二 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中国式审美的方法——生活形态分类研究设计

生活形态分类研究设计的提出是居于不仅从设计对象的生活形态

和生活轨迹中发现设计需求，还从设计对象的生活主张中挖掘其文化概

念和设计定位，是对设计对象清晰化、设计需求细分化、设计市场具体

化的一种设计要求。“生活形态分类研究”是针对于群体的生活观念，生

活主张等分类的研究。以生活形态设计为目的，通过对不同族群的“生活

区隔”，研究不同生活形态下不同族群的生活观，消费观和传播观等差异

性，从而发现和解读“设计需求密码”，为目标族群（目标消费群）定位和

策略性设计提供科学依据的研究方法[9]。此种设计研究方法，从“日常生

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的角度出发，从纵向的抽样、归类和横向

的分析、对比，灵活地提取族群生活形态中某些对设计有启示性和发展性

的细节作为设计的依据。比如，从历史纵向发展、演化的脉络当中，提取

服饰设计在传统与当代当中的典型样式，作为生活形态的启发性设计依

据；从横向的角度，比较中西方服饰的差异性，准确把握生活形态的特征

与设计语言的表现之间的关系，表达日常生活中的中国式审美，传达当代

设计的“中国风”。此种设计方法，试图“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以人的

生活和包围的文化为基础，真正使设计艺术成为“文化肌肤”，成为表现

当代设计 “中国风”的方法典型之一，其对当代设计教育与文化传承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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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漆器装饰纹样特征及对包装设计的影响
LACQUER DECORATIVE PATTERNS CHARACTERISTIC OF THE HAN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ON PACKAGING DESIGN

沈阳建筑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于 莹  王 雪

摘要:�

漆器艺术源远流长，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从生活用具逐步成为发展成为工艺品，漆

艺发展从实用性发展到了欣赏性，从装饰艺术到纯绘画艺术的转变，而汉代正是

这种变换的关键时期。文章以汉代漆器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其装饰纹样的艺术

特征，并结合个人创作时间，分析对包装设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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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cquer art has a long history.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of development, from 
life appliance gradually becoming a handicraft, lacquer art development has 
experi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racticability to appreciating and from 
decorative art to pure art. And the han dynasty is the key to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Based on han dynasty lacquer ware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the paper discusses it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t of decoration pattern and 
combines with the personal creation time, it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package 
design in the modern lacquer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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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代漆器装饰纹样概述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是造物艺术对人生活方式的体现，而造

物艺术也经历了物质需求到精神需求的蜕变，最终成为物质与精神的综

合体。漆器诞生于其实用功能，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其精神功能也凸显

出来，最终蜕变为一种以精神功能满足为主的艺术品。汉代是一个昌盛的

时代，漆艺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产生蜕变，漆器不再是一件器具，而成为

了一种艺术形式的载体，也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装饰纹样的载体。

2 汉代漆器的装饰纹样艺术性分析

汉代漆器装饰纹样主要以大自然的动植物、人民生活场景为基础，

进行必要的抽象融入，搭配绚丽的色彩，形成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艺术形

式。汉代漆器装饰纹样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种艺术特征。

2.1 装饰手段的独具匠心

装饰纹样的塑造离不开生活的启发，漆器的装饰手段在依托生活启

发的同时，根据漆器的器形、功能及用途进行必要的优化，从而保证装饰

纹样与器物及环境的搭配。汉代漆器纹样以彩绘为主，搭配一些其他的手

法，比如堆画、雕镂、贴花、镶嵌等，另外还首次将锥画融入漆器装饰纹

样，工艺相比之前历代更多，更灵活，甚至超过之后的很多朝代。首先汉

代漆器以彩绘为主要手法，颜料和油调、亦和漆调，除了传统的黑两色，

还融入了多种色彩；其次锥画手段在汉代已经非常成熟，可以绘制出细如

发丝的线条，对于人物、动物的刻画更加细致入微，而且更加生动形象；

汉代后期的漆画除了常用技法外，还开始使用描金和填漆的手法。

如图1所示，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出土的狩猎图锥画漆奁上锥画纹

样，从上面清晰可见刻有人物的纹样，还有动物纹样如鹿、鸟等，在针刻

的凹进去的纹样内填入十分醒目的金色，这种在已髹漆的漆面上用针刻

出装饰纹样的技法在汉代成熟起来的。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写到；

“线的艺术，正如抒情文学一样，是中国文艺最发达和最富民族的，它们

同是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表现。”汉中晚期漆器花纹的绘制方法除了

继续沿用前面的绘画技法外，还出现了填漆和描金银等技法，但总体上仍

然以彩绘和锥画为主。 
2.2 构图策略的对称均衡

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审美非常注重成双成对的概

念，同时注重均衡的构图与布局，汉代漆器装饰纹样的塑造同样如此。首

先，构图多采用对称的手段，虽然漆器器形区别很大，但是汉代漆器纹样

大都采用中心点对称发散的构图手法，大部分装饰纹样可以做到相对中

轴线的重合，这不仅体现出了皇家的庄重气质，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特

有的审美特征，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其次，因漆器器形多变，特别是一

些非常规器形，想做到完全对称很难，这个时候匠师们就采用了均衡的手

段，做到器形整体纹样的均衡，构图开始尝试S形、U形等多种手法，增强

纹样的装饰性的同时不失庄重。

图2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朱地彩绘棺，棺板上绘制了一副龙虎斗

的场景，以中间对称轴为界限，两侧分别是一对龙虎在相斗，龙的头部彼

此相对，位于画面中间，龙身则各自盘旋延伸；两只老虎则背对中心轴，同

时与龙相对，画面空白部分搭配云纹等其他纹样，这些纹样也严格依照轴

线对称。画面整体严谨协调。

2.3 色彩运用的鲜活生动

漆器一般采用内红、外黑或内黑外红的手段，黑红两色是装饰纹样

的主体颜色，这是由其时代性及工艺局限性决定的，但是用单纯的两种色

彩做出更多、更经典的艺术形式便是匠师们智慧的体现，不论是黑底红纹

还是红底黑纹，其色彩的鲜活运用无不体现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同时也

体现出了漆器的尊贵典雅。

3 汉代漆器装饰纹样在对包装设计的影响

3.1 汉代漆器装饰纹样在包装礼盒中的应用

汉代的漆器纹样虽然简练，但是及其传神，色彩单纯但是十分热烈，

这些在现代漆器纹样的设计中也是有迹可循的。与汉代漆器装饰纹样相

比，现代漆器的纹样也着重体现在其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关系上，人们

并不拘泥于形式上的图案所创造的艺术形式，而是注重装饰纹样能够表

达深刻意义的形象，这里的形象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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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设计作品首先要是个人情感的自由发挥，加之匠心独运的设计才

能够打动人心，才能够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例如：“稻香村”月饼包装

（图1）就很好地体现了现代包装设计的“人性化”，无论从色彩到纹饰都使

人感到“和谐”的愉悦，云纹则是承载了人们向往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 
“黑米酒—秦风汉韵大礼盒”如图2，其整体设计以黑色为主调，与

产品原始的色调相同，与产品原料色彩相契合，小面积红色在其中点缀，

沉稳中不失活跃，大气而深沉，纹饰的运用也恰到好处，表现出汉代质

朴、雄浑的风格，此包装设计获得了 2007 年“包装之星”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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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汉代漆器装饰纹样在包装外形中的应用

现代漆器的纹样在古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了材料的运用，古今结

合的手法比较多，以此来使纹样形式更加多样化，这在一些漆画展中可循

踪迹。现代漆器装饰纹样的表现形式不拘一格，自由奔放，它的表现手段

是综合的，同时也是独具民族特色的。对汉代漆器纹样的创新要站在一

定的高度来发现其对传统漆器纹样的弘扬与超越。弘扬就是继承，超越

是整理、借鉴与创新。我们要整理古人留下的纹样并借鉴它的优秀方面，

吸收后进行创新。整理后要站在中国现代漆器艺术的发展上来看待创

新，要主动地借鉴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并运用到现代文化艺术中来。在借

鉴中保持民族艺术的独立性，又不失现代艺术的特征，用一种符合现代审

美观的纹样来延续中国漆艺术传统。

汉代纹饰不仅形式优美，而且描绘精细，丰富了装饰的内涵表现。在

用色上主要以漆器和丝织物为代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彩绘双层九子

奁”如图3：“套盒是圆形的，上层放置铜镜，下层套装9件小盒，里面是红

色、外面是绿；并且采用黑白的纹饰设计成为梳妆盒具，此设计十分合

理，制作精巧，色彩斑澜，纹饰华美。在远古时代的人民喜欢采用红、黑两

色进行装饰，两色的组合成为民族色彩的特色和风格，红色象征着吉祥喜

庆，黑色象征着广博厚重。在汉代漆器艺术中，同样以红、黑色的对比为

主要基调，辅助色主要以黄、褐、白、绿、蓝、金、银诸色，深邃悠远又缤纷

灿烂。纹饰色彩更加注重大面积的色彩对比，不再受程式化的约束，视觉

效果更加装饰化、理想化，如图4。汉代艺术家于色彩的感悟，对现代包装

设计师从色彩上进行创新是有所启迪的。

4 小结

汉代漆器的装饰纹样记录了汉代人民的智慧和审美体验；装饰纹样

的变化都是受到汉代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和民俗习惯的影响，装饰纹样

以其独特的形式传承着中国的文化。汉代漆器的装饰纹样与造型的结合

使汉代漆器表现出实用美观的特点。汉代漆器的装饰纹样神秘浪漫、飞

扬流动，追求的是一种对称与均衡、节奏和韵律的秩序美；其色彩语言

表现为色彩运用的整体性与差异性的有机结合，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视觉

效果。这些漆器从整体上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艺术特

征。反映了汉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与追求。汉代漆器的装饰纹样

设计是功能性与审美性的完美结合。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我们

要继承和发扬它的魅力。

图1 稻香村月饼

图2 秦风汉韵大礼盒

图3 彩绘双层九子奁

图4 彩绘鸟云纹耳杯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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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法国的印象主义运动开始，

艺术家们走出传统去探寻新的形式语言。经

过了无数的坎坷曲折，现代艺术走上了一条通

向人类心灵和情感体验的不归之路。野兽派

和立体主义艺术家开始认识形体、色彩和空

间，随之感悟点、线、面、光影、肌理和不同材

料给予人的情感意义，从中找到了可以自由表

达精神世界的途径。就像音乐可以抒情、诗歌

可以言志，造型艺术家则通过色彩和光影等

抽象的形式表达场景的精神含义或是讲述内

心的喜乐与忧伤……

多年来，抽象艺术对设计学的影响是有

目共睹的。尤其是在建筑、平面广告、服装、

工业等方面，抽象艺术为之带来了革命性的

改变。人们不再以具象思维去对待设计创

作。对精神领域的关注，对情感认知的抽象

表达已经成为现代设计的主流。然而现代风

景设计学的发展却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

单美好。在这个领域里人们或多或少还徘徊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我们的设计师无法摆脱

“现实”的约束，一方面是对写实主义思维的

依赖；另一方面是习惯性地把现实作为衡量

真实的标准。忽视了精神感悟的设计师根本

没有可能理解抽象主义，更谈不上用抽象的

思维和艺术表现方法来创作了。

从大学的教育模式到设计公司的实践，

我们一直沿用传统的思想和工作方式，这应

该是现阶段设计领域缺乏创新的主要原因。

人们错误地认为抽象艺术只是形式上的创

抽象艺术，现代风景设计学的根基
ABSTRACTIVE ART, A BASE OF MODERN LANDSCAPE DESIGN

文_Text_李建伟 图_Photo_李建伟

新，内容上则并无所长。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形

式上的突破已非常了不起。事实上形式的创

新给内容带来了更加非凡的表达空间。从写

实的框架里走出来，抽象艺术从形式到思维

方式都是一种突破。对造型元素的理解可以

帮助我们更准确深刻地表达内容，而不是对

内容的忽视。所以我反对在设计专业千篇一

律地进行石膏像、静物写生教学。如果设计专

业的学生们对康定斯基、达利、蒙特里安都

不了解，那还谈何现代艺术设计创作？老师

们总强调所谓的专业基础，明知道这样的教

学方式多会培养出匠人，却仍照本宣科、不思

进取的安于现状。安藤忠雄没上过大学，从

未受过建筑学的科班教育，通过自学，获得了

建筑界的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白石老人没

学过素描，没进过美术专业院校，照样成了画

坛传奇。可见艺术类专业院校的“基础教育”

不见得有多么正确。艺术类院校的目的并不

是培养熟练技能的操作匠人。学艺术、做设

计最怕的就是模仿、抄袭,重复前人的作品。

学习抽象艺术对设计师的培养至关重要。

“写实”有两层意思：第一是把自然作

为参照对象，如山、水、树、石、花、动物等

等；第二是拿过去的“成品”作为参照对象，

如传统建筑造型和结构法式。

我们应该承认，写实主义在经历了漫长

岁月积淀后成为人类最宝贵的艺术财富。通

过对现实世界的再现来传达美感，人们还从

中发现了美的规律——形式美法则，并在文

字、绘画、音乐、建筑、园林各处显现这种传

统艺术的发展足迹。写实主义作为一种美学

思维和艺术表现形式，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

几千年，且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然而写实带来的结果通常是标准的雷同

和如出一辙的类似感。写实主义也能表达情

感，但它常被现实束缚，多有局限。如果说过

去我们从写实中获益，现在却多被它羁绊。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早已习惯和接受用

抽象思维看待身边的事物。如利用色彩区分

季节、做记号表示前进方向等等，特别是对

待一些棘手复杂的事物，人们首先想到的就

是用简洁的抽象符号去替代繁杂的具象物。

但谁能想象人们第一次遇到抽象艺术品时

的不知所措？直到现在大多数人仍无法欣赏

抽象艺术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基于人们的固有

思维习惯。“理解”作品多于“感受”作品，总

是去寻找画家的意图而不是体会自己的情感

并与作品交流，把最有意思的思想碰撞弃之，

岂不可惜。

无论从绘画、雕塑、建筑还是诗歌、电

影，写实主义终归是模仿和再现，而抽象主

义则会有更自由的表达，将注意力从物质的

世界，移向精神的境界。

那么抽象思维与抽象艺术到底对设计学

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它使我们都在形式上

脱离了客观事物的束缚，直接对主观负责。

对人的情感、思想极尽的表达是抽象主义的

伟大贡献。由于脱离了实体事物，抽象使创作

在形式上得到了无尽的自由。另一方面，“抽

象”为我们探索人的心灵情感提供了更多有

趣的领域。抽象记录着人们在时间流逝中的

点滴心情，给予创作者更开放广阔的想象空

间。此外，如果说写实主义注重是人类某些

方面的情感，抽象主义表现的则是情感的全

部，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或分不清正负的。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园林只可表达所谓正面

的、积极的情感，其实设计是不应该有这些

限制的。对人性的关怀就是对人类所有情感

的关怀。“积极”并不是情感的全部。我们也

应直面黑色的恐惧、蓝色的忧郁，或是紫色

的哀伤。正如汪峰的歌中所唱“我们生来彷

徨”，彷徨是自然的一种心理状态，无所谓好

与坏。只有不回避痛苦和忧伤，用心去感受失

落与迷茫，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快乐与坚强。

  现代设计拒绝简单地再现自然，且承认

人造美也可以很“自然”。如果严格地界定现

代设计，那就是以抽象的形式语言表达功能

空间和精神内涵。诗情画意是过去文人墨客

的追求。它与抽象的思维到底有何不同？无

论传统写意的绘画或是园林，都还是一种写

实的表达方式，只是更注重描写事物及人物

的精神气质。虽与“具象”有些差异，但在形

式上也依旧是写实，在内容上也是再现自然。

它展现的是对自然和人类生活的认知，而不

是再现。石涛所表述的“搜尽奇峰打草稿”，

那些“奇峰”还是来自现实环境之中。

过去我们把“意境”当成园林创作和审

美途径，历史上文人墨客的山水诗画举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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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文人们寄情山水抒情言志。“意境”在其

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人们不得不问，艺

术的目的仅是为了展现某种“意境”吗？“意

境”到底是什么？作为一项工程，我们营造的

是“实景”；如果从一个工程人员的角度来看，

他永远会说“实景”比“意境”有价值得多。

有些艺术家不满足于“实景”，认为只有

“意境”才最完美。可究竟“意境”的价值何在，

是不是除了“天堂”就是“桃花源”？“天堂”到

底什么样？“桃花源”又在哪？谁也说不清。

过去几千年，传统的风景园林常常被人

们当作逃离世俗喧器，进入忘我境界的意想

空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定是文化的

精华？如果创造风景的目的仅是让人遐想到

海市蜃楼、琼台仙阁，着实毫无意义。现代风

景设计的目的是创造实实在在的生活，并产

生与人们心情共鸣的艺术感受。“意境”作为

现实主义的美学范畴，无可厚非，可它终究无

法解释现代艺术及其审美意义，亦难成为现

代风景设计的目的。是时候了，让我们跳离太

虚幻境，去创造真实动人的风景。

对待传统园林，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

看待它。传统园林多为私人所有，而西方公

共园林则是属于城市和公民的，这一概念始

于16世纪，传到中国时已经很晚了。我们要明

确“公共”和“私家”的区别，公共园林与私

家园林最大的不同在于使用者的需求，私家

园林可以肆意迎合主人的想象和趣味，但公

共园林必须服务于广大的使用者，不可能要

求公共园林兼具私家园林的服务功能。城市

中的风景园林不是为人们回归自然而准备的

“晚餐”，而是人们与自然、与心灵沟通的场

所。我们无法创造“自然”，也不可能“回归自

然”，却能与“自然”一起创造生活。

看似脱离了“自然”的设计是否就不“自

然”了呢？一味追随自然形态的设计就真的

更自然吗？“自然”到底是什么？如果不解决

这些疑问，我们就很难领略到现代设计给我

们带来的感官冲击和思想意义。 
简单地说，广义的自然是指宇宙万物，

包括人类生存发展之道，或者说由事物内在

的特质所决定的属性。究竟什么是事物的本

质属性？这无法简单回答。人们从未停止过

对自然的认知，却还是离真实的自然非常遥

远。可见，对自然的内在本质属性的认识需要

一个过程。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外表的“自

然”并不是真正的“自然”，或者说自然的形

态是千变万化的，也不是只有“自由式”才自

然,直线、折线就不自然。就像自然界有复杂

多样的混交林，也有纯林；有蜿蜒的河流，也

有笔直的河流。

“自然既非人为”。为了研究的方便，我

们又常把自然与人对立起来。其实“人为”

同样可以符合“自然规律”，关键在于怎样界

定。如果凭“长得像”作为标准，那我们就给

自己下了个套，什么艺术也不用谈了。

应该把追求事物内在的真实属性作为我

们的目标，而不是把表象作为标准来衡量一

切。人类内心的感受当归属于自然的一部分。

能与人真情对话的艺术则是真实的艺术。这

就给我们的设计创作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

第一是合乎生态性的要求。风景不同于绘画

和雕塑，我们面对的是实体空间环境，所有

的人工活动都应符合自然生态的内在规律，

并使之能相互融合；第二就是艺术的真实

性，即真情实感。风景于人的意义除了生活功

能空间的需要，更是精神生活的需求。真情

面对自然与人文的一切要素，我们才有希望

创作出感人的作品来。艺术的求真即是自然

与生动，所以风景艺术的创作应该摒弃所有

虚假的矫揉造作，让艺术回归应有的纯净与

空灵。有了生态和艺术，风景便有了生命和精

神。风景设计的领域和创作空间将随之变得

广阔无限。

喜欢一种说法，艺术是把复杂的事物简

单化，哲学是把简单的事物复杂化。创作出让

人产生心灵共鸣的艺术品绝非易事，要简洁

越战纪念碑
座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轴线上的越战纪

念碑是现代设计的代表作。无论从哪个角

度看，它都是悲伤的，每个从这里经过的人

都能感受到失去生命的沉重，对于越南战争

归来的士兵更能体会到这种心灵的震动。然

而这个设计却很简单，两条直线向下倾斜、

延伸相交成一个钝角，象征着一块刻在大

地上的“伤疤”。为什么选用直线和尖角表

现？因为弧线和曲线相对柔弱、缺少力度，

直线则更能表达刀伤的刺痛感和切割感。

磨光的黑色大理石上刻着每一位失去生命

的士兵名字，墙面映照着前来吊唁的参观

者的身影，似乎逝者与生者在这里交流、重

聚，并融为一体。每一个人可以在这默默哀

悼，或是哭泣，以任何方式释放内心的痛苦

与悲伤。

上图是一个欢乐的场景，当人们置身其中定会面带笑容，脚步也会随之起舞。其实这里并没有特别想

表达的主题“意境”，人们因“红色的花朵”吸引、驻足，并与之产生心灵共鸣。一旦感受到这种欢悦，

人们便有了舞蹈的心情。所以说，现代设计给人带来的感受是直接的，无需过多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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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并铭刻心骨。哲学家则是探究事物的复

杂性及它们之间的深层次的因果关系和逻辑

结构。对大千世界的认识，艺术也不可能像科

学和哲学一样去找寻物质的真实，艺术家的

想象是更多地在探索各种生活空间的可能性

及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多维度展现。

丰富多样的表现力是现代园林风景创作

最显著的特点，便于为人的心灵服务，为人的

健康成长提供适宜的空间。现代风景的多样

性与情感化是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在这

一点上传统的写实性风景创作已经不能满足

社会的需求。

 如今，现代设计已经有了很成熟的设计

语言，我们应该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今天的

生活，来表达今天的审美，来为百姓的生活服

务。现代设计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品质，并影

响着我们的“心情”。情感化的空间体验即是

“心境”，而不是“意境”，这就是为什么抽

象思维这么重要。因为抽象力和创造力是无

穷无尽的，点、线、面看似简单却无时不刻在

表现着人们内心千丝万缕的情绪，它们不受

任何限制，可以任意组合或分割，自由且独

特，形成耐人寻味的风景空间和与心灵对话

的环境。

我们谈现代设计也不该套用传统的理论

和审美，包括评论。这其中，对高迪的评论最

具代表性。“高迪时代”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

过渡时期，作为建筑设计师，我认为他是不

成功的。第一，他以写实的方式做建筑、讲故

事，并没有在功能、理念或方法上有所突破，

违背了现代设计的价值观。第二，他的建筑

耗费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一个几百年都做不

完的建筑，其本身就是个错误。现在依旧有

不少人慕名而来观看他的作品，却没有建筑

师追随他。只有类似迪士尼的娱乐主题型公

园设计也还在使用那种方式，其目的恐怕仅

能博取孩子们一乐。毕竟时代不一样了，相信

人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欣赏风景的角度都

会发生改变。

设计学是一种纯粹的人为思想理念指导

下的创意活动，并非来自于自然。无论什么样

的设计师，遵循什么样的创作理念，他都不可

能创造自然。我们一方面希望创造的生活要

尽可能地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另

一方面，我们要尽可能地创造出满足精神生

活需要的作品，贡献给世界，丰富人类的文化

生活。

古往今来，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对

“自然”的认知，特别是对“抽象”的认知。

“抽象”对“自然”的独特表达是人们精神

追求的最本真呼唤。抽象的思维方式正是

现代风景设计师灵感源泉的无穷展现。只

有从传统的写实主义中走出来，让现代设计

在多元形式和个体情感中与时俱进，我们的

风景设计才会远离千城一面，万园同品的怪

圈，走向繁荣。

以上三幅图均以广西梧州古宅的“乌篷船”为创意蓝本。顶部的弧线保留

了一部分船篷的形态，但该组建筑已不能再现当年船坞的场景，仅借用弧

形的穹顶展现出云彩、鹭鸟与地形、水面相交融的烂漫，质朴而优雅。

上图的创意同样源自“乌篷船”，却与前三图的场景有着极为不同的功能和艺

术表达。连续的圆弧形造型，创设出了一条视觉景观通廊，将远山和近水相

连，与变幻的光影形成丰富的景观走廊和休息空间。人们可从中感受到古老

渔家的意味，还可以体会出自然、山水、光影之间无穷的碰撞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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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夏时节，出门的人多数都会带瓶水在身上。除了街边便利店里随处能买到的瓶装水，越来越多讲

究养生和环保的人喜欢选一款自己喜欢的水瓶，装上自己爱喝的饮品。而一个功能强大、结构合理的好

的水瓶设计更能激发人们减少使用一次性水瓶的几率。

从材质方面看，玻璃杯在烧制的过程中不含有机化学物质，当人们用玻璃杯喝水或其他饮品时，不

必担心化学物质会被喝进肚子里去，而且玻璃表面光滑，容易清洗，细菌和污垢不易在杯壁滋生。这么看

起来水杯的首选应是玻璃杯，但玻璃易碎、导热快等特性看起来也不是随身器具的首选，所幸，材料在

不断研发进步，食品级的材料的选择余地已经相当大了。消费者现在可以根据自己工作生活的具体需求，

选择或方便使用，或便于携带，或有净化功能的水瓶。

一瓶清凉
NICE BOTTLES

文_Text_Yvette 图_Photo_iF，Red Dot，Good Design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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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嘴水瓶

ANGLE BOTTLE
“歪嘴水瓶”（ANGLE BOTTLE）造型的设计灵感来

自可弯曲的吸管。它解决了驾车过程中饮水妨害视线

的问题。该产品不仅以生态伦理为主要考虑，还考虑

到通用设计原则，建议用户选择一种环保可持续的生

活。“歪嘴水瓶”专为司机设计，瓶身有一个40度的倾

斜，饮水时不会干扰司机对路况的观察。瓶身的波状

外观让抓握更加安全，手感舒适。产品所采用的材质为

不含BPA的生物可降解玉米塑料。

设计者：JUNSEO LEE，BOKYUNG KIM，YUNA 
SEO，HYOEUN PARK（ECOJUN COMPANY，韩国）

循环使用轻水瓶

EPAL FILL FOREVER
“永续水瓶”（FILL FOREVER）是一款可重复使用

的、生态友好、完全可回收利用的轻量级水瓶。这款

水瓶为葡萄牙公共水供应商EPAL设计，以促进随处

可得的自来水的消费，不仅仅局限于室内的。水瓶的

设计灵感来自水瀑，符合人体工程学，所有细节都经

过精心考量，以优化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资源和能源。

容量为500毫升的PET瓶子重27.5克，所使用的生产

过程比使用其他材料——如玻璃或铝料——制成的

可重复使用的杯子消耗更少的能量。瓶盖也得到了

优化，重量为1.25克。

设计者：LOGOPL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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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淡粉塑料水瓶

PUBLIC CAPSULE
“公共胶囊”（PUBLIC CAPSULE）有三个专为公众

设计的元素。用户友好、环境友好、支援非洲儿童。

瓶身可分离，便于清洗。60度倾斜的瓶口更方便饮

用。此外，“公共胶囊”由不含BPA的生物可降解玉米

塑料制成。设计师还为这款杯子举行了一个活动，每

卖出一只瓶子就会捐出一份抗疟药。这也是瓶子被设

计成胶囊形状的含义。

设计者：JUNSEO LEE，GEUN-HYUK YOO，SUN-
AE SEO，BOKYUNG KIM，YUNA SEO（ECOJUN 
COMPANY）

冷饮调制瓶

AVENUE FLOW CARAFE SET
通过融合各部件间的界限，这款名为“流动”（FLOW）的

水杯拥有一个干净、无缝的外观。FLOW给消费者提供了一

个既有独创的赏心悦目的设计，又价格合理多功能的受欢

迎的组合。

免滴漏上盖及不锈钢崩溅防护是非常强大的实用功能。清

晰的玻璃瓶身包含一个可以移除的充水冷却棒，可以提前

冷冻后使用。这是一种雅致的冷却葡萄酒或其他饮品的方

式，用来制作鸡尾酒也是既美观又实用。

设 计 者：M A R I J N  M O L E N A A R（P F  C O N C E P T 
INTERNATIONAL B. V.）

自动封闭水杯

AUTOCLOSE™ SHAKE & GO™
康迪克（CONTIGO® ）旗下的SHAKE & GO吸管杯拥有专

利自动封闭技术（专利申请中），使用者在给饮水添加各种添

加剂后可以随意摇动杯子，让其溶解得更加充分。一个弹簧机

制在吸管被移走后就将瓶口封闭了。这种设计让人能够更惬

意地享用喜爱的饮料，增强剂、饮料冲剂、冰咖啡、茶，随你

喜欢。

设计者：NEWELL RUBBERMAID



文创新闻150 一瓶清凉

保温饮水瓶

SIGG HOT & COLD
SIGG的新系列饮水瓶包含4个型号。两

款容量较小的是有滤茶器的马克杯，但

无额外的容器；容量稍大些的更适用

于无法随时给水瓶补给的长时间的活

动，它们附带有一个大容量的容器，可

以装饮用水或做饭所需的用水。这个

新的保温瓶系列延续了公司一贯的经

典造型，包括瓶颈肩部及螺旋上盖和

方便开启及携带的孔。

设计者：JÖRG METTLER, THILO 
A L E X  B R U N N E R（B R U N N E R 
METTLER LTD. ）

多材质运动水瓶

MIGO ENJOY SPORT
这个运动水壶（ENJOY SPORT）系列结合了卓越的

功能和以材料为关注焦点的外观设计。玻璃、三苯

甲烷塑料（TRITAN PLASTICS）、不锈钢的组合旨

在适应不同用户的需求。瓶盖的设计确保了饮水的

舒适和卫生，易于拆装的特点便于清洗。耐用的带

子灵活且适合个人的使用。

设计者：CACICA TANG

便携过滤水瓶

BRITA FILL&SERVE
BRITA旗下的过滤水瓶FILL&SERVE带来了一种

过滤、饮用自来水的时尚方法。活性炭过滤器减

少了污染自来水气味和味道的污染物。通过对水

瓶的设计，在折射原理的作用下，内部通道在过滤

水的时候便隐形了。作为一个瓶装水的替代品，

FILL&SERVE可以放在洗碗机里清洗并反复使

用。FILL&SERVE堪称高性能与优雅外观设计的

完美结合。

设计者：YELLOW DESIGN

硅胶折叠水瓶

SI L I C O N E  BO T T L E 
ACTIVE
这是一款柔软的硅胶水瓶，未装水的情况下

可以卷起来收纳，甚至可以放在衣服口袋中。

设计者：MARKETING & PLANNING DIV., 
WORLD CREATE,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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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网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我们这代人，天

生就是吃地沟油的命。不过，小编始终相信，命由天

定，势由己造，我们改变不了社会的大气候，但生存

的小环境改造起来大约还是绰绰有余吧。一张舒适

的沙发，一抹素雅的桌布，一套优质的餐具，一盆灿

烂的绿植，一顿丰盛的晚餐，一盘高音质的CD，你我

都享受“姿势分子”的小情调。如果不想吃地沟油，

那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起来啦！榨油机的出现，让

我们时刻能够享受到“古法小榨”的清韵，以及健康

油的放心。

近日，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用户体验评测中心

（USER EXPERIENCE TESTING CENTER，简称UET评

测中心）依据 JDYB005-2014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用户体验评测技术规范》，对深圳市得力人电器有限

公司生产的得力人榨油机 D-1608A，从产品人类工效

学、设计安全、功能/性能表现、设计美学、可持续性

等五个专业维度和感官舒适度、心理舒适度、外观满

意度、操作满意度、使用满意度等五个用户满意度维

度进行了用户体验评测。通过统计各项指标加权得分

结果，我们认为得力人榨油机 D-1608A达到用户体验

评测 A 级标准。

一、庐山初现：这位同学不错哟

UET评测实验室迎来一位新同学——得力人榨油

机 D-1608A。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新同学：

 首先，得力人榨油机D-1608A拥有磨砂处理的独特

金属感外观，体积小巧轻盈，让人一见之下，好感顿生；

贴心定制色彩选择，优雅大方，个性十足。据悉，D-1608A

的外观由中国工业设计领导者LKK公司打造，设计融合尊

贵、时尚、简约等因素，凸显出产品经典风范。

作为食品料理电器，得力人榨油机精选符合食品

级用料要求的304不锈钢、最高食品级PC、ABS作为整

体型材，全方位呵护家人健康。

二、评测初体验：品质良好 瑕不掩瑜

D-1608A榨油机留给大家的初印象非常不错，随

后测试员需要对其做更专业的测试。

 首先，让我们跟随评测员的视角，从人体工效

学、设计安全性、设计美学以及可持续性等方面一起

评价一下这款产品的品质与个性吧。

从产品的简单性、公平性、可感知性以及可接触

性等方面，此款榨油机表现良好，在外观、操作、功能

古法榨油机打造香醇的健康生活
 得力人榨油机D-1608A UET评测

USER EXPERIENCE TESTING OF DELIREN D-16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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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逻辑性方面也非常不错。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全

球首款翻盖式榨油机，得力人产品在整机与零部件的

稳定性方面都实现了全面提升。

变频电机的应用，为榨油机的全智能化奠定了基

础。只要一键，榨油机便能实现自动压榨、恒温保持、

断电保护、自动停机等智能化设定，更加节能省电。

智能操作面板布局严谨，信息构架、导航及文字信息

表现良好，即使是儿童和老年人也能轻易上手操作。

 
操作面板

从安全性来讲，榨油机外部无突出物，转角尺寸

符合规范要求，智能断电保护让使用更安心。 面板操

作时，反馈及时，触觉灵敏，文字及背景灯的辨识清晰

度良好，给予评测员以流畅的操作体验。

 
电源插座与开关

采用56道精密工艺加工而成的不锈钢榨杆与榨

膛，赋予了得力人榨油机中国的“工匠精神”，成为提

升出油率和品质油的最好保证。

一段时间接触下来，尽管略微存在一些油料残渣

附着，偶尔操作需连续触碰等情况，但瑕不掩瑜，评测

员对于D-1608A的品质还是交口称赞地。

三、评测超体验：能力值得肯定

在基本品德过关后，评测员决心同这款榨油机进

一步发展友好关系，确定其工作能力的优劣。

榨油机D-1608A可以压榨花生、油菜籽、葵花籽、

黑芝麻、白芝麻、大豆、核桃仁、紫苏籽、亚麻籽、火

麻籽、茶籽、西瓜籽、葡萄籽、棉籽、榛子仁、橄榄仁、

南瓜籽、松籽仁、杏仁等，而且是物理冷压榨。评测员

选其中常见的四样进行了试验。

首先，制作厨房最常用的花生油。以500G花生为

油料，在通用模式下榨油。纯榨油时间为11.23MIN，

运行噪音值为 58DB，耗电量为0.0281KWH，出油率约

40%。

接着，更换为500G大豆为油料，以通用模式榨

油，纯榨油时间为 10.62MIN，运行噪音值为61DB，耗

电量为 0.0299KWH，出油率约为8.4%。

更换500G白芝麻作为油料，在加强模式下进行榨

油，纯榨油时间为 12.91MIN，运行噪音值58.5DB，耗电

量为0.0370KWH，出油率约为45%。

更换500G黑芝麻作为油料，在加强模式下进行

榨油，纯榨油时间为 12.46MIN，运行过程中噪音值为

57.1DB，耗电量为 0.0353KWH，出油率为46.3%。

 得力人提示：原油料品质越好，出油率越高，实

验室理论数据如下：

 而上述数据也基本与实验室类似，这款榨油机

的工作能力值得肯定。

四、朋友圈一起评：这款榨油机靠谱！

如果评测员的一家之言尚不足取，就让我们一同

倾听来自朋友圈的“七嘴八舌”吧。以下整理了30位

随机抽选的小伙伴切身体验的结果。

1. 感官舒适度：健康新颖 厨房达人的最爱

这款榨油机小巧的外观，新颖的设计，靓丽的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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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以及便捷的操作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感。尤为值得

一提的是渣杯与机器融为一体，金属配件质量过硬以

及多种榨油模式的选择让小伙伴爱不释手。

  
金属材质配件

不过，其中几位小伙伴也表达了一些自身愿望，

如机身、操作按钮、物料斗以及渣杯能采用更加高档

的不锈钢或玻璃材质，就能让产品更加高端上档次。

2. 心理舒适度：满意但尚有提升空间

30位小伙伴对于“小得”的初印象大致分为“普

通的”、“时尚的”、“有创意的”几类感受。小伙伴们

表示，“家用榨油”的理念听起来就活力满满，但与

“油”相关的电器，感觉清洗会比较麻烦，实际会不

会这样呢？就让他们的实际操作来回答吧。

3. 操作满意度：很好很强大

本着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30为小伙

伴自己动手，将开关操作、运行操作、产品清理等一

条龙操作，80%的人不看说明书都能独立完成。只有

“清理”功能，由于需“长按三秒”才能开启，多数人

是在看到说明书后完成的。同时，部分小伙伴反映，机

器报错的蜂鸣声，有时区分率困难；而机器运行的5~6 

分钟等待，也让部分人以为没有启动，有待改进。

4. 使用满意度：YOU CAN YOU UP

小伙伴们也亲自体验了一把动手拆装的乐趣，结

果就是，66.7%的小伙伴根据说明书可以正确组装，

30%组装中出错，但最终，全部组装成功。而后进行的

拆卸则显得很简单，大家都能轻松完成。

 榨油机组装

而机器的自动清洁功能，能很好地去除榨膛与

榨干之间的干硬油料。如果担心油腻，使用者还可

以动手拆除榨膛与榨干用洗涤剂进行清洗，方便之

后的使用。

 五、评测总结

依照惯例，我们的评测员与朋友圈小伙伴需要一

起为得力人榨油机 D-1608A进行打分，最终这位同学

获得产品表现8.79，小伙伴满意度7.46的得分。

总结起来便是：“得力人榨油机 D-1608A经过专

业的实验室检测和用户体验评测，达到用户体验评

测 A 级标准。”尽管在材质，组装、操作等方面还存

在部分需要提升的空间，但总体不失为一款优质的

榨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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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由国际体验设计协会（IXDC）举办的

2015国际体验设计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本届大会以“重新定义用户体验”为主题，大会为期

4天，共开展了4场名企考察、85场工作坊、6场主题峰

会、1场主题演讲。此次大会汇聚了全球150多位行业

精英主讲人，3000多名业界同行参与交流探讨。多样

化的活动形式全方位定义了用户体验时代的创新价

值，行业同仁在此分享观点，交流心得。

在17日的大会主题演讲上，IXDC副会长兼秘书长

胡晓发表了主题为“见证设计的力量”的精彩演讲。

他回顾了IXDC国际体验设计协会的成长历程，并对关

注和支持2015国际体验设计大会的所有同仁表示了

感谢，他随后分享了《2015中国用户体验行业调查报

告》，力求为从业者了解行业现状和发展提供客观有

力的参考。“用户的真正需求是什么？追求的良好体

验是什么？设计的目标是什么？”胡晓说道，“IXDC希
望通过本届行业大会，让新从业者们了解整个用户体

验的范畴和理想，让资深的从业者们重新反思自己的

工作和责任，学习掌握创新设计思维与商业模式，为

行业和社会贡献更正面的力量。”

同时IXDC通过汇聚7年的用户体验设计行业资

源，推出了全国首个以设计驱动创新的互联网众创平

台——贝塔空间，助力创业团队梦想启航。

豪华嘉宾阵容上演巅峰对话

今年的大会演讲嘉宾再度升级，强强对话上演

头脑风暴。大会邀请了江南大学设计学院院长辛向

阳教授、E T U DESIGN创始人/CEO林钦、同济大学

创意设计学院院长娄永琪教授、三星艺术设计学院

教授/前三星设计副总裁JIHONGJEUNG、华为UCD
中心部长王菁、飞利浦设计亚太区域设计负责人

CHEAWHWEI LOW、广州美术学院的童慧明教授、

腾讯移动互联网设计中心助理总经理陈谦、百度移

动用户体验部设计总监史玉洁、DROPBOX的设计负

责人ALEXCASTELLARNAU、米兰理工大学设计学院

FRANCESCO GALLI，11位学界、业界精英齐聚一堂，

上演巅峰对话，带来了他们对于用户体验行业的发展

思考。

六场主题峰会思想激荡

除了大会演讲外，本次还开展了6场主题峰会，

内容包含交互设计、服务设计、智能硬件、设计管理、

智慧金融和设计创业。峰会通过丰富案例，与参会者

直面交流产品的交互创新、互联网产品设计下完整的

文_Text_IXDC、DM 图_Photo_IX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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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验、未来智能硬件可能性和发展趋势、企业创

新、智慧金融的创新思维模式以及设计创新之道，帮

助参会者跳脱惯常的能量循环，找出“惊喜的”解决

制胜之道。

六场峰会通过探讨用户价值观和创新策略，为国

内企业注入更多提升商业价值的客户体验服务的创

新方案。从各互联网巨头的视角下，带你窥视互联网

这个庞大的体系，和无穷变化的新世界。

工作坊众享行业经验

85场工作坊是本届国际体验设计大会的重要组

成部分。150位主讲人倾情分享了互联网时代下的用户

体验思考。来自微软、飞利浦、英特尔、洛可可、青蛙

设计、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华为等企业的资深设计

师和用户体验专家，通过开放式的创新学堂，与3000
多名同行共同思考与探讨用户体验新价值。参会者通

过聆听国内外专家与精英的大量成功案例，直面沟

通，深入其中进行调查与分析，共同把握前沿设计思

维与趋势，开拓视野，启迪思维，提升了能力。

趣味智能产品齐亮相

3天优秀作品展构成了大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参展企业中，洛可可设计集团、懒投资、电信21CN、唐
硕、STUDIO XID展示了丰富的优秀案例和智能硬件作

品，引来参会者络绎不绝前来观赏。香港大学、视觉

中国以及BROADVIEW、华章图文、图灵教育、清华大

学出版社也在大会现场进行课程和书籍的售卖。除此

之外，IXDC国际体验设计协会也为参会者准备了有趣

的MEIA.ME合影墙和以“产品汪”、“程序猿”、“设计

狮”为主题的趣味徽章作为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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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国际体验设计大会以“重新定义用户体验”为主题，超过150位行业精英主讲人莅临现

场，与全球12位分享嘉宾共同探讨用户体验的新定义。12位主讲人探讨了各自的“用户体验”之道，

或幽默、或犀利、或真实。本刊节选了部分主讲嘉宾的演讲实录，以飨读者。

2015国际体验设计大会嘉宾演讲

大会致辞

研究人：辛向阳（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院长）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已经不再通过商品来证明成功和价值，而是更加关注自身的

体验和幸福感。从单一到多元化需求的时代里，体验对每个人都很重要。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选择，

而这个选择是适合自己，和个人价值观保持一致。这里出现一个重要的概念，设计师有很多不同的

解释，它在创造一种系统，允许人们根据个人的需要，个人的喜好做出自己的选择判断。在很复杂的

情况下，这种设计允许灵活性，满足不同人、不同层次、不同种族的需求。体验对每个人很重要，全

球化经济飞速发展，信息透明化，社会扁平化，选择变得很重要，给体验设计带来很多挑战。今天

大家关注很多“功能性”，未来有很多服务，包括医院看病的体验，酒店就餐环境等，老百姓希望获

得不同的、个性化的选择，这都是体验设计的机会。设计师需要了解体验的品质以及怎么表达体

验，这是我们学术界和产业界没有思考清楚的，但是研究体验，研究体验对生活带来的影响，很多

学者、设计师在世界不同地方思考这个问题。比如，移动终端APP对用户生活方式重构的影响，对功

能维度、感知维度等不同的影响，还有基于互联网用户体验要素研究，如预期、进程，以及影响等。

但不管是做教育、研究，还是做设计，都要让人们获得更有价值的体验。

设计创业

演讲人：胡晓（IXDC 副会长兼秘书长）

胡晓回顾了IXDC国际体验设计协会的成长历程，并对关注和支持2015国际体验设计大会的所

有同仁表示了感谢。其次，他分享了《2015中国用户体验行业调查报告》，问卷设计从最初的18个到

如今30多个问题，年度行业调查报告为大家了解行业现状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有力的参考。IXDC希望

每年的调查报告会关注当下最需要注意的事情，包括不同岗位、交互研究、设计管理者不同岗位的

变化以及发展状态，在中国分布哪些主要城市，大家薪资情况怎么样，大家的满意度是怎样。

在产品设计过程中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很多创业团队发现缺设计师，包括现场公司大家都在

讨论一个问题，企业要招人。人才缺口是当下行业的大问题，IXDC一直关注行业人才的培养，倾力打

造中国首个创意设计与时尚美学在线教育平台——MEIA.ME。平台会提供专题内容，比如说为什么

要去设计、用户体验价值到底是什么、用户体验基因如何融入企业等；平台还会做大量不同形式的

公开课，以及知识结构的云课堂，会把交互设计师以及视觉等设计相关内容放上去。线下做更多面

对面互动和交流，与设计师们共同分享设计的价值，见证设计的力量，实现共享经济时代的知识共

享。这样才能够帮助行业解决基础的问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互联网＋的大形势和创新创

业的大风潮下，如何理解和审视创业成为当下我们的首要思考。IXDC汇聚7年用户体验设计行业资

源，推出了全国首个以设计驱动创新的互联网众创空间——贝塔空间，助力创业团队梦想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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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用户体验

演讲人：林钦（ETU DESIGN创始人、CEO）
林钦认为每个人与产品、服务、品牌、体制都能产生交互，当人们把每天的交互缩小来看，今

天的自己和十年前的自己有什么区别呢？除了外形和年龄的转变，人们与服务、产品打交道的这十

年里，体验思维是否也发生了改变？除此之外，她认为用户体验包含“人”、“产品&服务”、“企业”、

“环境”四者相结合。人们应该从制度的角度思考用户体验机制，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设计美学与

创新，去感受体验创新真正的发展。如何让两者之间有一个更好的平衡，要融合他们有两个方面的

思考，一是从制度角度思考，也就是目前所在企业的设计经历也好，用户体验负责人也好，必须重新

思考，如怎样让团队在企业里有更好的发挥，从文化角度思考，真正设计创新在哪里，美学与本地文

化怎么样融合。

理论层面要帮助用户体验研究更好落地，从策略层面，思维层面（无论是内部思维，还是外部

思维），以及战略层面。执行方面要求设计师掌握更多工具，或者是开发更多工具和方法，然后更高

效的执行。

最后，就是搭建用户体验战略规划服务平台，在这里需要企业参与，服务平台会帮助企业进行

用户体验成熟度的诊断，以及提供相对应的服务，或者说技能培训；也会需要更多的协会，以及政

府的参与，多方沟通构建企业创新真正的发展。

面向可持续的交互设计

演讲人：娄永琪（同济大学创意设计学院 院长）

网络系统，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如何跨越边界，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重新思

考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促成自然、人类、人工世界和计算机网络世界四个系统之间的可持续互

动，成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命题。交互设计作为处理情感、行为、关系的设计。面对可持续发展的

挑战，一种新的基于“社会和环境反馈的”、“关联性的”、“主动介入的”交互设计需要得到大力发

展，一个放大了的人机交互时代正在开启。

娄永琪教授以“面向可持续的交互设计”为主题，他分享了“自然”、“可持续”、“设计”、“人

机关系”四个故事。第一：关于体系之间的故事。现在主流世界、经济、技术、学科，都是在讨论一个

问题，四个体系之间的关系，自然、人、人造物世界和计算机网络设计。第二：可持续。现在全球知

识网络时代，新的规模正在不断被创造出来。第三：设计。设是设定规划，计是计划、策略、计算。中

国的设计设定一个计策，但在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演算验证推进。通过设计创造一种体验，体验作为

回报产生，这时人的行为就可能改变。世界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设计。原来设计师是被动，现在设

计师能不能处在主动定位，新的资本主义或者是新的社会主义可能会产生。可持续发展是个复杂的

问题。这关系到怎么重新设定四个体系之间的关系。第四：人机关系。新的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

新的人机交互时代已经来临。我们该怎么做，无论是人机交互还是体验，应该从狭义的人机交互和

体验设计扩大到广义的体验设计，这里有巨大的保障等着我们挖掘。

可穿戴健康，倾听身体的节奏

演讲人：JIHONG JEUNG（三星艺术设计学院 教授、前三星设计 副总裁）

今天“智能穿戴”已经是一个被大家热议的话题。“智能穿戴产品”也已经度过了市场教育

期迈向产品普及时期。但是反观智能穿戴产品的设计，从设计理念、设计流程到设计方法上和

其他的产品的设计并无二至。然而“智能穿戴”产品与其他产品交互方式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JIHONGJEUNG教授在演讲中展示了他们团队为三星产品所做的设计案例，与参会者探讨人机交互

系统的演变历史，以及在设计可穿戴产品时设计师需要考虑的问题。他认为，首先要重视这样的可

穿戴设备用户体验，如可穿戴性、可使用性、时尚、隐私。隐私和可用性变得越来越重要，当人们进

行设计时，要很好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并且意识到用户体验设计师要非常了解什么叫做可穿戴性，

可穿戴性在目前是很重要的。这个东西要是戴着不舒服，人家就不想用了。用户体验以及设计方

面，设计师要回到最基本的地方，我们要注重人本，注重身体本身，这才是设计最重要的一点。当设

计师在进行可穿戴设备开发时，他能意识到了一点，就是需要先了解人体本身，要深入了解才是最

重要的。因为这些体验从你的皮肤开始，以及你的肌肉，还有你的心率，以及你的眼睛。对设计师

来讲，倾听比起听到更加重要，如JIHONG JEUNG教授所言：“最先需要了解的是人体本身的各种体

验，如果忘记以人为本，体验也就无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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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联接时代的用户体验

演讲人：王菁（华为UCD中心 部长）

王菁部长尝试从设计师角度重新做定义体验谁来做，谁来设计，设计师的行为、目标、方法如

何改变。作为企业设计师团队，王菁认为要思考他们安身立命之本，他们该做什么，这个命题他们

需要想得非常清楚。在演讲中，王菁探讨了设计师应该聚焦设计力量与未来商业竞争力之核心，驱

动产品构建最佳体验。她认为未来的用户体验不仅仅影响生活，而将快速从生活体验改变转向生

产体验的改变。她将其暂且叫全联接世界，未来世界互联互通将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在她演讲中用

几个趋势阐述一下全联接世界。1. OPEN网络与运营能力开放，带来商业使能的繁荣。2.万物互联贯

通。物联网的产生和工业4.0结合起来之后，将会带来巨大的变化。3.用户DIY。不仅是产品，还有业

务系统，甚至网络。未来的开发技能本身在未来不再会是门槛。4.SOCIAL开始在生产中发挥作用，

购买者社交影响购买决策，用户带来巨大变化。王菁探讨了如何实现用户体验驱动：设计是产品创

新的驱动者而不再是执行者；需要构建基于体验架构的统一设计风格；需要构建设计创意的HARD 
CORE工作室。“这里对设计师要求非常高，不仅要提升设计视野，走进技术团队，更要多走向用户，

让产品的商业价值发挥更多的作用。”她借用狄更斯的话，无论在消费领域还是生产领域对设计来

说都是非常好的时机，同样时机充满机遇和挑战，如果设计师停留在自己小圈子里，如果设计师停

留纯粹表达，如果设计师不站在商业角度思考，也会被抛弃。

山寨与廉价——中国创新的窘境

演讲人：童慧明（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院长）

童慧明教授与大家分享了“山寨与廉价——中国的创新窘境”这个话题。他以李克强提出的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引出话题，针对中国创新成长的困境提出了一针见血的见解——中国现状创新与

山寨并存，中国设计兴起并未根绝山寨行为。设计师必须直面自己的责任。

关于“山寨”，在今天的中国已经特指逃避知识产权法的管理，从事抄袭、模仿或仿造他人商

品的生产厂家，都叫山寨。童教授在演讲中提出了三种山寨现象。现象1：无品牌的商家山寨名牌的

行为。这些商家自己没有品牌就去抄袭、模仿别人的品牌。傍大牌，快速地捞取短期经济回报，规避

研发和设计的成本投入。现象2：大品牌去山寨小的创新团队的成果，奉行的是从丛林法则，有钱就

可以践踏原创，可以从他人的原创中间公然抢过去榨取经济的利益，从而降低研发设计的时间和资

金的成本。现象3：山寨国外品牌，抢占先机，甚至有一些在华合资品牌仿制合资对象的设计，有的

则打着振兴民族产业的旗号。尊重创新是一种社会准则，创新无国界无尊卑，创新者应该秉承普适

的价值观。创新的社会氛围不可鼓励不劳而获的价值观，败坏创新者的斗志。

关于“廉价”，指的是便宜、价值低、水准低、成本低廉。很多的中国消费者跑到日本买马桶

盖、电饭锅，觉得一分钱一分货，性质比高。童教授认为这是一种自我麻醉，他认为完美的用户体验

是高端用户的高价值的追求。

体验驱动未来医疗

演讲人：CHEAWHWEI LOW（飞利浦设计亚太区域设计 负责人）

CHEAWHWEI LOW介绍了飞利浦的使命是能够保障30亿人的健康，从而设计了“健康连续体”

的系统。首先是健康的生活，除此之外，在疾病预防、诊断、家庭护理等方面，飞利浦都进行了相应

的工作。飞利浦致力于解决每个挑战，在进行医疗护理体验设计是非常复杂的。为什么设计这么复

杂，首先它是与人相关，比如说你、我、病人，还有一些专业人士，包括医生、护士、药剂师，也包含

一些政策。这些要引入政府，还有一些基金、资金方面，这样生死攸关的命题非常重要，所以会包含

很多情感。飞利浦设计者要解决非常多的挑战，挑战包括技术方面、文化方面。医疗护理在世界各

个地区各个国家都不一样，这是高度复杂的问题。飞利浦计划在2025年要覆盖30亿用户，为30亿人

提供家庭护理等，要全方位为消费者考虑，这是基本体验原则。很多年来，飞利浦一直想怎么样为消

费者创造更好的服务，包括家居健康护理、儿童管理等等，如从2005年开始，飞利浦建立了儿童托管中

心管理等，将来医生可以在线上为消费者们提供在线医疗服务。未来，所有的顾客服务、顾客需求，都

是可视化的。因此对于设计者来说，他们需要建立起解决方案，为解决方案创造非常好的环境，人们渐

渐通过点触按键，或者是声控，或者是眼控，来体验这些服务。CHEAWHWEI LOW认为飞利浦在医疗护

理体验的设计可以被引用到其他的行业或是系统当中。如果设计者站在消费者角度考虑连接，会让消

费者觉得每个点上的体验都非常好。所有点连接就是面的体验，全新的体验，可以说从点带到面。这

是基本的原则。一旦有了点到面的改变，设计者能为消费者带来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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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设计之路

演讲人：陈谦（腾讯移动互联网设计中心 助理总经理）

伟大的设计都是简单的。当你的设计无法再简单一步时，她就在接近完美。这个原理跨越历史、

文化和种族。陈谦认为“极简设计”是极度合理的设计，与听众分享了8年来对这方面的持续思考和项

目实践的总结。他先分享一个词：信条。陈谦认为关于设计的思考某种程度也可以理解为关于设计信

条的建立，并觉得设计信条对于设计师来说非常关键，特别是对长期发展而言。如果说如何做出极简

设计，陈谦通过8年在这方面持续的思考和项目上的实践，与听众分享六点心得：第一，消失的选择。

第二，高效的分组。第三，极致的信噪比。第四，鉴定的整体优先。第五，平衡的脑体力。第六，明确的

主次。陈谦把产品设计中经常会带来选择的原因分成五类：重复性的东西、无需求东西、不一致东西、

过于细化东西、多功能东西。他对于其中每一类都有相应的解决办法。他分析近十年来在业界受到广

泛认同的优秀产品的案例，无论是新发布的产品，或者是现有产品的更新，无论是桌面端、WEB、移动

端，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势，我们的选择在消失，伟大的产品从选择消失开始。另

外，他认为产品设计中的相似率非常重要，设计图形某种程度上就是设计相似性，让逻辑上相似的物

体在表现形式上相似，这样让界面既有丰富又有内在的和谐统一。在演讲中，他也提到模型被很多领

域所采用，在设计行业这个领域也有适用的地方。如果想提高设计师和用户之间的沟通效率，有如下

四条要求：增强信号、降低噪音、控制信息总量、统一设计师和用户之间的密码本。

促进国际性公司的设计文化

演讲人：ALEX CASTELLARNAU（DROPBOX 设计负责人）

在演讲中，ALEX通过一个画日落的练习说明了对设计原则的理解，并且以DROPBOX公司为

例，解释了公司或者设计团队负责人催生设计创新文化的八大因素：一、一切只关乎我们学到了什

么。设计文化不是花多少钱，花了多少时间，而是你学到了多少，这是学习性的文化。好的公司必须

给设计团队提供相应预算，让他们有时间进修，让他们学到更多。二、带着您的问题来。通过头脑

风暴一次又一次的检验，通过所有人的想法得出来的结论，才会更加科学，在这个过程中不同人有

不同的看法，通过不同的视觉，通过不同的立场，得出共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互相学习，而且

在话题上进行不断地探索。三、工作有激情。团队要充满激情，有激情才能把事情做好。正因为对生

活有激情，所以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往往能够以最好的状态投入到工作当中，大家充满干劲。四、

为自己代言。希望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不希望成为别人，我们做好自己就好。五、我们关心的是原

则与目标，而不是进程与计划。我们关心的是最终价值，最终价值就是互信，互信是希望我们走得

更高走得更远，目标放得更远，而不是在意目前。六、我们没有明确的预期目标，但是有精准的发展

方向。因此基于这样精准的发展方向，设计师可以做了很多设计工作，也产出很多的产品。七、一切

都是基于经验的设计。每一个单点设计，每个产品设计出来都会觉得非常友好，非常漂亮。八、一切

以人为本的设计。在设计过程中深深理解到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的环境是什么，以终端用户他们的

远景为基准设计，一切都是以人为本。

设计领导：设计是非正常角色，管理危机和动荡，指导创造力、创新和态度

演讲人：FRANCESCO GALLI（米兰理工大学设计学院 教授）

米兰理工大学设计学院FRANCESCO GALLI教授认为设计就是不规则，设计需要沟通，打破旧

规则做出改变。设计新的产品，就总是要打破旧的规则，把旧的规则打破，也就意味着从旧的经验中

走出来，做出改变。到底什么样才是领导力，首先要理清什么是系统，还有设计的“黑暗”是什么（这

里的“黑暗”不是负面的意思，而是我们未知一面），以及如何有效跟远景进行沟通，有效采取行动，

或者是通过不去做某样事情，又或者是做某样事情来发现区别，从而看出设计有什么样的力量。

除此之外，GALLI认为领导意味着做正确的事，管理意味着把事情做对，领导力意味着做正确

的事。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你不要觉得永远对你点头的人就是最好的，有时提出质疑和挑战的人更

能帮助你，要让不同人有不同的声音和看法，这样才能带来新的文化。好的设计要懂得平衡，不放

过任何一个细节，并通过获取资源来发现和解决问题。

可持续的设计是未来发展的希望，从他个人的看法来讲，可持续性应该是有一个系统可以更

新，可以不断变化的，这是一个不断滚动的循环。从交互变成干预，从制造、创建变成了挑战，从文

化变成了栽培，这些都很重要。GALLI认为我们需要将可持续的设计变成负责任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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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介绍 09
《什么是好设计——苹果设计之弧》展览将于2015年
北京国际设计周期间在北京歌华大厦1层及11层亮相。

该展览将通过将近100台的苹果历代产品连续性的讲

述苹果在职业发展、日常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剖析

在硬件和软件产品从生产到推向市场的过程中，设计

的领导力与推动力，引发有关什么是好设计的思考和

讨论。该展览由北京歌华集团和雅昌文化集团主办。

在下期《设计》中，你将可以抢先听到设计界大咖陈

少华、安尚秀、王敏等人对“什么是好设计”这一话题

的分享。

大学入学之前的悠长假期就这样结束了，又一批设计学

子将开始专业的学习。下期杂志将请一些学长就针对

学生设置的设计奖项做一些分享，希望能让甫入高等

学府的新生找到一些感觉和方向。

除此之外，9月的《设计》还将继续为读者带来本年度

红点产品设计奖得主及他们的作品。

NEXT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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