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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院

中国 21 世纪当代设计及其发展趋向的瞻望

席跃良
渊上海杉达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揖摘 要铱 21 世纪以来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尧市场经济尧文化艺术的迅速发展袁信息高速公路尧大数据时代的

降临袁我国当代设计的创新发展经受洗礼而与时俱进遥早些年的野工业设计冶尧野艺术设计冶理论与实践观念逐渐飙升

为内涵更为深广的现代野艺术学窑设计学冶全新领域遥 设计不再只是专业设计师的专利袁用户参与尧以用户为中心成

了设计的关键词之一袁对 Fab Lab尧Living Lab 等国际上协同发展的创新设计模式的探索袁也拓展了中国未来设计的

创新趋势遥 瞻望中国设计,正朝着野全球设计伊中国智造冶的大融合趋势蓬勃发展袁一条共同探索中国智造链接全球

的跨界创新资源的路径正在不断伸展遥
揖关键词铱 当代设计曰 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曰 信息化设计曰 智能化设计曰 现代与传统共存

Looking to the Futur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Design and Its
Developing Trend in the 21st Century

Xi Yueliang
渊Art and Design College,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1st Century, with the boom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rket economy as
well as culture and art, plus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and Big data,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design has withstood severe tests and kept pace with the tim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cepts,
including 义industrial design义 and 义art and design义 of earlier years,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 to a brand new modern 义Art
and Design义 field supported by more broad and profound connotations. Design is no longer the patent of professional de鄄
signers. User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user-centeredness have also become key words in design. Explorations of innova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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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中国当代设计的与时俱进

1. 设计学科及理论体系的建构

着力于中国当代设计的现代化建设尧 使中国设计

走向世界袁 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设计学科及其理论体

系的建构遥 涉及野中国设计梦冶的建构袁这是整个体系建

构的核心价值部分遥
建构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方略之关键词是院野传

承冶与野创新冶遥 其中野传承冶包括两层意思袁一是对于植

根于中华民族设计本土化资源的传承曰 二是对于当今

世界先进设计方法尧体系的学习与借鉴遥 世界文化袁是
由不同民族袁不同国家的文化集合而成的袁在这些结集

文化中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及某些共性袁 大凡是存在于

地球上的文化袁都是属于世界的袁所以这些文化都具有

世界性袁简而言之袁共有的尧共通点袁就是世界的遥 同时

又有各自的不同点袁这不同点是民族的袁从全球视野来

看袁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曰从人性视角来看袁越是

民族化尧个性化袁就越具国际化的强烈特征袁就越能得

到全人类的认可和赏识遥 我国丰硕的民族本土化资源袁
是构建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的宝藏袁 对于本土化资

源的开发和利用袁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袁本土民族设

计资源更是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建构独具国际竞争

力价值的根本之所在[1]遥 在当代中国设计理论体系建构

的本土化进程中,设计与民族生活方式尧设计与民族文

化精神之间的关系以及建构路径的选择和方法论问题

是我们应该着力思考的三个重要问题遥
中国当代设计学理论体系建构与创新的研究袁是

当前设计学科建设中一项十分重大的课题遥 构建当代

设计理论体系袁涉及的问题很多袁是一个多学科尧多领

域尧多部门的互动过程袁也是设计实践和设计理论深层

互动生成的历史过程袁 需要大量潜心设计理论体系的

构建与创新研究的各方人才及相关专业人员对这一事

业作出延续的贡献遥
当代设计成为一门学科袁 一直是随着我国社会的

进步尧发展而与时俱进的遥 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全面深

入的形势袁从 1993 年起国家教委就颁布了叶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曳袁 将我国现代设计开宗明义地从

野应用美术冶野工艺美术冶野造型艺术冶等各地杂陈的命名

中统一到野工业设计冶的命题袁它涵盖工学尧美学尧经济

学等诸多领域遥 从这里开始中国的设计一度以野工业设

计冶领衔袁与世界的野Industrial Design冶渊ID袁工业设计冤
接轨遥 其学科隶属文学大类袁艺术一级学科旗下的野工
业设计专业冶渊也有工科类的工业设计专业冤袁统领了环

境尧视觉尧产品尧服装等所有设计领域的专业方向袁这是

中国设计走向世界所迈出的重要一步遥
经过 5 个多年头的践行袁时至 1998 年袁野为了适应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的需要袁 适应

现代社会尧经济尧科技尧文化及教育的发展趋势冶袁教育

部重新颁布了新一轮本科专业目录袁将野工业设计冶修
订为野艺术设计冶袁因为袁工业设计在世纪之交的历史背

景下袁 仍不够完整袁 不足以囊括非工业领域的设计范

畴遥 这一时期的野艺术设计冶学科属性仍为文学门类尧艺
术学下的二级学科渊野艺术设计冶专业冤[2]遥

2012 年国家教育部 野为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提

出的要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袁 进一步建

立动态调整机制袁 不断优化学科专业结构的要求袁对
1998 年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 1999 年

印发的专业设置规定进行了修订袁形成了叶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曳冶[2]遥 新版目录的学科门类由

原来的 11 个增至 12 个袁新增艺术学门类渊原艺术学属

野文学冶门类之下冤袁原野艺术设计冶升格并改名为野设计

学冶渊大类尧一级学科冤袁下设艺术设计学尧视觉传达设

计尧环境设计尧产品设计尧服装与服饰设计尧公共艺术尧
工艺美术尧数字媒体艺术等 8 个二级学科渊专业冤和 1
个特设专业野艺术与科技冶遥 其中的艺术设计学袁是 8 个

专业之一袁不再是统领设计学科的大类遥 各类已经命名

为野艺术设计冶的院校尧专业尧书名尧著作尧图册等均延伸

tive design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like Fab Lab and Living Lab, have expanded the creative
trends of Chinese design for the future. Looking ahead, it is booming towards a fusion trend of 义global design x Chinese
intellectual manufacturing义 . A path with cross -border innovative resources, forjointly exploring Chinese intellectual
manufacturing linking the whole world, is stretching forward continuously.
Key Words: contemporary design; from 义made in China义 to 义created in China义; information design; intelligent design;
coexistence of modern and tradition

Xi Yueliang Looking to the Futur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Design and Its Developing Trend in the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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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野设计学冶大概念的提法袁鉴于承上启下的需要和保

持学科教育教学理论的延续性袁 至今在许多人还习惯

性地保留野艺术设计冶这个名称遥 总之袁野工业设计冶野艺
术设计冶野设计学冶包括若干年后还会有新的修订袁这些

更名与专业修订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袁记载着我国

设计学科与时俱进的斑斑履痕遥
2. 智能化和信息化融入当代设计

进入信息社会袁今天的设计袁在野设计冶尧野生产冶尧
野消费冶之间袁通过高科技尧人工智能尧信息技术和市场

紧密联系袁在野设计要生产要消费冶这根链条中的作用

逐渐取代市场的作用遥 以今天的家居设计为例袁智能化

设计作为一种新型的高科技家居设计行业袁 与普通家

居相比袁不仅具有传统的居住功能袁更兼具建筑尧网络

通信尧信息家电尧设备自动化等功能的设计遥 其管理平

台软件尧硬件及智能产品在前两年还有争论院智能家居

是奢侈品袁还是必需品钥 到 2015 年开始情况完全不一

样了袁智能家居已风靡全球遥 无论行业也好袁金融机构

也好袁包括一些投资公司袁还有整个产业链里所有的参

与者袁都开始进入智能家居设计尧制造和营销的行列袁
而互联网巨头尧传统电器制造商尧安防企业等的加入袁
更进一步加速了产业化进程遥 以 2015 年下半年尧2016
年上半年袁 中国的智能家居十大品牌排行榜第一名的

野海尔 U-home冶为例袁其智能设备指数一路飙升袁在室

内设计装修与操作方面袁呈现一个爆发式的趋势[2]遥
再看当代的视觉设计遥 作为一个在科学尧商业与

文化之间的特殊领域袁它是一个多元复合体袁而它的

形式和创作过程往往又因科学技术的推进而产生变

革袁 各种设计工具在科技的发展中不断改变着历程遥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袁计算机在广告中得到充分

应用袁作为信息传达的重要媒介袁也像许多人类活动

的其他领域一样袁经历了革故鼎新的洗礼[3]遥 互联网广

告袁是新世纪到来后公认新型尧快速尧高效的传媒手

段袁远比同类的电视尧广播和书刊广告更具影响力尧更
为广泛遥 在电视或一般的公共场合人们很少会接触到

一些高端的品牌广告袁 不是那些大公司没有竞争压

力尧没有广告经费袁而是他们只需要静静地在那里就

会有人追捧遥 他们依靠互联网尧物联网袁只需公示官

网袁在人们野百度冶或野谷歌冶他们的时候袁网络广告就

漂漂亮亮地展示了他们遥 一群人在护肤圈里讨论某个

护肤产品袁淘宝网站再来个爆款广告提示袁宣传其有

多么价廉物美尧多么好用噎噎袁人们便可非常轻松地

获得这些信息袁轻轻松松地从网上购入遥 互联网广告袁
可谓野无孔不入冶尧野无所不能冶遥

21 世纪以来袁 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 已在建筑设

计尧电子和电气尧科学研究尧机械设计尧软件开发尧机器

人尧服装业尧出版业尧工厂自动化尧土木筑尧地质尧计算机

艺术与设计等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遥 从第一台计算

机产生至今的半个多世纪里袁 它正朝着巨型化尧 微型

化尧网络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袁更有一些新技术会融入

发展中去遥 巨型化院即极高的速度尧大容量的存布空间尧
更强大和完善的功能曰微型化院大规模及超大规模集成

电路的发展袁芯片集成度越来越高袁所完成的功能越来

越强袁微型化的进程和普及率越来越快曰网络化院今天

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紧密结合袁 在通信软件的支持

下袁实现网络中的计算机之间共享资源尧交换信息尧协
同工作袁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国家现代

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袁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曰智能化院是让计算机能够模拟人类的智力活

动袁如学习尧感知尧理解尧判断尧推理等能力袁语言尧声音尧
文字和图像的能力袁具有说话的能力袁使人机能够用自

然语言直接对话遥
一系列崭新的尧功能强大的设计专业软件渊如 Pho鄄

toshop尧Illustrator尧PageMaker尧FW尧FL尧DW尧CDR尧AI尧In鄄
DesignCorelDraw曰EdgeReflow尧EdgeCode尧Muse曰3Dmax尧
Maya尧GIFAnimator尧Flash尧ImageReady冤等问世和迅速发

展袁在文字排版尧编辑插图尧字体设计尧网页设计尧UI渊界
面冤设计尧CG尧卡通尧三维动画设计尧后期处理等等方面

且开拓出一个利用电脑从事现代创意设计和制作的新

天地[4]遥
二尧从产业发展看中国当代设计

进入 21 世纪袁特别是野十二五冶期间到野十三五冶开
局以来袁以网络媒体尧数字技术尧影像尧CG 特效尧新媒体

技术为代表的数字艺术与设计创作行业已经成为当代

知识经济领域的核心产业袁 举国上下数字化演绎的设

计内容袁还在不断地延伸向更深更广的扩展领域袁而这

个核心产业以其磅礴的发展态势必将成为中国最具开

发前途的拳头产业之一遥 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袁数字

网络尧 新媒体创作与设计人才必将成为现代市场需求

的热门话题遥 根据专家们的预测袁我国将亟需 20 万艺

术设计师和 15 万动画设计师遥 社会市场如此巨大的环

境空间及其对于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袁 成为我国数字

艺术与设计行业的压力袁同时也成为发展的动力遥 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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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技术尧艺术理论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袁正在不

断拓展和完善袁 现代设计的新型产业所真正需要的核

心职业设计人才袁通过这几年来的培植开始涌现袁并将

进一步得到加强袁以满足的市场需求[5]遥
继计算机尧互联网与移动通信网之后袁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要要野物联网冶渊也称传感网袁缩写

IoT冤被认为是新一波信息产业浪潮遥 在利用传感技术袁
通过网络操控设备的过程中袁 人们渐渐发现了物联网

的价值遥 在这股浪潮下袁人们可以和物体野对话冶袁物体

和物体之间也能野交流冶遥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袁小到手

表尧钥匙袁大到汽车尧楼房袁只要嵌入一个微型感应芯

片袁 把它变得智能化袁 这个物体就可以 野自动开口说

话冶遥 这不再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袁通过野物联网冶的逐

步实现和提升袁每个人的生活都将向此靠拢遥 所谓物联

网袁 指的是将各种信息传感设备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而

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遥 例如院从北京开车到天津袁只要

设置好目的地便可随意睡觉尧看电影袁车载系统会通过

路面接收到的信号智能行驶曰不住医院袁只要通过一个

小小的仪器袁医生便能 24 小时监控病人的体温尧血压尧
脉搏曰下班了袁只需用手机发出一个指令袁家里的电饭

煲就会自动加热做饭袁空调开始降温噎噎
我国的物联网发展既具备一些国际物联网发展的

共性特征袁也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阶段性特点遥中
国物联网各层面技术成熟度不同袁 传感技术是攻关重

点袁而其也是物联网建设的底层基石遥 消费电子尧移动

终端尧汽车电子尧机器人尧生物医疗等物联网领域应用

创新对传感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 也给中国本土半导

体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机遇遥 当前袁 微软尧IBM尧
AWS尧谷歌尧惠普尧思科等纷纷加入物联网市场袁国内阿

里尧美的尧海尔尧格力尧思必驰尧庆科尧高通等也加快布局

物联网遥
我国对物联网行业进行战略布局的企业大致可以

分为这样几类遥 电商行业院阿里巴巴尧京东曰互联网企

业院腾讯尧百度尧360尧乐视等曰家电巨头院海尔尧美的尧格
力尧TCL 等曰手机平台院华为尧小米尧联想尧魅族尧中兴尧酷
派等遥 可以预见袁企业是物联网解决方法的最大应用实

体院降低运营成本曰提高生产率曰开拓新市场或开发新

产品遥 而随着诸如人工智能尧语音/图像识别尧通信等新

技术的深化与整合袁人与野物冶间的沟通将更加顺畅袁中
国设计是更好地为人服务的设计袁这个未来袁将是每个

人和设计师所构想的未来[6] 遥

比尔窑盖茨 2013 年 1 月曾说 野机器人即将重复个

人电脑崛起的道路遥 点燃机器人普及的耶导火索爷袁这场

革命必将与个人电脑一样袁 彻底改变这个时代的生活

方式袁未来家家都有机器人遥 冶机器人产业在全球越来

越热袁中国的研发与设计发展迅速袁市场庞大遥 国际机

器人联盟宣称袁到 2017 年袁中国的智能机器人保有量

将在目前 20 万台翻倍至 40 万台袁占全球之首遥 显而易

见袁智能机器人行业的崛起袁智能机器人产品设计袁领
先的核心技术袁 成为中国设计界与产业界携手打造机

器人王国的中国梦遥
随着市场竞争的愈演愈烈袁 这两年的设计在中国

家电企业正逐步受到重视遥 海尔尧美的尧联想等优秀的

国内企业袁其整体发展不仅走在整个行业的前列袁其设

计成果更是如此遥 目前袁智能家电设计生产体系已经初

步成型袁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正在加速运转袁各方力量不

断涌入袁 技术支持方推出的智能化解决方案正逐步丰

满尧完善袁一双隐形的翅膀正在把家电智能化带到全新

的高度遥 智能家电发展空间巨大袁粗略统计袁目前已经

接入网络服务的家电终端设备已有数千万台袁 而放在

家电产业每年数亿台产量基数下来看袁 则只是冰山一

角遥 在野万物互联冶的思路下袁每台家电都该配装智能模

块袁接入物联网服务平台袁智能家电潜在的市场规模让

这条产业链上的每个企业兴奋不已遥 简单来讲袁物联网

的火爆登场袁把企业通向全球袁充当起人与物尧物与物

间沟通的枢纽遥 物联网是互联网的应用拓展袁与其说物

联网是网络袁不如说物联网是业务和应用遥 应用创新是

物联网发展的核心袁以企业体验为核心的创新 2.0 是物

联网发展的灵魂[7]遥
今天袁我国的设计行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实力院

从业人员 40 万耀60 万人的队伍曰 专业设计年产值约为

800 多亿元人民币遥 在一大批企业中袁除联想尧海尔之

外袁华为尧小米尧长虹尧康佳尧中兴尧华旗尧美的尧飞亚达等

国内大品牌企业也都在飚升袁 在设计方面有着突出的

成果遥 虽然袁相比世界现代设计的发展袁中国设计还非

常年轻袁但是一大批中国企业目前在全球的崛起袁推动

着中国设计走向世界袁问鼎顶尖袁一个不断完善尧成熟

的野中国设计冶模式正在当代国际设计界展现遥
三尧从野中国制造冶走向野中国创造冶
当野Made in China冶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时候袁我们

也曾欢呼雀跃遥 但是当我们冷静下来的时候袁看到的却

是残酷的竞争与重重危机袁曾经让我们引以为豪的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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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制造冶现在却成了来料加工尧无创新尧无设计的代名

词遥 而改变这一切的方式就是从野中国制造冶走向野中国

创造冶[8]遥
从野中国制造冶向野中国创造冶转变的最重要的支撑

就是中国设计袁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尧承载了无数人希望

的词组遥 企业要想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袁必须拥有创新

性的产品袁 产品创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设计的创

新遥 但野中国制造冶不是野中国创造冶袁已经具备强大制造

力量的中国企业袁急需现代设计的野催化剂冶遥
就目前而言袁中国物联网设计创意产业中袁现代产

品设计是最具潜力的领域之一[6]遥 同时袁最需迫切发展

的也是设计遥 带给我们经济快速增长的 野全球制造工

厂冶的角色袁已经发展到几近极致遥 面对中国庞大的产

业背景袁发展现代设计正是自主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遥
当代设计领域存在的问题袁 不一定是设计本身存在的

问题袁这是因为袁设计作为产品生产的重要手段袁要服

务于产业袁服务于企业袁不可能游离于当前的环境遥 从

中国制造到中国设计袁不仅取决于设计师尧企业和消费

者袁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运行机制遥 从大的方面来

讲袁是整个行业的运作机制曰从小的方面来讲袁是企业

中的管理机制遥
可喜的是袁 中国企业已非常清新地意识到现代设

计对于占领市场份额的重要性遥 此外袁国内为当代设计

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袁除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外袁政府

的阶段性扶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遥 在国民经济野耶十
三五爷发展规划纲要冶和野中国制造 2025 规划冶中袁野鼓
励发展专业化的工业设计冶袁对中国当代设计是巨大的

助推力遥 落实规划袁关键就要从野中国制造冶走向野中国

创造冶袁要将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袁毋庸置疑地要将

现代设计提到高度重视的位置[5]遥2016 年 7 月中国自主

研发设计尧制造的首列导轨电车问世下线袁成为充分体

现中国设计从制造走向创造的成功范例遥 野两动一拖编

组冶是本次下线导轨电车采用的一种新形式袁车体为全

焊接铝合金质地袁最高运行时速为 80 公里曰其外形设

计趋向流线型风格曰车厢连载贯通袁特设残疾人区域以

及专门摆放自行车尧行李车存放区等遥 据中车四方车辆

有限公司产品研发部总体设计师马凯先生的阐释袁这
种导轨电车设计形式袁为首列中国自主设计尧研发尧制
造的车体款式袁具有很高的科技与艺术含量遥 另外袁这
种导轨电车在电子控制空气悬挂系统尧 航空级内装材

料尧减震结构设计等方面袁都是城市公共交通创新应用

的成功范例遥
这些战略性决策袁 标志着国家对以设计创新带动

企业的集成创新能力和产品自主创新水平的提高袁从
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高度重视曰 标志着我国经济

发展已经进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袁 标志着经济增长方式

由粗放式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遥 当一切准备就绪的

时候袁我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院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设

计钥 提到日本设计袁人们想到的是精细小巧曰提到韩国

设计袁人们想到的是绚丽多彩曰提到美国设计袁人们可

能想到的是华丽遥 那么中国呢钥 中国设计一定要体现

野博大精深冶浴 中国文化的博大和含蓄袁野中国梦冶审美理

想的融入袁野中国设计冶 不像很多国外设计一样更多地

体现在物理层面遥 中国设计讲究野适合性冶袁其特征应体

现为以中国用户尧全球用户为中心的创造性设计品位遥
从野中国制造冶走向野中国创造冶的成功案例要要要

2016 奥运会期间野中国制造耶奥运地铁爷延伸里约冶遥 巴

西里约热内卢当地时间 7 月 30 日上午袁里约地铁 4 号

线通车仪式在巴哈区举行遥 这条有野奥运地铁冶之称的

线路上袁 行驶着由中国长客股份公司自行设计制造的

共 15 组 90 辆列车袁 将里约市区及奥运会主场馆所在

地之一巴哈奥林匹克公园连接起来遥 巴西里约热内卢

州交通厅厅长罗德里格窑维埃拉表示袁中国制造的列车

无论是制造质量还是创新设计水平袁 都非常让他们满

意袁里约州政府未来还打算采购更多的中国列车遥
其实袁2016 年野奥运地铁冶和场馆建设袁还仅仅是里

约奥运野中国元素冶的一部分袁还有更多的野中国元素冶
闪耀里约遥 据人民网报道袁比如院中国空调品牌格力和

美的进驻奥运村及多数比赛场馆曰 中国体育服装品牌

361毅成为奥运火炬手尧志愿者尧技术人员等的服装供应

商曰著名野奥运冶企业华江文化为里约奥运会提供吉祥

物维尼修斯尧官方徽章等特许商品曰同方威视和浙江大

化生产的安检监控设备保障里约奥运的安全曰 华为公

司为里约奥运提供全方位通信保障服务曰 中国国家电

网全力保障奥运供电安全等等遥 当然袁野中国制造冶并不

仅仅出现在里约奥运会袁2012 年的伦敦奥运也遍布着

野中国制造冶的身影遥 据人民网公开数据显示袁65%的伦

敦奥运会特许纪念品是野中国制造冶袁包括毛巾尧床单尧
装饰品尧衣服等多个种类遥 来自浙江义乌的手摇旗尧手
推喇叭尧帽子尧艺术眼镜等也将成为伦敦奥运会的野座
上宾冶[2]遥

2016 年 7 月袁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尧党组书记支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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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叶人民日报曳采访称袁在全球 500 多种主要工业产

品中袁我国有 220 多种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遥 但支树平

也坦言袁中国质量距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定差距袁我们

的质量保障能力尧 供给水平与消费者日益增长的质量

安全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遥 所以袁我们要把提升设

计水平尧 制造质量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乃至整个经

济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袁通过改善质量供给袁
来释放消费潜力袁转变发展方式袁提升综合国力遥 野没有

质量的基础袁耶中国制造爷就不可能遍布全球市场冶[5]遥 可

见袁从野制造大国冶到野质量强国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袁创
新技术和品质保证才是制造业变革之根本遥

立足于野中国制造冶而仰仗创新起飞袁走出野中国创

造冶新路的一批国内通信企业中袁野华为通信科技公司冶
可算佼佼者遥 在 2016 年第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份

额数据中袁华为以 15.8%登顶拿下第一袁OPPO 第二袁小
米第三袁Vivo 第四袁苹果仅为第五遥 国家知识产权局最

新公布袁2015 年华为向苹果公司许可专利 769 件袁而苹

果向华为许可专利仅有 98遥 据估算苹果公司每年至少

向华为支付数亿美元的专利费遥 惊天逆转袁这一刻也是

值得载入历史的[9]浴
改革开放以来袁中国及时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袁主

动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袁 逐步发展成为全

球制造业大国和野世界工厂冶袁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

境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袁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袁迫切

要求加快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遥 从 2016
年的专利战开始袁华为公司的愿景表现得尤为强势院在
他们当时市场份额 18.6%的语境下袁 以创新设计为先

导袁野创造冶新的业绩袁在中国市场几年内有望超过 30%
甚至 40%市场占有率遥 其他品牌如小米尧中兴尧海尔尧美
的等都不示弱[6]遥

四尧中国当代设计的发展趋向

1. 创新设计要要要融入大数据时代

我国已全面进入了大数据时代袁今天的中国设计袁
创新适得其时袁适得其势袁如野2016 海上丝绸之路耶大数

据垣创新设计爷颁奖大会冶等遥 在 2016 年的全国科技创

新大会尧两院院士大会尧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袁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袁系统阐述新的历史起

点上推进创新的战略思想袁 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

号角遥 展开了野三步走冶的时代画卷院到 2020 年进入创

新型国家行列袁到 2030 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袁到新

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遥 这一宏伟

目标袁与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丝丝紧扣袁必将开启中国

发展的美好未来[5]遥
目前袁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设计创新袁

他们几乎都是在用高附加值创新产品在和其他国家进

行交换袁以获取高额利润遥 尤其是许多发达国家都把重

点发展设计产业定为基本国策遥 许多国外企业把最新

产品投放在本国的同时袁也投放到中国市场袁或者是分

期分批投入中国市场遥 其目的就是使中国企业不能快

速跟进或走向前沿遥 因此袁要想使中国设计业走向世界

前沿袁为中国设计尧中国创造打出名牌袁必须树立创新

意识袁百年大计袁时不我待遥
2. 兼容并蓄要要要中国设计走向世界

无论是野东学西渐冶或是野西学东渐冶提倡的都是现

代设计兼容并蓄的问题袁人类进步仰仗野兼学冶,既不盲

目尊大更不妄自菲薄遥 不谈生活行为和使用方式袁单单

从人种上研究人机工程学袁便可发现东尧西方人种在尺

度上存在着巨大差别遥 其他如性格上更为明显袁西方人

外向袁东方人内敛曰西方礼节为拥抱尧握手袁东方传统是

拱手抱拳曰西方人用刀叉袁东方用筷子等等遥 这些每天

最基础的日常野下意识冶行为尚且如此袁社会行为的差

异更是自不待言了[10]遥因此西方的标准不能照搬来我国袁
政治思想如此袁 人文思想如此袁 中国设计思想也是如

此遥 我们意识到野西学为用冶的同时袁也不应当忘记东方

观念的本位思考袁 只有二者的良性结合才能寻找到有

效的设计方法袁作用于我国这一特殊环境遥 应当寻找我

国社会的代表性特征袁 而不是被西方的权威社会论调

所误导遥 更重要的一点袁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一百年前的

中国袁许多国家崇拜中华文明袁学习中国技术袁中国企

业尧中国设计也开始不断影响着世界袁推动着世界遥
2016 年 12 月 2 日袁野世界工业设计大会冶在杭州良

渚野梦栖设计小镇冶启幕遥这个具有世界现代意义的顶级

设计大会袁 汇集了全球 26 个国家和地区尧43 个组织尧
500 余行业精英领袖袁共享全球设计资源[11]遥 大会以开

放尧合作为宗旨袁以自愿尧平等尧共享尧共赢为原则袁遵循

G20 峰会提出的野创新尧活力尧联动尧包容冶发展理念袁旨
在全球范围内促进设计创新与经济尧 社会的融合发展袁
促进国家尧地区间设计交流与合作曰追求包容协调的设

计发展袁积极倡议各国政府尧企业尧教育和研究机构共同

汇聚产业尧人才尧金融尧学术等资源袁建立无国界设计创

新资源共享平台袁 以工业设计智慧贡献于全球经济发

展遥正如 CCTV 新闻报道中马凯副总理所说院野产业因工

Xi Yueliang Looking to the Futur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Design and Its Developing Trend in the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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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跃良 中国 21 世纪当代设计及其发展趋向的瞻望

业设计而更具活力袁世界因工业设计而更加美好冶遥
野设计连接世界冶要要要这一命题袁已成为当今中国

设计走向世界的热门话题遥 继野世界工业设计大会冶之
后不足半年袁2017 年 3 月 6 日袁第 26 届 IOD 国际设计

大会在我国广东南海开幕袁 这一盛会以 野设计连接世

界冶为主题词袁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 30 位跨

界渊各设计门类冤的顶尖大师与海内外 2000 余名企业

家尧设计师袁围绕野全球设计伊中国智造冶的大融合趋势袁
共同探索中国智造链接全球跨界创新资源的路径[12]遥此
届国际设计大会的召开袁 不仅体现出世界范围内对设

计创新目标的高度认知和对创新发展的卓越追求袁更
能从时代和产业的国际视野映射出新一轮经济社会发

展进程中袁现代设计正在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尧不可替

代的作用遥
3. 聚焦本土要要要现代与传统共存

中国有着五千年历史文明的积淀袁 传统文化博大

精深袁有着极其深厚的发展根基遥 中国的传统艺术元素

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是哲学思想尧道德观念尧风土

民情与审美意识等多学科叠加的综合体遥 我们应从民

族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汲取传统艺术元素的精

华袁并积极运用到当代设计中去,走出一条野传承冶与野创
新冶相结合的途径,使我们今天的设计既有野民族性冶又

具野世界性冶[4]遥 现在袁是传统文化获得发展千载难逢的

时机遥重要的是我们要深入实践,努力探究,积极面对,促
使理论和实践的双丰收,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袁并在全

球化趋势中保持民族特色袁 这是中国设计站立在国际

的大舞台上的发展方向遥
中国的古典文化如唐诗尧宋词尧戏曲尧国画尧书法为

世人所崇敬曰中国的传统服饰袁如汉服尧唐装等也深深

吸引着现代人曰中国的儒家思想尧孙子兵法更为当代商

界尧文化界所推崇噎噎袁纵观我国历史长河袁民俗工艺

恢弘袁秦时的兵马俑充满风骨和精神曰唐三彩袁生动逼

真尧色泽艳丽曰清朝的服饰尧头饰袁玲珑突兀曰苏州刺绣袁
精巧秀雅尧巧夺天工[8]噎噎遥 2016 年唐山世界园艺博览

会主题是野都市与自然窑凤凰涅槃冶曰2016 年世界月季洲

际大会主场馆之一的北京月季馆通体的中国式图案曰
2010 年的上海世博会袁中国元素遍布园区袁中国馆采用

了中华民族典型的穿斗尧榫卯及框架结构等形式袁结合

高科技材料设计建成遥
传统是民族智慧的结晶袁在设计现代化的进程中袁

明智地对待传统袁不仅是尊重民族自身历史的需要袁也
是传统为现代化服务的需要遥 要使中国设计走向现代尧
走向世界袁民族传统不是一种累赘袁而是一笔可借鉴的

财富袁应在更高层次上认识和发扬光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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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传统设计学类专业教学体系存在诸多问题袁导致学生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不足遥 面对新形势对设

计专业教育带来的挑战与机遇袁应基于野全程实践尧交叉融合冶的理念构建新型教学体系袁具体措施包括院设置以设

计能力培养为核心的专业课程群袁构建全程实践教学格局袁推行渐进式校企合作实践教学模式袁探索以创新思维培

养为目标的多学科专业交叉融合的实践教学模式袁建立客观尧多元尧适度量化的学生设计成果评价体系等遥 实践证

明上述教改有效提高了应用型设计人才的培养质量遥
揖关键词铱 设计学曰 教学体系曰 全程实践曰 交叉融合

Abstract: There were lots of problems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system of design, which has led to students忆 lacking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abilities. Facing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rom the new circumstances, the new teach鄄
ing system should be founde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whole course practice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 details
which include setting up the curriculum based on developing capability, constructing a teaching system of whole course
practice, pushing forward the step-by-step enterprise-cooperation practical teaching model, exploring a practical teach鄄
ing model with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focused on developing creativity and building up an objective, diversified
and properly quantified evaluation system of students忆 designs, etc. Previous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methods men鄄
tioned above effectively help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for design.
Key Words: design; teaching system; whole course practic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pplication-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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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3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尧教育部印发叶学
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渊2011冤曳,设计学科渊艺术设

计尧工业设计冤升级袁一级学科野1305 设计学冶应运而生袁
其下共有八个专业袁 分别为艺术设计学尧 视觉传达设

计尧环境设计尧产品设计尧服装与服饰设计尧公共艺术尧
工艺美术和数字媒体艺术遥 设计学学科升级有其深刻

的现实意义袁 它反映了国家对文化产业和创新发展的

高度重视袁是认识层面的一大进步袁也是社会现实需求

的集中反映遥 学科升级对专业人才培养和教学体系的

改革创新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一尧设计学专业教学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设计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因学科特点呈现出极强的

综合性尧交叉性和应用性袁教学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袁这一点在设计教育界早已达成共识遥 大多数高校都

在教学计划中设置了一定比例的实践教学环节袁 通过

一系列的课程设计作业达到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目

的袁但往往存在以下问题袁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遥
1援 课程体系陈旧袁课程之间缺乏关联袁彼此孤立袁

导致学生在融会贯通尧综合设计方面的能力不足

传统课程体系中以学科为依据建立的基础课尧理
论课和设计课袁 每一门课都有其独立的课程结构和训

练方式袁整个教学过程是以知识传输为主袁辅以相关训

练的模式袁表现出孤立的尧碎片化特征曰门数众多的尧没
有明确针对性尧缺乏关联的专业课和选修课袁无法有效

串联起设计知识的链条袁 学生能否在各门课程的学习

中建立设计整体意识和统筹观袁 并运用和整合相关知

识解决复杂和综合的实际问题全看是否具有 野悟性冶遥
这样的课程体系导致学生知识结构松散袁 知识迁移能

力不足袁实践能力不能满足社会需求遥
2援 实践教学体系不完善袁 在校企合作实践能力培

养上的递进关系不够清晰

目前设计学类各专业的实践教学形式基本是在各

门设计课程里单独开设的尧以单一的模拟型课题为主的

训练袁综合性尧实战性不足曰不同阶段实践教学的目标递

进关系不够清晰袁内容体系尧评价体系不够完善曰校企合

作教学大多停留在提供少量实习岗位和举办讲座的层

面上袁设计师全程参与教学尧施工现场教学尧引入实际项

目等深度合作欠缺袁尚未在不同层面实践教学中有机融

合校企合作模式袁形成能力导向的实践教学格局遥
3援 教学内容与模式的开放度不足袁缺少跨学科尧跨

专业的课程袁学生创新能力不足

专业教学侧重技能训练袁 在培养学生融合多学科

知识尧关注艺术与科学尧绿色生态尧健康安全尧人文社会

等方面存在不足袁教学活动大多囿于本专业内部袁缺少

跨学科尧跨专业的课程和设计项目训练袁导致学生缺乏

创新思维和能力袁专业能力的提升和发展受限遥
4援 教学评价体系单一尧片面袁对教与学的有效引导

不足

教学评价体系是对教与学的质量监控袁 主导着教

学改革的方向和侧重点遥 当下大多数学校在评价学生

设计课程成绩时往往注重最终完成的设计成果袁 缺乏

对过程的有效监控和评价曰 设计作品的评价体系没有

与应用型人才岗位能力体系相对应袁标准比较模糊袁教
师的主观因素影响较大曰 评价主体通常是以任课教师

为主袁评价方式多以成果图版展示为主袁多元化不足遥
同时袁在野互联网+冶的时代背景下袁设计的内涵和

外延在不断拓展袁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尧学院式的设计人

才培养模式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袁信息与交互技术尧网
络开放课程渊MOOC冤等媒体环境使学生可以在课堂之

外获取大量知识和信息袁 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教学

方式和教师的角色袁野教师的使命不再是提供信息袁而
是提供洞见袁要让学生懂得如何甄别与善用信息袁而不

是被它们消解冶[1]遥 各类新技术尧新媒介的发展袁对传统

设计课题的内容尧 形式尧 表现方法也产生了巨大的冲

击遥 在此背景下袁亟需探索适合新形势的设计专业教学

体系袁以适应社会对设计人才的需求遥
二尧全程实践尧交叉融合院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

标的设计学专业教学体系改革理念

本科阶段的设计学专业教育是要培养具有创新思

维和创造能力的应用型人才遥 所谓应用型人才是指能

将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所从事的专业社会实践的一

种专门的人才类型袁 是熟练掌握社会生产或社会活动

一线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袁 主要从事一线生产的技

术或专业人才遥 应用型人才的创新能力体现为野整合能

力冶袁它包含两个递进的层次遥 首先袁掌握基本的专业理

论和技术袁能够在野运用冶的层面发现问题尧分析问题袁
进而整合尧改造已有的信息尧技术资源袁创新性地设计

解决问题的方案曰其次袁有能力对实践过程中发现的新

问题进行归类袁 找到问题的本质与关键袁 原创性地整

合尧发展既有的专业理论和技术体系袁以实践为基础袁
完成对既有理论和技术体系的总结尧提炼和升华遥

要实现上述目标袁 需要在专业教学体系的建构中

遵循设计学科的特点遥 设计学是基于艺术与科学整体

观念的交叉学科袁 一方面它具有与社会生产生活结合

王 烨 全程实践尧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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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尧涉及范围广尧针对性强等应用型学科的特征袁另
一方面袁它具有知识结构平行性特征袁涉及材料尧结构尧
工艺尧经济尧管理尧文化尧心理尧社会尧传播等多学科的尧
极为宽泛的知识遥

这些学科特点决定了袁高等学校的设计教育首先必

须与社会需求密切关联袁其教学模式必须以全程实践为

主体袁提升应用能力为目标的遥全程实践具有两层含义袁
一是将实践教学与活动贯穿在大学教育的整个过程中袁
按照不同阶段设置不同层次的实践教学袁 形成多层次尧
立体化的实践教学格局曰二是基于完整设计流程的实践

教学模式袁即依据典型专业岗位的工作任务所对应的专

业能力袁设置以实现核心能力目标的课程群袁开展实践

教学袁强化课程学习与企业设计真实环境的联系袁一定

程度上避免了教学成果和市场需求的脱节遥 其次袁设计

教育一定是多元尧开放的袁其教学体系应体现多学科交

叉融合的特征遥 交叉融合是指专业教学尧实践活动中注

重多学科知识的交叉尧知识模块之间的整合与融通以及

多学科尧多行业背景的团队授课袁从而进一步提高环境

设计专业学生之间尧与其它专业人员之间的协作能力和

创造能力袁拓展学生的专业素质袁提升专业创新能力遥
三尧设计学专业教学体系改革的路径

渝 构建以设计能力培养为核心的专业课程体系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设计学类专业教育袁其
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创造性解决设计问题的能力袁使学

生能适应初级职业岗位需求并具备未来职业发展的基

本素质遥 宏观而言袁专业核心能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院
1援 综合设计能力院调研分析尧设计思维尧知识整合尧

方案设计与比较尧深化设计等专业能力曰
2援 设计表达能力院手绘尧专业制图尧设计软件尧文字

和口头表达能力曰
3援 审美能力院形式美感尧国际视野尧判断力尧创造力曰
4援 沟通协调能力院服务意识尧团队协作尧职业规范

与道德尧知识面曰
5援 学习能力院问题意识尧自主学习尧自我发展遥
具体到不同学习阶段尧不同课程中袁这些专业核心

能力还应再进一步细化袁分解成不同等级的能力指标遥
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的专业课程体系袁 就是将课程分为

专业核心课程尧表达技能类课程尧专业理论/专业技术类

课程三大板块袁在专业教学的不同阶段袁以主要的专业

设计课程为核心袁对应专业设计能力指标袁引入相关理

论课程尧技术类课程尧表现技法类课程袁形成不同类型

的课程群遥 进而在教学中以设计课题或项目为主线袁以

实践性问题的解决来整合课程的内容袁 引导学生学以

致用袁在设计不同阶段运用各门课程的知识点尧技能尧
方法袁并内化为设计思维方法袁解决实际问题袁从而有

效避免课程间的孤立和脱节袁 深化教学内容袁 实现知

识尧技能尧方法的融合袁更好地培养学生专业核心能力遥
例如天津美术学院在环境设计专业基础课程体系

设置中袁从基础教学有效训练野物象观察力冶尧挖掘野形
态想象力冶尧培养野空间创造力冶的能力培养目标出发袁
整合了传统的设计素描尧设计素材尧设计构成和建筑认

知等课程袁建立了野视觉窑造型窑建筑冶三位一体的设计

基础课程群袁启发学生的创新意识袁在基础训练与专业

设计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袁引导学生逐渐进入设计角色袁
从基础训练顺畅过渡到专业设计袁其做法值得借鉴[2]遥

渔 构建全程实践教学体系袁 推行渐进式校企合作

实践教学模式

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是始终围绕贯通本科四年的专

业人才能力培养这条主线的遥 不同教学阶段袁培养专业

能力的课程有所区别袁侧重点也有不同遥 根据专业培养

目标尧设计学科特点和学生认知规律袁将设计实践教学

设计为基础实践教学尧课程实践教学尧综合实践教学三

个层次袁 在不同层次的实践教学中引入不同形式的校

企合作教学袁形成前后衔接尧循序渐进尧层次分明尧完善

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袁贯穿整个大学教育阶段遥
基础实践教学是在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将

基础技能与专业应用有机结合袁 让学生在大一时就开

始有意识地运用基础知识和技法表达设计创意袁 培养

专业思维遥 在这一层面袁邀请企业专家为学生开设关于

专业素质培养尧行业发展趋势尧设计企业文化等讲座袁
帮助学生全方位了解行业特点遥

大二尧大三的课程实践教学采用项目制教学模式袁
围绕每门设计课程袁结合设计项目尧竞赛课题训练学生

分析问题尧解决问题的能力袁通常包括市场渊基地冤调
研尧前期分析尧案例研究尧概念设计尧方案设计与深化尧
设计表现和公开答辩等设计工作的全过程袁 通过一系

列的课程实践不仅帮助学生掌握设计方法和表现技

巧袁也培养他们的口头表达尧团队合作等综合能力遥
在这一层面袁 课堂教学与企业对接袁 开展联合教

学遥 企业设计师全程参与课程的教学进度尧教学组织尧
师生互动尧成果评价等环节的详细规划袁在课程的不同

阶段与教师配合袁开展专题讲座尧案例现场讲解尧野一对

一冶辅导尧作品点评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袁把完整的

设计流程尧行业规范尧项目经验尧服务意识以及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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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技术及时引入教学中袁 实现课堂教学与实际工作

的无缝对接袁提高学生的实战能力遥
综合实践教学主要是大四的综合设计尧 专业实践

和毕业设计环节袁 在这一层面上的实践教学更多地与

社会接轨遥 推行工作室制教学模式袁让学生在参与教师

工作室项目的同时袁 对某一专业领域进行更深入的研

究与设计遥 在毕业设计环节引入野双导师冶制袁鼓励学生

在企业完成毕业设计袁更强调实践的综合性与可行性遥
隅 探索以创新思维培养为目标的多学科专业交叉

融合教学模式

当前袁设计所面临的野复杂问题冶越来越多袁如能源

和资源的危机尧经济全球化尧老龄化尧医疗健康等问题袁
尤其在野互联网+冶影响的创新设计产业中袁过去互无关

联的学科如心理学尧 经济学尧 社会学之间的边界变模

糊袁与设计学的关联越来越紧密[3]遥 因此应用型设计人

才的培养不仅要紧扣本专业的知识尧技能和思维方法袁
更重要的是能明确时代赋予的重任袁树立大设计理念袁
从不同层面强调学科专业的交叉与整合袁 全方位的实

现跨学科的教育袁才能为地方经济发展尧社会建设提供

交叉型的创新人才打下基础遥
在跨学科设计教育方面袁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The

Hasso Plattner Institute of Design at Stanford University
渊简称 d. school冤 的教学模式在设计教育界广受瞩目遥
野学院课程向斯坦福大学的所有研究生开放渊学生都有

各自的专业背景和基础能力冤袁 强调跨院系的合作袁宗
旨是以设计思维的广度来加深各专业学位教育的深

度遥 教育以创新者的培养为核心袁挖掘每个人身上潜伏

的创造力袁并赋予学生创造的自信曰以现实世界的问题

为导向袁重视实际曰以项目驱动的形式展开教学袁强调

实践及其相关的价值目标曰破除传统思维中的界限袁重
视合作与交叉[4]遥 冶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遥

设计人才交叉融合的培养模式可以体现在课程设

置尧实践课题与项目训练尧授课团队构成等几个方面的

改革上遥在课程设置上开设多学科选修课程或举办学术

讲座袁从不同学科角度理解设计的内涵与外延袁拓宽学

生的知识面袁提高眼界袁扩展思维的广度遥在实践教学方

面袁开发主题性尧多专业交叉尧跨年级的综合实践课程袁
选题紧密结合社会热点问题袁如生态设计尧健康设计尧老
龄化问题尧社区环境微更新等袁激发学生的责任意识袁变
单一学科课程为多学科交叉课程袁 整合周边学科资源袁
开展创新型的实践项目研究袁共同探讨设计问题袁将学

校课程与社会需求有机衔接遥开展这类课程的教学仅靠

本专业教师是无法完成的袁需要整合多学科尧多行业背

景的教师尧设计师尧技师尧企业人员袁形成教学团队开展

协同教学遥 在这一过程中袁专业教师也可以学习到更新

很多新知识袁补充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袁更好地适应未

来打破学科界限的教育发展趋势遥 此外袁提供适宜的工

作空间尧协调各类教学资源尧搭建良好的交流展示平台

也是顺利开展跨学科专业创新教学必要条件遥
予 建立客观尧多元尧适度量化的学生设计成果评价

体系

学生设计作品是专业课程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

果的集中体现袁对其的评价应尽可能清晰尧客观并适度

量化袁使之能有效引导教与学的方向和价值取向袁从而

更好地实现培养目标遥
首先袁教师在课前应依据明确的教学目标袁总结提

炼重要知识点或者技能袁形成具体的评分标准袁并围绕

这些知识点设计教学环节和讲授内容袁将评分标准融入

不同阶段设计草案的指导当中袁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关注具体的知识点袁并在设计方案中体现知识点[5]遥
其次袁 对设计作品的评价标准还应关注到学习的

整个过程袁 要求学生在完成设计任务过程中进行的信

息收集尧资料整合尧调研分析尧案例研究尧创意草图尧互
动研讨尧成果展示等一系列环节都形成完整的记录袁并
纳入评价体系内袁从而对设计过程起到监控作用袁培养

学生建立良好的工作习惯尧正确的专业思维方式袁引导

学生注重平时学习和把握设计进度遥
在课程设计最终作品的评价时可以实行年级公开

评图袁由教学团队组织课程评价小组袁评委除了指导教

师渊团队冤以外袁邀请其他任课教师和企业导师评委参

与袁提供空间和平台让所有学生展示作品尧表达创意尧
与评委互动遥 这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弥补指

导教师评分的单一性袁提升评价的客观性和多元化袁同
时也会大大激发学生的荣誉感袁营造专业学习氛围袁促
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学习遥

四尧实践与成效

基于上述教学体系改革的理念和思路袁 上海杉达

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环境设计尧视觉传达设计尧产品设

计等设计学类专业进行了积极的改革实践袁 取得了显

著成效遥
环境设计专业在课程体系改革中以室内设计系列

课程为核心袁整合手绘效果图技法尧电脑效果图技法尧
设计材料与应用尧室内陈设设计尧照明设计等课程形成

室内设计方向课程群曰以景观设计系列课程为核心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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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整合设计调研方法尧景观植物配置尧环境设施设计等

相关课程建立景观设计方向课程群遥 教学中以设计课

题为主线袁将项目设计的全过程分解到教学环节中袁结
合设计理论尧工程技术尧表现方法的讲解袁引导学生野学
中做冶尧野做中学冶袁 达到提高学生专业应用能力的培养

目标遥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围绕创意能力尧绘画能力尧计
算机软件操作能力三大核心能力构建课程体系袁 同时

紧跟设计发展趋势袁在保留必要的传统课程基础上袁开
设界面创新设计尧网页设计尧数字媒体广告等新媒体设

计领域的相关课程袁把最新设计领域课题尧软件技术尧
设计思维方法及时引入教学中袁 扩展了学生的专业视

野和专业技能袁提高了学生的竞争实力遥
在开展多层次实践教学方面推行野专家进课堂尧赛

事进课堂尧项目进课堂冶的渐进模式遥 各专业与多家设

计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袁 在实践教学方面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校企深度合作遥 环境设计专业连续

几年在室内设计尧 景观设计课程中与上海建工一建装

饰设计所尧 中景地景园林景观设计公司等企业开展课

开展课程对接合作遥 以实际工程项目为载体袁专职教师

侧重讲授设计原理尧方法和概念方案推导袁企业兼职教

师则侧重传授图纸规范表达尧材料构造尧软件技巧等实

际经验遥 校企共建立体教学资源库袁双方共建学生作品

评分标准袁共同参与公开评图过程袁提升评价的客观性

和多元化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袁受到学生的欢迎遥 视

觉传达设计专业邀请上海极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全程

参与 UI 设计尧 网页设计等新媒体设计课程的教学袁带
来最新设计技术和方法袁使学生受益匪浅遥 与上海衡元

有限公司尧上海联腾进出口有限公司合作袁将真实项目

引入包装设计课程实践教学袁 为旗下产品进行包装设

计袁 在课程准备和教学过程中公司的总经理尧 设计总

监尧市场专员与教师充分协商袁制定严密的计划袁并参

与包装设计课程的指导袁与同学们交流互动遥 最终优秀

作品被企业选用袁从而实现野作品冶到野商品冶的转变袁达
到校企双赢的结果袁 学生也亲身体验了设计工作的全

过程袁受益匪浅遥
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方面采用课内外相结合的手

段袁将设计竞赛尧双创项目尧国际创意设计营等第二课

堂活动与课程教学有机结合袁 所有专业教师均参与指

导工作袁营造良好的专业氛围袁提高学生们学习专业的

积极性和自信心袁提高竞赛活动的中奖率和奖项层次遥
在大三下学期的展示设计尧 大四上学期的综合设计与

表达课程的实践教学中袁设置主题性综合实践课题袁鼓
励本专业学生与视觉传达设计尧 产品设计专业学生组

建团队完成项目袁从而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尧跨专业

合作和团队协作能力遥
学院在设计专业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实践有效提高

了人才培养质量袁 近五年来学生参加国内外重要竞赛

和优秀作品展获奖百余项遥 毕业生专业就业率在 60%
以上袁学生的综合素质普遍受到设计单位的认可遥 教学

体系的改革与实践还有效带动了专业建设水平袁 近五

年袁学院的包装设计尧景观设计尧居住建筑室内设计课

程获批上海市重点课程袁手绘效果图技法尧景观设计课

程被分别授予 2013 和 2016 上海市精品课程称号遥
2016 年视觉传达专业尧 环境设计专业作为学校首批参

评专业通过了上海高校本科专业达标评估遥
今天袁设计教育已经从有相对完整教学体系的应用

造型艺术袁发展成多学科紧密关联的交叉学科袁在这一新

形势下设计学专业教学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遥 通过优化

课程体系尧构建实践教学格局尧创新教学模式尧建立评价

体系等措施袁构建全程实践尧交叉融合专业教学体系袁聚
焦学生解决专业实际问题的能力和专业创新能力的培

养袁是提升应用型设计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的有效途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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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场域的 5 个关键点应用到视觉传达设计教育中袁围绕学生这个核心产品袁以及周边动态发展的关系网络袁提出

5 个教学场域创新策略袁即教学系统环境策略尧师生互动网络策略尧生态教学网络策略尧边界资源网络策略和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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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皮埃尔窑布尔迪厄是当代法国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一袁他提出 3 个基本概念院野习性冶渊habitus冤尧野资本冶渊capital冤尧野场冶渊field冤遥

场域理论是社会学的主要理论之一袁 由法国社会

学大师皮埃尔窑布迪厄 1 提出遥布迪厄研究了许多场域袁
如美学场域尧文化场域尧教育场域袁每个场域都以一个

市场为纽带袁 将场域中象征性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联结起来袁例如袁艺术这个场域包括画家尧艺术品购买

商尧批评家尧博物馆的管理者等遥
野场域冶与野教育冶结合而生成野教育场域冶渊educa鄄

tional field冤范畴是对教育作场域解读的尝试袁也是教育

研究在理论范畴建构和方法论拓展上的一种积极探索遥
作为一种客观性社会存在而言袁教育场域系指在教

育者尧 受教育者及其他教育参与者相互之间所形成的

一种以知识(knowledge)的生产尧传承尧传播和消费为依

托袁以人的发展尧形成和提升为旨归的客观关系网络[1]遥
根据上述教育场域的定义袁 可以提炼出教育场域

的 5 个关键点院场域中的三方院教师尧学生尧其他参与

者曰学生是核心产品曰市场是重要因素曰可持续发展曰关
系网络遥

将教育场域的 5 个关键点应用到视觉传达设计教

育袁围绕野学生冶这个需被市场检验的核心产品袁以及三

方动态发展的关系网络袁 笔者提出 5 个教学场域创新

策略袁分别是教学系统环境策略尧师生互动网络策略尧
生态教学网络策略尧 边界资源网络策略和公共关系网

络策略遥
一尧教学系统环境策略

视觉传达设计教育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应用性强袁因
此需要营造一个激发学生野动手动脑冶的教学系统环境遥
这个环境系统包括针对野学生冶这个核心产品的硬环境

和软环境遥 硬环境指野教室要工作室要实验室冶三室一

体曰软环境指野三室冶的使用率尧实验室技术人员的配置尧
实验室管理条例尧硬件设备的更新及维护经费等遥

当前袁教学技术及硬件革新是主流袁硬环境得到了

大幅提升袁设备是新的尧机器是高端的袁但这些实验室

的新设备生均使用率往往较低遥 总结其症结袁首先在于

实验室技术人员的配置不到位袁 学生操作机器时得不

到指导袁安全问题得不到保障曰其次是硬件设备的更新

维护的经费问题袁如果设备使用率高袁其更新维护的成

本也较高曰再次是实验室的运营管理问题遥 这些都是软

环境问题遥

野工欲善其事袁必先利其器冶袁教学系统环境策略就

是软硬环境一起抓袁 重点攻克软肋袁 坚持为学生营造

野动手动脑冶的环境策略遥
二尧师生互动网络策略

教育场域理论的重要关系网络之一就是 野师生互

动网络冶遥 师生互动不能单纯依赖于课堂教学互动袁毕
竟课堂上的师生接触是有限的袁 课堂教学互动是一种

浅层次的师生互动遥
要建立起深层次的师生互动网络袁 首先要建立起

彼此熟悉又信任的师生关系遥 有了高质量的师生感情袁
自然就会有高质量的师生互动遥 因此袁教师需要花大量

的精力去观察尧了解尧调教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

态袁相当于专业教师兼辅导员角色于一体遥 这里最主要

的两个问题点是院一需要有新的师生组织方式袁二教师

的数量要有保障遥
建立起一个规则策略袁比单纯依靠教师的教育热情

更有说服力遥 规则可保证每位教师可持续地建立深层

次的师生互动关系遥 这个互动网络可以通过以下两种

方式实现院
渝 导师制工作室

导师制工作室袁指建立导师领衔的设计工作室袁每
个工作室都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及课题遥 导师从大二尧大
三尧大四袁3 个年级招募一定数量的学生进入工作室袁每
个学生一个座位袁 选择和导师方向一致的子课题进行

课题设计遥
在这个环境中袁大家天天在一起做课题袁有各级学

生之间的互动尧 有师生之间的互动袁 彼此十分熟悉了

解袁深层次的师生互动网络自然就形式了遥
导师制工作室是比较理想状态下的师生组织方

式袁对教学场地和师资数量要求比较高遥 如果没有理想

条件袁可以考虑学生分层培养计划模式遥
渔 学生分层培养计划

根据生源对专业关注度尧学习能力等方面因素袁对
学生进行分层培养遥 优先选拔部分卓越人才袁重点培养

其专业能力袁与骨干教师组成设计团队进行课题设计尧
参加设计竞赛等专业性强的活动曰中等程度的学生袁重
点在课堂进行教学互动袁了解其就业方向袁培养其通识

能力曰还有一部分比较盲目懈怠的学生袁重点督促其完

Wan Xuan Researches on the Education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Based on Field Innov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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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视觉传达设计课程体系

成学业尧挖掘其多元潜能遥
这个师生互动网络策略可行性较高袁 得到了广泛

认可及推广遥
三尧生态教学网络策略

生态教学网络的建立是教学场域创新最重要的部

分遥 教学网络的生态结构包括课程体系尧授课方式尧课
题选择尧教师职能定位尧质量评价标准尧搭建交流平台

等方面遥
渝 课程体系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课程体系有 3 大块要要要专业

基础课尧专业核心课和综合实践课遥
专业基础课袁整合为 4 块,即人文思想尧设计思维尧

形式规律尧专业表达遥
再经过专业核心课的 5 个课程模块 渊即包装设计

模块尧广告设计模块尧书籍设计模块尧品牌设计模块尧网
站 APP 设计模块冤进行初阶应用训练渊如图 1 所示冤遥

最后袁学生从核心 5 个模块中选择一个主攻方向袁
汇集到综合实践课袁加入导师工作室的课题设计遥

其中每个模块的课程组合不同袁要求也不同遥 以网

站 APP 设计模块教学为例袁此模块的教学结构如下院
1. 细分两大教学方向院UE 交互设计方向尧UI 视觉

设计方向遥 两大方向又分为 PC 端和移动端曰
2援 基础教学院
优 从平面构成出发袁理解绘画基本原理知识遥
悠 加入交互设计思想遥比如袁如何去用图形布局去

实现产品袁产品可能包括网页尧手机 APP尧专题广告活

动尧Html5 的创意活动页面等遥理解产品的概念袁在理解

的基础上作图遥
忧 设置手绘袁创意思考袁网站范例讲解等遥比如为什

么这个网站要这样设计袁为什么这个 APP要这样布局遥

3援 进阶教学院
优 PS 工具的设计袁 图形图案设计袁 包括按钮尧导

航尧页面布局尧图标遥
悠 图标设计是重中之重袁 图标的作用就是加强亲

和力袁加强识别度袁用意象化思维去构建一个界面袁图
标是最好的方法遥

忧 课程设置可以是 PS 实战临摹别的网站尧APP
界面尧手绘简单的图形图标袁进阶的话可以在 PS 上用

形状工具自己绘制单色的图标袁临摹高手的图标遥
尤 前端程序方面分工很细袁 学习前端技术有助于

就业及高薪遥
4援 教学考试院结合企业真题项目袁对照整个网站或

APP 的交互原型图袁设计 PSD 效果图袁并完成链接动态

效果展示遥
渔 授课方式

选择哪种授课方式袁以授课效果为参考标准遥 教学

效果佳袁学生作品质量高的授课方式就是好的授课方式遥
通常学校督导监督下的授课方式袁规范有余尧灵活不足遥

只要拟定并审核好课程的教学大纲袁 结课时实现

了教学目标袁授课方式就可以灵活多样遥 比如可以采用

头脑风暴式的随时上课式尧师生动手做创意实验式尧一
对一聊天式尧学生之间自学讨论式尧场景浸润式等等遥

隅 课题选择

课题的选择最体现导师专业思想和水平遥 导师需

要精心选择自己的课题方向袁 带领自己的学生团队持

续研究若干年遥 学生的设计视野和对设计的理解力尧格
局都体现在其所做的课题设计上遥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选题繁多宽泛袁 基本围绕 5
个载体袁即包装尧海报尧书籍尧品牌尧网站 APP 等综合设

计遥 每年的毕业设计选题貌似层出不穷袁 却又似曾相

识袁缺少内在的深思熟虑的逻辑遥 总结下来袁选题的定

位尧逻辑尧价值尧可持续性是关键遥
2016 年 9 月袁笔者调研了大连民族学院设计学院袁

深受启发遥 他们的课题是关系民生的社会热点问题袁如
新农村建设问题尧儿童问题尧文化产业问题和产品技术

集成创新问题等遥
这 4 个课题面向社会尧关注生活尧注重实用价值袁

注入了深厚的人文关怀遥4 个课题的定位尧逻辑尧价值和

可持续性都值得借鉴遥 比如其视觉传达设计工作室的

野字体设计冶课题袁就以解决低龄儿童的识字问题为目

的袁从偏旁部首尧字根字义的持续研究入手袁以改版小

万 轩 基于场域创新策略的视觉传达设计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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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语文课文的文字组合为定位袁 成功试点了若干所小

学的语文识字教育袁实现了设计的巨大社会价值遥
除了大连民族学院设计学院的 4 大课题袁 结合不

同地区和不同院校的实际情况袁 课题选择还可以关注

区域经济尧社区文化尧多元文化尧生态环境尧智能科技尧
文化遗产保护等社会议题遥 笔者对本校 2017 届视觉传

达设计专业毕业设计选题做了内在关系的重新规划院
1援 表现载体院海报尧字体尧网页尧APP尧包装尧书籍尧影

像尧装置尧DV 短片等载体形式袁另增加线上 HTML5 和

线下衍生设计推广遥
2援 课题选择方向院社会热点议题要要要养老尧儿童教

育尧食品安全尧手机族等曰社会创新设计要要要社会服务

设计尧 创新创业实践尧 校企合作项目等曰 民族文化传

承要要要民间艺术尧非物质文化遗产尧少数民族文化等曰
城乡形象设计要要要城市尧乡村尧城乡结合部尧古镇等公

共空间形象设计曰 品牌创新与再设计要要要老字号品牌

再设计尧公司品牌整合设计等遥
3援 具体立项院 在导师指导下袁 从课题的 5 个方向

中袁选择自己的毕业设计课题点袁申请立项遥
予 教师职能定位

专业教师的职能定位是做一名引导者尧 激发者和

管理者袁而不是灌输者遥 专业教师最重要的能力是知道

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曰 知道如何建立学生的学习

自信曰知道如何在学生瓶颈期提供解决方案袁让学生自

己去尝试袁而非直接演示成果曰知道如何在实践过程引

导学生全方位成长遥
在互联网时代袁知识更新飞快袁网络搜索功能无比

强大遥专业教师在教学岗位上要跟上企业的技术步伐袁有
难度遥 因此袁专业教师除了参加新技术培训袁努力与时俱

进之外袁还要明确野教育工作者冶这个职能定位遥教育工作

者不是知识更新就可被取代的袁野精心教育冶 才是教师的

核心价值遥专业教师只有投入真心和热忱袁才能培养高质

量的学生袁野学生冶自始至终都是场域创新策略的核心遥
娱 质量评价标准

形成野以学生为中心冶的质量评价标准袁包括教师

职称晋升评价标准渊不惟论文数量袁惟教学质量和公共

事务参与度冤尧学生奖学金评价标准渊不惟英语成绩袁惟
品德和专业课成绩冤尧 二级学院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尧学
生评教标准等遥 形成公开尧公正尧公平的教学质量评价

文化袁保证专业教育良性尧可持续发展遥
雨 搭建交流平台

定期举办类似野设计周冶之类的活动袁每位导师的

学生课题成果尧课程作品尧毕业设计作品都可以在设计

周上进行交流切磋遥 同时举办票选最受欢迎的导师尧设
计沙龙尧工作室互换体验尧跨界合作设计等活动袁培养

专业教育的良性竞争氛围遥
四尧边界资源网络策略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边界资源指与其他学科的交

叉尧渗透与融合袁建立跨界合作的资源网络遥 比如视觉

传达设计与工业设计尧产品设计尧环境设计尧服装与服

饰设计等相关专业的跨界合作曰 与传播学尧 网络新媒

体尧电子商务尧金融学等专业的跨学科合作遥 通过建立

野纵横双向冶的边界资源网络袁拓展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原创力的深度与广度遥
五尧公共关系网络策略

视觉传达设计教育要得到壮大发展袁 除了专业先

天条件外袁还要营运各类公共关系网络遥 包括教师团队

关系尧校内各级关系尧校外专业影响力尧校友圈尧校企合

作关系尧国际合作关系等遥
渝 教师团队关系

教师团队贵在团结向上遥 如何管理尧调动好现有的

师资队伍袁十分考验带头人的领导艺术遥现有的教师团队

生态关系好袁领导策略可以宽容关怀袁收放自如曰现有的

生态关系不够好袁领导策略还需要适度强势尧恩威并施遥
渔 校内各级关系

经营好校内各级关系袁有助于通晓校内信息袁方便

办事遥 同时袁也会影响到专业在校内各部门的印象遥
隅 校外专业影响力

校外专业影响力袁一是需要有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曰
二是需要经营多年袁 培养的学生专业素质好袁 经口碑推

荐袁形成较大的社会效应曰三是专业教师专业能力强袁经
常参加学术交流活动袁能进入行业圈尧进入高校主流圈遥

予 校友圈

校友关系网络的建设十分重要遥校友圈可以整合历

届毕业生资源袁是推荐在校生的深造尧实习和就业的重

要渠道之一遥还可以定期举办如野学长来了冶之类的主题

沙龙袁学长与学弟学妹们交流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新技

术尧就业新趋势和在校如何学习的宝贵经验遥 打造一个

长期稳定的品牌活动袁源源不断地聚拢校友力量遥
娱 校企合作关系

校企合作关系是近来专业建设的热点话题遥 视觉

传达设计专业应用性强尧应用领域广泛袁十分适合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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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关系袁大致有两种合作模式院第一种是专业强

大时期的校企合作关系袁 即师生团队以长达数十年的

研究成果袁引导企业合作袁这是学校占主动权的合作模

式遥 另一种是专业弱小时期的校企合作关系袁这要做到

野合作一个袁成一个冶袁形成友好愉快尧可持续合作的关

系网络遥 随着实战经验和企业资源库的累积袁最终靠性

价比和服务质量取得与企业合作的话语权遥
以笔者主持的校企合作项目为例袁 分享专业弱小

时期的校企合作关系的建设过程遥
2015 年 7 月袁 本专业与上海衡元高分子材料有限

公司达成了校企合作教学协议遥 即通过举办野衡元杯冶
大学生包装创意设计大赛袁 有奖征集衡元公司旗下产

品要要要野湿度魔方冶植物干燥剂的包装设计方案 6 套遥
本次大赛的包装方案设计与专业核心课程 野包装

设计冶紧密结合袁采用了野三师冶团队合作袁项目驱动的

创新教学方法遥 具体安排如下院
1. 创新教学对象院大三视觉传达设计 3 个班级袁90

名学生遥
2援 创新教学团队院三师 ABC 团队渊如图 2冤遥

3援 教学模式院围绕企业委托的真题项目袁三方教学

合作 9 次袁具体见表 1遥
通过野三师冶团队的创新实践教学袁从 28 套学生的

投稿方案中袁 评选了 6 套获奖方案袁 分别是一等奖 1
名袁二等奖 2 名袁三等奖 3 名袁以及优秀指导教师奖遥 这

6 套方案最终被衡元公司有奖征集采纳使用袁带到产品

展销会上公开展出遥
由于合作愉快袁取得了预期效果袁经衡元公司的口

碑推荐袁 上海跨境电商联盟旗下的多家企业已经与本

专业延续此创新教学模式进行校企深度合作袁 开拓了

企业市场袁企业资源得到初步积累遥
雨 国际合作关系网络

国际合作与城市平台尧学校品牌尧专业知名度有较

大关系遥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在这方面值得借鉴袁其
国际合作网络已经基本完善袁与国内其他高校相比袁有
较大亮点遥

通常袁国际合作教学有多种形式院
1援 短期设计工作营袁可以建立起与海外设计师尧教

授的友好关系遥
例如笔者策划的 2015 年上海杉达学院国际创意

设计工作营袁聘请了荷兰中欧文化促进交流协会主席尧
资深设计师罗纳德教授袁为 20 名大三视觉传达设计专

业的学生袁围绕具体项目袁主讲品牌策划与设计遥 教学

成果以展览的形式呈现袁效果良好遥 青年教师团队在工

作营结束后袁 回访罗纳德教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个

人工作室袁访问荷兰皇家艺术学院袁建立了友好关系遥
2援 与合作的海外大学联合举办学生作品展览尧出

版书籍遥
3援 为期半年的国际交换生项目遥
4援 骨干教师的海外职业培训遥
5援 定期派遣专业教师去海外大学当访问学者遥
6援 野3+2冶模式的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海外硕士研究

生对接项目等遥
这些合作关系网是逐渐建立起来的遥 建设初期袁国

际合作资源少袁尽量先从短期项目合作开始试点曰建设

图 2 三师 ABC团队示意图

顺序 教学内容 教学团队

1 真题导入袁介绍公司业务尧产品等基本情况 AB 团队

2 真题详解袁充分沟通曰分析企业设计任务袁
市场定位等

AB 团队

3 带学生去产品博览会做市场调研 AB 团队

4 三方讲述包装设计的案例及重点 ABC 团队

5 包装设计方案阶段
根据企业设计任务书袁3 轮方案设计修改

AB 团队

6 包装实物制作袁标准制作示范 A 团队

7 包装实物展示 A 团队

8 三方评审包装作品 ABC 团队

9 颁奖典礼袁师生意见反馈袁学生作品转化为
企业商品

ABC 团队

表 1 三师团队项目教学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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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后期袁需要精选国际合作资源袁有选择性地进行访问

学者和硕士学位项目合作遥
综上所述袁 教学系统环境策略尧 师生互动网络策

略尧生态教学网络策略尧边界资源网络策略和公共关系

网络策略袁是一个有机整体袁相互关联尧相互影响遥 对 5
个教学场域创新策略的提炼与分析袁 源自笔者对日常

教学工作的思考袁尝试建立一个野以学生为本冶的视觉

传达设计教育生态体系袁为设计教育贡献绵薄之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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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信息时代袁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袁电子商

务方兴未艾袁人们热衷于从网上购买商品袁不用出门袁
动动鼠标就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商品遥 而产品包装是

商品的外衣袁起到保护产品尧美化商品尧宣传品牌的重

要作用遥 电子商务蓬勃发展,促使商品的包装方式也随

之变化袁进而带来的是包装的设计思维尧设计方法以及

教学方式的新变化遥
一尧传统包装设计的特点

一直以来袁产品的包装被称为商品的卫士尧助手和

促销员袁也就是说包装有 3 项任务袁即保护商品尧方便

储运和使用尧宣传商品遥 其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宣传促

销袁 包装是商品的外衣袁 是消费者对商品的 野第一印

象冶遥 商品是否能在货架上夺人眼球袁从十几种甚至数

十种同类商品中脱颖而出袁引起消费者注意袁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包装设计的好坏遥
在传统的实体店消费文化中袁包装是商品的野外

衣冶袁是消费者对货架商品的野第一印象冶袁为了最好地

达到宣传商品的目的袁 包装的造型设计一定要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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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袁既要符合人的使用特点和习惯袁又要体现商品的

独特魅力遥 但有时包装的形象宣传作用被极度放大袁
有时包装所宣传的产品特征过于夸大袁甚至与产品本

身不符遥 另外袁在传统的包装设计中袁企业和设计师会

听取用户的意见袁但是用户的意见要经过一段很长的

周期才能体现到包装设计中袁而且用户基本不能直接

参与设计过程袁包装投放市场时的状态和用户的期望

存在一定差距遥
二尧信息时代的消费方式

随着技术不断发展袁网络交易环境得到改善袁用户

消费体验不断完善遥 由于得到政府野互联网+冶相关政策

的支持袁 网络购物市场可以说是欣欣向荣遥 截至 2015
年 12 月袁中国网络购物的用户规模达到 4.13 亿袁移动

商务类应用发展迅速袁手机购物市场用户规模达到 3.4
亿[1]遥 如今人们的消费和生活都离不开互联网了遥

信息时代下袁 消费者的行为模式和消费模式特点

主要是院实时渊Real Time冤尧按需渊On Demand冤尧全在线

(Always Online)尧自助式渊DIY冤以及习惯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消费体验 (Social )袁 这种趋势可以总结为一个

词要要要ROADs[2]遥 人们非常依赖网络袁网络活动减少了

传统的逛街购物的次数袁消费者转向了网上购物袁网上

商店 24 小时营业袁 随时可以满足消费者的购物欲望遥
人们不用出门逛街袁简单几步就能订购商品袁借助便利

的物流袁在家就能拿到商品袁不仅方便快捷袁而且性价

比高遥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使消费者获得产品信息的方

式越来越多袁各种信息变得透明袁消费者可选择的自由

度更高尧主动性更强遥 商品销售环境的改变袁从传统的

超市货架到新兴的虚拟网店袁 展示宣传商品有了新的

渠道袁选购商品也有了新的方式袁传统意义上作为商品

的卫士尧 助手和促销员的包装也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

着转变袁包装设计呈现出一些新趋势遥
三尧电子商务包装设计的新趋势

渝 简约化的包装

正如尼葛洛庞帝说过的院野任何可以数字化的事物

都将实现数字化遥 冶在信息时代袁商品的一切有关信息

正在被数字化袁 商品被展示在虚拟的平台上供人们选

购遥 如某个产品放在网上销售袁它的样式尧功能尧材料尧
工艺尧使用方式等都可以在网上查看袁产品信息可以通

过文字说明和多角度全方位的图片进行说明袁 再结合

动态的视频广告进行宣传展示袁 此外还有社交媒体上

的消费者口碑营销遥 因此袁包装上已经不需要印上所有

的产品信息袁仅仅保留产品的必要信息袁如品牌标志尧
商品名称尧二维码尧尺寸规格等基本的产品信息遥 二维

码技术很好地实现了信息数字化袁 用户可以随时随地

上网了解商品的信息袁商品信息完整全面袁这样也实现

了信息无纸化袁保护了环境遥
减少了大量的商品信息和广告宣传内容袁 包装被

野减负冶了袁回归到包装的本质袁装潢设计不必太繁复袁
设计风格更趋向于简洁化遥 不过袁简洁不等于不注意包

装的品质和美观性袁 设计师仍然要综合运用图形尧文
字尧色彩尧材质尧工艺尧版式等袁向用户传达产品的品质尧
品牌理念袁从情绪上感染用户袁在用户心中树立更美好

的品牌形象[3]遥
例如野凡客诚品冶的网购包装袁主要采用瓦楞纸作

为材料袁内包装使用纺织品面料袁色彩搭配雅致美观袁
材料体现天然朴素的质感遥 包装下方印着野凡客诚品冶
的商标袁 洗涤保养等使用方式的说明用精炼明了的小

图标表示袁和条码尧标志一起被编排成 3 栏袁放置在包

装盒的下方三分之一处袁上方是物流信息标贴遥 文字尧
图标尧色彩尧版式经过精心设计袁点线面的排布设计呈

现出节奏感袁整体设计用色单纯袁风格沉稳袁朴素大方遥
渔 快速迭代的包装

在信息时代袁软件开发中有一种迭代思维遥 因为在

软件开发的初期袁 完全准确地把握用户的需求是不可

能的遥 腾讯公司 CEO 马化腾认为袁完美的产品从来都

是从不完美开始的袁他提出了野小步快跑袁快速迭代冶的
理论袁意思是说袁产品进入市场时都不是完美的袁但是

坚持每天修正一两个小问题袁不到一年的时间袁产品就

会变得比较完美了遥
传统的包装设计流程要经过前期调研袁 消费者定

位袁设计开发样品袁再经过检验袁投放市场袁并结合广告

宣传等共同对商品进行推销遥 这个周期时间长袁速度较

慢遥 消费者的需求是千变万化的袁 等到新包装上市之

后袁消费者的需求又有了变化遥
互联网的迭代思维同样可以运用到包装设计中袁

当一款产品放在网店里销售时袁 用户可以随时在网店

平台或微信尧微博等自媒体上对产品的包装发表评论遥
企业在不同平台上收集用户的评论袁 就能及时筛选并

采纳有用的用户意见袁进而更新,改进产品包装袁提升包

装的品质和价值袁让其日趋完美遥 有了互联网袁企业可

以更好地以用户为中心袁使包装设计能快速迭代袁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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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的设计尧研发周期遥
隅 用户定制的包装

传统企业一般采用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袁 但是这样

使得企业生产出来的商品并不能满足每一个消费者个

性化的需求遥 而在互联网的环境下袁用户可以参与设计

的过程中袁提出个性化的意见袁使商品烙上自己独有的

印记袁最大限度地满足个性化需求遥
用户参与包装设计定制袁 使得产品包装拥有独一

无二的特色袁满足每一个用户独特的喜好袁不再是千篇

一律的单板样式遥 礼品包装特别适合个性定制袁不仅能

设计出精美的包装袁还能体现赠送者独特的心意袁网络

化定制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设计成本遥
例如袁 某企业专注于销售设计精美而个性化的诞

生礼盒和新婚礼盒袁 采用 O2O 渊Online To Offline and
Offline To Online冤模式袁主要是通过网络进行销售袁同
时开设线下体验店遥 用户可以在体验店见到设计精美

的礼盒实物袁 体验到色彩搭配尧 材质的视觉和触觉感

受袁感受包装设计的真实魅力袁然后在家中对包装进行

细致构思和设计袁并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个性定制袁上传

需要印制在包装盒上的图形和文字等样式袁 完成自助

付款遥 网络定制不受时间地点限制袁节省了时间成本袁
使用户感觉快捷方便和从容自若遥

互联网思维就是用户思维袁 互联网拉近了消费者

和企业的距离袁二者可以无障碍沟通遥 用户参与包装设

计袁进行个性化商品包装定制袁企业直接提供个性化的

产品和服务袁最大程度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遥
予 适应物流环境的包装

物流是网购的重要组成袁 也是网购的重要特色,
没有物流商品就到不了消费者手中袁可以说网络购物

的兴盛带动了现代物流业的蓬勃发展遥 商品从商家出

发到物流中心再运送到用户手上袁经历了一段复杂的

旅程遥 商品会被搬运尧堆砌尧抛掷尧震荡袁包装如何经受

住这些考验曰包装的尺寸规格要怎样才能提高物流的

速度和效益曰包装上要具备什么信息才能帮助商品顺

利地运送袁 并让物流企业和用户知道商品到了哪里尧
还有多久能到目的地噎噎这些都是商品包装需要面

对的问题遥
商品的包装要适应物流的环境袁考虑诸多因素袁如

所需运输的货物尧包装设备尧搬运装卸机械尧运输工具尧
仓储设施尧人员和通信联系等袁这些因素相互制约袁形
成一个物流包装系统的有机整体[4]遥 适应现代物流的包

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院
优 保障货物的安全性遥 包装要经受复杂的物流环

境的考验袁必须是牢固的袁只有牢固的包装才能保护商

品袁避免散包尧破损尧浸水尧变质等现象发生遥
悠 配合物流信息化遥 现代物流标准化的关键和核

心是物流信息管理袁 产品的各种信息都会在包装上得

以体现袁不同层次的包装上应该设置哪些标签尧条码尧
标记及其他相关信息袁 关系到物流供应链管理的有效

和顺畅遥
忧 降低物流成本遥 包装对物流的成本控制至关重

要袁如合理的包装尺寸规格尧货物堆码的层数袁有利于

提高运输工具容积率尧 仓库利用率袁 从而降低物流成

本遥 因此袁包装的尺寸规格应做到标准化袁若包装的规

格不符合标准化袁则不便于托盘尧叉车作业袁不利于集

装化运输和储存遥
娱 绿色环保的包装

正如国际工业设计协会联合会主席彼德罗窑拉米

兹窑瓦茨贵兹渊Pedro Ramirez Vazquez冤说过的院野设计作

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袁 既可能成为人类自我毁

灭的绝路袁 也可能成为人类到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的捷径遥冶 不论时代怎样发展袁包装应该既保护产品袁使
人们生活变得便利袁 同时也让我们的地球变得更加美

好遥 信息时代袁商品包装的印刷内容少了袁减少印刷油

墨是绿色的尧有利于环保的[5]遥 可是由于商品要经过物

流运输袁每一件商品都要有一个运输包装袁这样比起传

统的购物方式又增加了很多的包装材料遥 当商品从运

输包装中取出来后袁运输包装往往就成为垃圾被丢弃遥
网购规模不断增大袁 带来的是网购包装的不断增

多袁 如何处理这些运输包装与我们的生存环境息息相

关遥 根据我国相关法规袁包装回收再利用的原则是院野先
复用袁后回炉冶尧野可回炉袁不废弃冶尧野原物复用为主袁加
工改制为辅冶[6]遥 设计师在设计网购包装时要考虑以下

几点院
优 使用环保材料遥要满足对商品的保护性袁多数包

装会采用既有抗震性又轻便的瓦楞纸袁 而作为缓冲的

填充物适宜使用可降解或便于回收的纸浆制品等遥 布

料尧卡纸尧牛皮纸尧竹材等材料也都是环保材料袁可以用

来做商品的包装遥 包装的材料种类也尽量减少袁不同材

料应容易分离袁便于分类回收遥
悠 包装再利用遥设计师可以发挥创意袁将包装设计

成多功能的袁当包装发挥了保护商品的作用之后袁可以

戴慧萍 信息时代包装设计的新趋势和教学创新思路

25窑 窑



No.12017
变成其他有用的东西袁 比如包装盒经过折叠之后变成

小型展示台或收纳盒遥 这样就做到了包装可复用袁实现

包装材料野零废弃冶[7]遥
忧 包装减量化遥包装在满足保护商品尧方便运输等

功能的条件下袁应尽量少用包装材料袁实行减量化袁防
止过度包装遥 切忌为了某些目的随意增加包装盒内空

隙尧大盒套小盒等遥
四尧包装设计教学创新思路

渝 强调品牌包装意识

产品包装向来是企业品牌形象的有力推广要素袁
将包装设计与品牌策划结合起来袁 便于公司整体形象

及企业文化的推广与宣传[8]遥 网络时代也是如此袁包装

上除去了大量促销信息袁变得简洁单纯袁这样使品牌形

象变得更加突出遥
教学过程中袁要向学生强调品牌意识袁使他们将包

装设计与文化尧品牌有机融合在一起遥 因此袁在对某个

产品的包装进行设计之前袁 教师应该让学生进行前期

市场调研袁了解目标消费者尧竞争产品尧自身产品的特

点尧营销体系等遥 通过市场调研的环节袁学生能够树立

起以市场为导向的意识袁才能利用包装传达品牌内涵袁
使其成为企业在市场竞争的重要砝码遥 接着袁指导学生

根据这些调研的信息对产品进行定位袁 并提出品牌形

象策划的方案袁利用已学的设计方法设计出品牌名称尧
标志尧色彩调性尧字体设计尧广告语等品牌形象的元素遥
包装与品牌是密不可分的袁 将品牌的形象元素确定下

来袁也就是把该产品的包装设计标准确定下来遥 在设计

包装时袁把该品牌下不同种类的产品用统一的色调尧统
一的形象尧统一的标识等进行规范设计袁使造型各异尧
结构不同尧 用途不一又互相关联的产品形成一种统一

的视觉形象袁这就是系列化包装设计遥 系列化包装让品

牌形象反复出现尧反复强调袁给人深刻的印象袁让人容

易识别和记忆袁能够吸引顾客和促进销售遥 对于开窗的

包装来说袁产品也是包装的一部分袁因此产品的造型尧
图案尧色彩也是包装设计的一部分袁甚至与品牌形象相

关的实体店尧网店尧促销产品也可以有所涉及遥
培养学生的品牌包装意识袁 让他们了解到品牌对

于包装的重要性袁 同时通过理论和实践使他们具备将

品牌与包装有机结合的能力袁 让包装体现产品形象和

品牌价值袁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袁有效提高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遥
渔 项目制教学培养综合能力

包装设计是一个综合的过程袁涉及材料尧结构尧消
费心理等多门学科袁 而信息时代的包装还要适应物流

环境袁同时达到环保的要求遥 设计师需要补充相应的知

识袁优化知识结构袁以适应信息社会的需求遥 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袁可以采用项目制教学法袁即以项目为主线袁
组织学生深入地参加一个完整的项目袁 融合一门或多

门学科的理论知识袁在教师的引导尧协调和帮助下袁由
学生参与完成项目袁 最后根据学生最终完成项目的质

量来评定教学成果遥
在包装设计项目实施过程中袁教师提出课题袁首先

要求学生分组调研袁项目组学生围绕课题自行分工袁设
定组长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袁完成后将全部成员的

调研材料整合在一起袁形成调研报告在课堂上做汇报遥
创意构思的时候学生们进行小组讨论袁集思广益袁形成

既有创新性又有可行性的创意遥 最终完成项目后袁学生

将设计作品展示出来袁评价方式改变过去单一的形式袁
采取学生自评尧同学互评尧教师评价相结合的形式遥 如

果是参与真实的企业项目袁还要加入企业的评价标准袁
企业一般会从生产销售的角度对设计进行考量袁 目标

消费者是否会喜欢尧使用是否方便尧设计是否比其他同

类产品更加有优势尧制造成本如何尧是否符合环保要求

都是他们评价包装设计作品的标准遥 这是真正面向市

场的评价方式袁 可以为学生日后的设计工作奠定很好

的实践基础遥
隅 提倡以用户为中心

设计是以用户为中心的袁包装设计也是如此袁用户

满意的设计才是好设计遥 学生应树立野以用户为中心冶
的观念袁围绕用户的需求和期望做设计遥 信息时代袁网
络技术的高度发展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迅捷袁拉
近了学生与用户的距离遥 学生可以在任何时候尧任何地

点了解用户的想法袁 而用户也可以参与到包装设计的

任意环节遥
学生们可以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了解到产品的规

格尧使用方式尧包装效果尧适用人群尧用户评价等等袁从
而确定产品的目标消费人群袁 同时也能了解同类竞争

产品的用户评价袁 以设计出符合用户需求又与众不同

的包装遥 确定目标消费者后袁学生可以通过即时通讯工

具与用户联系袁采用远程访问尧问卷调查等形式袁甚至

可以进行远程的用户观察遥 相对于传统的现场调研袁这
样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遥 在设计过程之中袁也可

以随时与用户沟通袁及时修改设计方案遥 设计完成后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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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把作品放到电商平台上袁 让用户们选择并对

其进行评价袁消费者的评价就是市场的反映袁结合教师

的评价袁学生就对自己的设计水平有了全面的了解遥
信息时代袁人们的生活因为网络而变得便利袁商品

的包装也因为网络化的消费方式而具有了新的特点袁
呈现出简约化尧快速迭代尧个性定制尧适应物流尧绿色环

保等新趋势遥 针对包装设计的变化袁教师应从教学观念

和教学方式上进行创新袁 不但应注重包装方法和技术

的传授袁还应加强品牌意识尧信息素养尧综合能力的培

养袁以适应时代发展的变化袁才能满足社会对包装设计

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袁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包装设计人才袁
促使我国的包装设计行业获得更好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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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摄影野意味冶的摸索

英国文艺批评家克莱夫窑贝尔于 19 世纪末提出

野有意味的形式冶理论袁他认为院野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袁
线条尧 色彩以及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

的关系袁激起我们审美感情遥 这种线尧色彩的关系和组

合袁这些审美的感人形式袁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遥 耶有
意味的形式爷就是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遥 [1]冶

在贝尔的野有意味的形式冶理论中袁野意味冶这种审

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
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 Research &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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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燥援1Mar援 圆 园 1 7

摄影的意味

邱 林
渊上海杉达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揖摘 要铱 摄影艺术作为一种野有意味的形式冶袁应该具有怎样的审美意味和表达方式袁一直是摄影从事者和

艺术批评家争论和摸索的问题遥 本文通过对摄影思潮发展历程的分析袁将摄影与绘画的审美意味进行对比袁探讨两

种艺术形式的联系与区别袁 认为摄影的意味在于它通过摄影师的主观选择拍摄来自于真实客观世界的时空片段袁
通过光线尧色彩尧线条以及题材等感人形式袁激发观赏者的审美情感和心灵体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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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otographic practitioners and artistic critics have always been debating and exploring that, as a kind of sig鄄
nificant form, what kind of aesthetic meaning and expression should photographic art have. This article, through analyz鄄
ing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photographic trends and comparing photographic and pictorial aesthetic significance, dis鄄
cusses the relations and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art forms. It puts forward the idea that photographic sig鄄
nificance lies in that photographers take time and space fragments from the real objective world by their subjective
choices, and stimulate the viewers忆 aesthetic emotions and spiritual experiences with light, colors, lines, subject matters
and other heart-moving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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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情感是一种超然于生活之上的纯形式审美袁 它不需

要生活的观念和激情袁这显然与康德美学的野非功利审

美冶境界相一致遥 摄影作为一种视觉形式艺术袁是否具

有这样的审美意味袁它应该具有怎样的审美意味袁一直

是一个不断争论和探索的过程遥
摄影技术发明于 1839 年遥 在诞生之初袁它仅仅是

被看作对客观世界的机械复制袁 是对自然世界的不可

思议的超真实野模仿冶遥 这种模仿却被当时的文艺界所

厌恶院绘画大师安格尔曾上书禁止使用摄影术袁他对摄

影术剥夺艺术家对自然再现的独享权感到愤怒曰 艺术

批评家波德莱尔视摄影为野妖魔冶袁他认为摄影使大众

惊诧沉迷于复制世界的真实性而会逐渐失去理会真正

的野美冶的能力遥
然而大众对摄影的喜爱是不可阻止的袁 摄影的发

展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遥 推崇者们需要摄影摆脱野机械

复制冶的恶名袁让它获得相应的艺术认可和地位袁就必

须找到摄影艺术发展的方向袁于是在摸索的过程中袁他
们向绘画学习遥

这种尝试首先是高艺术摄影遥 为达到绘画的野艺术

效果冶袁高艺术摄影接受当时艺术评论家们关于野要掩

盖平凡和丑陋冶的告诫袁避免表现日常生活题材袁借用

诗歌尧历史传说和叶圣经曳题材阐述道德教义遥 摄影家铺

设精巧背景尧布置豪华陈设尧精心装饰和指导模特袁作
品如同定格的戏剧舞台遥 奥斯卡窑古斯塔夫窑雷德兰在

1857 年野曼彻斯特真品展览会冶展出的多层底片叠放的

作品叶两种人生曳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作遥19 世纪末袁当印

象派绘画已经被完全认可和流行的时候袁 印象派摄影

运用柔焦和软焦手法袁 甚至用画笔和橡皮在底片和照

片上加工袁 将影像朦胧和柔化以模拟印象派的画作效

果遥 将这种向绘画学习的摄影风格推向高潮的是摄影

连环会袁他们组织的野伦敦沙龙冶只允许绘画派的摄影

作品参加展出袁受到各国摄影团体的普遍支持袁这种局

面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20 年代遥
这类向绘画学习构图尧 布景和效果的摄影流派被

统称为画意摄影袁 作品力求照片具有绘画式的画面效

果和内在含义袁 希望以此使摄影也能够取得像绘画一

样的艺术地位遥 然而袁这样对绘画语言的模拟和借用袁
却使摄影从属于绘画艺术袁 难以真正表达出它独立的

个性语言遥
摄影艺术独立的契机来自摄影分离派遥 出于对画

意摄影的不满袁摄影家施蒂格利兹于 1952 年建立起新

的团体袁举起与传统画意摄影分离的大旗袁提出革新的

创作理念院他要求摒弃画意摄影中纯仿画手法袁提出纯

摄影主义的理论袁力图强调摄影不仅在技术手法上尧同
时也在表达个体的个性意义上袁 更多考虑摄影本身的

规律和特点遥 摄影分裂主义为摄影艺术指明了方向袁摄
影在之后的发展中沿袭着它的足迹不断前进遥 例如新

即物主义摄影尧美国直接摄影派尧F64 小组尧FSA 摄影纪

实运动等都从摄影技术尧表现手法尧内容主题等方面进

行纯摄影角度的探索和体验袁 主张以纯粹的摄影语言

去发掘客观自然存在的野美冶袁不通过绘画的归纳创作袁
或者摄影后期处理如暗房加工等方式让艺术家对作品

进行主观改造来完成艺术作品袁 从而完全摆脱了对绘

画艺术模仿的束缚袁确立了摄影艺术语言中野真实冶美
的原则遥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袁纯粹摄影逐渐取代画

意摄影成为摄影的主要形式遥
然而以观念摄影尧后现代摄影尧主观摄影尧超现实摄

影等为代表的现代摄影各个风格流派袁却对摄影语言的

表达方式继续进行思考院摄影除了完成视觉表象上的如

实记录外袁能否进行有关内涵的探索和传达遥 这类摄影

作品不拘泥于写实或非写实的拍摄题材和表现袁而关注

如何用摄影表达事物的精神内涵或摄影者的内在精神袁
即精神的主观能动性在摄影活动中的作用遥形式上他们

认为可以任意使用技术手段去创作照片袁 因此剪辑尧拼
贴尧乃至数字时代下的野模拟真实冶再造袁成为可以任意

选取使用的表现手段遥 而在我看来袁这实际上是针对纯

粹摄影对画意摄影的否定之再否定遥
从摄影发展的历程来看袁艺术家们一直在摸索摄

影语言的归属袁即摄影艺术应该具有怎样的意味才能

够使它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遥 在艺术探索的

过程中袁我们可以看到摄影与绘画有着千丝万缕的密

切联系袁它既师从绘画袁却又企图摆脱绘画的束缚袁找
到自己的存在方式遥 所以袁必须理清摄影与绘画的联

系与区别袁才能够真正理解摄影应当具有怎样的艺术

野意味冶遥
二尧绘画的野摄影意味冶与摄影的野绘画意味冶
提出绘画具有野摄影意味冶包含着两层含义遥 一是

指绘画以类似摄影的模拟现实与再现自然的方法袁应
用写实手法去传达艺术家审美理想的表达方式遥 绘画

具有的这层摄影意味并不始于摄影术发明之时袁 而盛

行在摄影术发明之前袁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甚至更早遥 西

方绘画的经典写实传统曾经独享再现自然的权利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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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2017Qiu Lin Photographic Significance
世纪初的新古典主义则将这种写实传统发挥到极致遥
摄影术的发明使绘画逐步放弃了写实传统袁 但这反而

使绘画艺术发展方向豁然开朗遥 比较普遍认同的说法

是袁当摄影术发明袁绘画摆脱了客观外在形象的束缚袁
改之以象征和抽象的表现方式袁开启了现代艺术之门遥
反观绘画再现自然的写实传统袁 也与摄影有着本质不

同遥 美学家鲁道夫窑阿恩海姆在叶论摄影的性质曳中描述

绘画院野画家正在寻找和捕捉的东西显然不同于这一瞬

间的事实噎噎画家正是着眼于眼前的纷繁事物之中的

某个永恒存在的事物冶[2]袁而野摄影术作为一个侵犯者进

入世界并且造成了骚扰冶[3]遥 与摄影着眼于野某一特定时

刻在此存在的事物冶不同袁绘画通过形式将世界的理解

进行了哲学式的概括尧抽离和归纳袁无论它是以写实还

是抽象的表现方式都为了体现这样一种具有归纳性的

艺术意味遥
绘画的摄影意味另一层含义则产生于摄影术发明

之后遥那是画家发现摄影作品这种直接截取客观时空的

画面袁打破传统绘画在构图尧动态以及造型上的平稳永

恒袁能够别有独特的审美意味遥 例如印象派画家德加代

表作叶舞蹈课曳袁截取式的构图和其中背过身去挠痒的舞

蹈女子形象等等是摄影意味在绘画中的尝试袁同时期有

很多与之相类似形态的作品遥 再例如 20 世纪的美国超

写实主义绘画袁完全采用摄影意味的手法细致描绘再现

客观事物袁很难界定这样的作品是具有完全摄影意味的

绘画作品尧还是使用绘画手段表现的一幅摄影作品遥 以

上袁是摄影意味反作用尧影响于绘画的结果遥
与之相似袁 摄影的绘画意味也有着两个层次的含

义遥首先表现于它对绘画形式上的模仿与借鉴遥从高艺

术摄影到摄影连环会的画意摄影袁 试图使用绘画的形

式语言美化照片袁表达的却是绘画的审美意味袁使摄影

实际上成为模仿艺术的艺术而最终没落要要要尽管袁直
到今天我们在拍摄照片时依然使用着和绘画共通的视

觉形式美原则进行构制画面遥
摄影的绘画意味的另一层含义则在于作品虽然运

用的是摄影手段袁 但表达出的审美意味却是绘画式的

抽离与归纳的哲学式理念袁例如后现代摄影遥 这类作品

并不在意画面具有具象或抽象何种造型形式袁 自我意

念的表现是其最终目的遥 他们通常将被摄体从现实时

空中野剥离冶出来野移植冶到画面中去袁将物体根据自我

需求进行改造袁通过剪辑尧拼贴尧重构袁在数字技术发达

的今天甚至可以不需要拍摄手段创造出形态袁 在画面

中重新组合成自己的野世界冶遥
绘画类似摄影的写实传统尧 摄影模仿绘画的画意

构造及艺术家运用摄影手法传达表现自我内心和审美

理想袁这样的作品无论是野画冶出来还是野拍冶出来尧又或

是重组以及再造出来的袁其实都是以绘画的方式袁即表

达的是绘画艺术的野意味冶遥
无论是讨论绘画的摄影意味还是摄影的绘画意

味袁 都应该关注到摄影本身的独立而具有魅力的 野意
味冶袁它的力量甚至可以反向影响到绘画遥 摄影可以使

用绘画形式语言进行构造画面袁 可以树立具有绘画意

味的摄影风格遥 但是袁这些表现都是属于绘画而非摄影

本身袁如果把它们认为是摄影意味的本质归属袁无疑将

使摄影艺术成为一种模仿绘画艺术的艺术袁 是一种艺

术之下的艺术遥
三尧摄影的独特野意味冶
要理解摄影的 野意味冶袁 就必须明白摄影的社会属

性遥 与绘画这样已经野圣化冶的艺术不同袁摄影从来都属

于大众审美范畴袁 即皮埃尔窑布迪厄在 叶摄影的社会定

义曳中提到的野通俗美学冶院野耶通俗美学爷亦即节庆美学

渊festiveaesthetic冤袁是与别人交流尧与世界交流的美学遥[4]冶
这是因为摄影的从事者和观赏者袁不必像绘画和与之相

类似的艺术一样必须具有高超的技术门槛和高尚的审

美情操遥 艺术家尧摄影师乃至普通大众都可以是摄影的

参与者袁而令人惊异的是袁即使是普通人也能够拍摄出

令人信服的美妙作品遥 摄影作品是需要大众的理解尧赞
美和拥护的袁它至少直至今日仍然保持与大众交流对话

的态度袁这是摄影存在的基础遥
既然摄影以通俗美学为基础袁 它的意味则离不开

大众的理解和情感遥 布迪厄在叶摄影的社会定义曳中写

道院野对大众而言袁最不可理解的观念莫过于袁一个人能

够并且应该感受一种康德所谓的独立于感官愉悦性的

美学快感冶[5]遥 因此袁摄影美学的野意味冶袁必须建立在社

会认知和生活情感之上袁 而并非其它圣化艺术的非功

利审美遥
这种野功利性冶的审美意味袁是摄影通过它独有的

创作方法和表现形式袁给予观看者审美情感上的共鸣遥
苏珊窑桑塔格在叶柏拉图的洞穴曳一文中这样描述摄影院
野摄影是一种文法袁而更为重要的是袁它是一种观看的

伦理观冶袁野照片教给我们一种新的视觉代码噎噎什么

是值得看袁什么是我们有权看的遥 [6]冶
摄影拍摄客观世界的野真实冶是它的形式体现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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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式不是仅仅对现实的机械复制遥 摄影师在按下

快门的野决定性的瞬间冶袁有着对被摄对象附加的主观

选择和伦理判断遥 桑塔格说野支撑起被摄对象脸上恰到

好处的表情是他们渊指摄影师冤自己对贫困尧光线尧尊
严尧肌理尧开拓以及几何形状的理解遥 在决定如何拍摄

照片与选择什么样的曝光时袁 摄影家们一直把各种标

准加诸于他们的被摄对象遥 [7]冶
而观看者对照片的欣赏也不止于对时空片段的察

觉袁它也被注入他们的社会认知遥 一张捕捉瞬间的照片

所能表达出的比一段延续时空的摄像作品更具有说服

力和感染力遥 例如我们在观看一张拍摄贫困儿童的照

片时袁脑中浮想的不只是这个孩子的面容袁而会他的背

景尧遭遇尧困境等等遥
但是袁要使我们产生这样联想的前提袁是我们必须

相信我们看到的是摘录于真实世界的图像片段袁 照片

的人物是真实来自于那个场景而非一名演员袁 这个人

物所处的地方是事件发生地而非一个布景遥 1958 年连

环会摄影家亨利窑佩奇窑鲁滨逊的作品叶弥留曳袁巧妙地

布置了环境院画面如油画般的完整构图袁弥留将去的女

儿尧 悲伤的母亲与姐妹尧 在窗口擦拭眼泪的父亲的背

影袁很好演绎了一幅悲伤场景遥 然而今天我们来观赏这

样一幅精心构制的视觉作品袁 远远比不上拍摄一个真

实濒危的孩子照片所能给我们带来的心灵震颤遥
摄影意味的野真实性冶体现不但表现在题材上袁在

形式上也具有相同的意义遥F64 小组使用极限小光圈和

大底片拍摄极致细腻精致的图像袁 表现精细的纹理层

次曰布洛斯菲尔德使用微摄方式拍摄植物袁体现微观形

态下植物曼妙的身姿遥 这类作品使人们惊艳于摄影以

不同视角和技法给予现实世界的视觉审美体验遥 试想

这些照片不是如实摘自于客观的真实世界袁 而通过后

期拼接修饰乃至今天的数字技术制造袁 这种对现实的

惊诧和美感的体验便荡然无存了遥
摄影的意味建立在客观环境真实的基础上袁 在拍

摄创作中受到客观环境束缚的这种野不自由冶是摄影形

式上的机械性袁但这恰恰形成了摄影的长处袁是摄影魅

力的主要源泉之一遥 它使观赏者进入拍摄当时的时空袁
体验到拍摄者需要给观赏者体验的视觉之上的心理感

受袁这才是摄影意味的真正所在遥
摄影艺术的意味在于通过摄影师的主观选择袁拍

摄来自于真实客观世界的时空片段袁通过光线尧色彩尧
线条以及题材等感人形式袁 激发观赏者的审美情感和

心灵体验遥 它不同于绘画和与之相类的艺术形式袁必须

以真实的社会伦理和情感体验为基础袁 这正是摄影作

为独立艺术形态的独特魅力所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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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s.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sign of regional visual culture. It also describes the design of
prac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combined with semiotic principles and the use of teamwork, how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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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伴随经济发展不断推进袁 如今中国

人的地域空间已不再是以村庄田地分割袁 而是以城

镇化推进遥 付诸于实践性质的地域性视觉系统设计

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袁围绕地域文化特征的野新平

面冶设计概念进入人们的视野袁设计趋势也从传统单

一平面形式进一步开拓和转换袁 并引申出更多元化

的新视觉表达形式遥 如何将地域文化融于地域性规

划的大方向设计中钥 如何归纳出体现不同地域性特

色的视觉符号钥 如何将视觉符号形象转化为各种不

同的设计要素并实践运用到地域性视觉系统设计之

中钥 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袁在高校应用型视觉课

程中引入符号学原理结构袁 构建以理论结合实践调

研与操作为主的团队设计课题形式袁完成野符合地域

特征冶尧野突出地域特色冶以及野发挥地域功能冶的视觉

形象作品与操作原则袁 有助于合理地传承和发展本

土地域性文化袁 为未来国内本土化城镇建设推进及

规划提供参考遥
一尧野他山之石冶要要要国内地域性视觉符号形象设

计的稀缺现状

一个旗帜型的地域视觉系统形象能够反映一个

地区的概貌和深度袁野上海冶野伦敦冶野巴黎冶野纽约冶等文

字信息符号不仅仅代表地名袁更向世人传达着不同的

地域文化尧历史以及生活方式遥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农

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型时期袁无序的乡村快速向有序的

城市发展变化袁但与高需求尧新变化相对的是袁国内对

不同地域推进下的视觉形象系统规划缺乏野设计冶遥 设

计市场在这一领域仍处于探索阶段袁研究与实践的落

脚点也始终集中于旅游学尧消费心理学尧文化品牌创

意产业等方面袁基于视觉艺术与符号设计方面鲜有方

案袁设计市场与设计教学均没有重视地域性符号在视

觉系统设计实践中的重要性遥 举例来说袁中国历史悠

久不缺乏古都古镇袁而其中大多在视觉主体符号的选

择上均以亭台楼阁古建筑剪影为主或是街道照片素

材拼接袁不仅千篇一律技法粗鄙袁且缺乏对地域性文

化象征性的表现遥
而在西方袁受现代主义平面设计运动的影响袁野提

高平面设计上的视觉传继功能袁创造无需文字的耶世
界视觉语言爷冶要要要早已成为西方地域性视觉符号形

象系统性发展的宗旨 [1]遥 百年以前袁英国设计师亨利窑
贝克即从伦敦地铁入手袁利用极简的视觉符号要要要圆

圈代表交叉地点尧无视路线长短的交叉直线表现轨道

趋势尧鲜明的色彩区隔不同的线路尧野铁路体冶的无衬

线字体进行信息传递遥 这些综合性的视觉符号应用袁
不仅使当时伦敦城市因一目了然极具功能性的地铁

交通让人印象深刻袁更推进了随后不同地域交通以此

为鉴袁广泛应用遥 百年之后袁以经典的澳大利亚墨尔本

视觉系统设计为例袁该市市长道尔对于新视觉系统的

评价为院野旧有的文化信息符号给予墨尔本新灵感袁而
新的视觉形象也同样成为代表墨尔本的一个 野新冶符
号袁它象征了墨尔本市的活力尧新潮和现代化遥 [2]冶新视

觉系统设计中主体符号采用野M冶的文字符号结合不同

形式袁因地制宜变化的解构主义在不同空间和时间上

应用广泛袁每一种变幻方式都来自于对认知符号的抽

象化和反映这座国际公认的多元尧创新尧宜居和重视

生态的城市形象遥
叶诗经窑小雅窑鹤鸣曳所谓院野他山之石袁可以攻玉遥 冶

在基于视觉符号学的基础上开展地域性视觉系统实验

课程设计时袁 设计团队以及指导者均需注意对国内外

该类实际案例的有效分析袁去其糟粕袁取其精华袁由浅

及深观察设计对象袁即为野理解要分解要再构筑冶遥 地域

性视觉系统设计课程也可归纳为从理解文化内涵入

手袁注重元素的分解与再构筑袁从而塑造既保留文化传

承又具有现代功能性的地域性视觉系统设计遥
二尧 理解要要要基于视觉符号学的地域性视觉系统

设计

何为视觉符号钥 即为通过人的视觉器官眼睛所能

看到的,表现事物一定性质(质地或现象)的符号[1]遥 在传

统平面设计中视觉符号存在于各个专业课程袁 表达设

计师及设计对象的情绪性尧主观性的精神文化理念袁结
合特殊设计的图形符号为载体袁 通过不同的媒介应用

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遥 视觉符号是可以无须借

助文字即可传达某种意念的图形符号[3]遥

build and give play to the 义potential values义 of regional visual system design, and how to give it an effective and reason鄄
able role in the local human and geographical two-way developments.
Key Words: visual symbols; team design; regional cultural heritage; regional visual syste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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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又为地域性视觉符号钥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把人

定义为野符号的动物冶袁进而认为野所有的文化形式都是

符号的形式冶[3]袁 地域性视觉符号即在一定区域内表现

自然地理与独特人文的特征图形遥同时弗朗西斯窑埃德

丽娜视觉符号研究小组也提出符号是用来使世界范畴

化的工具袁即视觉符号是地域文化的语言袁不管是对于

继承还是发扬地域性文化与人文历史袁 都有着不可抗

拒的推动作用遥
因此袁 在开展基于视觉符号学的地域性视觉系统

设计课程的同时袁必须从本质上理解对象地域的野双轴

一点冶特征院
1. 理解纵向空间固有性遥 在开展设计课程初期袁着

重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设计地域的固有空间特征[4]袁如公

共建筑的静谧尧自然地貌的舒适尧人的流动等袁并由此

展开调查研究遥Bruce Mau Design 的作品野重新设计冶针
对加拿大城市新视觉符号系统设计中的重新评估与空

间利用袁堪称理解地域视觉空间中的绝佳代表遥 仅利用

加拿大国旗的红色部分结合矩形视觉符号与负空间袁
正确处理了加拿大已往只能依靠枫叶作为地域视觉符

号的局限性袁让留出的中间空间与不同场所环境结合袁
配合娱乐明星袁科技成就尧风景名胜等照片袁让人对加

拿大有了一个更深的地域认识遥
2. 理解横向文化拓展性遥 横向轴的理解需要学生

设计团队仔细挖掘地域的历史文化特征遥 石昌鸿的野寨
生再生冶 绝对贵州设计方案来自于博物馆中特殊符号

渊贵州少数民族画蜡染的蜡刀冤袁 图形符号简洁易于衍

生创作袁把国际化和民族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遥 且在贵

州当地由于生活方式的绵延依然随处可见袁 具有极强

的文化传承与认知属性袁成功表现了鲜活在村寨尧再生

于时代的现代地域活力遥
3. 理解定点人群丰富性遥 通过空间与时间上的细

致定位后袁课程应展开对地域诉求对象的实践探究袁针
对人在地域生活的喜好尧个性尧习惯尧作息尧心态等十多

种因素现场考量调研 [4]遥陈幼坚设计的香港视觉系统设

计中袁即以飞龙图形为主体视觉符号袁找准香港地区龙

的传人的思想脉搏袁 大大提升了香港社会人们的向心

力和凝聚力袁向世界推广香港遥
整个课程构建初期只有以团队形式完善理解地域

性的三位一体客观内涵袁做好调研及信息整理袁最大程

度汲取设计对象的地域性符号特征才能开展后续分解

和再构筑操作遥

三尧分解要要要科学化的地域性视觉符号元素提取与

合理化的团队个体设计

地域与城市是一个国家的门户形象袁 地域性视觉

秩序系统的构建一定程度上直观展示了一个国家的特

征与积淀遥 地域性各符号元素的分解与统筹袁因纳入视

觉系统设计的整体构建中袁 从而影响国家视觉系统的

建构遥
首先袁 从设计师徐宸曦设计团队为上海嘉定区政

府设计的地域性多媒体推广视频作品 叶你所不知道的

嘉定曳中袁可以看到团队将嘉定地域性视觉符号的采集

分解为古风遗韵尧悲壮挽歌尧教化嘉定以及汽车新城遥
团队成员从不同的方向理解嘉定地域特征后分解得到

如上赛场尧马陆葡萄尧法华塔尧七十二石狮尧嘉定三屠尧
乾嘉学派尧赵小兰尧汽车城等等视觉符号元素遥 这些符

号元素来源精准合理袁 能够科学地表现嘉定地域的方

方面面袁从而以点带面地展现上海都市的经济尧人文等

地域性大特征遥 从这样成功的设计团队案例中可以看

到袁利用设计团队分解后的个性化特征袁取得丰富多样

创意呈现方式的可能性遥 其中团队分解与地域性视觉

符号元素的分解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院
1. 提炼地域文化符号的特征角度入手遥 根据设计

对象的地域范围袁视觉符号元素或多或少袁需精简概括

但仍尽可能最大程度上覆盖广泛地域下的视觉符号元

素遥
2. 保护地域文化的结构遥 即注意地域性文化的正

面形象袁 切勿在提取视觉元素时造成地域性文化的歧

义或负面影响遥
3. 区分视觉符号内容与审美情趣遥 分解地域性视

觉符号元素时要与人文结合袁 避免因过度追求独特性

而晦涩难懂遥
其次袁冯窑艾伦费尔斯在其著作中提到袁如果让 12

名听众同时倾听一首由 12 个乐音组成的曲子袁每个人

规定只听取其中一个乐音袁这 12 个人的经验相加和就

绝不会等同于仅有一个人听了整首曲子之后所得到的

的经验 [5]遥 因此袁在基于符号学的地域性视觉系统设计

课程中袁 应着重强调在充分理解设计对象的空间纵轴

与时间横轴后袁将设计对象加以细致入微的分解袁设计

团队经过缜密探究理解后划分不同的文字符号与图像

符号袁在视觉呈现上落到实处袁尤其应发挥设计团队中

成员不同的个性特征袁分解出丰富而多样的创意方案遥
这样的教学在国外成熟的设计实践中已经成为了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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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袁 原研哉研究室的 Nagaoka Kenmei 先生谈到他刚刚

加入团队时的实践心得院野我当时每天都在做什么呢钥
整天在外头闲逛遥 若发现什么有趣尧新奇的事物袁便即

刻把它们搜集起来袁 黄昏时回到办公室再向原研哉先

生报告遥 [4]冶所以实际课程操作中袁学生以个体加入团

队袁 又由团队分解为个体提炼不同风格的视觉符号元

素袁就是希望能获得视觉内涵上叠加的强化效果遥
以学生作品 叶上海 M50 艺术创意园区视觉系统设

计曳为例[4]遥 为了提升整个园区的整体性和多元艺术特

征袁设计团队将 21 栋建筑逐个进行记录并分单位归纳

讨论袁团队分解为个体进行材质尧设计形式尧新媒介等

各方面的视觉符号元素采集袁最终化零为整袁力求在设

计中带有独特的个性标签袁 但又同时整合为一个整体

性设计遥 鲁道夫窑阿恩海姆提出袁没有一件事物是孤立

存在或单独存在的遥 通过团队要要要个体之间转换的课

程构建所呈现的设计袁 不仅仅从地域性设计对象来说

是整体的袁 整个设计过程同样也不再是孤立划一的设

计[4]遥 而在操作中所反映出由于分解提取视觉符号元素

所产生的不同主体符号设计的碰撞袁 能够产生数十种

方案创意的头脑风暴遥 团队学生彼此之间始终互相沟

通袁保持设计的地域特征整体性和地域风格创意性遥
这样的课程开展有效地与调研尧市场结合袁不再是

受到设计对象反制的单一实践设计遥 在通过合理化的

团队要要要个体尧 科学性的完整地域特征要要要地域视觉

符号元素转换的实验过程后袁 基于符号学的地域性视

觉系统设计课程构建旨在呈现学生的归纳整理技能尧
创造与挖掘的能力袁 并充分以团队设计的平台开发他

们对设计对象的分解性体验遥
四尧再构筑要要要地域性视觉系统设计的野多元表现冶
在日本袁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袁设计转变为主张

要透过设计来做异业的结合袁 日本设计师原研哉借由

平面设计这个中轴线再构筑形成了传统平面设计的诸

多周边地带袁尤其以视觉导视系统尧装置设计尧新媒体

设计等这类与时代共同进化袁 并越来越贴近实际生活

的设计种类袁他尝试在色彩尧材质尧材料尧展示形式等多

个方面再构筑也实践了无数个可能性袁 将视觉系统设

计从传统的静态引向动态结合 [4]遥
基于符号学的地域性视觉系统设计课程构建经过

前期的理解与分解后袁最终走向再构筑袁重新整合设计

作品的同时袁尤其需要注意对 野新平面冶的未来可行性

再构筑遥 课程本身突破原有平面视觉范畴袁进入新的视

觉设计领域袁 就少不了需要新的设计媒介和手段来与

时俱进遥 学生在实践过程的前后袁应该多接触设计最新

的形式和材料 [4]遥 这样年轻的设计者获得的不仅仅是

设计能力袁更具有再构筑的前进动力与理念袁以及对于

不同设计形式的切身感受和自我进化空间袁感受到野新
设计冶中对未来材料的体会和工艺的理解遥 比如袁随着

科学技术的进步袁 移动新媒介介入现代地域性视觉系

统设计中袁传统的静态平面方式转向动态袁如前文提到

的上海嘉定区政府设计的地域性多媒体推广视频 叶你
所不知道的嘉定曳袁内容以扁平化几何二维图形符号构

成袁不带有任何写实元素袁但多媒体的手段使得这个地

域性视觉系统在功能上和审美情趣上独具一格遥
在再构筑地域视觉系统设计中除了新媒介袁 还有

新材质遥 设计师郭雯璐创作的叶百年外滩曳地域性视觉

系统设计中袁在多元表现力上袁采用了陶瓷作为载体袁
以线条为主体视觉符号元素勾勒出外滩建筑的整体风

貌袁 直线排列的方式使上海外滩的地域性气势扑面而

来遥 与之呼应的白骨瓷媒介造型简洁袁保存了上海这座

城市的摩登气息又凸显了上海雍容的古典美袁 让人感

受到上海这座城市散发的独特历史美感遥
再构筑的设计过程加强了团队学生对于不同材质

和工艺的理解袁 从设计之初到完稿不再是一个人对着

电脑埋头构思的状态袁而是培养了良好的创造性思维尧
培养了触觉对立体材质的感受尧 传达了多样化构成方

式下的异业设计观念袁 这样的实践性课程才能让学生

朝着复合型和综合型的设计人才方向继续发展[4]遥
五尧野理解-分解-再构筑冶要要要地域性视觉团队设

计一体化

基于符号学的地域性视觉系统设计课程构建袁设
计整体范围广袁工作量大袁在培养整个专业不同团队中

需要指导老师不断调整跟踪遥 在地域性设计大方向方

面袁始终贯彻人与地域之间情感的传达尧对地域文化的

聚焦与解析以及地域视觉系统的辐射宣传曰 在设计技

能指导方面袁引导学生始终保持调研渊理解冤要要要定位

渊理解冤要要要提炼渊分解冤要要要元素重组渊分解冤要要要视觉

表达渊再构筑冤要要要创新运用渊再构筑冤整个过程的操作

与把握遥 团队设计虽然成员较多袁但仍然需要每个设计

者从自身出发互相沟通彼此的探究感受袁注重野一即是

全尧全即是一冶袁从而奠定最坚实的设计基础遥 并在课程

中培养学生良好的设计习惯袁 充分发挥设计者的主观

能动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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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设计的概念在不断更新和修正袁 但是总趋势

是朝着越来越广泛的概念发展袁 设计已经不仅仅是针

对一样产品袁而是更广泛的一种生态袁一个系统袁或者

一种服务对象开拓袁在设计的不断演变中袁设计教学思

想和课程的拓展也必然要走上一级台阶袁实践得更远 [4]遥
高校开展实践设计课程袁 旨在强调对设计学生动手能

力与市场体验的重要性袁 并培养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

精神袁提高学生的自主性学习和研究等综合能力袁做到

野学以致用冶袁 基于符号学的地域性视觉系统设计课程

构建袁鼓励学生将野新冶设计形式继续在设计领域中开

拓袁通过理解地域特色袁传承城市文化曰分解地域格调袁
提升文化层次曰再构筑地域鲜明形象袁发扬地域精神袁
使本土地域设计不断地前进遥 这样的良性影响是未来

设计尧人与城市和谐发展的必行之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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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各类新媒体的发展给广告业带来巨大的变革,广告的内涵在扩展,广告行业的运作方式在变化,传统

框架下的广告教育明显落后于行业的发展遥 因此袁广告人才的培养必须调整思路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遥 本文首先分

析了新媒体广告行业的变化袁进而提出了新媒体背景下广告人才培养的新方法袁围绕如何构建新媒体广告理论教

学体系和多层次实践教学体系进行了分析遥
揖关键词铱 新媒体曰 广告曰 人才培养曰 教学体系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new media has brought huge changes to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The connotation
of advertisement has been expanded. The advertising modes of advertising industry are changing. Advertising education
under the traditional framework obviously lag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Therefore, in cultivating adver鄄
tising talents we must adjust the original ideas and innovate talent training mode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hanges
of the new media advertising industry, and then puts forward a new method of advertising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new
media age, and analyzes how to construct a new media advertising theory teaching system and a multi-level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Key Words: new media; advertising; talent training; teach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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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二十一世纪是基于数字化尧 网络化等新兴技术平

台的新媒体时代遥 当代社会的传播途径不断增多袁除了

传统的报纸尧电视广告外袁还涌现了手机尧电脑尧数字电

视尧楼宇视频尧电子杂志等为终端的新媒体形式曰电子

商务尧网络营销也向传统媒体形态展开了挑战袁我国已

拥有了世界上最广大的新媒体用户和最丰富的新媒体

应用袁这必然推动广告业加速进入资源整合时代遥 各类

新媒体的发展给广告业带来了巨大变革袁 广告从媒介

形式尧格局尧受众角色到行业以及品牌的传播方式都产

生了很大变化遥 新媒体环境要求广告设计人才博而多

能袁不但要有广博的知识视野袁还要能够在不同媒体中

游刃有余袁成为技术融合的广告人才遥 面对高速发展的

数字技术袁 高等院校广告教育必须及时调整人才培养

思路袁更新人才培养模式袁培养具备新视野尧新技术和

新思维的复合型广告人才遥
二尧新媒体时代广告行业的变化

伴随着数字电视尧手机媒体尧楼宇广告等新媒体纷

纷涌现袁互联网已从 Web1.0 进入 2.0 时代袁新媒体时代

的广告传播由单向传播转变成双向互动传播袁 网络电

视尧 电子商务等新媒体受众在阅读习惯上明显不同于

传统媒介消费者袁 广告业只有改革创新才能迎接数字

时代的挑战遥
1. 新媒体时代广告的内涵和范畴在变化

阿伦斯在叶当代广告学曳中指出院广告是由已确定

的出资人通过各种媒介进行的有关产品渊商品尧服务尧
观点冤的袁通常是有偿的尧有组织的尧综合的尧劝服性的

非人员的信息传播活动[1]遥 从以上定义不难看出袁传统

广告的媒介是大众媒介袁 广告的对象不是个体而是某

类群体遥 但是进入新媒体时代袁传播技术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袁 数字技术作为一种高效的传播手段开始形成浪

潮遥 数字化技术手段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袁改
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遥 人们在交互电视中享受清晰逼

真的试听节目曰遥控器可以兼备鼠标的功能袁观众可以

任意选择喜欢的节目袁对其中的片段进行加工遥 人们生

活中的新闻尧游戏尧影视尧通讯尧购物等都有新媒体的介

入遥 在新媒体背景下袁媒介的形式更加丰富袁受众群体

也呈现碎片化趋势袁广告已开始进入野精准时代冶袁呈现

出一对一的趋势袁这改变了传统广告的定义遥 新媒体广

告的策划过程中袁 广告投放者可以获得消费群体的数

据并进行准确分析袁进而制定详细的传播计划袁信息传

播活动都是建立在对消费群里的消费习惯和模式分析

基础之上的遥 此外袁阿伦斯的传统定义认为袁广告是由

广告主付费买单并且须是有偿使用袁 但是在新媒体时

代自媒体大量涌现袁在越来越多的口碑传播尧网络病毒

营销等案例中袁传播是用户之间自发进行的袁因此几乎

是不需要费用的网络营销手段遥
2. 广告行业的运行方式在变化

传统的广告行业有策划部和创意部门袁 两个部门

分工明确各尽其责袁 但在新媒体背景下两个部门直接

融为一体合作运行遥 这就要求新媒体背景下的广告人袁
除了具备市场调查分析能力尧产品品牌定位能力尧广告

创意表达能力以外袁 还需要强大的数字化表现和数字

化整合能力遥
传统广告行业的有效传播仅限于四大媒介袁 新广

告业的传播渠道除了四大媒介外袁还有户外广告牌尧车
身尧柜台尧货架袁甚至公交车站台尧拉环等遥 传播的形式

也更加丰富袁如微博尧微信尧网络文学尧网络视频尧网络

聊天等形式袁信息发布者和接受者之间是即时互动的遥
媒介形式的多样化丰富了传播途径袁 而且改变了广告

的内容和形式袁 每个人是受众者的同时也可能是信息

的发布者袁内容的发布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袁时
效性大大提高遥

三尧新媒体时代广告人才培养需革新

新媒体的背景下袁 广告人面临着更高的要求和更

大的挑战遥 除了具备传统的广告技能以外袁新广告人还

必须掌握新的计算机软件技术遥 另外袁由于新媒体具有

及时性尧互动性等特点袁这就要求广告从业者需要有敏

锐的市场感知力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能力遥
1. 优化广告理论教学体系袁增设新媒体广告课程

在目前高校的广告学课程体系中袁平面广告设计尧
广告策划与文案课程均涉及到新媒体广告袁 但是新媒

体广告教学的内容还不够丰富遥 随着新媒体广告的快

速发展袁其在市场占据的比例迅速扩大袁这种教学模式

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遥 新媒体广告教学体系的构

建需要在传统广告教学的基础上融入更多的新媒体理

论遥 根据各个院校不同的师资情况和培养方向袁可以分

成野集束式教学冶和野融入式教学冶两种模式遥
集束式教学是在教学计划中单独增设新媒体广告

的课程遥 例如由于新媒体要求较高的技术性袁可以增设

计算机软件尧信息处理尧新媒体概论等课程遥 专业核心

课程也可以增加多媒体广告设计的课程袁 包括网络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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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尧楼宇视频尧自媒体广告尧游戏广告等遥 集束式教学使

学生更加系统地了解新媒体广告的发展规律袁 洞察新

媒体广告的发展方向袁但对教学条件的要求较高遥
融入式教学是在传统广告课程中增设新媒体广告

内容遥 有些院校由于师资或者硬件条件不够袁无法单独

开始新媒体广告设计课程袁 可以将新媒体广告课程教

学融入到传统广告教学中遥 例如袁广告文案课程可以增

加游戏广告文案尧短信广告文案写作内容曰广告设计课

程可以增加楼宇广告尧地铁广告等内容遥
2援 加大实验性教学比重袁 构建多层次实践教学体

系袁搭建实践实习平台

广告作为一门应用型极强的学科袁 其目标一直都

是培养应用型人才遥 由于新媒体广告需要大量的后期

处理环节袁 人才的培养也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实践体

系袁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袁促进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袁提高学生新媒体广告的业务技术[2]遥
在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袁应加大互动式教学尧实

践教学的力度遥 例如袁新媒体广告制作课程应将学生实

践和教师点评结合起来袁 这样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曰也可以模拟广告公司的工作流程袁以小组为单位

集体完成某一项目并集中点评曰也可以以小组为单位袁
在课后完成新媒体广告的调研等遥

除了课堂实践外袁应构建多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遥
如积极参与以野学院杯冶大学生广告设计大赛为代表的

各类广告赛事袁 可以利用学生参赛构建校外实战型课

堂遥 但仅靠各类竞赛的实践体系略显单一袁也可以多渠

道构建校外课堂袁 比如华中师范大学广告学教学开设

了野品牌传播策略冶课程袁让学生虚拟成立公司为企业

做品牌策划袁受到一致好评遥 此外袁应加大实验室建设袁
增加网络广告实验室尧游戏广告实验室尧多媒体广告实

验室等袁以满足学生实践的要求[3]遥
3.充分利用校内外资源袁深化校企合作

大量的实践证明袁校企合作教育是培养应用型人才

的有效途径遥 培养新媒体广告人必须在校企之间开展

野请进来袁走出去冶的合作策略袁深化产学研一体化教育遥
一方面袁学校应邀请业界精英人士担任客座教授袁

定期举办新媒体广告讲座和学生座谈会袁 让学生了解

行业的最新资讯和动向遥 另一方面袁学校应和企业建立

基地袁不定期组织学生到公司参观尧交流尧学习袁同时鼓

励学生利用课余和假期时间去公司实习袁 参与到公司

的项目制作过程中[4]遥 学校也应鼓励教师建立工作室袁
在服务市场的同时带领学生获得更多的实战机会袁通
过实际案例的操作提高技能水平遥

综上所述袁 新媒体的大量涌现使得广告业产生了

巨大变革袁这对于广告业是挑战也是机遇遥 在高校广告

人才培养过程中袁 只有根据市场的变化优化教学理论

体系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机制袁才能培养出

更多有用之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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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包装中融入海派文化的设计研究

黄振彬
渊上海杉达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揖摘 要铱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袁许多现代人只注重于野向前看冶袁而忽视了传统历史文化遗留下来的丰富财

产遥 经济的发展也对现代包装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创新现代包装设计,赋予其全新的生命力成为了值得重点探

究的课题遥 本文对海派文化进行简要论述袁分析海派文化与现代包装设计之间的关系袁提出在现代包装设计中融入

海派文化的野装饰形式冶野包装字体冶野包装材料冶以及野包装色彩冶四方面的应用袁为现代包装设计与海派文化的有效

融合提出了可供参考的建议遥
揖关键词铱 现代包装曰 海派文化曰 设计研究

Research on Shanghai Regional Culture Integrated into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Huang Zhenbin
渊Art and Design College,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many modern people are only focused on the forward de鄄
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but ignoring the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egacies of our n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y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Therefore, the innovation of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which gives it a new lif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nd truly valuable subject of research. Not only is the Shang鄄
hai regional culture described briefly in this pap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culture and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is also analyzed, leading to the idea of merging Shanghai regional culture into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in the 4 appli鄄
cation aspects of 义decorative form义, 义packaging font义, 义packaging materials义 and 义packaging color义, providing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the effective fusion of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and Shanghai style culture.
Key Words: modern packaging; Shanghai regional culture; desig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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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袁 商品生产规模日益扩

大袁人们对于商品包装的要求也日益提高袁并且提出

了更加多样的设计要求遥 这对于商品包装设计者而言

既是挑战袁也是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遥 只有把握住时

代发展潮流袁克服传统包装设计中出现的问题袁才能

有效创新包装设计袁赋予商品包装新的生命力遥 而对

于现代商品包装设计师而言袁更重要的是袁他们应该

具备一定的野回顾历史尧展望未来冶能力袁在历史发展

中寻求新时代的发展因素袁最终促成现代包装设计与

文化的积极融合遥
一尧海派文化的含义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袁 上海作为中国与西方国

家交流的窗口袁接触了来自巴黎尧伦敦等许多国际化大

都市的文化遥 上海人积极保留了上海本土文化中的优

秀部分袁并且与西方文化有效融合袁形成了历史中的璀

璨文化形式之一的海派文化[1]遥 海派文化作为一种既保

留了上海本土文化又融合了各种西方优秀文化因素的

创意型文化模式袁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遥 因为海派文化

的发展不仅仅代表着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以及传统文化

的保留袁 更重要的是其在时代发展潮流中能够准确定

位自身袁顺应时代的发展袁保障自身的发展能力袁从而

找到新的发展出路袁延长自身的生命力遥 而这些特征正

是现代商品包装所需要的积极特质遥 因此袁积极促进现

代包装设计与海派文化的融合对于现代包装设计而

言袁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袁同时也是继承和发扬

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之一遥
二尧海派文化的特征

海派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特征钥 上海的文人学者就

此进行过讨论遥 归纳起来袁海派文化的特征大致体现在

以下几点遥
渝 创新性

不会一味墨守成规袁 敢于打破陈规旧矩遥 标新立

异袁改革创新袁追求新的表现形式遥 在艺术创作上袁新思

想尧新内容尧新形式尧新风格不断涌现遥
渔 开放性

对文化的传承保守力度较小袁善于吸收外来事物袁
对世界艺术文化潮流反映较为敏感遥 同时袁对西方外来

文化不是简单的生吞活剥袁刻意模仿袁而是结合本土文

化的特点消化吸收袁融中西文化于一体遥
隅 多样性

不拘一格袁兼收并蓄袁能够较为宽容地对待各种风

格流派遥 一方面内容形式丰富多样曰另一方面是强调个

性特点袁自我意识较强遥
予 崇实性

强调大众化尧 通俗易懂的文化形式袁 重视受众载

体遥 艺术作品积极反映社会现实袁努力适应广大群众的

欣赏趣味[2]遥
三尧海派文化与现代包装设计

包装艺术设计的内涵就是对商品进行容器尧 结构

与装潢三方面的探究袁从而得出一种满足消费者要求袁
同时具有美好性尧牢靠性以及创造性的文化作品遥 由此

可知袁包装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外衣袁更是一种高明的

推销形式遥 优秀的包装能够赋予产品优质的外表袁传达

出产品丰富的内涵遥 因此袁一种好的产品包装不仅仅需

要有美好的外表吸引人们的视线袁 更需要一定的文化

内涵来保障消费者长时间的消费兴趣遥 因此袁如何在现

代包装设计中融入多样的文化因素成为了现代包装设

计者较为关注的一点遥
我们都明白野取其精华尧去其糟粕冶的道理袁而对于

现代包装设计而言更应如此遥对传统海派文化的应用很

有可能会为现代设计者带来丰富的灵感袁使现代包装设

计具有长远的生命力遥 然而袁一味对传统海派文化的沿

用不仅不会使现代包装设计得到有效的创新袁还会阻碍

现代包装设计的发展遥 在当今市场环境下袁现代商品包

装设计必须充分汲取海派文化的精髓袁从本土传统民族

文化入手袁挖掘文字尧图形尧颜色尧材料等的传统韵味袁构
成有野上海特色冶的现代商品包装设计风格袁将新的文化

意义和文化特征赋予本土商品包装设计中[3]遥并且袁需要

以特别的设计理念以及设计元素加以发展和创新遥 因

此袁现代包装设计者应立足传统海派文化袁放眼时代发

展要求袁 将传统艺术文化与现代社会发展有效结合袁最
终达成一种高度的文化统一与创新遥

四尧在现代包装中融入海派文化

渝 装饰形式的运用

包装作为商品的外衣袁 应该具备相对直观的设计

美感袁以此吸引消费者的消费兴趣遥 长久以来袁商品包

装设计者都致力于包装装饰艺术的追求袁 这种艺术形

式的表达对于商品包装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遥 为

吸引更为年轻化的大众消费者袁 现代商品包装设计者

则是更多地从消费者生活的文化环境考虑袁 追求更为

趣味化的设计方式[4]遥 因此袁这种新式的设计方式大多

以大胆的幽默夸张设计改变包装的形式尧结构尧色彩等

黄振彬 现代包装中融入海派文化的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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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内容袁在美化商品包装的同时袁提高视觉美感遥 在

表现商品自身内容本质的同时袁 提升了商品无形的精

神购买价值遥 而在包装设计之中袁最具直观性的表现形

式就是图案袁 对于图案的合理利用不仅仅能够丰富现

代包装的装饰形式袁 更能够简明扼要地向消费者传达

出包装设计理念遥 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文化之一袁海派

文化在图画艺术方面具有一定的造诣袁在传统年画尧写
实画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地位遥 有效利用传统海派文

化中的图案形式装饰整个商品包装袁 不仅仅能够使整

个包装设计在购买者心目中留下更具有趣味性的视

感袁更是一种对商品文化内涵的展示袁是设计者对于商

品的理解与想法的传递遥
渔 包装字体的运用

在整个商品包装设计过程中袁 设计者需要考虑到

以简单明了但不失内涵的文字形式向消费者传递商品

内容遥 因此袁对于文字而言袁设计者需要考虑到其在视

觉表达尧文化内涵等多方面的意义遥 总而言之袁对于文

字设计的利用必须保障其同时满足商品包装所需要的

美化性尧符号性以及表现性遥 传统海派文化对文字的创

意利用也具有一定研究遥 如院野福冶 字倒贴在门上表示

野福到冶的意思遥 人们对于字符的利用研究随着历史发

展而不断发展袁 而回望历史袁 从历史中吸收字符的意

义袁 从字符利用的源头处寻找字符新的利用方式才是

现代包装设计者应该具备的意识遥 传统字符形式的创

新利用在满足当前商品包装要求的三种性质以外袁更
能够体现出商品的文化内涵遥

隅 包装材料的运用

包装材料作为商品包装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袁在
商品包装设计中占据了一定的重要地位遥 随着科学技

术的不断发展袁现代人对于商品包装的要求不断提升袁
设计者也开始将更多不同形式的包装材料运用于设计

之中遥 因此袁现阶段商品包装设计市场上出现了仿生包

装设计尧 绿色包装设计以及智能包装设计等多种设计

形式遥 在海派文化的影响下袁传统老上海产品对于商品

包装材质有一定的讲究遥 如在当时对于金属器皿尧纸质

材料的综合运用袁不仅仅是设计者理念的更新袁更是对

于先进技术的大胆采纳以及认同遥
予 包装色彩的运用

在商品包装设计中袁 色彩的合理选择和搭配往往

是决定产品包装优劣的因素之一遥 野物色之动袁心也摇

焉遥 冶叶文心雕龙曳中的名言诠释了色彩如何影响人们的

心理活动并作用于日常的生活中遥 人们对商品的认知袁
首先就是通过商品的造型和颜色来得到确认遥 因此袁色
彩设计在包装设计上的运用应当是对包装的内容尧特
征和用途的识别袁 这样的设计才会使顾客联想出商品

的特征遥
传统海派设计在包装的色彩以野中国红冶为主遥 野中

国红冶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文化袁在国人心中是喜庆尧
成功尧吉利尧兴旺的象征[5]遥 例如老上海品牌杏花楼袁其
月饼包装以红色为主色调袁配以黄色为辅袁加以传统的

图案纹样袁具有浓郁的野味觉感冶袁体现了传统文化和现

代包装设计的完美结合遥 传统文化对于一个拥有五千

年历史的国家来说袁是巨大的文化资源遥 因此袁在现代

商品包装的设计中袁 要充分考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

用色习惯和色彩象征遥 包装色彩唯有通过现代设计理

念和民族文化相结合袁 才能彰显出商品包装所蕴含的

传统情结袁进一步提升商品包装的文化内涵遥
现代包装设计应该从根本上进行创新袁 提升文化

内涵底蕴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袁向文化索要设计灵感遥
历史文化与现代理念的碰撞融合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

的继承袁更是对现代思维的创新遥 因此袁有效促进现代

包装与传统海派文化的融合袁 不仅仅能从根本上提升

现代包装设计的生命力袁 更能够提醒现代人需要时刻

回望历史袁在历史中求得发展的灵感与推动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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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室内设计专业实际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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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室内设计课程改革之缘起

渝 室内设计课程教学改革顺应学校转型发展需要

推进地方普通高校向应用技术类高等学校转型发

展袁 已是全国教育界的普遍认识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

势遥 2013 年袁 上海杉达学院成为了中国应用技术大学

渊学院冤联盟首批成员遥 在此新形势下袁上海杉达学院艺

术与设计学院渊以下简称野我院冶冤室内设计课程教改也

不断研究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袁 开发校企合作资

源袁推进产教深度融合袁以适应转型发展之需要遥
渔 我校室内设计课程建设历史沿革

隶属于艺术与设计学院下的环境设计专业成立至

今已有 20 年历史遥 室内设计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主

要核心课程袁主要由居住建筑室内设计尧办公建筑室内

设计尧商业建筑室内设计三大模块组合而成遥 2010 年袁
野室内设计 1.居住空间冶获批校级重点课程遥 在此阶段袁
室内设计课程教学主要采用项目引入法尧野以赛促学冶
等教学方法袁 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与综合设计能力遥
2015 年袁野居住建筑室内设计冶获批上海市级重点课程遥
在建设期内袁 如何使学生在室内设计课程教学中全面

掌握应知应会的知识与技能袁实现野零距离冶就业目标袁
寻求较为合理的教学方法成为课程建设重点遥

隅 校企合作推进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

室内设计类人才专业就业面广尧企业类型众多袁对
应用型创新人才能力的需求也各有侧重遥 校企合作不

仅是企业与教育的联姻袁更是用人与育人的统一[1]遥 因

此袁在室内设计课程建设中袁需综合考虑企业需求尧专
业发展方向等多项因素袁既要注重技能训练袁也要提升

专业思维能力的培养袁 更要兼顾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

的养成遥 通过近几年的探索与实践袁我院与上海多家建

筑装饰集团和设计公司建立了校企合作基地袁 共同研

究野校企合作冶与课程教改之间的关联性袁逐步完善校

企合作开发课程的模式袁初步实现了优势互补尧资源共

享袁共同促进了应用型创新人才的有效培养遥

二尧校企合作背景下的室内设计课程建设实践

当校企合作介入课程教学的始端袁 适用的教学目

标尧 教学内容和教学组织形式将有效提升教学质量与

效果遥 转变应体现于每一次精心设计教学过程袁积极思

考野应用型冶课程特色遥
渝 校企合作资源互补袁使教学团队结构趋于合理

我院已连续多年在 野居住建筑室设计冶野办公建筑

室内设计冶野设计材料与装饰构造冶等课程中袁开展了校

企合作野双导师制冶授课模式袁与上海建工集团装饰设

计所尧阔合国际渊CROX冤等业内多家知名设计公司开展

产教融合的教学形式遥 课程教学团队由原先单一的结

构发展为由学校专任教师尧校企合作兼职教授尧校外双

创导师和企业资深设计师等人员组成的多元化结构遥
从设计思潮到行业规范尧从设计理论到应用实践尧从概

念设计到方案深化袁在每一个教学环节袁穿插引入校企

合作资源共同实施教学袁 使课程教学及实战水平始终

具有前瞻性, 教师的业务操作水平也逐渐得到提高袁从
而强化实训教学效果袁增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袁真正

落实培养高素质尧高技能人才的目标[2]遥
渔 重视岗位应用能力培养袁培养学生良好职业素养

在课程教学初始袁 邀请设计师分析行业用人需求袁
邀请往届优秀毕业生分享个人从业经历袁使学生养成职

业化思考问题的模式袁对设计作品尧设计质量和设计细

节精益求精遥 在收集行业和毕业生的反馈信息尧课程授

课与教学组织过程中袁 始终强调对专业岗位能力的培

养院淤综合设计能力渊调研分析尧设计思维尧知识迁移尧方
案设计与比较尧深化设计冤曰于设计表达能力渊手绘尧规范

制图尧设计软件尧文字和口头表达冤曰盂审美能力渊形式美

感尧视野尧判断力尧创造力冤曰榆沟通协调能力渊服务意识尧
团队协作尧职业规范与道德尧知识面冤遥 室内设计课程教

学内容组织尧教学设计根据上述能力发展指标袁重新调

整结构与内容袁通过教师尧设计师尧学生之间的研讨尧交
流与互动袁形成合力袁共同建构袁进而潜移默化地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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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设计基本素质尧知识能力素质以及职业态度遥
隅 教学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袁教学主线贴近市场化

从室内设计行业目前就业渠道来看袁 主要有室内

装饰设计师尧助理设计师尧AUTOCAD 绘图员尧装饰施工

员尧预算员尧材料员等岗位需求遥 在进行深度调研和岗

位分析的基础上袁重新审视定位袁以工作过程为导向袁
培养特质为野精设计尧识材料尧会施工尧懂管理冶的技术

技能型人才袁梳理了实际工作流程渊如图 1 所示冤遥
教师以培养职业能力为目标袁 根据职业标准及职

业岗位的要求尧 工作内容和完成这些工作所需要的知

识和技能袁重新调整课程结构袁更新教学内容袁使学生

获得专业对应岗位的职业操作能力遥 教师主要围绕课

程的教学目标和内容开展教研工作袁 筛选合适的设计

项目袁 分解不同阶段的任务目标袁 整合不同学科知识

点袁合理安排教学进度遥 同时袁需确定与协调好企业设

计师穿插教学环节的具体时间节点尧授课内容深度尧衔
接程度与具体的授课形式袁全过程把控教学效果遥 课程

教师负责帮助学生具备较强的室内设计能力和熟练的

装饰技能袁提升学生的审美品位尧眼光见识尧创意方法

与学习能力遥 行业设计师则对空间装饰材料与细部构

造尤为关注袁按照工作过程来序化知识袁以工作过程为

参照系袁将专业知识与施工技术整合尧理论知识与实践

知识整合袁将行业第一手技术及业务资料应用于教学袁
帮助学生获得多层次和全方位的辅导[3]遥

予 开放共享学习媒介袁建设立体化考评机制

虽然具有行业规范的标准图纸与设计文件在网络

平台上能获取不少袁但海量信息检索和梳理对学生而言

不仅繁琐袁工作量亦会重复遥因此袁建立一个共享网络平

台与课程中心袁学生通过平台共享学习资料尧交流学习

资源袁这种开放性学习体系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到重要作

用遥我们借助设计企业的前瞻设计视角和庞大的实际工

程案例资料库袁努力建设学术互动平台袁建立立体教学

资源库袁为教学有效开展提供各类素材袁如院教材尧课件尧
案例尧影视尧图片库等教学材料遥 围绕核心知识点袁校企

合作企业努力提供现场教学条件支持尧专业科学研究活

动尧创新创业性训练性活动遥 此外袁通过校企合作袁有效

建立了各专业合作平台袁形成合力对外承接应用型研究

项目[4]袁也为学生提供跨学科交流合作的视野和平台遥
建立企业尧学生尧学校三方野立体化冶的考核与评价

机制遥 将企业的集体评价融入考核与评价之中袁真正体

现挖掘潜能尧重视实践尧鼓励创新的考评原则遥 课程成

绩由教师评价尧学生互评尧企业参与评价 3 部分组成袁
体现和保证了评价的多元公正合理性[5]遥 我们以规范管

理为基础袁从课程组织尧课程实施尧课程评价等方面建

立健全课程教学文件和资源袁 着力解决课程建设存在

的问题袁强化教学督查与质量监控袁保证教学效果袁使
之达到预定目标袁从而有效提高课程教学质量遥

三尧校企合作推进教学发展的今后建设方向

渝 拓展校企合作空间与层次

在知识经济时代袁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袁校企合作不

仅是学校求生存尧求发展的需要袁也是企业发展的内在

需求遥 校企合作尧产教融合成功的关键在于具体的操作

与实施环节遥 我们要把握教育与时俱进的特点袁对课程

教学内容进行科学规划袁有效利用社会资源袁寻找适合

课程设计与实践教学的真性课题袁通过学生切身参与设

计项目以拓展其创新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袁使其更能契

合社会的需要和企业的需要遥在校企合作实践教学基地

的建设中袁 挑选适合本专业课程合作的优秀企业和单

位袁为课程设计尧实践教学提供良好的平台袁进一步拓展

校企合作空间与层次是今后不断努力的方向遥
渔 课程修正与课程研发亟待加强

随着市场化尧行业化尧观念革新化袁室内设计教学

不断变异与革新遥 本专业目前在参数化设计尧建筑可视

化建模袁VR 虚拟设计与体验尧 照明设计课程开发等方

面上存在短板袁也缺乏相应的企业技术支持遥 在未来课

程教学与研究中袁我们将继续探索野教冶与野学冶的良性

互动模式袁努力拓展校企资源袁合力开发顺应社会市场

发展需要的新型室内设计系列课程袁 进一步提高专业

教学水平遥 同时我们也需要对现有教学课程进行多方

评估与多次修正袁 努力在教学环节中不仅满足学生毕

业时的岗位能力需求袁 同时兼顾未来学生职业迁移后

的能力需求袁保持与市场导向同步的人才培养袁最终促

进企业和学生个人的稳定发展遥
隅 科研转换能力亟待提高

校企合作的终极目标即提高科研转换能力遥 学院

教师和学生参与到项目的基础研究中去袁 培养创新意

识和研究意识袁激发创新的思维火花袁提升科研能力袁
更好地推动科研成果遥 教师走出野象牙塔冶袁努力成为推

动设计成果向实际生产转化的生力军遥 企业也以校企

合作为契机袁借助高校的知识阶梯袁突破现阶段创新能

力不足的瓶颈袁迅速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遥 在校企合作

的碰撞与交流中袁发挥各自优势袁共同提升科研价值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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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行之有效尧深度意义上的产教融合遥
总之袁室内设计课程引入校企合作资源袁尝试为传

统教学模式提供一种新的思路袁 让良好的行业素质与

设计习惯贯穿整个教学始终袁 有利于学生整体素质的

提高袁使其更能适应面向未来的设计发展需要遥 教育是

一种大胆的探险袁 艺术设计教育更是如此遥 在校企合

作尧 产教深度融合的改革过程中袁 只有不断尝试与修

正袁才能逐渐走到正确合适的轨道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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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初步课程一般开设在建筑尧园林景观尧环境设

计专业的第一学年袁是一门专业入门基础课遥 在环境设

计的教育中袁设计初步课程开设的时间并不长袁其原因

在于院对于环境设计专业的定位袁不同院校之间差异较

大袁且许多艺术设计类高校第一学年不分专业遥 然而环

境设计专业与建筑设计尧园林景观设计尧室内设计专业

有诸多交叉之处袁 作为学生接触环境设计专业的基础

与起步课程袁 直接影响着学生学习习惯与专业素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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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袁 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环境设计专业第一学年开设

该门课程遥 随着我国社会尧经济的发展袁环境设计行业

的工作内容尧工作方法等都在不断的变化袁尤其随着教

育部颁布实施新的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渊2012
年冤曳袁艺术设计升级为一级学科袁其下环境设计由专业

方向成为专业袁 这些都影响着环境设计教育定位遥 同

时袁国务院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袁各地方政

府随即出台了相应政策鼓励和促进创意文化产业发

展袁作为设计启蒙的设计初步课程改革创新迫在眉睫遥
笔者在研究借鉴国内外建筑设计初步课程的基础上袁
结合一线教学实践经验袁从专业定位尧课程实际实施过

程分析两方面袁对该门课程进行了探讨遥
一尧分析设计初步课程的发展趋势袁确定以思维能

力培养为主导的环境设计专业定位[1]

建筑学是设计专业实践研究较为成熟的专业袁对环

境设计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袁建筑学设计初步课程在各

教育模式下袁教学培养目标各有不同遥巴黎美术学院体系

渊布扎体系冤 把建筑设计认为是一种艺术设计创作过程袁
与绘画尧雕塑并无明显差异遥 在其理念的指导下袁设计初

步课程注重学生建筑方案尧工程图表达训练袁以临摹尧抄
绘为主要学习模式袁进行大量的徒手尧工具线条图训练遥
其中徒手制图袁以建筑画如铅笔画尧钢笔画尧各种渲染技

法为主袁工程图包括工具线条图尧工程字体练习等[2]遥包豪

斯教育体系在注重形式造型基础上袁倡导野艺术与技术的

新统一冶袁研究材料的各项技术特性袁强调学生的动手制

作能力遥在该教育体系的影响下袁设计初步课程以培养学

生基础造型与材料训练为主遥 其中基础造型训练包括平

面尧色彩构成与立体构成袁即野三大构成冶遥 虽然包豪斯教

育体系对学生的形式美和材料制作表达上有较大革新袁
但仍然主要侧重在造型能力上袁评价体系也较为主观遥

由于设计初步课程受到以上两种教育体系的影

响袁多在学生表达技能训练上袁以教师传授为主遥 理论

授课与设计实践缺少必要联系袁 不少学生到了高年级

时才逐渐领会设计初步与专业尧行业之间的关系袁也导

致在学习中出现野慢热冶的现象[3]遥2013 年高长征等也明

确指出袁传统设计初步教学过分侧重表现技法袁对空间

建构尧形态分析等训练不足袁低年级学生对建筑认知比

较片面袁缺乏创新意识袁使得后续专业课程中设计能力

和专业素养受到一定限制[4]遥 同时袁由于艺术类学生野文
化课冶基础相对薄弱袁沿用建筑类专业设计初步课程的

做法袁教学效果更难达到预期效果遥 一些艺术类院校沿

用包豪斯教育模式袁仍然保留着传统的野三大构成冶袁且
与设计初步课程之间各自为阵袁没有合理整合遥

苏黎世高工教育体系则代表着修正的现代设计教

育理念袁在继承包豪斯造型基础训练上袁将野空间冶研究

作为核心遥 着重培养学生的空间思维意识袁 将设计材

料尧构造作为载体袁帮助学生建立较为全面的建筑观遥
课程任务的设定看似独立实则有机统一袁环环相扣袁承
上启下遥 让学生在循序渐进的教学过程中袁培养不同问

题的解决能力袁帮助学生养成全面系统的建筑设计观遥
综上所述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理念的革新袁设计初

步课程更加重视学生思维表达能力尧空间研究的培养曰
从纯粹表达技能的训练到空间尧形态研究袁将理论与专

业实践相结合袁注重造型能力与设计材料尧构造尧人体

工程学等技术相结合袁更加全面袁更加贴近专业实际思

维方式与工作内容遥
二尧以设计思维能力培养为目标袁创新环境设计专

业设计初步教学模式

环境设计专业隶属艺术学袁学生入学之前袁已具有

了一定的美学功底袁有些野三校生冶接受过设计构成的针

对性训练遥 因此笔者借鉴建筑类高校教学先进经验袁将
野表达尧造型尧空间冶三者有机结合袁实现以专业图纸表达

能力培养为基石袁设计思维能力培养为目标袁以空间设计

实践为载体袁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遥 课程任务设定中袁减
少环境设计表达技能训练袁平衡野三大构成冶环节袁加强环

境设计的认知尧设计思维创造的培养袁在教学中采用模块

化尧任务导入尧循序渐进式教学模式袁利用现代信息网络

技术袁将设计表达尧设计调研尧形态构成尧人机工程学等基

础课程有机整合袁注重课程过程评价袁培养学生具有较为

全面的观察尧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专业素养遥
1援 引入野模块化冶教学模式袁解决课程内容冗繁问题

野模块化冶即将一定关联性的教学内容整合成独立

的多个模块袁 并针对各个模块的教学内容展开专项训

练遥 各个模块之间承上启下袁由简及繁袁由表及里袁具有

较强的逻辑性与连续性袁 设计类课程可分为 野基础模

块冶尧野思维模块冶尧野设计模块冶三部分[4]遥
野基础模块冶包括环境设计专业认知能力和设计表

达技能两大块遥 专业认知部分主要让学生了解行业及职

业要求袁树立正确的环境建筑观袁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

惯袁及时做好课程规划袁激发学生强大的学习动能曰设计

表达部分整合传统教学内容袁课堂主要解决学生自学难

以解决的投影及环境设计制图等专业性较强的问题遥 可

Wang Lan A Study on the Teaching of Preliminary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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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野投影三视图绘制冶尧野建筑室内外环境抄绘冶尧野室内

外建筑环境测绘冶三大内容袁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袁以三

视图尧建筑环境制图基础为初级模块内容袁结合人机工程

学原理袁以室内外建筑环境测绘为模块最终评价内容遥
野思维模块冶由环境设计专业传统三大构成演变而

来袁涵盖形态构成和空间与界面两大内容袁此模块内容

要善于挖掘学生的兴趣袁结合建筑尧环境设计的空间尧
界面构成训练环节培养学生的平面尧色彩尧空间的塑造

思维遥 可设置野构成基础训练冶尧野材料与构造冶尧野建筑室

内外空间研究冶尧野空间形态设计冶四个部分袁将设计调

研尧设计研究分析方法融入其中袁训练学生将造型能力

与空间设计能力相结合遥
野设计模块冶 是前面两个模块训练效果的综合体

现袁主要通过小型景观建筑室内外设计袁着重培养学生

的设计调研尧设计思维表达尧图纸综合表达尧团队协作尧
沟通表达能力袁 此环节重点要学生实践设计行业的工

作方法尧工作程序和工作内容遥
2援 契合艺术类学生的特征袁 采用任务导入的教学

方式

任务导入即在课程教学中将任务置于理论授课之

前袁让学生思考完成该项任务的难点袁用疑问引出理论

部分袁 再以任务完成质量检测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情

况遥 任务导入改变传统理论灌输的教学方式袁筛除过多

与任务完成无关的理论知识点袁 特别对知识冗杂的设

计初步课程尤为适用遥 此发式能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兴

趣袁培养学生思维袁使其学以致用尧举一反三遥
3援 强调野读书笔记冶尧野每周一练冶尧素材收集册等课

后学习习惯的养成袁注重过程评价和学生的进步因子

设计初步教学理念要强调创新思维遥教师如果不善

于创新袁教出来的学生便只会延续借鉴的路子袁难以设

计出优秀的艺术作品遥 在大数据背景下袁如何筛选自己

需要的资料袁搜集更多好的素材袁教会学生举一反三尧触

类旁通袁 是培养创新式思维的环境设计人才之重要环

节遥 设计初步课程由重点培养学生的感性认识尧修养和

自我悟性转向理性培养, 由侧重手工技巧训练转向侧重

创造性尧建筑思维方面训练[5]遥创造性和设计思维的训练

不能仅靠课堂的任务训练袁 要求学生从平时的点滴做

起袁养成良好的习惯袁学会眼尧手尧脑尧心并用遥 为了督促

学生的这种习惯的养成袁设计初步需要改变传统以结果

作为课程评价主体的模式袁 强调学生利于课余时间袁做
好读书笔记尧野每周一练冶尧 素材收集册等多种类型的课

后任务遥其形式也要根据内容体现多样化袁不仅有文字袁
还有各种图纸尧资料拼贴等多种形式遥 在学生成绩评价

环节袁 有意淡化学生大学前美术功底好坏对成绩的影

响袁强调学生通过勤奋努力所取得的进步袁鼓励学生大

胆的思维创新与图形表达的选择能力遥
4援 改变传统教学的模式袁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袁

施行过程教学

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日新月异袁 大数据时代悄然到

来遥 一方面微信尧QQ尧手机通讯成为人与人之间重要的

交流工具袁另一方面互联网尧APP 相关软件也是我们知

识获取的重要途径遥 如何发挥其优势袁与传统教学取长

补短钥 笔者认为袁诸如微信尧QQ 课程群尧APP 相关软件

等方式的恰当应用袁在教学内容的适时推送尧应届往届

学生学习交流尧师生课前课后交流尧个性化学习方案的

定制尧课程评价等方面显然有着很大的优势袁它能帮助

教师及时调整授课内容袁同时便于一手资料相互传阅袁
提高教学质量袁有待进一步实践推广遥

野表达尧造型尧空间冶三位一体的模块化尧任务导入

式的教学模式袁结合传统的教学体系的优势袁整合了多

门基础课程的知识袁 特别强调学生的课后行为习惯的

养成遥 注重过程评价和学生的进步因子袁利用现代信息

网络技术袁施行过程教学袁符合当下环境设计专业定位

与艺术类学生的特点袁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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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景观雕塑这种具有特色的当代艺术形式袁对
新时代的城市形象袁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袁它已逐渐

成为当代城市总体形象的提升点遥 作为公共艺术的城

市雕塑正逐步融入现代都市人的生活袁 现代人对城市

景观雕塑的关切度也日益增加遥 一个优秀的雕塑作品

能烘托出一个城市的氛围袁显示文化底蕴袁极大地提升

城市景观文化及公共艺术的影响力袁 有力地打造城市

文化形象袁展现城市的综合魅力遥
一尧城市景观雕塑的作用

城市景观雕塑作为城市街道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袁在城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袁同时也表现出与其他

雕塑不同的特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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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城市景观雕塑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袁雕塑的趣味性在景观空间设计中的应用袁国内外都有

很多优秀的案例遥 本文对景观体验者的心理和行为两个层面的发展需求进行分析袁借鉴国外的经典案例袁结合中国

当前的国情袁初步探讨适合城市景观雕塑发展的新精神袁野趣味性感知冶对城市景观雕塑设计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

作用遥
揖关键词铱 设计曰 城市景观曰 雕塑曰 趣味性

Abstract: Urban landscape sculpture and people忆s daily life are closely related. There are many excellent ca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esting sculptures in landscape space desig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wo-
level development needs of people who experience landscape, namely people忆 s psychology and behaviors. Drawing
lessons from classical cases abroad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the study is an initial at鄄
tempt at exploring the new spirit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landscape sculptures, and the positive role 义in鄄
teresting perception义 plays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landscape sculpture design.
Key Words: design; urban landscape; sculpture; inter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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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 具有城市生活风貌的烙印

城市景观雕塑袁 是位于城市公共场所中的雕塑作

品袁是以城市景观为平台的一种雕塑形式袁同样也具有

景观属性这个前提遥 城市景观雕塑的内容是多样的袁但
在城市景观中袁 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具有公共

景观的特点遥 作为景观的城市雕塑袁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营造城市景致袁制造城市的文化氛围袁满足观赏需求袁
反应城市生活风貌遥 通过这一双双美丽的野大眼睛冶袁看
到一个城市的历史尧不朽的精神以及成功与繁荣遥 城市

雕塑是城市的一张名片袁表现出不可复制的特征遥 如重

庆城市雕塑野美食街冶展现了一个完整的重庆城市特色

的生活场景院炎热的夏天袁人们光着膀子袁摇着扇吃火

锅遥 在重庆人的眼里袁这是他们自己的化身袁雕塑生动

有趣地展现了休闲生活的快乐遥
渔 具有城市文化的烙印

城市景观雕塑是一种公共艺术袁它使得城市更加

具有思想遥 城市景观雕塑可以通过改变景观位置袁突
出某些特点袁 引起对人的相关问题的认识与思考袁表
达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遥 在这个意义上袁城市景观雕

塑作品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袁 它改变了城市的面貌袁
长时间影响着文化的认知和公众的心理状态曰它也将

成为城市的身份和文化的烙印袁在塑造城市文化的独

特性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遥 城市景观雕塑的设计和

创造袁应吸取本地的尧国家的尧民族风格和地域历史留

下的文化痕迹遥
隅 具有城市地区精神的烙印

城市地区精神是指该地区在该城市一定范围内的

认知袁在心理和地理意义上袁某些雕塑起着城市空间的

思想象征作用遥 所以袁 城市地区精神应该是城市的标

志遥 景观雕塑美化了城市环境袁 长年与公众不断地交

流袁提高了城市精神袁也默默地传播了城市文化和特色

地标遥 城市景观雕塑被刊登在报纸尧网络和其他媒体袁
将当前和历史的城市形象不断地传播遥 城市景观雕塑

有效地保护了历史文化遗产袁 生动地代言了城市公共

文化和精神遥
二尧城市景观雕塑具有很强的街头装饰性

在许多城市袁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的城市里袁雕塑

随处可见袁有人甚至把它们比作影子袁不管你去哪里袁
都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姿态遥 丰富多彩的街头雕塑袁创
造了一个个美丽生动的街景袁 起到了重要的景观装饰

作用遥

具有装饰性的雕塑设施是城市景观环境的重要组

成部分袁它不仅具有装饰的功能袁还具有趣味性尧互动

性尧功能性等特征遥 其主要功能是发挥装饰和美化环境

的作用袁并在环境当中具有一定的组织功能遥 它的表现

形式较为多样袁题材也没有限制袁所设置的环境非常广

泛袁并且很多情况下是与环境的其他元素结合袁比如植

物尧设施尧构筑物尧标志等遥
城市景观雕塑具有新颖性和奇异性袁 趣味视觉审

美和心理需求的追求袁 是现代城市雕塑设计的重要课

题遥 设计的装饰性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设计展示空间袁正
如著名设计师 Steven Belle 说院野趣味是设计过程中最

直接袁最接近人性袁最能引起市民眼球和兴趣的因素遥 冶
三尧城市景观雕塑具有对趣味性的强烈渴求

趣味是生活的需要遥 城市雕塑是对复杂的社会生

活尧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尧事件尧场面尧景物的艺术表现遥
在川流不息的街道中袁 只有城市雕塑所呈现出来的画

面及其延展出的内涵袁或是幽默尧或是新奇尧或是参与

的趣味袁才能真正抓住行进中匆忙的脚步遥
一个成功的城市开放游憩空间体现了民主与平等

的精神袁它是面向全社会的遥 不同年龄尧职业尧性别的人

有着不同的需求和喜好袁 不同数量人群的活动需要有

不同规模层次的空间与之相对应遥 而人与人交流的渴

求尧 一定量的人气所带来的安全感又将不断吸引着新

的人流加入袁 这一切均要求城市开放的游憩空间拥有

多样化的空间层次袁 使各类人群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

需求[1]遥 只有满足了人们种种心理需求袁这样的空间才

是人性的袁才会深受市民们的喜爱遥
处于城市景观广场中的雕塑,要尽可能地体现广场

所代表的公共区域精神与视觉上的心理诉求遥 构思作

品前雕塑家都应对其人员构成尧公众心理尧历史文化尧
地域风貌尧物产气候等综合因素充分了解,找到有代表

性而又深刻独到的角度,然后在造型中尽量体现出这些

认识[2]遥
景观雕塑设计过程中袁要有与公众沟通的机会袁除

了与观众要有艺术特征的精神交流袁 还要从形式和造

型中加强公众参与袁甚至可以融入触摸和攀登遥 完全开

放的精神不同于公共艺术里架上绘画的主要特征遥 以

休闲尧娱乐尧商务和其他活动为主要功能的广场适合这

类平易近人的尧亲切可爱的作品遥 丹麦哥本哈根中央火

车站公园广场上袁 罗伯特雅各布森的铁和石头做成的

栅栏和网格的作品不仅供人观赏袁 还是孩子们攀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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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的对象遥

四尧城市景观雕塑的趣味性特征

渝 景观雕塑的幽默性

城市雕塑的野趣味冶袁表现在夸张变形袁韵味浓郁袁
拼凑的非理性特征袁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袁进而使

民众仔细观察尧阅读或涉及遥 幽默是健康尧富有人情味

的心理需求遥 正如卓别林所说院野和幽默在一起袁这样我

们就不会被生活的邪恶吞噬遥 冶城市雕塑的幽默是一种

智慧的表现袁是一种知性气质遥 造型方面袁这种雕塑有

突出的特点袁色彩艳丽醒目曰或是模仿的设计曰在游戏

中袁对街道生活的模拟袁让人浮想联翩曰有趣的袁不按常

理袁令人捧腹遥 除了形体的幽默袁也要考虑到多样化的

使用功能袁 可爱多变的形态特征能吸引人们对它的喜

欢遥 如重庆街头有这样一组雕塑院一个小孩捂着耳朵袁
表现出略有害怕的样子袁但依然坚持点燃鞭炮袁这样的

场景让人浮想联翩曰一对学生情侣在公园接吻袁仿佛就

在你身旁袁给环境增加了更多的趣味性遥
渔 景观雕塑的新奇性

常言道院野反常合道为趣冶遥 设计原理是奇怪的尧超
现实主义的和异化的遥 这是不寻常的表现袁 惊喜的元

素袁能吸引更多的人袁更具有趣味性遥 具有新奇性的景

观雕塑袁其外观尧功能尧材料尧技术和突破传统的其他方

面袁能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个性化享受遥
环境中的雕塑必须与环境背景有机融合袁 它要确

立其环境艺术的内涵袁并创造出与之相关的新奇性遥 它

不但应该与宏观环境相统一袁也要与微观环境相协调袁
具有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遥 不仅仅是把较大尺度的艺

术作品展示于公共空间之中袁 它还要求具有与社会公

众进行对话和互动的可能袁 使得景观雕塑更具新奇的

韵味遥
20 世纪末, 设计师对环境行为学和心理学进行探

讨袁 开启了对城市雕塑创作环境的认知和精神本质的

研究袁也开始对其内在的客观规律进行思考遥 对城市雕

塑环境认知,应从城市环境景观意象入手袁诱发雕塑的

新奇性袁 使一个人对一个城市在头脑里形成的意象较

为深刻遥
隅 景观雕塑的参与性

城市景观雕塑是生活环境中不可缺少的设施遥 根

据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关联袁野人-物-环境冶 这一系

统结构展现了景观雕塑与人关系的密切性遥 但事实上袁
每个人尧 每个家庭可以根据自己审美情趣的需要和生

活习惯进行选择遥 同理袁 城市景观雕塑在使用的过程

中袁应该注重市民参与性遥那些谐趣风格的设计,可以成

为人们生活的调味品袁从而拉近艺术与生活的距离袁使
人们更能够参与到雕塑环境中来遥

我国传统的商业街袁街道不是很宽袁有宜人的空间

尺度尧较强的空间层次和秩序遥 在节点上袁设置入口或

重要的独特的雕塑袁一方面起到了空间序列的组织曰另
一方面能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和亲切感遥 如北京王府井

大街有一系列传统韵味的雕塑袁 体现了民俗文化特征

渊理发尧人力车尧街头表演等冤袁总是吸引众多游客观看

和拍照遥 传统习俗凝聚成一个符号袁几个青铜的雕塑固

化在现代商业的喧哗里遥
五尧城市景观雕塑的趣味性表达思路

渝 发掘传统制造趣味

城市雕塑是一个城市的名片袁代言城市文明袁展现

城市精神袁凸现城市风貌遥 城市雕塑也是城市的一个剪

影袁 通过固化城市的瞬间袁 来截取城市曾经存在的片

段袁向外人尧后人不断地传递该城市的特征和标志[3]遥
在现代景观雕塑创作时袁雕塑家应该与建筑师尧城

市建设的规划者共同合作袁完成整个环境的设计工作遥
城市特有的人文环境是城市景观雕塑创作的基础袁创
作的大背景应该是雕塑所在城市所特有的地域文化遥
这种人文环境是该城市的各种环境元素经过时间的积

累而形成的袁如地方文化尧宗教信仰尧生态环境等袁这些

元素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遥
城市雕塑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袁 应当深入当地的

风土人情袁反映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味道遥 前联合

国秘书长安南先生曾说院野你不要以为你知道的比当地

人知道的多袁你必须学会倾听袁学会体验遥 冶城市生活中

的兴趣点往往会成为一个有趣的雕塑源遥
渔 融借环境凸显趣味

计成在叶园治曳中指出袁造园要野巧于因借袁精在体

宜冶袁这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遥
城市雕塑放置于公共空间袁 趣味与雕塑环境有着密切

的关系袁使得雕塑与空间环境更加和谐有趣遥
为了保持景观的整体美观性袁 城市景观雕塑还可

以用一些修饰景物进行遮挡袁 但要注意遮挡物要与街

道广场整体景观融合遥 比如用绿色植物栽植成围栏的

形式遮挡部分不需展现的部分袁 就显得较为美观了遥
野城市景观雕塑冶必须符合城市环境的要求遥 野雕塑趣味

性冶的创作如此广泛袁它是自由的袁又是有限的袁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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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更应该借助环境来突出它的这些特点及趣味遥
隅 汇集野包袱冶强化趣味

一个强有力的趣味设计不仅能使得雕塑的面貌焕

然一新袁而且还能将它和谐地融入周边的环境中遥 这虽

然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袁却能够凸显出智慧的经验袁展
现设计师的思考深度及创造力遥 显然袁趣味的形成必须

足够具体才能传达鲜明的设计思想遥 与此同时袁趣味概

念必须是具有一定抽象形式的袁 足以留给他人想象的

空间遥 并且袁趣味性还需足够灵活以满足进一步深入设

计时所需要的调整遥 一个合适的想法将不仅仅是形式

或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袁也是社会尧文化尧经济尧生态尧政
治等诸方面的成功遥 城市雕塑往往能不断刺激人的兴

奋点袁强化街道趣味性遥
汇集趣味的主题和内容是所有艺术形态的必然存

在袁 是艺术表达和发掘的目标遥 表达的实质由内容组

成袁当然城市景观雕塑也需要主题和内容袁这样我们才

知道我们为什么而做袁做的是什么遥 城市雕塑作品的本

质目的是为城市的景观服务的袁 那么主题和内容就必

须与所要服务的城市环境相吻合和协调遥 城市雕塑与

城市环境必然要具有相同的价值尧共同的理想尧共同的

文化基准和共同的认识遥
六尧营造雕塑的形态趣味表现

完整的雕塑形态包含了形态尧色彩尧质感尧空间尧时
间等要素遥而形态是构成形象的首要环节遥形态与其他

要素相比袁容易被感知遥 在创作形式时袁应该遵循形式

美的法则袁美的野创造冶遥 形式美的法则是人们在长期审

美实践中对现实中许多美的事物形式特征的概括和总

结遥 人们认识到形式美的特殊作用之后袁对美的事物外

在特征进行规律性的抽象概括袁 依照这个法则进行美

的创造袁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形式美的法则内容[4]遥 形

式美的法则是所有一切造型活动的重要原则遥 通过法

则的形式使用袁产生美的形象遥
创作表现形态的方法主要有院
渝 均衡与对称

均衡是平衡轴或中心点保持力量平衡袁 左右的形

状是可以不同的袁 但对人类视觉感知的整体布局是平

等的遥 可以提供视觉和心理上的宁静袁让人感受完美及

平衡的和谐之美遥
平衡形式是最完美的对称性遥 对称分为中心线对

称袁上下左右形体和分量均匀遥 对称形成稳定的尧慷慨

的尧完美和谐的形象袁有时会让人觉得无聊遥

渔 节奏与韵律

形态学结构元素是经常重复的袁 它产生的是节

奏袁一个合理的重复会产生节奏感遥 韵律是构成形态

元素连续有节奏的反复所产生的强弱起伏尧抑扬顿挫

的变化遥
隅 对比与调和

对比与调和是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中袁对立与统

一规律在形态设计中的具体表现遥 对比各种元素之间

的差异袁并对和谐的元素的各种形态进行区别袁找到

元素的各种形式之间的相似性和一致性袁及其相应的

特征遥
对比表现在形体上的大小尧高低尧长短尧宽窄尧方圆

等袁表现在方向上的上下尧左右尧前后尧向背等遥 这些对

比关系处理好了袁形态就会表现得丰富多彩遥
调和就是在对比中袁找到统一的元素遥 在设计的各

个组成部分之间袁具有一定的联系袁相互配合袁整体才

会协调遥 在设计时袁需要整体的协调与统一袁同时袁也应

该有适度的对比与变化遥 使得作品既和谐优美袁又丰富

活泼遥
予 比例与稳定

指的是整体与局部的对象大小之间的比例袁 局部

和局部之间袁长尧宽尧高之间的关系遥 比例的正确使用会

使得形式对称袁有和谐之美遥
稳定在公共设施的设计中是十分重要的遥 要使形

体稳定袁首先要符合重心规律袁任何物体都要具备支撑

点或面袁通常袁支撑面越大越稳定袁重心越低越稳定遥 这

样的作品使人的视觉和心理取得平衡尧稳定的感受遥
娱 重复与渐变

重复是指相同或相似的形态元素反复出现袁 求得

形式上的统一遥 其特征是院要素间秩序的单纯和清晰的

节奏遥重复分为单纯重复和变化重复遥单纯重复是指某

一形态元素简单重复出现袁呈现出简单尧质朴的感觉[5]遥
变化重复是指构成形态的要素在排列上采用不同的秩

序袁产生活泼尧生动的气息遥
渐变是指元素袁由大到小袁由宽到窄袁从密到稀疏

的连续尧有序的安排遥 渐变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正常现

象遥 渐变技术可以使逐步过渡的不同元素相互转化袁产
生柔和尧规律的变化遥

七尧结论

城市雕塑的趣味性表现更趋向人性化袁 注重人的

情感遥 雕塑设计中流露出趣味性倾向袁正是受到大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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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趣味尧大众文化影响的结果袁是设计师对现代设计理

念的再认识与再丰富袁 也是设计师巧妙地将设计信息

艺术地融入大众文化的一种绝佳形式袁 它能带给人们

更多的快乐和惊喜[6]遥
城市景观雕塑的魅力是在城市空间构成中起着锦

上添花的作用袁 由于景观雕塑小品的存在使得空间顿

时赋予了积极的内容和意义袁 具有趣味性的景观雕塑

小品更加能够带动空间的活力遥 景观雕塑小品既有实

用价值袁又具有精神功能和艺术价值遥 当今城市空间构

成理论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袁在城市空间设计中袁我们应

把城市的功能尧城市的艺术结合成一个整体袁为创造良

好的城市空间环境而不断地努力遥 城市街道上的景观

雕塑虽然不像沿街的建筑物那样高大雄伟袁气势恢宏袁
但从城市景观角度来看袁 景观雕塑的趣味性设计能更

好地增强城市的生命力袁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遥
通过本文的梳理和研究袁笔者认为在该研究领域

还存在以下几方面值得进一步扩充和深入院城市景观

雕塑野趣味性冶与现实野戏剧性冶能否结合应用袁何种方

式较好曰如何合理地配置相关交通标识尧路灯尧护栏尧
电话亭尧报亭尧邮筒尧休闲设施等袁才能表现出良好的

街景效果袁是城市景观设计必须考虑和需要重点处理

的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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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国家公园中的标识导向系统直接反应国家公园的建设水平尧管理水平袁是国家公园品牌识别和品

牌传播的重要内容遥 本文通过与国外国家公园的比较研究袁并结合中国国家公园标识设计现状袁从环境行为学角度

出发袁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尧比较研究尧田野调查和观察法的研究方法袁对国家公园的环境特征尧人群特征以及寻路

行为的观察尧研究与分析袁探讨以空间行为动线主导的标识系统模式袁并结合国外成熟国家公园标识导向系统的设

计原则和规范袁总结中国国家公园标识导向系统设计的基本原则遥
揖关键词铱 中国国家公园曰 环境行为学曰 标识导向系统曰 行为动线曰 寻路

A Study on the Chinese National Park Signage System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d Behaviors Line

Xu Wenjuan
渊Art and Design College,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冤

Abstract: A signage system directly reflects the level of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national parks,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brand re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 By comparing with foreign studies of national parks, and
combining with knowledge of signage忆s status quo in China, this article observes, studies and analyses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way-finding behaviors through integrating a lot of literature, comparative
studies, research method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observation. Combined with the design principles and norms of ma鄄
ture foreign national park signage systems, it investigates a signage system, which is mainly based on spatial behavior
lines. Finally, a set of basic principles for designing a Chinese national park signage system is provided.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al park; environmental-behavior studies; signage system; behaviors line; way-finding

作者简介院 徐文娟袁女袁上海杉达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袁讲师遥 电子邮箱院34425965@qq.com
基金项目院 本文系 201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野中国国家公园管理规划理论及其标准体系研究冶(项目编号院14AZD107)研究成

果之一遥

55窑 窑



No.12017
国家公园是一百多年前美国始创的一种保护地模

式袁目前已成为全球公认的保护地典范遥2013 年 11 月袁
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提
出建立公家公园体制袁并实行分级尧统一管理袁保护自

然生态和自然文化遗产原真性尧完整性遥 国家公园中的

标识导向系统直接反应国家公园建设水平尧管理水平袁
是国家公园品牌识别和传播的重要构成遥 这就要求我

们在平面艺术尧外观造型尧色彩表现尧图形符号等相关

要素完美融合的基础上袁在力求满足寻路尧指引尧指示

的功能上袁能超越民族尧国家与语言的限定袁以一个立

体的展现形式凸显国家公园的品牌特色遥
一尧国内外国家公园标识导向系统的文献研究

渝 国外国家公园中标识导向系统的相关研究

1. 美国国家公园中的标识导向系统

国家公园概念的提出是美国人在历史上的创举袁
在世界各国的国家公园管理实践中袁 美国的国家公园

历史最为悠久袁其国家公园体制也是最为完善的遥
通过大量的文献调研与分析袁 作者发现美国国家

公园的标识分为交通标志和路面标识袁 但总体上都要

遵守 叶统一交通控制装置手册曳 中所包含的标准以及

叶国家公园管理局标志手册曳的补充规定袁所有的路边

标志和标识都要符合交通工程法遥 公园的标识导向系

统袁 是国家公园管理局总体识别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

分袁必须符合叶公园标志曳和叶第 52C 号局长令曳中所包

含的标准袁遵循统筹规划尧生态环保尧经济实用尧艺术美

观尧功能完备的原则遥
2. 其他国家公园中的标识导向系统

其他一些国家袁 也都建立了统一的专业机构来管

理国家公园遥 如韩国的国家公园由隶属环境部的国家

公园管理局负责管理曰 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由环境与

遗产部管理曰 新西兰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自然与历史

遗产由保护部负责管理遥 但无论是哪个部门管理袁他们

都实行垂直管理袁强调多方参与[1]遥 其标识导向系统的

设计也较为规范尧完整袁除了能满足基础的寻路功能袁
同时还充分展示国家公园的景观资源类型尧特色尧美学

特征和游憩价值袁 突出国家公园的资源魅力和文化品

位遥 德国尧俄罗斯尧南非等国家国家公园发展也较完善袁
其标识导向系统的建设尧 管理及规范都为中国国家公

园标识导向系统的建设等提供各项参考遥
渔 中国国家公园标识导向系统的现状

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袁中国国家公园起步较晚袁最

早的国家公园试点出现在 2008 年遥 2008 年 6 月袁云南

省被国家林业局作为国家公园建设试点省份曰同年袁环
保部和国家旅游局选择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河区进

行国家公园建设试点袁并为汤旺河国家公园授牌遥
作者通过对云南普达措国家公园尧 梅里雪山国家

公园和丽江老君山国家公园中标识导向系统的实地调

研袁发现中国国家公园仍然沿袭原有的管理体系袁其管

理体制和法律体系都处在探索和发展阶段袁 标识导向

系统的设计更是参差不齐袁缺少相关原则和规范遥
目前袁中国各领域的标识导向系统监管力度不够袁

准入门槛低袁缺乏系统的规范袁大多数标识导向系统的

规划和设计由专业的标识公司尧 广告公司或其他相关

设计咨询机构承担袁行业内部水平差异较大遥 再加上中

国国家公园体制没有统一的规范袁 缺乏相关的管理依

据袁 国家公园的标识导向系统仍是沿用常规景区的规

划和设计袁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遥
中国国家公园要发展袁需要结合实际国情袁在参考

美国等国家公园成熟管理体制的基础上袁 制定标识导

向系统的设计原则尧设计规范及评价模型袁塑造独特的

国家公园形象袁彰显国家公园的品牌魅力遥
二尧国家公园的环境特征与人群分析

渝 国家公园的环境特征分析

国家公园在风景尧 生态及人文特色方面具有世界

遗产价值或国家代表性袁它以保护与维护为主要目标袁
以科研尧科普尧休闲游憩尧精神文化为主导功能袁是具有

法定性和公益性的保护区域[2]遥 为了保护国家公园的自

然环境袁根据稀缺性尧承载力尧敏感度尧保护价值等资源

特征袁国家公园实行分区控制管理袁一般国家公园划为

特殊保护区尧原野区尧自然环境区尧娱乐区尧服务区等不

同的功能区[3]遥
不同国家公园具有各自的环境特征袁 由于国家公

园整体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袁 不同区域形成一个有

机整体袁车与人尧不同车与不同人的动线不同袁标识导

向的规划原则也应呈现不同遥
渔 国家公园中的人群分析

在本研究中,作者通过对三处国家公园中游客行为

的观察和分析袁从游客对标识导向系统的需求出发袁将
游客从生理特征和入园目的两个方面进行归类遥

1. 生理特征角度

从生理特征和行动力角度袁 作者将游客大致分为

青壮年游客尧老幼游客尧残障游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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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壮年游客院这部分人群有较好的精神和体力袁旅
游方式多为自助游袁在国家公园的行为多为徒步遥

老幼游客院体力受限袁倾向节奏慢或集体出行的游

园方式袁游园过程多借助交通工具遥
残障游客院这部分特殊人群由于行动力有限袁在游

园过程中的行动受限遥
2. 游园目的角度

按照游园目的袁作者将游客分为游憩人群尧研究人

群和学习考察人群遥
游憩人群院 这部分人在国家公园中的行为较为随

性袁没有很强的目的性遥
研究人群院这部分人进入国家公园袁带着一定的科

研目的或任务袁一般会具有很强的目的性遥
学习考察人群院这部分介于上述两种人群之间袁有

一定的目的性袁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随意性遥
游客生理特征不同袁游园目的不同袁他们在国家公

园中的行为和动线必然不同袁 对标识的需求也不同[4]遥
标识导向系统的规划和设计要考虑游客的不同生理特

征尧不同游园目的袁并结合行为学理论袁为他们在国家

公园中的行为提供正确的指引和提示遥
三尧基于环境行为学理论的国家公园寻路行为分析

渝 环境行为学概述

环境行为学是环境心理学的一部分袁 是研究环境

与人的行为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袁 它着重从环境学和

行为学的角度袁探讨人与环境的最优化共处关系袁探究

怎样的环境是最符合人们心理和行为需求的[5]遥 在国家

公园中应用环境行为学理论袁 着重研究和解决以下问

题院国家公园中环境和行为的关系尧怎样完成对国家公

园不同环境的认知尧 人们在国家公园中是如何利用环

境和空间的尧怎样感知和评价国家公园环境特征尧国家

公园游客的行为和感受遥 环境行为学研究的这些内容袁
对标识导向系统的设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渔 寻路理论

人是环境的产物袁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袁会根据

环境的不同提前预设好自己的行为模式[6]袁以便在不同

的或者变化的环境中做出更快尧更好的反应遥
对大多数人来说袁国家公园都是陌生环境袁如何在

国家公园中顺利到达目的地的寻路行为是人本能的行

为遥 在国家公园这一特定的空间环境中袁人们一般凭借

标识导向系统提供的信息或解说系统袁到达目的地遥 人

在陌生环境中的寻路过程袁首先需要对空间环境有一定

的认知袁其次需凭借自己的认知与周围环境生成认知地

图袁最后根据前两个阶段所获取的信息产生寻路决策[7]遥
隅 人在国家公园中的寻路行为分析

基于上述环境行为学尧 寻路理论的基本理论以及

大量调研袁 作者总结出不同人群在国家公园中的几种

寻路行为遥
1. 借助标识寻路

大多数人在进入国家公园以后袁会首先寻找标识袁
解读标识导向系统中的信息袁 并按照标识的信息指引

到达目的地遥
2. 凭借经验和习惯寻路

当人们未发现所需标识信息时,首先会根据个人经

验和移动习惯来进行方向选择遥 人类惯常具有左转弯尧
走捷径尧识图形袁以及遇到非常状态本能躲避尧向光尧追
随等潜意识行为习惯袁因此在规划标识信息时袁要以人

的移动规律和习性为指导进行设计[8]遥
3 .询问寻路

当人们在所在环境下不知道如何到达目的地时袁
会向附近工作人员或其他人询问袁 按照他们的指引到

达目的地遥
4. 从众寻路

作者从调研中发现袁 有少部分游客在游园过程中

会跟随大多数人集中的游园路线完成在国家公园中的

寻路行为遥
予 影响寻路的因素

影响寻路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因素尧 标识系统因

素尧空间环境因素尧环境人群因素遥
1. 个人因素袁包含寻路个人本身的特性,如生理特

性尧心理特性与智力特性等遥
2. 标识因素袁包括标识布点尧标识文字尧色彩尧图

案尧箭头的组合, 加上造型尧材质及尺寸, 提供对不同空

间环境的引导尧说明尧识别尧警告等功能及寻路资讯遥
3. 空间环境因素方面, 环境的简单或复杂尧单一或

多样是关键性的因素,若空间环境在关系尧形式尧大小尧
安排上过于复杂或缺少规则袁 会造成人们寻路的迷失

和路径抉择上的困惑袁从而造成寻路困难[9]遥
4. 环境人群因素对国家公园标识导向的影响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袁分别为人群的流动和人群的聚集遥
四尧 基于环境行为学理论的中国国家公园标识导

向系统设计原则

国家公园标识导向系统与一般的公园或景区不

徐文娟 基于环境行为学理论的中国国家公园标识导向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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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袁具有很强的管理尧引导尧展示尧宣教功能袁同时又要

彰显国家公园品牌特色袁 提升国家公园的旅游形象和

地区形象[10]遥 作者通过文献调研和实地调研袁结合环境

行为学的相关理论和国外成熟国家公园标识导向系统

的设计原则尧规范袁以中国国家公园中各类人群的动线

和寻路行为为依据袁 尝试对国家公园标识导向系统的

设计原则进行总结遥
1. 国家公园中标识导向系统设计遵循统筹规划尧

生态环保尧经济实用尧艺术美观尧功能完备的原则遥 信息

表达应规范科学尧准确清晰尧通俗易懂袁便于阅读遥
2. 国家公园中标识导向系统设计应彰显国家公园

的品牌形象袁突出不同国家公园特点尧地方特色袁不同

国家公园中的标识导向系统设计应与国家公园的定

位尧环境特征尧景观风格相协调遥
3. 国家公园标识的设置应遵循野看得清尧看得懂冶

的基本要求袁结合环境特征尧寻路行为等确定标识规划

的合理性[11]袁形成连贯有序的国家公园标识导向系统遥
4. 国家公园标识系统中的动线规划应遵循准确尧

简短尧不交叉尧不重复尧不遗漏的原则遥
5. 结合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区尧特殊景观区尧历史文

化区尧游憩区尧娱乐区尧服务区尧一般控制区等不同的功

能和特点规划设计各类标识袁并做到类型合理尧数量精

简袁避免出现标识内容相互矛盾的现象遥
6. 应严格按照设计和相关的规范尧 要求进行制作

安装袁保证清晰美观袁考虑协调性尧稳固性和安全性遥
7. 国家公园中的标识导向系统既要体现功能上的

特殊性袁又要讲究视觉上的统一性遥 由于国家公园环境

的多样性袁各个地点的标识系统的设计可以不受局限遥
当然袁在注重标识系统功能特殊性的同时袁不能忽略视

觉的统一性袁需要通过形象符号化尧系统化和标准化的

标识与导向系统设计塑造国家公园的品牌形象遥
8. 国家公园标识导向中的图形要使用标准化图形

符号袁确保不同国家尧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游客在国

家公园中能够准确获取标识信息遥
本文研究内容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野中

国国家公园管理规划理论及标准体系研究冶 中子课题袁
且为作者博士期间研究课题遥作者正是从自身研究方向

和专业特长出发袁以环境行为学理论和行为学理论为基

础袁通过对国家公园环境特征和人群特征进行分析和总

结袁 梳理不同人群在国家公园中的行为方式与特征袁并
以此为基础袁提出国家公园标识导向系统设计的基本原

则袁为国家公园标识导向系统的设计提供一定的原则和

依据遥 由于作者研究能力有限袁文中会存在些许不足或

错误袁希望得到社会各层面专家的批评与指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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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

与趋势遥 在多元文化融合以及体验经济的背景下袁关于

传统设计的当代转化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袁 又是一

个实践问题遥 随着人们消费文化的转变袁情感因素作为

传承家具文化不可规避的内在特质之一袁 已成为人们

寻找精神寄托的必然选择遥 作为凝聚中国文化内涵的

载体袁如何为家具注入情感性因素袁实现与人类心灵和

情感的沟通尧交流尤为重要遥
一尧中国传统家具的当代化审视

设计的内核是文化的传承与超越遥 野关于传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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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家具的当代情感化设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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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本文围绕中国家具设计的传承与创新问题展开论述遥 在充分理解中国当代文化内涵和情感诉求的

基础上袁深入审视了传统家具的当代化抉择问题袁并进一步阐释了中国传统家具的当代化情感内涵的 3 个层次袁梳
理出中国传统家具的当代情感化设计视角遥 为传统家具的情感化设计建立理论框架袁为设计师进行情感化创新设

计提供一种设计思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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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ze the issue of contemporizing traditional furniture design, and then further elaborate the three levels of the contempo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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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代转化问题不只是风格上的创新尧 思想上的怀旧

或者纯粹的设计方法论研究等等那么单一袁而是耶再建

构爷和耶再发展爷于中国设计领域的时代体现遥 冶具体到

中国当代家具设计袁是基于当代生活方式的需求袁本着

对人性化生活的追求和尊重袁 对传统家具设计中核心

思想的当代转化袁 是在现有生活形态基础上的创造性

设计遥 主要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院
渝 人文精神与文化内涵的凸显

中国的传统家具蕴藏着无尽的文化诉求要要要它的

经脉袁静静地连接着历史袁传达着理想袁呈现着难以抗拒

的魅力遥 这些袁都让传统家具有着文化性尧诗性尧历史性尧
民族性尧开放性和包容性噎噎中国文化认为袁精神与物质

相比袁 精神永远在上袁野形而上者谓之道袁 形而下者谓之

器冶渊叶易经曳冤遥即袁先有道袁后有器遥这个道袁便是情感支撑

下的思想和精神诉求的呈现遥以西方人看来袁这缺乏科学

精神袁这也正是东西方发生的碰撞的根本原因遥正是这种

人文精神袁造就了中国家具的独特文化气质袁在全球设计

思潮中独树一帜遥 因此袁在多元文化背景交融下袁人文精

神与文化内涵的传承与创新仍旧是中国传统家具的当代

化抉择之一遥 如以中式家具原创设计底蕴为依托的联邦

家居呈现的野八大家冶袁代表的是八个不同地域的生活文

化尧生活方式袁融入了当地特色的文化元素袁以独特的地

域文化袁推动家居生活文化的创新和发展遥
渔 材料尧工艺与技术的革新

材料尧工艺与技术的革新突破了传统的气质袁呈现

了更具有时代感的家具体验遥 传统家具工艺与智能化

高技术进行碰撞后袁产生了前卫尧大胆的惊人效果袁例
如在木材尧金属尧玻璃尧塑胶的家具造型上进行计算机

软件技术控制的激光雕刻尧印花尧腐蚀尧压痕尧镂空袁精
确地表现了设计师想要表达的强烈视觉效果袁 显示出

野数字化高新技术冶取代野传统加工技术冶的潮流遥 家具

更注重凸显不同材料质地与肌理的可见度尧可见性袁突
破常规的构成设计袁 通过不同的先进加工技术与涂装

工艺袁强调不同材质的肌理美袁赋予当代家具更多的文

化情感与装饰细节遥 另一方面袁以传统材质及传统工艺

为创新的野传统文化新品味冶使传统家具的当代化探索

更具人情味袁 使高新材料尧 新技术的应用得到情感平

衡遥 传统工艺的创新不是手工艺的再现或复兴袁而是基

于当代人们需求的传统工艺再发展遥
隅 时尚与跨界设计

随着社会的发展袁 时尚已成为当代设计的一个重

要审美维度遥 当传统遇上时尚袁可以赋予家具不同的气

质和神韵袁能体现不凡的生活品位袁展露个性遥 传统是

时尚的基点袁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袁传统托举时尚袁时
尚让传统走向辉煌遥 传统重在积淀和传承袁时尚张扬的

是突破和创新遥 事实上袁我们常常看到时尚和传统的重

合尧转换袁传统曾是过去某一时的时尚袁今天的时尚也

可能成为以后的传统遥 以时尚之名来看传统袁传统是经

典与保守的糅合曰以传统之意来看时尚袁时尚是个性与

前卫化的统一遥 随着全球化过程的加剧和消费主义的

兴起袁 跨界设计为中国民族家具从传统走向时尚提供

新的思考和设计解决的可能性遥 跨领域尧跨文化的融合

代表着当前一种新锐的生活方式和设计美学袁 其本质

是文化创意袁 如何在不同元素的组合中获得美感和新

的刺激点袁 关键在于对家具传统文化和时尚文化的全

新理解和全新阐释遥 如家具时装化成为近些年的概念

趋势之一袁就如同时装具有的潜台词一样袁家具也已经

成为人们表达自我生活态度袁显示修养与品位袁并且寻

找同类的一种符号遥
二尧中国传统家具的当代情感内涵

随着消费文化的转变袁 经济体系由以生产者为导

向转向以消费者为导向遥 人们在物质功能满足的同时

越来越追求野一种无目的性的尧不可预料的和无法准确

测定的抒情价值冶以及野种种能引起诗意反应的物品冶遥
这意味着消费者对家具的消费已经从家具的功能满足

转变为对家具意象的心理满足袁 注重风格差异和精神

享受袁 家具感性层面上的意义从未像现在这样备受关

注遥 家具也越来越重视对话的功能要要要即人类心灵与

情感的沟通遥 情感意义是中国传统家具人文精神的内

在表现袁如何对接传统与当代的情感内涵袁重新探索中

国传统家具的人文精神袁 成为中国家具当代化抉择的

重要因素之一遥 而对于当代化情感内涵的把握可以从

以下三个层面进行思考遥
渝 个人层次院情感体验要要要器物语意

个人层面的情感体验主要基于家具形式语意的传

达袁 是家具的设计美学引发人们积极的情感体验和心

理感受袁体现的是人-物的内在关系遥 在体验经济时代袁
人们日益追求一种愉悦的生活方式遥 随着后现代主义

思潮的兴起袁 消费者开始对传统家具的情感体验进行

反思袁是否应该给予消费者更独特的体验钥 游戏化尧娱
乐性尧互动性尧时尚性等特征已经开始渗透到家具的情

感体验之中袁设计中的心理元素尧性别元素已经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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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及遥 明式家具作为中国传统家具的高峰袁对它所蕴

含的简约朴素尧和谐自然尧含蓄内敛尧虚无空灵的传统

情感体验袁只有从新的视角进行诠释袁才能引发符合当

代人们内心诉求的情感体验遥 需要强调的是袁个人情感

的表达应该基于人们共同的视觉经验产生的普遍情

感袁不能片面追求野个性化冶遥
渔 社会层次院情感归属-身份认同-人文关怀

情感归属体现在人要物要社会的关系层面袁 表达

了家具拥有者的身份地位尧阶级象征尧生活品味及其独

特的生活方式等遥 这是一种更深层的感性认知结果袁是
在设计中隐含的社会意义上的特性袁 以及在与相关对

象和环境的关系中产生的特定含义遥 中国传统家具从

来就不仅仅作为一种器物文化而存在袁 它体现了特定

历史阶段的礼仪规范尧 阶级意识尧 等级观念等制度文

化遥 如传统家具对礼仪尧规矩及等级观念的重视就是受

传统社会中野君臣尧父子尧夫妇冶等尊卑关系的影响而具

有复杂的阶级属性遥 这种制度文化在传统家具的当代

化发展中已经开始逐渐弱化袁 家具构成元素的寓意及

伦理也发生了转变遥 大众消费者在家具的使用情境中

越来越追求一种民主化的人文关怀袁 以获取充分的人

性化的体验价值遥 显然这种情感归属的存在更具有普

适性袁这也是对中国传统家具情感意识的突破遥 而小众

消费者会选择体现其个性尧 生活方式尧 社会地位的家

具袁并由此获得情感归属遥
隅 文化层次院情感意义-时代精神-历史文化

情感意义体现在人要物要文化的关系层面袁 包括

象征意义尧历史意义尧文化意义尧社会意义等遥 这是通过

对设计作品的体验达到对设计背后内容的自我阐释尧
对作品的深层次感悟遥 结合自身的经验与背景袁消费者

从中召唤出特定的情感尧文化感受尧社会意义尧历史意

义或者信仰尧仪式尧风俗等深层次含义袁表现出一种自

然尧历史尧文化的记忆性脉络遥 国学大师钱穆认为院野中
国文化中袁天人合一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之归宿处遥 冶
这一核心观念文化已演绎和发展为野和谐共生冶的时代

精神遥 因此袁当代中国家具的情感意义应体现当代中国

人生活的价值袁 设计哲学上强调的是人要家具要社

会要自然系统的和谐共生遥
三尧中国传统家具的当代情感化设计视角

渝 以民族精神为根源

民族精神是民族性的最高层面袁 是民族文化的

核心袁也是民族文化的精华遥 在家具设计中袁民族精

神在设计中的体现往往是潜在的袁 只有当异质文化

进行对比时袁才会体察到民族精神在设计中的作用袁
才会感觉到中华民族博大深厚的文化底蕴所赋予家

具方面的品质遥 在西方袁中国传统家具风格素有野中
国主义冶之称袁由此可见袁中国家具最终所展现的设

计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作用所在遥 康定斯基

所言院野正如每一位艺术家必须使自己的语言为人所

知一样袁 每个民族也都必须让其他民族听到自己的

声音袁这个艺术家所属的民族也不例外遥 这种内在的

联系反映在形式中袁它构成了作品的民族因素遥 冶对
中国家具的情感化探索袁 只有建立在民族设计精神

的价值取向上袁 才会涌现出具有活力与生命力的优

秀设计作品遥
渔 以情感诉求为动因

野产品由于与人类的特殊经历尧关系尧事件等而被

赋予情感的特征袁它蕴涵着丰富独特的个体感受遥 冶[2]家
具是情感的载体袁 中国传统家具饱含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鲜明的情感诉求袁 它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

的价值取向遥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袁经济形态以及消费文

化的转变越来越凸显家具的情感价值袁 它是人们寻找

精神依托尧情感认同的必然选择遥 以情感诉求为动因袁
不等同于以感性设计为原则袁 首先得明确家具传递的

情感内涵的层次袁这是情感化设计的基础遥 其次袁关于

传统家具情感诉求的当代转化问题袁 必须找到合理的

对接点融合情感的民族性与时代性遥 最后袁使用情境与

消费群体的情感诉求的统一遥
隅 以共生美学观为指导

中国家具的传统美学具备着本源的文化性袁 她是

一个自足的完成态袁多元文化的冲突尧碰撞尧融合使得

这种独特的话语系统被打破遥 中国现代美学却是与本

源文化断裂的结果袁 是西方学术和文化思想闯入中国

后诞生的产物遥 而共生美学观主张传承与创新共生尧科
学与艺术共生尧历史与现代共生尧人类与自然共生以及

不同的文化和美学观的共生袁 它使中国传统家具在一

个更加广阔尧包容的系统中得以发展遥 共生美学观下的

情感设计可以突破中国家具传统美学的羁绊袁 呈现出

高度的开放性袁满足多层次的情感诉求遥
四尧结论

随着当今社会经济形态和消费文化的变革袁 设计

的导向已由以往的技术生产尧市场袁转移到了如今的消

费者袁设计关注的焦点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遥 消费者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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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产品本身袁而是所谓野心的满

足感与充实感冶遥 家具的情感意义已成为消费者新的诉

求点遥 随着人们消费文化的转变袁人们在物质功能满足

的同时越来越追求设计的情感价值尧人文内涵遥 家具作

为凝聚中国文化内涵的载体袁 也越来越重视对话的功

能要要要即人类心灵与情感的沟通遥
本文以国内外对传统家具的当代化理论研究和

实践探索为基础袁深入阐述了传统家具的当代化抉择

问题遥 在此基础上以传统家具的当代情感诉求为基

点袁运用设计符号学尧情感化设计等理论袁探索新的历

史语境下传统家具的新人文精神以及情感化设计视

角遥 目的是为探索中国传统家具的当代情感化设计语

言袁表达传统家具的当代人文精神袁挖掘传统文化的

当代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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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由安尼施窑卡普尔引发的从微观感性到宏观理

性的思考

安尼施窑卡普尔(Anish Kapoor)是一位具有双重身

世的艺术家遥 1954 年袁他出生于印度孟买袁20 世纪 70
年代初迁居到英国伦敦袁先后就读于霍恩西艺术学院

和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袁现居住于英国伦敦遥 安尼

施窑卡普尔的父亲是印度人袁母亲则是犹太人遥 据卡普

尔所说袁他的母亲在几个月大的时候随家人从巴格达

移民而来袁被一个印度犹太人抚养长大袁外公则是普

拿市犹太教会里的领唱遥 那个时候袁孟买犹太区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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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达犹太人袁 但安尼施窑卡普尔的父亲是印度旁遮

普家族遥 1971-1973 年安尼施窑卡普尔曾在以色列的农

庄里学习电子工程专业袁而此次的学习经历让卡普尔

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要要要成为一名艺术家遥
1973 年袁他怀揣着梦想先后在霍恩西艺术学院和切尔

西艺术与设计学院求学遥 如此多重身份背景以及丰富

生活经历使他创作的作品不仅融合了东方的宇宙观

和西方极少主义袁也显示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冲突

与对抗袁他的作品容易引发人们对对立统一事物的关

注与思考遥
渝 从微观感性到宏观理性

艺术的创作过程袁 是从艺术创作思维进入物质材

料然后实施的过程袁即艺术形象逐渐显露的过程袁同时

也是材料自身形态进一步发生改变的过程遥 而安尼施窑
卡普尔的艺术创作并不局限于材料的形态本身袁 而是

获得从材料与形态逃离的一种能力遥 某位评论家曾说

安尼施窑卡普尔是在整块的岩石上凿洞袁在各种盘状或

碗状的载体上抛光袁那就像天堂的穹顶[1]遥 由此可见袁安
尼施窑卡普尔的作品具有一种清晰的野去物性冶遥 比如从

卡普尔早期成熟作品野1000 NAMES冶开始袁到野PUSH-
PULL冶和同时期的野SHOTING INTO THE CORNER冶不
难发现他作品具有一个野去物性冶的过程遥 不仅跳脱了

西方极少主义中对形态的追求袁 更加摆脱了极少主义

的客观静态语言袁 这是宏观理性与微观感性的艺术语

言相互转换的结果遥
无论知识以什么方式以及通过什么手段与对象

发生关系袁它与对象直接发生关系所凭借的以及一切

思维当做手段所追求的袁就是直观遥 而通过我们被对

象刺激的方式获得表象能力的叫做感性遥 因此袁借助

于感性袁才能提供直观遥 而康德所著的叶纯粹理性批

判曳曾提及院理性是从人类的认识思维和实践活动中

发现袁 是关于理性事物的命题判断知识或真实信念袁
是从人类的认识思维活动这个本体事物中发现出来

的主体事物[2]遥
极少主义的作品往往运用工业化的材料和工业技

术手段进行去情绪化的创作袁作品抽象冷漠袁不留本体

痕迹遥这是一种近似宏观理性的艺术语言遥从卡普尔的

作品中不难发现在整体形式上与极少主义的内在联

系袁 但他在材料选择与形态上完全与西方极少主义相

反遥 他早期作品中的鲜艳粉末袁让观者不由想到他印度

身份下的宗教色彩袁 而红色的固态蜡油所具有的象征

意义袁更让他的作品有别于极少主义袁强调了主体现象

给予的感性刺激遥 因此袁对卡普尔的艺术作品和创作状

态的解读须由宏观理性和微观感性两个视角组成遥
渔 微观感性和宏观理性中的空间与时间

空间不是一个关于一般事物的关系推理概念袁或
者是如人们所说是一个普遍概念袁而是一个纯直观遥 因

为首先袁人们只能表象一个惟一的空间袁而当人们谈论

多个空间时袁 人们只是把它们理解为同一个独一无二

的空间的各个部分遥 这些部分也不能作为惟一的空间

组成部分袁有可能用这些部分复合成它袁先于它袁或者

只有在它里面才能被设想遥 它在本质上是惟一的袁它里

面杂多尧从而还有一般的诸空间的普遍概念袁都仅仅基

于各种限制遥 由此得出袁就它而言袁这一种先天直观不

能被经验性的总结袁是关于空间的所有概念的基础遥 就

几何学为例袁一个三角形的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袁就绝

不是从关于线和三角形的普遍概念中来袁 而是从直观

中袁并且是先天地以无可争辩的确定性引申出来[2]遥
与空间一致袁 时间也不是以某种方式从经验抽象

出的经验性概念遥 时间是作为一切直观之基础的一个

必不可少的表象遥 时间的无限性无非意味着院时间一切

确定的长短都惟有通过对惟一的作为基础的时间的限

制才是可能的遥 因此时间这一源始的表象必须不受限

制地给予[2]遥
因此袁 空间和时间是不受宏观理性作为先验性总

结的袁 他们必须通过纯直观的表象进行微观感性的无

限延伸遥 并且袁我们也承认在本体限制下的宏观理性遥
而安尼施窑卡普尔在极少主义宏观理性的视角下之

后袁通过材料与造型的把握袁从而让雕塑在空间中野隐
形冶袁让雕塑不在场遥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成为美

国芝加哥城市标志的巨型公共雕塑叶云门曳遥云门的整体

造型如一颗巨大的豌豆袁 由 168 块独立的不朽钢板制

成袁高 10 米,长 20 米,重达 125 吨袁外表光亮遥天光云影袁
建筑行人袁周围的一切都投射在它上面袁并随着天气状

况和观察者位置的变化而变化[3]遥它如一个巨大的容器袁
把前来观看的每一个人都吞没在它的体量里面袁同时又

好像轻如薄云袁随时都能幻化无形遥它的底部袁有一个向

上的凹陷袁如黑洞一样袁将所有观看者的倒影拉长汇聚

在顶部袁 这些无不是在暗示着周围一切的发生与消失袁
甚至这个雕塑本身也将消失在其本身遥

作品一方面是表述作品本身袁 另一方面侧重则是

不断在变化的环境本身袁 从而构成一种跨越并打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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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对本体的制约性袁每时每刻袁每个角度都能让观者获

得不同感知遥 正如美国极少主义艺术家艾德莱茵哈特

所言院观看并不仅仅是看袁艺术教会人们如何去看[4]遥 这

件作品在很多媒体和批评家眼中袁 被描绘为脱离物质

存在的发光物形袁披上了形而上和神秘主义的外衣袁并
且袁 这种对其的认同感通常是直接来自于感官和精神

的袁微观感性也由此体现遥 卡普尔经常谈到消除作品艺

术中的艺术家的签名和人工制作痕迹袁 他渴望作品作

为本体本身存在袁 这样存在因材料的控制与周遭发生

关系袁改变了人们面对的时空概念遥 这个非传统入口袁
最终的指向是卡普尔所希望的精神领地袁 这是一种感

知先于认知的开创袁 也是一种通过微观感性集合转换

而成的宏观理性遥
二尧 由安尼施卡普尔引发的从宏观几何构成寓言

到微观非物质叙事与自我生成的思考

由于安尼施窑卡普尔的时代背景袁他从极少主义雕

塑中借鉴了诸多观念遥 尤其是极少主义对材料的观念

以及对作品和展览空间的关系对他影响很大遥
渝 安尼施窑卡普尔作品中的宏观几何构成寓言

卡普尔在求学时认识了两位赫赫有名的极少主义

艺术家唐纳德窑嘉德渊Donald Judd冤和卡尔窑安德烈渊Carl
Andre冤遥 作为极少主义的代表人物袁唐纳德窑嘉德的创

作多以几何造型为雕塑造型袁采用非天然材料袁并通过

同一单元的重复性尧 机械性的排列或堆砌形成一种规

律性袁甚至是对称性的稳定的秩序感遥 这一切的目的都

是为了减弱作品的主观气息袁 让物体更接近客观存在

表达主体抽象经验袁往往没有内容袁没有主题袁没有象

征性袁没有隐喻袁不表达对本体的直观反映遥 卡尔窑安德

烈则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袁 选择了单纯尧 原本的形

式袁并保留材质特色遥 而卡普尔的执教老师保罗窑尼亚

古渊Paul Neagu冤对他的创作也起了重大影响遥 保罗窑尼

亚古绕过传统的抽象袁把精力放在野借喻冶的手法上袁但
又与骨子里的极端现代主义和工业化语境碰撞袁 使他

的作品常常涉及到冥想的状态和宇宙发生论袁 或神圣

或虚构遥 由于这些老师的影响袁卡普尔的作品虽然在形

式上与极少主义有内在联系袁 但是他不像极少主义作

品那样爱使用工业形态的三角形尧 矩形等直线趋冷的

造型袁而是在几何造型上加入了曲线和不规则形体袁并
且将野借喻冶的手法作为其重要的手段与途径遥

卡普尔的作品叶我的红色故乡曳袁其整体艺术形态

以几何图形中的圆形为主袁 但是却有别于一般极少主

义作品的形态遥 作品的形态更近似于一种手工化的自

然形成特性袁 从文化和心理上来说这个艺术造型语言

是温暖的遥 而在作品中心缓慢移动的金属臂反复地解

构与重塑其正圆的形体袁构成一种巨大的张力袁使其与

温暖相对立袁 给人一种执拗尧 沉重的印象遥 作品的颜

色要要要红色也让人印象深刻遥 这种红色类似印度的朱

砂红或者是血液的颜色袁 呈现出关联原始祭祀的行为

意涵遥 由此可见卡普尔试图传达的某种隐晦和深刻的

寓言性遥
另外一件重要的作品是卡普尔为巴黎大皇宫创作

的作品野利维坦冶遥 卡普尔这样描述这件作品院野这是一

件独立的物体袁一块独立的构建袁一种独立的色彩噎噎
我希望创作一个能与大皇宫相互映衬的高亮空间袁并
邀请游客步入其中袁沉静和陶醉在颜色里袁而我相信一

定会是这样的遥 我希望这是一个引人深思袁给人带来诗

意的体验遥 [5]冶这件作品以圆形与球体作为几何造型基

础进行变化袁整体如一个巨型的气球膨胀在皇宫内袁且
颜色也是卡普尔惯用的暗红袁 与皇宫上方的玻璃穹顶

射入的光线交错叠映遥 整件作品体量庞大袁几乎利用了

大皇宫中殿的整个空间袁 在这个空间中卡普尔用三个

球体进行连接遥 每个球有三个洞穴入口袁 却又无法穿

透遥 野利维坦冶是叶希伯来圣经曳里的一种海怪袁有着扭

曲尧漩涡等含义遥 另外袁在基督故事中袁利维坦也是与七

宗罪中的野嫉妒冶恶魔相互对应遥 此作品给人一种置身

其中却又有所隔阂的奇特感受袁 令人联想到人体器官

与宗教寓言的宏观联系遥
渔 安尼施窑卡普尔作品中的微观非物质叙事与自

我生成

野我总是尝试着创作那些非物质的尧 不确定的东

西遥作为一名艺术家袁我真的没什么要表达的遥要不然袁
我就该去做个记者遥 但是袁我想邀请人们来追寻遥 [6]冶安
尼施窑卡普尔不是一位仅仅从材料出发的艺术家袁其最

典型特征是游走于物质与精神空间尧 材料与非材料的

边缘遥 他的作品旨在引发人们的关注与思考[7]遥 他力求

作品本身自我创作尧自我言说遥
变化性是卡普尔所使用材料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属

性遥 在叶向隅射击曳的作品中袁一个炮筒被放置在场地中

央袁旁边堆放一箱箱的抛射弹袁每隔 20 分钟就会有人

填充野弹药冶发射遥 正如作品的字面意思一样袁装有红色

材料的炮弹被抛射到房间一角袁 无数次的重复抛射让

红色物质层层堆叠遥 这种特殊的方式将材料的非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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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充分展现袁不同于物质材料的静态展示遥 而作品的自

身语言通过这种方式自动生成袁 似乎在寻找一个宣泄

感情的出口遥
另一件作品野Svayambh冶则是用相似的手段自我生

成艺术语言遥 Svayambh袁在梵文中被译为野自我生成冶遥
一个 1.5 米长的红色蜡块被安装在一个移动的轨道上袁
然后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被迫向前方的门移动袁 由于蜡

块总比门框略微高大一些袁 所以每次在通过的时候总

会被刮掉一些袁 这些原本完好的物质形态将会渐渐消

失磨灭袁留下红色的粘稠物质袁白色的门框周围也被染

上痕迹遥 整个作品非常具有仪式感袁在这过程之后留下

的红色残渣也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创伤形式[8]遥 这样一个

动态装置很好地向观众表达了野自我生成冶的含义遥 这

是对作品的内在物质和外在感受的探索袁 是感知先于

认知的直观感受袁接近于本体的微观世界遥
三尧艺术实践即真实连接

无论是微观世界的感性还是宏观世界的理性袁必
须通过现象的直观感知才能解读遥

一个空间往往是杂多复合的多元组合袁 但是它的

表象往往直观单一遥 英国的诗人尧美术批评家 Herbert
Read 说院野现代美术的机械或几何性显示出一种特殊

魅力袁 因为他们的基础是所有的历史里面重复的几何

艺术遥 [9]冶
研究安尼施窑卡普尔的作品袁引发了对微观世界和

宏观世界两个不同的视角的探究遥 而探究发现这两个

不同视角下对艺术作品形成的不同解读以及时间与空

间的不同转化袁 得出一种连接方式要要要艺术实践即真

实连接遥
意大利学者阿甘本的专著叶潜能曳中袁有专文论及

野物自体冶遥 野物自体冶渊to pragmaauto冤袁这个表达出现在

对西方哲学史有很大影响的柏拉图的叶第七封信曳中遥
柏拉图认为院野每个存在冶都有三个东西袁它们是

获得关于那个存在的知识的必要手段曰知识本身是第

四个东西曰而我们必须设想袁野物自体冶是第五个袁它是

可知且真正存在的遥 第一个是名称曰第二个是定义曰第
三个是影像曰第四个是知识曰第五个是物自体遥 阿甘本

在其对野物自体冶的专文中举例院柏拉图以叫作野圆冶的
东西为例袁它的名称就是野圆冶曰第二袁它是由名词和动

词组成的定义院各端到中心的距离处处相等曰第三袁则
是那个被描绘尧被擦去袁用镟床塑造出来有朽坏的东

西曰第四个东西是关于野圆冶的知识尧智慧以及真实意

见曰但第五个圆不受这些分殊影响袁虽然都与之有关袁
却不同于它们袁是对于形体尧色彩尧善尧美尧正义袁以及

对所有的形体袁无论人造还是自然生产出来的灵魂中

的气质遥 因此袁野物自体冶尽管以某种方式超越语言袁却
只有在语言中并且借助语言袁才是可能的曰确切来说

它是语言的产物[10]遥
而野物自体冶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也占有重

要的一席袁 不过亚里士多德的野物自体冶不光是对柏拉

图野物自体冶的重复袁还有反驳遥 因为野物自体冶这个抽象

的概念无法量化袁在叶解释篇曳中袁亚里士多德的野物自

体冶是被驱逐到语言意指的过程之外的遥 通过驱逐野物
自体冶袁避免了语言逻辑的缺陷袁而且野物自体冶被亚里

士多德定义为野无法言说冶的袁既不关于某个主题袁也不

在某个主题内部的东西遥 这表明野物自体冶不是在某个

主体的基础上被说的袁它没有预设袁是因为它本身就是

那个绝对的预设袁 所有的话语和知识都奠立在它的基

础之上袁它是自主的袁只有不在某个主题内部袁才能清

晰地展示自己遥
根据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文献描述袁 我们可

以得知野物自体冶的真实存在袁只是因为其抽象和无法

量化袁 并没有被之后的哲人解读袁 但随着启蒙运动对

野人冶的觉醒袁野物冶的觉醒历程也逐渐开始遥 许多世纪以

后袁重读荷尔德林对索福克勒斯译文袁会发现在他在注

释中的一个关键之处袁即他试图解释悲剧呈现渊Darstel鄄
lung冤的时候袁将其比喻为院它是自然的抄写员袁浸润它

善意的笔袁这里的笔不是从思想中蘸取墨水曰笔作为人

类简单的物质工具袁在这里是独立的遥
由此我们在界定何为今天的野物自体冶时袁可以认

为它是独立于语言的意指袁却又与语言有关袁它是不可

被预设却可被感知的真实存在袁 而它的存在就只是为

了清楚地展现它自己遥
由于没有涉及到唯物和唯心之分袁野物自体冶 的概

念超然存在袁并没有像野存在冶一样被西方哲学广泛涉

及遥 但二位前贤把野物自体冶带出来袁就意味着野物自体冶
开始以野物冶的名义袁以自身的野场冶和携带的语言袁在唯

物和唯心的联接处成为一种物的气质的感应遥 尤其在

今天艺术家的作品中逐渐展示其能量源遥
因此袁 艺术创作实践是保持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

的真实连接遥 通过艺术创作实践袁可以发现这种艺术语

言的转换方式可渗透艺术创作的各个方面遥
随着科技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袁 当代艺术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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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梦云 由安尼施窑卡普尔引发的从微观感性到宏观理性的思考

比以往更加丰富的创作理论方向和方式遥 笔者通过观

察学习安尼施窑卡普尔艺术作品袁从微观世界和宏观世

界两个视角引出关于建立两种视角真实连接的思考袁
可以给今天的艺术家不同的灵感袁 使得这种探究方式

成为新美学的奠基者遥 这两者世界的相互关系袁涵盖了

人文尧社会尧寓言尧艺术尧科学等多种领域袁为艺术的多

元化带来了新的动力袁 有助于完善思辨方式和艺术语

言转换的手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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