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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专案
072材质的诗歌
MAX LAMB，这位来自康沃尔的设计师，用强烈的好奇心探索身边每一种材

质成为一种设计产品的可能。最新的一套瓷器用品则是他在石膏模型上用

雕塑家的工作状态一刀一刀刻出了产品原型。

078互动式织物
SYMBIOSISO系列互动式织物是一种能够对外界刺激进行判断反应的特殊材

料。使用者可以通过触摸面板得到呼应。它为以后的建筑，装置，工业等设

计品的表面材料选择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与可能。

084律动羽毛亭
在2012北京国际设计周上，FEATHER PAVILION创意装置艺术完整地呈现在大

众面前。设计结合了新型TPU POLLI回收砖，以线条与空间的概念合成了独特

的氛围，展示其对性能化、轻量化、贴合化以及可持续性四大设计主旨的个

性诠释。

092厨房新格局
意大利高端厨房设计品牌VALCUCINE推出的NEW LOGICA SYSTEM厨房组合系

统，配件按照人体工学设计，可自由调校装配，令家居烹调更得心应手。它背

后的设计理念是确保厨房用品伸手可及之余，用户还能够在一瞬间将物品

整理收藏妥当。

098可住宿的设计商店
今年9月，在阿姆斯特丹的历史中心区，DROOG DESIGN开设了一家特殊的旅

馆——HÔTEL DROOG，为客人提供前所未有的殷勤好客体验。新的设计酒店

位置醒目，有望成为阿姆斯特丹心脏的新文化中心。

104John Galvin：资深“木匠”
家具木匠、手艺匠人、家具艺术家J O H NGALVIN保持着与生俱来的对品质设计

的真挚激情，坚持专注于用传统的家具木匠手艺及方法来制作家具，且只用

硬木设计制造独一无二、精致迷人的高端定制家具。

110金匠手中的“工业废料”
意大利首饰设计师PAOLA MIRAI利用封存的概念，将电器拆卸后的零件封存在

一种透明轻质材料当中。老旧斑驳的电器零件被镶嵌入纯净透明的材质中，看

起来像是被冰封起来的另类化石，有种遗世独立的美感。

118Pepe Heykoo：旧物翻新，从零开始
荷兰埃因霍芬设计学院（DESIGN ACADEMY EINDHOVEN）出了很多人才，设计新

秀PEPE HEYKOOP迅速崛起，他不是“破坏者”，而是个“拯救家”。

124DESIGN GROUP ITALIA：改变生活的日用设计
成立于1968年的意大利设计团队（DESIGN GROUP ITALIA），是一个涉及多领域

的国际化设计机构，拥有一支文化背景不同但各有所长的设计精英团队。他

们为多家国际大型企业成功提供了数个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全方位设计解决方

案，从产品到品牌，涵盖设计全流程。

132THINKK Studio：功能的趣味表达
来自泰国的设计DECHAARCHJANANUN PLOYPAN THEERACHAI虽年纪轻轻，却将

自己建筑专业背景与产品设计融合的恰到好处，打造出具有丰富文化层次的

日常用品。

1382012伦敦设计节
走过十年的伦敦设计节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设计大事件之一，也成为

伦敦的一张醒目标签。今年伦敦设计节，400余场与设计相关的活动以V&A博物

馆为中心蔓延至城市的各条街道。本期杂志为读者从众多展览中挑选了融入

街道中人气最旺的“长椅年”系列长椅设计展，以及解读伦敦设计奖的新晋获

奖者的精彩作品。





意大利首饰设计师PAOLA MIRAI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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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所有设计师都认同材料对于完成高品质

创作的价值，但是材料却经常性的被很多设计师

所忽视。一方面，设计师缺乏有效的材料学背景，

无法掌握更多关于材料发展变化趋势、材料类

型、材料性能的知识和讯息；另一方面，设计师往

往过于强调创意和设计本身，而忽略在设计执行

过程中对于材料的研究和理解。

而在材料的立场上，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设

计师意识到材料对于成就卓越创作的重要价值，

在实际应用和实践过程中，材料所呈现的美学和

品质状态仍然常超越设计师想象和理解的维度。

对于材料的理解和使用能力是判断设计师水平的

重要标准，无论对于产品设计、服装设计，还是室

内设计、装饰设计、平面设计等不同门类设计工作

者而言，材料常常成为影响设计作品质量的关键

条件，特别对于中国设计师，由于缺乏有效材料

知识，以及整体配套材料机构和供应链无法保证

高品质的材料供应能力，极大地限制了中国设计

师对于材料创新和设计的控制能力。

对于设计师而言，材料不是作为一种技术结

果而呈现的，它通常是以状态的方式出现在设计

师的创作范畴中。基于此，材料的状态被描述为

几种不同的可能性，包括材料的日用状态，强调

如何在日常生活使用过程中理解和认知材料的性

能和效用；材料的技术状态，它指出绝大多数材

料都是技术创新的结果，或者需要通过技术处理

以达到理想的材料结果。理解材料品质生成的技

术原理和技术过程对于设计师更有效的使用材料

和创新设计具有重要作用；材料的美学状态，这

是材料表达层面上最直接和设计评价关联的一

种材料认知标准，并且对于设计师素养需要更高

的要求。如何在简单的材料中发现和创造高级的

设计美学品质常常成为区别设计师能力和水平

的核心标准之一。著名产品设计师深泽直人说：

“我的创作不过是让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产

品和材料更加精致和优质一些。”日本著名的生

活品牌无印良品某种程度是关于朴素材料的优

质生活美学化的品牌；最后是关于材料的文化状

态，这是指和地域生活文化、地理环境、资源特

征、民俗文化关联的一种材料理解和判断。在全

球化的背景下，地域性的设计不仅是作为一种表

达区域个性的设计策略，也看成是如何保护和发

展地域文化、资源、生活品质的重要标准。日本

建筑师隈研吾在其所实施的建筑方法和工作原

则中，一直强调如何利用地域性的材料和地域性

的文化特征来完成委托项目的建筑设计。

在设计创作标准上，设计师对于材料的选择

和使用，无论基于材料的哪种状态，仍然必须回

到材料的功能和美学两种基本立场上。即使用一

种材料是否意味着更加有效的功能实施；是否意

味着更加优质的产品美学。而在具体设计实践过

程中，对于目前设计师的实务经验而言，大量设

计师在材料层面至少存在两个部分实践困境。

一种是如何在简单、朴素，甚至废旧、破败

的材料中发现设计品质和美学特征，通过设计创

新有效表达和呈现材料可能具备的品质和美学

质感，比如对于废旧物品和材料的再利用和创新

设计。当全球废旧产品成为环境和生活负担时，

从材料创新的角度和立场，设计师是否能够提供

更加有效的方法和策略来应对这种发展困境。在

欧洲，一些新锐设计师开始从事废旧材料创新设

计的工作，并且完成了一系列杰出的设计，每年

米兰家具展都会呈现一系列类似主题的创作；

在中国，也有一些设计师开始探讨朴素、简单

的，甚至是废旧材料的创新性问题，但是整体局

面仍然并不理想。FREITAG箱包品牌大概是最具

代表性的、成功地利用废旧材料创新设计的品

牌之一。1993年创始于瑞士苏黎世的FREITAG品

牌是典型的废旧材料创新设计的成功典范，使

用废旧卡车防水布、自行车车胎和安全带等废

旧材料，通过优质的设计创新和制造处理成就

国际箱包品牌的个性典范。

另一种实践困境是如何对于最新材料趋势

和新材料进行发现、研究、选择和创造性的使

用，甚至设计师如何成为材料创新的专家，这需

要设计师在材料创新维度和趋势发展层面的能

力。每一年，全球材料科学研究领域都会创造

性提出和研制一系列新型材料类型，但是真正

被使用和制造成优质产品的材料非常稀少，作

为材料使用的专家和创新工作者，设计师需要

在材料的创造性使用和材料价值转化为经济、

生活、产品、美学价值过程中提供更加主动、专

业的思考、方法和策略。

在基于材料立场的设计创新工作层面，设

计首先是一种发现，如何在不同材料类型和不

同材料呈现状态中发现材料的功能、美学和文

化品质；其次设计是一种研究，讨论材料如何转

化为卓越设计作品的技术方法、工作原理等；最

后是创意，即如何突破材料的限制，最大程度释

放材料的品质。从这个角度，材料创新不仅关于

未来，也关于当下和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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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模块沙发
被切碎的纺织品的残留物制成的沙发，由于面料

再造的自然属性，材料的颜色并没有两块完全相同

的。沙发的颜色完全取决于其中混合纺织品的颜

色，就如同美国当代抽象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杰克

逊·波洛克的作品，在纵横交错的颜料组成的图案

中体现着激动人心的活力ATELIER BELGE/2012/

WWW.ATELIERBELGE.EU

中国台湾/拱竹凳
设计师想让使用者通过这款竹凳体会到竹子光滑的特质、惊人的

韧性及最大程度的舒适度。生产过程中设计师用机器生产替代了

部分手工工艺，以便于其批量化生产。因全部材料都是竹子，整把

凳子都可以回收循环利用/GRASS STUDIO/2012/

GRASSSTUDIO.MYWEB.HINET.NET

法国/铝凳
将铝材制作成不同形状，然后

根据人员需要可以拼成不同

形状和长度的凳子，模块化的

设计和简便的连接方式让凳

子形状充满无限想象/ARTHUR 

HOFFNER/ÉCOLE NATIONALUE 

S U P É R I E U R E  D E  C R É AT I O N 

INDUSTRIELLE - LES ATELIERS - 

PARIS/2012/

WWW.ENSCI.COM

澳大利亚/窥视椅
看起来不太和谐的塑料眼睛被安置在布面椅上，大

红色的绒布亮眼醒目。这是澳大利亚艺术家的作

品：窥视椅，作品要表达“对于外表的喜爱”。椅子

的表面用红色天鹅绒布缝制，布纹的纹理形成了眼

睛的眼睑部分。整体来看，过度的“凝视”让使用者

不易忘怀/FIONA ROBERTS/2012/

FIONA-ROBERTS.COM

法国/“LE 45”椅
40根软线按横25根，竖15根

以梯形的木格形态交织成

网状，然后用黑色、蓝色、

黄色和红色的皮筋将每个

交叉点固定。木格斜靠固

定在墙上，人们可以坐在网

上，让其变成一个方便座椅

/CLOTILDE BOUSSIN/ÉCOLE 

EUROPÉENNE SUPÉRIEURE 

D'ART DE BRETAGNE - SITE 

DE RENNES/2012/

WWW.EESAB.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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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可堆叠的椅子
将绳子在拥有靠背的圆筒中部织成网状，即刻将其变

身为座椅，根据切口，还可以讲座椅堆叠起来，节省

空间/AMMAR AWATEF/ÉCOLE SUPÉRIEURE D'ART ET DE 

DESIGN DE VALENCIENNES/2012/

ECOLEDESBEAUXARTS.VALENCIENNES.FR

法国/风景画扶手椅
将正三角形的软皮用线缝制成一整块皮垫，用同色系的

布料包边，随意铺在扶手椅上则可充当靠背和椅垫/ALICE 

AUBERT/ÉCOLE CAMONDO-PARIS/2012/

WWW.ECOLECAMONDO.FR

中国台湾/玉璧凳
来自台湾的设计师 YU-FEN LO设计制作了

这款 RU-JU STOOL榉木凳子，设计灵感来

源于中国传统的玉璧造型，非常雅致舒

适。凳子腿采用弯曲的竹材制作，凳子顶

部好似悬浮在空中/YU-FEN LO/2012/

WWW.CONTEMPORI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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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JOPPLE”健康凳
木质船型框架的凳子里包含了一个比木质凳稍矮一些

的海绵软凳和三个薄的海绵坐垫，集成组合家具，方便

了大家的使用/MATHILDE DE COLNET, CAMILLE JAIGU AND 

MARION VEAUVY/JEAN-CHARLES QUEFFELEC/ÉCOLE DE 

DESIGN NANTES ATLANTIQUE/2012/

WWW.LECOLEDEDESIGN.COM

美国/救援雪橇
这款救援雪橇是以安全为导向的工具，这种工具必须满足两种

用户群的需要，一方面，搜救和巡逻人员在携带雪橇时必须方便

且省力，另一方面，受伤的游客作为最终用户也必须得到妥善保

护，并且在乘坐雪橇被救援时不会感觉自己是别人的负担 /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2012/

WWW.ARTCENTER.EDU

美国/手术缝线机
这款缝线机是用于开放式手术和腹腔镜手术的缝合器

械，同时包括止血和剪断功能，能满足无菌手术的需

求，适用于各类外科手术/MATT MILLER/2012/

WWW.JNJ.COM

瑞典/微透析套件
微透析是一种将灌流取样和透析技术结合起来进行活

体生化取样的新技术。这款设备包括一个无菌封装、

导管、连接器、导引器和泵，将微透析工具做成无菌套

件有利于简化手术过程中的程序，同时降低操作错误

和连接仪器的工作量/UMEÅ INSTITUTE OF DESIGN/2012/

WWW.DH.UM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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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折叠独木舟
ORU折叠皮划艇是旧金山设计师 ANTON 

WILLIS的一款独特设计，由一个方形手

提箱展开到一个完整的海上皮划艇只需

不到5分钟。目前定价为500美元/ANTON 

WILLIS/2012/

WWW.ORUKAYAK.COM

英国/折叠滑板车
继折叠自行车之后，伦敦工业设计师又开发出了可

以折叠的成人滑板车。折叠成人滑板车的车把、车

轮、刹车等外形与自行车类似，可以从车把下端和

后轮前端两处收折。收折时脚踏板被抬起，车把后

轮向内折叠靠拢，车轮收入踏板的位置，抬起的踏

板缺口可以固定车把/PHIL BRAUCHLE/2011/

WWW.PBDLONDON.COM

英国/塑身鞋
基于生物力学的鞋子品牌“瘦身

鞋”由来自伦敦的设计师设计。鞋

的表面是由两片完整的皮革组成，

中间有拉锁，让鞋子看起来更加生

动且富有运动效果。拉锁的设计还

有一种功能是便于消费者根据自己

的喜好，挑选出自己钟意的鞋子的

颜色进行搭配/RON ARAD/2012/

WWW.RONARAD.CO.UK

比利时/家居十字绣
喜爱十字绣享用其装饰居室

又嫌其不够大气的人一定会

喜欢这组家居饰品。设计师

CHARLOTTE LANCELOT设计了一

整套大型家居十字绣，由GAN出

品/CHARLOTTE LANCELOT/2012/

WWW.CHARLOTTELANCELOT.COM



视野 018

荷兰/阿莱西厨具
荷兰设计师与阿莱西合作，设计出一系列的厨房用

品。这一系列的厨具的材质是铝制品，上面覆盖着不

粘锅材质。厨具参加了2012年法国巴黎家居装饰博览

会的展出。由于消费者对于铝制品的认可度并不好，

因此设计师将材料做了细微的改动，并且在材料上添

加凹凸有致的图案花纹/MARCEL WANDERS/2012/

WWW.MARCELWANDERS.COM

法国/轮椅连接器
这个连接器可以安装在轮椅的前轮上。当轮椅使用者想从轮椅

移动到固定座椅上时，可以将连接器的另一端搭在座椅上，然后

顺着连接器上的坐板逐渐移动到座椅上，省力并且安全/MATÉO 

GARCIA/VÉRONIQUE HUYGHE /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 

RÉATIONINDUSTRIELLE - LES ATELIERS - PARIS/2012/ 

WWW.ENSCI.COM

瑞典/特制潜水服
在潜水中，控制自身的浮力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而对于截瘫的潜水员，

这几乎难以学会。而这款设备将浮力补偿机构从潜水者的上肢拓展到下

肢，通过控制各部分的充气区域，就可以控制自身浮力，保证在潜水中具备

一个稳定的运动轨迹/UMEÅ INSTITUTE OF DESIGN/2012/

WWW.DH.UMU.SE

阿根廷/泡沫木头车
MONOBLOCK泡沫木头车家族让孩子们可以根据自

己的喜好组装汽车和卡车，并用彩色无毒泡沫块给

车辆“上色”。可以更换的车厢和车轮让这组玩具

可以进行几乎无尽的组合搭配。设计师特别注重让

孩子在玩具中找到生活中车辆的影子，比如可以在

给玩具造型的过程中模仿空气动力学原理 /MEDER 

MARCELO/2012/

WWW.COROFLOT.COM/MONOBLOCK



视野 019

美国/观光三轮车
这个跨学科的论文项目将旅游城市

常见的观光自行车进行了颠覆性的

再设计。在工程师ERIC CROUCH的协

助下，设计师JOHN PELKEY创新设计

了重量轻、架构稳的三轮车，相比旧

款有座位高、座椅舒适等优点/JOHN 

PELKEY/2012/

PELKEYDESIGN.COM

英国/自行车壁挂架
QUARTERRE STUDIO日前与英国配饰品牌CHERCHBI合作推出了两款

限量特别版自行车壁挂架，完全英国制造并配有手工皮革装饰，下

方还特别设计了一个挂包的小钩/QUARTERRE STUDIO/2012/

QUARTERRE.COM
英国/纸雕心脏
这是英国设计师为一篇在男性医学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心脏

病研究的文章所作的设计。这是一幅具有解剖结构的纸雕

心脏。KYLE BEAN是英国非常有才华的手工艺设计师。2009

年毕业于布莱顿大学，现居住于布莱顿。他的创作主要是

以手工艺品为主，曾给BBC制作过动画，为纽约时报画过插

画，为塞尔弗里奇公司设计过橱窗展示/KYLE BEAN/2012/

WWW.KYLEBEAN.CO.UK

韩国/移动商店
这是一款移动应用程序服务的展示商店，它将“移动商

店”的概念从线上搬到线下，采用纸箱的外观，为游客提

供了一个独特的体验。在商店内店员帮助用户安装和浏览

公司的应用程序，同时也宣传了公司品牌/NHN/2012/

WWW.NHNCORP.COM



视野 020

以色列/吹制模彩灯
富有想象力的以色列设计师设计了一系列

吹制模彩灯。设计师先在一个可以朝任意

方向旋转的木箱里放好隔板，每块隔板上

有不同形状的缺口，然后给装有乳胶漆的

气球充气，系好口之后放入到隔板之间，

旋转木箱。一段时间之后，气球里面的乳

胶漆会变干，最后形成一个空壳，取下的

乳胶漆空壳包在五颜六色的气球里做成灯

罩。成品灯具看上去像是用嘴吹起来的一

样，另人称奇/EDEN OHANA/2012/

WWW.MATERIALICIOUS.COM

美国/升降式浴缸
这款浴缸的侧壁壁板可以电动升降，这样设计的好处首先是可以避

免用户以不自然的姿势迈入浴缸，以及随之而来的危险，尤其是行

动不便的用户。另一方面可便于水位的管理，需要多高水位就放多

少水，同时也缩短了排水和晾干浴缸的时间/KOHLER/2012/

WWW.KOHLER.COM

美国/免提通话系统
CALISTO 800系列集计算机通讯、手机及座机电话管理于一身的多功能免提式

通话系统，配合MICROSOFT OFFICE COMMUNICATOR和LYNC程序使用，结合多种

有效的通讯系统设备于一身，专为工作环境经常变动的办公室及家中工作人士

设计，方便日常沟通及联络/TERRY MCCALLUM/2012/

WWW.COROFLOT.COM/TERRYMCCALLUM

韩国/“转变”展览
展览由一系列功能性艺术作品组成，艺术家用金属和木材创作了一

系列雕塑和家具作品, 通过自己挑选的创作媒介实现对材料物质性

的探索。他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将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将普通的线

性建筑部件转化成弯曲的半几何化艺术作品，每件作品不仅拥有吸

引人的外形同时还作为家居物件拥有功能/JAEHYO LEE/2012/

WWW.LEEART.NAME



视野 021

中国台湾/双频段路由器
这款路由器采用了黑色钢琴烤漆

外观和棱角分明的钻石形机身，表

面用华丽的菱格纹装饰，与蓝色星

光指示灯相配合。在传输性能上，

采用了最新的8 0 2 .11AC技术，支

持2.4GHZ / 5GHZ双频段无线传输/

ASUS DESIGN/2012/

WWW.ASUS.COM

美国/全保真耳机
“音频宇航员头盔（AUDIONAUTS 

HELMET）”是一个专为DIGIFI（一

个高保真音频团体）爱好者设计

的头盔。设计该头盔的目的有两

个：一是宣传DIGIFI，二是证明高

品质音频可以带给人们更加真实

的体验/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2012/

WWW.ARTCENTER.EDU

以色列/削胡萝卜的刀具
这是一款专门用来削胡萝卜的刀具，等同为

一个大号（长7.8×宽5.5×高4CM）的转笔刀，

使用方法和转笔刀类似：把胡萝卜放到孔

里，转动刀子，就可得到铅笔屑一样的胡萝卜

片。刀具也可以用来削黄瓜、莴笋等和胡萝卜

的大小和形状相似的蔬菜。简单的设计将切

菜变成了一种削铅笔游戏，勾起了人们童年

的美好回忆/AVICHAI TADMOR/2012/

MONKEYBUSINESS.CO.IL

德国/便携呼吸机
这款呼吸机能满足不同环境下重症病人的呼吸支持需求，设计有快速访问按钮，

能自动识别不同仪器的接口，同时还集成了无线脉搏血氧饱和度仪，方便医师随

时监视插管效果和呼吸效率/UNIVERSITY OF WUPPERTAL/2012/

WWW.UNI-WUPPERTAL.DE



观点 022 “纯生态光”墙纸

“纯生态光”是一种高质的墙纸材料，由纯环保

材料制成。它本身无毒害，同时亦可消除空气中

的异味及有害有毒的气体和物质，给用户还原

一个纯净的空间。常用的建筑材料中难免包含

有害物质，影响居住环境，造成对人体或其他生

物的损害。“纯生态光”墙纸则不仅可以消除异

味，还可以控制空气中的湿度，并有抗菌和抗红

外辐射功能，从而为用户建造一个安全和优质

舒适的生活空间。它是由特殊材料和先进工艺

制成，技术包含粉末散射，将天然石粉和先进的

“功能粉”进行结合形成混合物；与旋转丝网印

刷技术结合，实现其表面上深压花的纹理效果；

蛭石粉（一种天然矿物）的应用则使其表面感觉

很自然。产品本身不含任何PVC塑料材质，它能

有效净化空气，帮助用户远离疾病，可消除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同时也是防火材料。

设计者：LG Hausys Design Center
时间：2012
exhibition.ifdesign.de

文_Text_葱子
图_Photo_if material design award

“纯生态光”墙纸
   PURE ECO LIGHT Wall 
Covering



观点 023“曲线TEX”复合材料

“曲线TEX”是一种创新的由纤维增强塑料制成

的复合材料，它可以被用来创造防水的晶格结

构，有着广泛用途，如灯具、家具、展台，或展馆

的外观及建筑模块等。与传统生产工艺不同，它

的几何结构元素并没有固定形式，因此没有昂贵

的成型过程；首先以极低的成本，运用“曲线TEX

形状控制”软件和CNC控制成型机，将数字化的

虚拟形态转变成现实，使单个原件进行多相复

合，以产生需要的结构形状，然后将树脂硬化后

得到所需产品。其低成本的生产过程，对于各制

造业，从汽车、航空航天、风力发电等行业，到

民用工程的室内设计或家具制造业来说，都具

有相当的吸引力。根据不同的要求，在不同的尺

度和不同的几何概念下，“曲线”亦可与不同材

料结合，如毛毡、PVC、亚克力板等，以创建封闭

的结构系统；可与纤维组织结合形成复合材料表

面；支持仿生学设计，创建巧妙的承重结构。

设计者：SuperTEX Composites GmbH
时间：2012
exhibition.ifdesign.de

“曲线TEX”
  复合材料
   SplineTEX®:  Shapeable
   Composite Material

文_Text_葱子
图_Photo_if material design award



观点 024 “劳芬”清洁涂层

无论是私人浴室还是公共卫生间，瓷砖上积存的污

渍、水垢总是给用户带来清理难题。市场上不乏各种

化学和天然除垢产品，但如果从源头便加以控制，当

然可省去许多后续麻烦。劳芬公司的LCC清洁图层，其

本质是一种硅酸盐陶瓷玻璃材料，可加涂在陶瓷表层

形成隔离保护膜，以达到防止污垢积生的功效。在陶

瓷烧制时，通过一个高度复杂的操作过程，将其与LCC

融合。LCC天然矿物材料的特性，使陶瓷表面最细微的

孔也可以被填充密封。使其表面粗糙度值远低于0.01

微米，几乎两倍光滑于传统涂料，让污垢和细菌等没

有藏身之处；其荷叶效应也使其更易于用水冲洗。此

外，因其由天然材料组成，所以可容易完全回收。

设计者：Laufen Bathrooms AG.
时间：2012
exhibition.ifdesign.de

“劳芬”清洁涂层
  LAUFEN Clean Coat

文_Text_葱子
图_Photo_if material design award



观点 025平衡木板

开发“与环境亲和、与用户友好”的材料，是当今弗

莱德尔公司（Pfleiderer Industrie GmbH）的努力目标，

“平衡木板（Balance Board）”是其新推出的产品。它

在满足其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极大地表达了可持续的

概念：无论厚度如何，其成份始终含有35%的生物转

换颗粒，既减少了原生木材的使用，同时亦对人体无

害。这种生物转换材料来自可快速再生的农作物，作

物在公司的生产基地进行种植，不需要长距离的运

输而降低了碳排放。其特殊的生物质颗粒结构，使

其具有优秀的负载能力；并且在相同承重量的情况

下，比一般刨花板轻30%，从而减轻了装卸和运输时

需要的能耗。

设计者：Pfleiderer Industrie GmbH
时间：2012
exhibition.ifdesign.de

平衡木板
BalanceBoard-
Wood Biomass Material
文_Text_葱子
图_Photo_if material design award



观点 026 珠宝金属：“钢之炼金术师”

“艺术500钢之炼金术师”，是一个既新颖又巧

妙的新材料，它采用艺术级的先进技术，创造出

超美学和功能的不锈钢表面材料。不同于其他

不锈钢材料的是，它可用于特定领域，其结合了

不锈钢和铬的外观，有着灵活多变的颜色，可以

细致到发丝程度的蚀刻技术，因而拥有无限广

泛的应用范围。其亮点在于，最后得到的不锈钢

表面，有着妖娆多姿的曲线和其分割而成的面，

不同区间面有着不同的拉丝走向和颜色深浅，

最后组合形成一副天然的抽象画。它满足一切

不锈钢的功能，高光优雅，华丽却又自然，防锈

性能优异；同时满足用户的审美和实用需求，在

冰箱及其他家电市场里，有着光明的未来。

设计者：LG Hausys, Ltd.
时间：2012
exhibition.ifdesign.de

  珠宝金属：
“钢之炼金术师”
   Metal Alchemist: 
   Jewelry Metal

文_Text_葱子
图_Photo_if material design award



观点 027钢化玻璃面板

大型电器的设计和材料运用愈加丰富，常让用

户挑花了眼。这款应用在LG冰箱上的钢化玻璃

面板由一种新的工艺（珠宝玻璃）制成：通过将

玻璃粒子融合，提供视觉和触觉效果皆优质的

材料。其极精致外观和图案表达的设计灵感来

自韩国艺术家Kim Sang-yoon的平面设计作品。

它的外观涂层工艺处理技术，将触觉感添加到

传统视觉表达上，使产品丰满典雅，有着强烈的

立体感。仿木纹的设计，面板上有着层次分明的

复杂凹凸感，深褐、暗金的色彩搭配显得沉稳大

气，适合大部分家庭厨房的内部装饰风格。

设计者：LG Electronics, Inc.
时间：2012
exhibition.ifdesign.de

钢化玻璃面板
SxS Refrigerator
文_Text_葱子
图_Photo_if material design award



观点 028 生态纸浆

在现代，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能力有着大幅提

升，许多日常用品可以批量生产，满足了用户的

所需外，却也养成了用户对于自然资源，尤其是

纸品类的浪费。因其制造成本低廉，便于运用，

于是纸成了最容易被废弃的品类，而其原材料的

再生速度已经越来越难以跟上消耗速度，因此更

需要被回收利用。LG公司将废纸回收重铸，使其

不再“柔软”，而制成坚硬的面材。“生态纸浆”

是一个品牌名称，包含一组由固体面材，由废旧

报纸和其他废纸制成。其抗压抗划痕能力不亚

于传统面材，材料表面的颜色纹路则来自废纸本

身的颜色，不会再用其他的颜料或者添加物，更

亲近自然，也降低了成本。

文_Text_葱子
图_Photo_if material design award

生态纸浆
Eco pulp HI-MACS

设计者：LG Hausys, Ltd.
时间：2012
exhibition.ifdesign.de



观点 029

文_Text_葱子
图_Photo_if material design award

手机外壳
Mobile Phone Case

手机外壳

当今科技时代，数码产品推陈出新，除了手机系

统配置为用户所考虑，外形设计也占据重要评

价位置，机身材质也是影响用户决定的重要因

素。目前多数手机皆采取金属等材质，塑造时尚

前沿风格，但这款Galaxy S手机外壳材料却结合

了天然珍珠母贝。因其独特的色彩和持久的成熟

温润感，是一种传统上具有象征意义的韩国工

艺材料。比起纯粹金属和冰冷色调，这款外壳采

用乳白颜色为底色，上面布满银色的简约风格花

瓣，其中几朵点缀了亮丽的色彩，正是运用珍珠

母贝。在阳光下贝壳可以反射出独特的光彩，使

手机外壳温润典雅中带有活泼感觉。在此之前，

将珍珠母贝制成产品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人工手

动过程。为了将这种传统材料与现代前沿的电子

产品结合工业化批量生产，三星公司开发了新的

模具技术，这种技术使珍珠母贝看起来好像已经

通过镶嵌工艺处理，然后将之施加到印刷膜和插

入到模具中，之后通过注塑成型。

设计者：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时间：2012
exhibition.ifdesign.de



观点 030 “雨果·波士”鞋拔

塑料是20世纪最重要的技术发明之一，在现代

世界的需求量亦是最大的，不过它也具有许多不

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无法回收利用、低质塑料含

有毒素、原材料为不可再生的资源，如石油等。

这款鞋拔由名为Arboform的材料制成，这是一种

“液体木材”，其基本材料是木质素，即纤维工

业的边脚料，与其他材料混合后加热，将提炼出

来的液体材料凝固而成。它的特点是可以像塑

料一样被塑型，但因为由可完全再生的原料合

成，所以能随着时间进行生物降解。材料的背

景和成分组成，可以将木材完全地应用于注塑

工艺。木材制造业现在有机会制造拥有复杂曲

面设计的产品。而另一方面，塑料制造业则可

以运用暖质材料（如木材）制成“塑料”，这种

“雨果·波士”
  鞋拔
   Hugo Boss Shoe Horn

文_Text_葱子
图_Photo_if material design award

“塑料”不仅不会浪费石油资源，反而更加纯粹

天然，对环境和对用户都更亲和健康。

设计者：RED
时间：2012
exhibition.ifdesign.de



观点 031手机视窗

平板触屏手机是现代手机设计和运用的主流，

用户对屏幕的要求愈加高，分辨率和色彩是重

要因素，材质手感亦要慎重考虑。用户见惯了

四四方方的平板屏幕，但三星手机却打破了常

规，超创新地推出弯曲手机视窗屏幕，包含柔性

屏和触摸视窗。这款手机视窗采取了“热成型技

术”制作而成，这是一个新的，超细节的玻璃加

工方法，必须在高温下使钢化玻璃成型，创建弯

曲表面，同时使最后得到的3D外形的玻璃有着

均匀的厚度，比起典型的丙烯酸材质（亚克力）

弯曲视窗屏幕，这项技术的应用使产品有一个

更加美丽的表面，同时如设计师所想的精确表

现，可以大规模生产。它确保优质产品的生产，

也比以前的方法更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设计者：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时间：2012
exhibition.ifdesign.de

手机视窗
Galaxy S: Mobile Phone 
Window
文_Text_葱子
图_Photo_if material design award



观点 032 白炽灯小说

爱迪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发明——白炽灯是

KiBiSi新吊灯设计的灵感来源。这个设计在向白

炽灯泡致敬的同时，还幽默地借用了电影界标

志性的作品“低俗小说（Pulp Fiction）”的名字

构成法。KiBiSi的“白炽灯”外形酷似传统的白

炽灯，但是对灯体进行了一体化设计并放大了尺

寸，原来单纯的电线被加粗后用厚重的白色硅胶

包裹，成为吊灯的悬挂线。内置的光源则是新兴

的节能灯管，光线柔和舒适。

设计者：KiBiSi 
时间：2012
www.kibisi.com

白炽灯小说
Bulb Fiction

文_Text_Emma
图_Photo_KiBiSi 



观点 033螺旋楼梯照明灯

由PSLAB所设计的螺旋楼梯照明灯很好的突出了该

空间中楼梯的特点和楼梯的形状，从而创造出一个

与众不同的灯具造型和独特的体验。楼梯位于一

个规则的矩形空间中，空间的天花板、地板和墙壁

由统一的木材饰面板装饰。灯具的特点在于其完

美的圆形构造，由空间底层升至空间顶层自成一

体。楼梯的双重高度和螺旋形式塑造了其核心。

在这个项目中，PSLAB的灵感来自楼梯本身的特

点。其目的是为室内空间设置照明，灯具不仅能

反映这些特色，同时还能够与楼梯结构融和。设

计该灯具所遇到的困难来自灯具本身而不是现

有空间的限制，故设计师需要通过特殊处理将

自己的理念变成现实。

螺旋楼梯照明灯
Residence Staircase
文_Text_Jacob
图_Photo_PSLAB

设计者：PSLAB
时间：2012
www.pslab.net



观点 034

北欧风情沙发座椅
Ogi&Klint

文_Text_Bo
图_Photo_BoConcept

北欧风情沙发座椅

丹麦设计师Anders Nørgaard为BoConcept北欧

风情设计了新款Ogi座椅，他的设计灵感源自于

牡蛎。贝壳状的座椅可提供舒适的椅坐体验。

Anders Nørgaard解释道：“这个设计的关键在于

如何将坐垫和靠背调整到正确的角度，这样一

来，你在坐的时候才能真正感受到椅子对身体

的全面支撑。”设计的难点在于如何让这两片看

似单薄的坐垫及靠背紧密贴合，同时又不失优

雅之感。Anders Nørgaard在Ogi 座椅上成功地实

现了这一点。贝壳状的坐垫及靠背采用模塑泡

沫制成，安装在坚固的钢铁支架上。今年恰逢

BoConcept品牌成立60周年，丹麦纺织品设计师

Vibeke Klint在上世纪50年代设计的独家珍藏的面

料被品牌运用到新推出的沙发系列上。该系列主

要以灰、绿两色为主要基调，每种颜色均有三款

不同的图案供选择。顾客们也可以将这些图案混

合搭配，创造出个性化的风格品味。

设计者：Anders Nørgaard&Vibeke Klint
时间：2012
www.boconcept.com.cn



观点 035

荷兰Oato设计室的设计哲学是“在工业设计中

发现诗意”。他们新近设计了一款名为“卡住

（stuck）”的椅子。设计师将传统的椅子解构后

重组，椅子的四条腿在穿过座位之后两两交叉，

然后通过金属管靠背相连，所有连接点都仿佛

是卡在了一起。这是设计师对结构和材料的新

可能性的一种探索，这张椅子的各组成部分都

有支撑能力，不需要额外的支撑结构。

设计者：OATO
时间：2012
www.oato.nl

卡住椅子  
Stuck Chair

文_Text_Emma
图_Photo_OATO

卡住椅子



观点 036 屏七贤

一直坚持竹材设计的清庭创办人暨创意总监石

大宇在今年“北京国际设计周”之际，发布了最

新力作“赞竹八方”设计装置，其中以屏风为设

计主题、应用竹编工艺完成的全竹材作品“屏七

贤”引人注目。“顶级的手工武夷岩茶，因独特竹

编揉捻筛而生，然而此精巧竹编没有名称，是由

江西竹编篾匠在每年的采茶季节于武夷山制作，

武夷山人已习惯这种合作方式，反而没有保留此

重要工艺。”石大宇娓娓道来创作背景，阐述竹

文化与茶文化的密不可分。此次设计他特别聘

请台湾工艺师从备料、刮青、对开、等分、劈开、

劈薄、定宽、整篾、倒角、编织全过程手工制作

执行。“屏七贤”所应用的竹编方法有：武夷揉捻

编、风车编、六角编、波浪编(人字编)、自由编织

法，这些编法广泛见于中国传统农、渔业生活

的器物中，除了前述武夷岩茶揉捻筛，也可于农

具、花器、鱼篓中见其踪影。除了以竹编为载体

探讨中国竹与茶文化中，材质、工艺、器物使用

间的交互影响，石大宇更一改传统屏风的长形

立面与直立式结构，完成了不规则造型立面、非

垂直站立却能平衡稳重的设计，为屏风设计开

拓崭新领域。

设计者：清庭设计中心
时间：2012
www.dragonfly.com.tw

屏七贤
Bamboo Screen

文_Text_QT
图_Photo_清庭设计



观点 037屏风书架

屏风书架  
B-OK
文_Text_Emma
图_Photo_Marica Vizzuso

如何能够换一种有趣而美观的方式重新码放你

的书籍，你还会坚持传统的方式吗？“B-OK”就

是新的替代方案——一款实用、多功能且节省空

间的书架。“B-OK”由四块木板组成塔状，其上凿

出错落有致、大小不等的缺口，用来水平码放书

籍。四“页”木板由金属铰链连接成一排，边缘

的两块还有磁铁可以相吸固定，这种连接方式使

“B-OK”既可以四面合围成一个立方柜体，也可

以像中式屏风一样曲折蜿蜒，在当书架的同时还

可以起到房间隔断的作用。

设计者：Marica Vizzuso
时间：2012



观点 038

许普诺床具
HYPNOS 

文_Text_LU
图_Photo_HYPNOS

每个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生活在床上，在这么长的

时间里人们需要舒适的度过，同时要能恢复精力，

所以对床具的选择尤为重要。人们对床具的舒

适、设计、式样、经验上的考虑会出现个性化的倾

向。作为英国欧式皇家顶级纵向弹力床具品牌，许

普诺坚持每一步严格认真的手工制作，按照客户

的需求定制每一件产品，他们可以制作整体床具，

也能只提供床垫。新款中完全采用了纯天然的原

材料：羊毛、羊羔毛、优质棉、上等开司、脱脂鬃、

精美比利时锦缎。许普诺床具无阻力感，软硬度

不同的弹簧适合不同体重人士的选择。

设计者：许普诺设计部
时间：2012
www.hypnosbeds.cn

许普诺床具



观点 039

黑森林系列
实木家具
Wood Furniture
文_Text_王可人
图_Photo_百强家具

黑森林系列实木家具

德式实木家具一贯呈现严谨、理性的特点。百强

家具此次推出的黑森林系列实木家具则将德式

现代简约风完整体现出来，所有产品呈现出横平

竖直、棱角分明的线条，体现出的大抛物线花纹

和色彩使其风格自然且富有质感。其中黑森林

的客厅系列产品主体框架方正大气，电视柜和茶

几运用独有的榫卯结构巧妙处理，简约但渗透

出无与伦比的力量感。电视柜表面干净利落的大

容积抽屉、柱状木材、成条排列的面板，整体合

一的组合。柜体拉手部分为向内有凹槽的扣手，

维持了产品外观的整体感。黑森林卧室系列采

用胡桃木材质。所有的床头采用龙骨工艺的实木

端头，内部为空心结构，比一般的实心木头构成

的床体更加稳定牢固。写字台和梳妆台的瞬间

变换，使一桌两用成为可能，节省了居室的空间。

梳妆台内部的布局结构合理、功能分布清晰，方

便饰品的取用。

设计者：百强家具
时间：2012
www.baiqiang.com.cn



观点 040 火锅烤炉

black + blum工作室将烧烤炉和香草花园进行了

一次合体设计。这个烤炉看起来像个陶土花盆，

但是底部藏着一个烧烤炉。你可以在上部种一些

花草，供烧烤时调味食用。这个设计非常适合小

型露台或阳台上的烧烤活动，而且，即便是不当

烤炉使用的时候，也可以作为一盆不错的观赏植

物装点门楣。炉体为不锈钢材质，外部是隔热陶

瓷涂层。

设计者：black + blum
时间：2012
www.black-blum.com

火锅烤炉
Hot-pot BBQ

文_Text_柚子
图_Photo_ black + blum



观点 041革新便当盒

革新便当盒
Box Appetit

文_Text_柚子
图_Photo_black + blum

这款革新便当盒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拥有良好的

功能的陶瓷碗，如同玻璃盖子可以密封扣在

盒子上，盖子上还有一个设计精妙的蘸酱区域

（一定会是寿司爱好者的最爱）。便当盒自带

的一个酱料盒可以放沙拉调料或番茄酱，这样

你就可以有随吃随调的新鲜沙拉吃了。此外还

有一个独立的餐盘，可以协助给食物分区，在微

波加热部分餐食的时候保持另一部分的新鲜。

内置的一体刀叉方便食客单手进餐。可用洗碗机

清洗。

设计者：black + blum
时间：2012
www.black-blum.com



观点 042

能拆开使用的厨房剪刀已不算新鲜事物，而现在

美国设计师Michael Williams将两用剪刀设计得更

加实用。他为CRKT最新设计的厨房剪刀在分拆开

之后，其中一半刀柄的外侧可以收折入刀柄，使

其变身成为形神兼备的“单刀”。这种实用的设

计使其与目前市面上可分拆的厨房剪刀有了实

质性的差别，功能性和使用的舒适度上完全达

到了厨房用小刀的水准，让多功能厨房剪刀终于

不再是剪东西不利索、切东西不爽快的“鸡肋”

角色。

设计者：Michael Williams
时间：2012
www.idsandiego.com

两用剪刀
CRKT Scissors

文_Text_柚子
图_Photo_Michael Williams

两用剪刀



观点 043X光机界面设计

X光机界面设计
Digital X-ray XGEO UX 
文_Text_Jacob
图_Photo_IDEA 

这是一个简单而直观的图形用户界面设计，它旨

在尽可能将工作站的用户体验最佳化，虽然医

师是仪器的主要使用者，但患者往往也会参与

其中，所以需要整体考虑。因为重复而复杂的工

作，操作X光机的医师往往容易疲劳，这个界面

设计首先要考虑在有限的空间内，减少放射医师

的认知负荷，同时，因为很多操作者已经习惯了

原有的界面，改换新的界面也需要将学习成本降

到最低。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桌面工作站和头顶

监视器之间的界面也需要保持一致。

在视觉设计上，以保证高清晰度、明亮度和对比

度为首要出发点，将需要传达的信息明确而简单

地显示出来，避免操作者的大脑疲劳。设计中，

借鉴了很多消费电子设备的理念和元素，如图像

预览选项、自动功能、定位于拼接功能等，这些

智能科技有助于减少操作者的错误。

设计者：Samsung Electronics
时间：2011
www.samsung.com



观点 044

护腿板
Football Shin Pad

文_Text_柚子
图_Photo_ Daniel Salisbury

Invictus是一个革命性的足球胫骨垫，俗称护腿

板，它打破惯例，拥有优越的保护性、舒适、贴

服。针对草场足球运动员，它还包含一个球员跟

踪系统，使球员和球队要彻底改变其训练和战

术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史无前例的突破。设

计基于一个符合腿型的压缩袜子，能够吸汗并有

助于血液循环，随后有通风孔的减震泡沫附着其

上，泡沫之上则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保护系统。胫

骨受到一个以胫骨为轴心贴合腿型的动态三件

套壳的保护，泡沫组织将压力从胫骨分散出去。

腿后部的保护壳模仿穿山甲壳造型，可以腿部的

弯曲动作为轴心运动。

设计者：Daniel Salisbury
时间：2012
www.dansalisbury.com

护腿板



观点 045

这是一个为病人家属设计的多功能病房陪护

床，包括一个高度可调的桌子和一个三人沙发，

还可以切换成单人床或双人床，能让陪护者舒

适地度过一晚或几周的时间。当床中间的方桌

未被拿出时，这款陪护床可以作为一个舒适的沙

发，还配有脚踏，当方桌被拉起时，它既可以作

为沙发的边桌扶手，也可以作为餐桌和会议桌使

用。此外，这款陪护床还有特殊的电动机构，按

动电钮，沙发靠背就会自动上升，然后打开，将

沙发变成双人床。

这款产品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满足医院环境

的要求，结构必须可靠并且紧凑，支撑双人床

的悬臂能承受500磅的压力，同时能够减少床

病房陪护床
Virtual Family Room 
for Hospital
文_Text_Jacob
图_Photo_IDEA

位的占地面积。现在医生们越来越意识到，病

人的康复不但取决于治疗效果，也取决于周围

家属的支持和治疗的氛围如何。让病人和家属

在一起生活，能够加快康复和治疗的进程，改

善恢复效果。

设计者：Sauder MFG
时间：2011
www.saudermfg.com

病房陪护床



观点 046 创新式X光机

这款新型的介入式X射线影像系统结合了落地式

和悬吊式影像系统的优点，具有预知和精确定

位的功能，在机动可移式架构上应用激光制导

技术，实现运行轨迹的可预测性和精确性，前所

未有地更加接近患者。

对于传统影像器材来说，一般情况下，在悬吊式

和落地式系统之间进行的权衡意味着为了房间

气流和无菌要求而不得不牺牲对患者的接近程

度，而在固定单元和可移动C臂之间的选择则意

味着在移动性和影像质量二者之间的妥协。而这

款设备既非落地式系统，也不是悬吊式系统，但

是它可全面抵达患者各个部位，而不需要将系

统悬吊于患者上方。它具有可移动式C臂，而且

创新式X光机
Discovery IGS 730
文_Text_Jacob
图_Photo_IDEA

还可提供固定系统的能量和影像质量。这一激

光制导的机动可移式架构创造了没有边界的介

入环境。它可完全接近患者，并具有无限制的停

留功能，同时它还可为灵活且安全的手术室环境

建立无菌条件。

设计者：GE Medical Systems
时间：2011
www.gehealthcare.com



观点 047

开放式核磁仪
Cocoon Open MRI Chair
文_Text_Jacob
图_Photo_IDEA

开放式核磁仪

这款核磁共振仪采用了开放式的概念，它重点

用于检查患者的脊柱、椎骨、椎间盘等部位，它

提高了患者的舒适度，减少了患者的恐惧，尤其

是一些患有幽闭恐惧症的患者。通过开放式设

计，它提供了一个温馨的、不具威胁性的感觉。

核磁共振仪的功率取决于它的体积，随着对图

像质量要求的提高，仪器也会变得越来越庞大，

这会给患者带来压力，并消耗更多空间。开放式

核磁共振仪让患者躺在椅子上，而不是躺在隧

道中，室内光线和大面积的开口都给用户带来了

安全感。这同时也减少了镇静剂的使用。与设备

配套的投影仪、平板电脑的使用，不仅让诊疗过

程更迅速便捷，同时也让患者观看到实时情况，

减少了焦虑。简单、轻量化的设计增加了医生与

患者的互动，向人性化医疗又迈进了一步。

设计者：GE Healthcare
时间：2011
www.gehealthcare.com



观点 048 台式3D打印机

随着3D打印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普及，能够拥有

一台自己的3D打印机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渴望。

而市场上现有的3D打印机大多应用于工业领

域，其尺寸对于个人应用是最大的挑战。德国工

业设计师Stefan Reichert的突破性设计产品3D

打印手臂——XEOS 3D从根本上颠覆了现有3D打

印机的设计和尺寸，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台式

3D打印机。XEOS 3D有两块透明的玻璃窗，内部

简单明了，外壳体积上比目前最小的专业版FDM 

3D打印机要小66%；软件和装置的操控更加简

单直观。这些让XEOS 3D在3D打印领域具有里程

碑的意义。

设计者：Stefan Reichert
时间：2012
www.xeos3d.com

台式3D打印机
XEOS 3D 

文_Text_柚子
图_Photo_Stefan Reichert



观点 049轮回首饰  

美国设计师Nicole Ray利用自行车废旧的零部件

制成了一系列哥特风格的首饰。这个系列中包括

用自行车链条制成的项链、耳环，用自行车变速

轴制成的项链和用链条和轮胎制成的耳环等。

设计师的设计意图在于让人们发现那些貌似已

经废弃的该扔到垃圾堆的物件也有其未被发现

的价值。

设计者：Nicole Ray
时间：2012
www.designs-lifecycle.com

轮回首饰  
Life Cycle Jewelry
Design
文_Text_柚子
图_Photo_Nicole Ray



观点 050

维也纳之花 
Flowers From Vienna

文_Text_Emma
图_Photo_DING3000

应维也纳旅游协会之邀，DING3000为维也纳设计

了全新的官方城市纪念品。设计的目标是铺陈一

副当代大都市的画卷，反映出城市的创造力，定

名为“维也纳之花（FLOWERS FROM VIENNA）”。

这个作品的原生态是明信片的样子，铜质的薄片

上雕刻着维也纳的地标建筑和人物形象，可以手

工卷起成花束的样子，其特殊的材质可以保证这

是一束真正永不凋谢的花。

设计者：DING3000
时间：2012
www.ding3000.com

维也纳之花 



观点 051怪诞纸雕

怪诞纸雕
Paper Illustration
文_Text_Jacob
图_Photo_Lobulo Design

看起来简单的折纸在艺术家们的想象中诞生

了千奇百怪的形态，或逼真、或巧妙、或另类。

这一系列的纸雕作品来自Lobulo Design，他的

作品往往怪诞荒唐而又天马行空，也因此深得

Lady Gaga的赏识，曾经利用纸雕艺术打造了

她的唱片封面。艺术家 Lobulo Design 小时候常

常和妈妈去超市购物，那时候他就喜欢将食物

包装上面的图案剪下来，觉得这很有成就感，

长大后Lobulo Design学习了图形设计专业。

Lobulo Design曾为H Magazine设计了纸雕青蛙

解剖图的艺术封面，为O The Oprah Magazine

设计了家居场景的杂志封面，甚至以卡西欧

（Casio）的G-SHOCK手表为原型制作了一只能

够准确计时的纸雕手表。

设计者：Lobulo Design
时间：2011-2012
www.lobulodesign.com



观点 052 社区活动中心

巴塞罗那建筑事务所calderon-folch-sarsanedas 

arquitectes设计的“Léonce Georges社区活动中

心”以当地消防英雄的名字命名，同时也是这座

小镇急需的多功能建筑设施。市政府采纳建筑

师的意见，重建了一个邻近宽阔场地的半废弃农

场，建筑师要对原有的建筑进行改造，并扩建一

座新建筑物。原有建筑的L形平面布局被保留下

来，一并保留的还有当地的砌石，木构架和屋顶

陶瓷瓦片，这些元素尊重了当地的农业文化。

新的建筑全部由当地产的杉木建造，由精细的轻

钢骨架支撑，这种材料也反映了周边的农业文

化元素。建筑有一部分是预制构件，可以在日后

拆除再利用。与方方正正的农舍相比，新建筑

有一个尖角形的屋顶，巨大统一的空间与可开

启折叠的墙面结合，创造了一个向外开放的多

功能的公共空间。三角形天窗为室内带来了充足

的自然光线。

设计者：calderon-folch-sarsanedas arquitectes
时间：2012
www.calderon-folch-sarsanedas.com

社区活动中心
Léonce Georges 
Community Center
文_Text_Jacob
图_Photo_ calderon-folch-sarsanedas



观点 053林中小屋

林中小屋
Guest House
文_Text_Jacob
图_Photo_Enrico Iascone Architetti

意大利建筑事务所Enrico Iascone Architetti 设计

了这个名为“Guest House”的斜坡上的小别墅。

这个小房子位于博洛尼亚的山丘上，住宅由木材

打造，设计师期望打造一幢与森林及自然景观和

谐共生的节能住宅。

建筑在地上的楼层使用预制木质构建，地下部

分使用混凝土，外立面由灰色的木质面板覆盖，

与周围森林树皮的颜色形成呼应，同时，设计师

刻意在建筑立面的某些位置将外墙涂层中断，形

成小孔或者大窗户。这些大小不等的玻璃开口，

打破了室内外空间的界限，将室外的景色引入室

内。小屋的窗和门框都是亮铜色。屋顶同时覆盖

了光伏薄膜。小木屋内的陈设简单，白色内饰、

简约家具与周围的自然景物共同形成装饰元素，

营造了一种清静自在的舒适空间。项目努力将技

术与舒适融合于高品质建筑、生活方式之中。

设计者：Enrico Iascone Architetti
时间：2012
www.iasconearchitetti.it



观点 054 拱形工作室

伦敦市中心有许多19世纪的高架铁道穿梭其中，

铁道下方形成的拱型空间通常被用于市集或是

展演空间等用途。这是一间集居住、工作于一体

的建筑，建在一段19世纪的高架铁路的拱形结构

旁，这段高架铁路废弃已久，桥下的拱形桥洞被

建筑师视为可加以利用的空间。

这个工作室占据了桥洞的一部分，整体呈拱形。

室内工作室后方连接着中庭和供居住的凹室。

为了与周边工业化环境相协调，建筑采取了锈蚀

的耐候钢作为外墙材料，看上去坚固而耐久，充

满了历史感与力量感。建筑的顶部和一侧山墙

为通高的玻璃，侧面也仿佛被“割”了两个口子，

“挤”出来两扇大窗，其中一个作为建筑入口。

所有窗户开向南面，一个巨大的拱形办公空间位

于建筑“中段”，充满了阳光却很少受到外界干

扰。设计师打破所处位置的局限，改变了室内光

线不算充足，视野不开阔的状况，营造出宽敞明

亮的环境。整个结构固定在一个独立的橡胶基底

上，以达到防震和防噪音的目的。工作室金属表

层也是由多层隔音板和保湿层形成的。建筑外表

层是做旧材料，建筑师建造这样的结构对城市之

中废旧的桥洞进行利用，为城市中废弃地段的使

用提供了成功的典范。

设计者：Undercurrent Architects
时间：2012
www.undercurrent-architects.com

拱形工作室
Archway Studios

文_Text_Jacob
图_Photo_Undercurrent Architects



观点 055拱形工作室



观点 056 森林别墅

森林别墅
Chenequa Residence
文_Text_Jacob
图_Photo_Cameron Neilson

这是一座密尔沃基西边湖畔的别墅，客户对设计

者的要求是希望住宅能够以自然材料建成，与自

然环境融为一体。住宅隐藏在森林中，坡状屋顶

和螺旋石柱降低了它的高度，隐藏了它的体量。

设计师巧妙利用了建筑的几何形状，在不同的角

度，只能显露出建筑的一部分，降低建筑尺度的

同时也产生了趣味。住宅入口设在了三层别墅的

第二层中。这里有一览无余的湖景，容纳了别墅

的公共空间，包括休息室，餐厅和厨房。这些空

间以低矮的天花板分隔开来，创造出一种私密的

环境，这一平面从厨房延伸至悬臂屋顶。一条弯

曲的钢栏杆围着阳台曲折环绕，一直到庭院的石

墙中。在房子的另一端，螺旋的石墙绕着一棵橡

树旋转，以相似的方式将楼板与地面相连。

建筑使用了三种材料，分别是屋顶用的铁杉，拥

有独特颜色和光泽的爱达荷石英，还有染着锈

色的混凝土地板。房间的供暖设备使用了地板

辐射采暖，在整个别墅内使用，并用地热系统辅

助。设计还加入了一个先进的中央供暖和制冷系

统。设计将环境、建筑和居住者之间连接并融合

起来。建筑隐没在森林中，就像是从山中生长出

来一样。在快速城市化的世界里，它让我们看到

了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天生联系。

设计者：Robert Harvey Oshatz Architect
时间：2012
www.oshatz.com



观点 057森林别墅



观点 058 植物园游客中心

纽约建筑事务所Weiss/Manfredi设计的新布鲁克

林植物园游客中心在不久前正式开幕，这座蜿

蜒起伏的玻璃大楼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一万平方

英尺（约合929平方米）的生态屋顶，整个建筑嵌

入植物园东北角原有的小山坡内，看起来就像天

衣无缝地沿着现有的地形延伸而出，通往占地52

英亩（约合21万平方米）的植物园。

游客可从华盛顿大道经过一座弯曲的玻璃格架

进入植物园，然后才能进入主要园区，另外一个

入口在抬高的观景台和银杏林荫道附近，将游

客中心一分为二，日式山水庭园区的美景映入眼

帘，从这里由台阶坡道向下通往植物园的主要区

域。游客中心的弧形玻璃墙壁使植物园的景色

植物园游客中心
Brooklyn Botanic
Garden Visitor Center
文_Text_Jacob
图_Photo_ Albert Vecerka/Esto

变得朦胧，特制的多孔玻璃可过滤光线，还可以

防止鸟类冲撞客人。绿色屋顶将在一年中不断变

化，体现出不同的建筑特色。在游客中心周围种

植了近60000种植物，包括樱桃、玉兰、蓝果树、

荚莲属植物和原生玫瑰。这些植物与绿色屋顶

相结合，将游客中心天衣无缝地投入植物园的绿

色怀抱中。

设计者：Weiss/Manfredi
时间：2012
www.weissmanfredi.com



观点 059植物园游客中心



观点 060 阿布扎比塔

阿布扎比塔
Al Bahar Tower
文_Text_Jacob
图_Photo_Aedas 

阿布扎比塔由Aedas建筑事务所设计，这里是典

型的沙漠型气候，强烈的阳光让室内基本保持

在华氏100度以上的温度。在这种极端天气条

件下，建筑师将环境设计列为首要任务，最大

的挑战是如何在不开冷气的情况下，让室内温

度依旧舒适宜人，为此，Aedas特别在大楼外

观保留了阿拉伯式传统窗花，屏风作为一个幕

墙，在两米外的建筑物外墙上形成一个独立的

框架。这些窗花由超过一千个会移动的小三角

形组成，透过计算机系统控制，小三角形会随

着太阳位置膨胀、缩小，每个三角形都涂有玻

璃纤维，从而减少太阳热能和眩光。据估计，这

样的屏风将减少50％以上的太阳光热。 屏风可

以使用自然着色玻璃，并不需要太多的人工光，

从而可以有更多的光线和更好的视野。窗花形状

的屏风不只是十分吸热，而且充满异国风情，创

造出精细又复杂的窗花图案的同时，也创造了舒

服的办公环境。

项目于2012年6月完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Al 

Bahar Towers 的诞生，也是传统工艺和现代建筑

技术以及环保理念的全新结合，为现代建筑树立

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设计者：Aedas Architects
时间：2012
www.aedas.com



观点 061阿布扎比塔



观点 062 低空灯泡云

加拿大亚伯达的卡尔加里不眠之夜艺术节上出

现了一朵与众不同的超低空云，这是一组灯泡互

动装置。作为互动对象的公众可以控制灯泡的暗

和亮，制造一个闪烁隐现的视觉效果。它由6000

个灯泡组成的，艺术家运用钢铁，金属拉绳和各

种可亮或是烧坏的灯泡来制作。其中1000个灯泡

设有独立的开关，余下的5000个则是公众捐赠的

废弃灯泡。将这1000个灯泡点亮，远远看去，这

些发光体与其他废弃的灯泡一同组成了一朵闪

耀着光芒的云朵。这件装置作品是对废弃物的

重新构思利用，以另外一种角度来处理过剩材料

和产品。

设计者：Caitlind r.c. Brown
时间：2012
www.nuitblanchecalgary.ca

低空灯泡云
Light Bulbs Cloud
文_Text_Jacob
图_Photo_Caitlind Brown



观点 063

棱镜
Prism
文_Text_Jane
图_Photo_London Design Festival，V&A

棱镜

伦敦设计节上，香槟品牌Veuve Clicquot秉承了其一贯注重

设计的遗产的理念，邀请日本设计师Keiichi Matsuda设计了

装置艺术：棱镜。这是一个数字化设备，提供整个城市的

可视化的数据流。棱镜的每个LED显示面，都展示了伦敦城

市的一个影像，展示了这个城市不为人知的一面。装置同

时展现了三个概念：城市、人类以及网络。装置通过录像制

作、设计以及建筑设计三位一体，设计师希望将伦敦日常

每天的状态记录下来。这是关于一个城市以及人们真实生

活的调研。设计师解释说：棱镜是一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作

品，它是有魅力的，但属于来自未知世界的人工制品，在伦

敦这个时尚之都彰显自己独特的魅力。

设计者：Keiichi Matsuda
时间：2012
keiichimatsuda.com



观点 064 特拉法加广场音乐盒

今年的伦敦设计节“地标”： 特拉法加广场音乐

盒，又称开敞声音大门（BE OPEN Sound Portal）

坐落于伦敦市中心。在充斥着车水马龙声的氛

围中，每天都会有一位知名音乐人或声音艺术家

为参观者提供了一间独一无二的纯声体验空间。

在为期5天的听觉奇观里，伦敦设计节再次为我

们呈现了将思考、环境、听觉融为一体的全新布

局模式和设计思考。尽管去过特拉法加广场的音

乐盒（BE OPEN Sound Portal）的参观者对它营造

的音频技术效果多少有些失望，但音乐盒的出现

却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维概念：设计并不总是存

在于物理世界中。特拉法加广场音乐盒由英国

ARUP公司设计，它是世界上最成功、规模最大、

专业最齐全的工程顾问机构之一。

特拉法加广场
音乐盒
BE OPEN Sound Portal
文_Text_Jane
图_Photo_London Design Festival  

设计者：ARUP
时间：2012
www.arup.com



观点 065一滴之旅

德国艺术家Rolf Sachs所设计的装置艺术“一滴之

旅（The Journey of a Drop）”被安装在亨利·科尔大

楼（Henry Cole Grand）V＆A博物馆的楼梯处。这是

V＆A博物馆这一部分第一次向公众开放。安装在

顶层的装置中的彩色墨水，在1.5秒内，经过六层

楼的高度，滴落到底层的一个水箱中。随着彩色

墨滴在水箱中逐渐扩散，瞬间晕开出色彩各异的

线条，相互缠绕、融合。人们可以在水箱边清晰

地观察到这一美丽而独一无二过程。

设计者：Rolf Sachs
时间：2012
www.rolfsachs.com

一滴之旅
The Journey of a Drop

文_Text_Jane
图_Photo_London Design Festival，Christa Bustos



观点 066 拟态椅

白色的金属椅子不规则地放在V＆A博物馆楼梯

周围，与周围的环境很好地融为一体。这些由日

本Nendo设计工作室完成的拟态椅，由压制金属

和打满孔的金属薄板制成，表面喷涂白色油漆。

椅子简单现代的造型设计与博物馆室内古老的

氛围形成对比。在博物馆，每款不同的椅子都反

映了椅子所处的不同空间。如在博物馆的画廊空

间，不同尺寸的座椅通过一体化的靠背结合在一

起，创造出聚焦效果，从而突出墙壁上的相框；

在空旷的壁画区间，大厅中间连带长方形白色框

架的椅子逐级缩减尺寸，形成视觉延续感；在博

物馆楼梯处，部分叠起来椅子随意摆放在不同台

阶处，让空间顿时生趣盎然。Nendo的冲佐藤（Oki 

Sato）表示：博物馆提供了11个不同的空间，让我

拟态椅
Mimicry Chairs

文_Text_Jane
图_Photo_London Design Festival 

们选择其中的一个空间，但我们想全部都用到。

因此，我们设计了一款椅子，用不同的型号和形

态覆盖整个博物馆不同的空间。

设计者：Nendo
时间：2012
www.nendo.jp



观点 067拟态椅



观点 068  “一间宅·接龙”空间观念展



观点 069

由《缤纷space》策划的空间概念设计大展“一间

宅·接龙”，联手国内30余位知名建筑师、室内设

计师，于“北京国际设计周”期间，以设计接龙的

方式，在751D·PARK北京时尚设计广场C楼，诠释

设计的价值——设计如何改变生活、如何引导

生活方式。

此次“一间宅·接龙”的每件设计作品在作为个

体拥有独立空间和精神的同时，将以接龙的方

式，与其他作品相连，产生新的关系。1.82米的

立方空间，体现了人们最基本的生存状态，也寓

意着万物间的互动关系。每间宅都是一个设计

的世界，一个思想的容库，它代表了中国最具影

响力的设计师对中国城市未来的思考，对理想

生活方式的总结与展望，也在有形与无形之中影

响着中国的设计师群体。作为每间宅的主人，设

计师们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各种微妙的关系：以

“巢”为题，探讨当代住宅与外界环境的关系；

以画、人、环境之间的空间置换，让人们丈量虚

拟与真实之间的距离；或是以“根”为命题，去发

掘事物表象与本质的逻辑关系；也会利用自然界

的力量，去倡导绿色的生活方式；用记忆中的符

号，留住与古老文明的最后一丝关联；以及透过

几何学去构建全新的未知空间；通过声、色、香、

味、触等感官感受，阐释一切现象皆无自性的虚

幻本质……无论是哪一种呈现形式，“一间宅·接

龙”将这些作品集聚一室，以包容的姿态展现富

有差异性的理念与情感，以边界与关系的再次

对话，试图让每个人找到精神层面的交集。

设计者：群体
时间：2012

 “一间宅·接龙”空间观念展

 “一间宅·接龙”
   空间观念展
    Space Concept Design
    Exhibition

文_Text_bf
图_Photo_Space



观点 070 秋天的“盛宴”

秋天的“盛宴”
Window Show
in COFCO Plaza
文_Text_BF
图_Photo_COFCO Plaza

好的橱窗是一个秀场，所有道具都是主角，既体

现品牌文化，又通过精彩的展示呈现吸引顾客。

首次“秋宴”主题家居橱窗秀是由海丝腾、丰意

德、罗奇堡、科马、法国之家、欧罗巴等6家品牌

与何山、赵虹、贾立、鲁杨、王开方、仲松6位设

计师共同创意策划在中粮广场购物中心推出六

个别具特色的橱窗。此次品牌×设计师的橱窗秀

活动，采取的是用品牌经典（新品）家居产品打

造全新风格家居空间展示，呈现方式较为灵活，

也没有明确的命题限制。

丰意德×赵虹：A Cat's Daydream

在半开放的空间中，借助多媒体，虚与实交互转

换，与世界大师设计家具对话。宛若舞台的极简

界面，契合丰意德精选意大利顶级品牌的设计风

格。酣睡与游走状态的猫与窗外飞过的小鸟，融

入神秘安逸的气息，留与观者丰富想象的空间。

罗奇堡×贾立：秋藏
秋天是收藏的季节，以小熊作为主题。熊宝宝在冬

天时希望给自己准备些好东西，于是它在商场中需

找着自己喜欢的东西：玩具车、花、松果、蜂蜜、花

布……，将它们储藏起来准备过冬。熊的体量很大和

家具形成反差，家具、参观者都变成它的“小玩具”。

科马×鲁杨：诱惑
人们每天的生活都被各种“诱惑”所包围，无时

无刻不受其刺激与牵引，甚至兴奋到不能自已。

从人类吃第一口苹果开始，面对一切美好的“诱

惑”，亦如这秋日的盛宴、美好的产品！

法国之家×王开方：高朋满座
有热情，有进取，有欢愉，有富足；无论中外古

今，不分贫富贵贱，亲们，一起来欢聚吧。法国之

家的各款经典座椅被堆叠起来，热情呼唤着亲

朋好友来此聚会。

欧罗巴×仲松：泡影
气泡，本身为一种梦幻的元素，人对吹气泡亦有

着特殊的情感。家具的设计在轻松、美妙的形象

下，产品和装饰相得益彰，富有幽默感。

海丝腾×何山：百年梦境
舒适的寝具带来美梦，梦中白马从窗外走来，带

来蓝天与白云，带来泥土的芬芳。

设计者：赵虹、贾立、鲁杨、王开方、仲松、何山
时间：2012



观点 071秋天的“盛宴”



专案 072 材质的诗歌

材质的诗歌 China Poem 
文_Text_yxiang 
图_Photo_max lamb

MAX LAMB，这位来自康沃尔的设计师有着男孩的可爱
与腼腆，也像一个男孩般，用强烈的好奇心探索身边
每一种材质成为一种设计产品的可能。最新的一套瓷
器用品则是他在石膏模型上用雕塑家的工作状态一刀
一刀刻出了产品原型。



专案 073材质的诗歌

材质的诗歌 China Poem 

呈现设计师创意过程的陶瓷用品。



专案 074 材质的诗歌

2008年MAX LAMB的一组用大花岗岩石切割成的

家具作品让大家记住了他，这组作品也曾在不同

的画廊展出。而除了他的作品，MAX LAMB的个性

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他为人非常谦和，对待任何

采访，都会耐心解答。

他和他的作品一样，并不跟随某种潮流与时尚，

而是有一种独特的沉静之感，并且他的所有作品

都非常个人化，愿意买这些家具的人们纯粹是出

于一种个人的情感喜好，而不会是因为其中某种

流行元素或是某种挑眼的造型设计。也正因此，

他们会更加珍惜这些买来的家具，不会随便扔

掉，渐渐与它们建立一种情感，这种情感比使用

环保的材料重要多了。他设计的所有家具都采

用了非常结实耐用的材质，可以让人们一辈子都

用，不用处处小心翼翼。

探索及重新梳理材料，用最直接的语言表现它们

的天然品质并赋予这些材质以物品的功能，是所

有MAX作品的出发点。MAX的设计总会给人一种

坦诚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他对待设计与材料的

方式：让材料自己发声，而不是为了设计而设计。

“我喜欢让材料和过程自己讲自己的故事，我不

喜欢为了设计而增添额外的细节：形式，造型，

纹理或是尺寸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由材料决定

的。”材料指导着他创作的一切。为此，他会触摸

材料，感受它，试验它，甚至尝试与材质沟通。他

喜欢实验各种材料，即使对待同一种材质也是选

择探究不同的处理方式。他不喜欢把自己圈在一

种材质中或是一种方法中，就像一个外国人初到

一个国家，对那里的一切都保有好奇，好奇这个

国家的每个角落，MAX就像个外国人一样对待自

己的材料，探索它的每一种可能。

他的最新作品CROCKERY——一套瓷器用品，在斯

塔福德郡（英国英格兰郡名）制作完成，在这一

系列作品中，MAX将材质与手工的特点完全释放

在这些瓷器品的表面，那些手工质感让人感动，

似乎个个都是艺术家完全手制的雕塑品一般。

CROCKERY系列首先要手工制造原型，之后才能制

造生产模具。CROCKERY将设计师和制模人的责

任与工作都集中在设计师MAX手中，使用传统工

匠的那些工具，什么凿子、锤子之类，打造出一系

列杯子、碗等，没有草稿，也没有设计图，MAX边

做边琢磨，像个雕塑家，围绕着最初的原型，需要

制作一个或是几个生产模具，通常包含三块或是

更多的部分，这样才能让一个东西顺利地从模具

里翻出来。

所有这些作品都像是从自然中拾得来的一样，有

着手工的特质和似乎未经过精心修饰的外表。

MAX喜欢大自然，有时候简直是从工作室“逃”到

大自然中一般。他来自康沃尔，小的时候总是跟

着父母在外面到处跑，去海滩或是在那搭建自己

的沙滩城堡。他很迷恋乐高，他说乐高实在是影

响了他现在所做的东西。

在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期间，他工作了一年。在

那段时间里，他在伦敦的一家室内设计公司找

到了一份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伦敦，这里也

是专业的设计世界。在工作的时候，他仍旧在工

作之余创造自己的作品。他始终对自己所从事的

事情抱有极大的热情，所以他决定再次回到学

校，并申请到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S）的产品设计专业，随后顺利取得研究生学

位。而且，英国著名设计师TOM DIXON曾是他的

一位导师，而在离毕业几个月前，他问TOM是否有

工作机会，TOM说：“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工作给

你”。于是在那里，他发挥了自己的潜能，当时他

所有的设计工作都是仅此一件的作品以及私人定

制，所有作品都非常具有实验性，预算也很充足。

这里的工作对今后他的创作影响非常巨大。

现在的MAX依旧享有完全的创作自由，他不需要

每天9点就坐在办公室工作，没有典型的设计师

的一天，每一天的安排都要看他的状态。他的工

作室和自己住的地方紧密相连，只有穿过工作间

才能到达他们的居住空间。工作室摆满他的一些

素材，他舍不得扔掉其中任何一种，直到把它们

变成自己的项目。因为展览的原因，他会有很多

旅行的机会，也会跟着不同的项目参观不同的工

厂制造商或是供货商等等。

对于未来想要成为设计师的人，他的建议非常中

肯，他告诉大家，不要仅仅是简单的阅读设计杂

志，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就有失去创新的风险。

因为你可能会被那些已经存在的东西所启发，

而思维会慢慢被这些东西框住。所以放下专业

杂志，四处看看吧，比如那些国家地理杂志上

的东西，或是周围的大自然，当然，有一个宽广

的视野和兴趣同样重要，这会让你的作品变得

新奇让人兴奋。

“探索及重新梳理材料，用最直接的语言表现它们
的天然品质并赋予这些材质以物品的功能，是所有
MAX作品的出发点。”



专案 075材质的诗歌



专案 076 材质的诗歌

“让材料和过程自己讲自己的故
事，产品的形式、造型、纹理或
是尺寸等都是由材料决定的。”



专案 077材质的诗歌

DESIGN：与1882LTD.的合作最初是如何开始的？
MAX LAMB：这要先介绍下JOHNSON BROTHERS，他们从

18 82年便开始制造陶瓷，2010年的时候，我见到了EMILY 

JOHNSON，她是JOHNSON家族的第五代，她当时是为“伦敦设

计周”工作，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帮我布置我的

VERMICULATED ASHLAR展览。之后两年，EMILY便邀请我设计

了一系列产品，由1882 LTD.生产。

DESIGN：最初的三维模具是手工制造的吗？成功之前制作
了多少个？
MAX LAMB：当我的创意要实现成最初的三维原型时，由我

来手工打造这些最初的设计原型是非常重要的创意步骤。事

实上，在这个项目中，我并没有在纸上画设计或是什么草稿，

只是直接在一个大块石膏上进行雕刻，直到我找到想要的那

个造型为止。这个过程非常自然，发自我的潜意识和本能，我

雕刻的每一件CROCKERY作品都是第一次呈现，也许我很幸

运，在这过程中没有什么意外，但我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我

越接近我想要的造型，我雕刻的越慢。

DESIGN：你是如何想到CROCKERY这个创意的？
MAX LAMB：去年我第一次参观STOKE-ON-TRENT，不仅仅参

观了制造陶瓷的工厂，我们也参观了那里的模具制作者，他们

专门负责把二维的设计转换成三维的立体石膏模型。就是在

这，我意识到，我可以将与1882 LTD.的合作用不同的方式进

行，我不只是个设计师，也可以是个模具制作人。所以我就决

定用锤子和凿子之类的开始雕刻那些稍大些的石膏，我所使

用的工具也都是传统石匠所用的工具。我决定让每个模具保

持手工雕刻的痕迹，有点像未完成的状态，呈现手工质感。一

些细节，工具的痕迹都在石膏的表面可见，因此CROCKERY的

制作过程就此展现出来，成为视觉沟通的一种方式。

DESIGN：创意的制作过程和一些材料的应用总是你项目
的重点，所有的设计都充满想象力，设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
么？通过你的设计你试图在传递怎样的信息？
MAX LAMB：我希望自己的设计诚实，不夸大，展示材料和制

作过程。我喜欢让材料和过程自己讲自己的故事，不喜欢为了

设计而增添额外的细节，形式、造型、纹理或是尺寸等，所有

这些都是由材料决定的。我想我的设计方式可能有些像极简

法则，即使我的大部分作品离极简看似依旧很远。比如，一个

600KG的花岗岩椅子，离极简很远，但是我处理设计的方式以

及做这把椅子的方式在极简艺术中很极致。我的设计质疑了

功能这一概念，以及一个物品为了满足其功能性需要怎样呈

现，当我们能坐在地板或是一块石头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需

要一把椅子？

DESIGN：在我看来，你更像一个雕塑家似的来对待材料，你
关注材料，触摸、感觉这些材料，去理解它们，并试图与他们
沟通，那材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MAX LAMB：材料是我做的所有一切的基础。没有材料我什

么都做不了，因为材料指导了我的一切。

WWW.MAXLAMB.ORG



专案 078 互动式织物

互动式织物
interaCtive textiles



专案 079互动式织物

互动式织物
interaCtive textiles

文_Text_Leeble
图_Photo_Symbiosiso

SYMBIOSISO系列互动式织物是一种能够对外界刺激进行判断反应的特
殊材料。使用者可以通过触摸面板得到呼应。他们也可以用手机等设
备通过互联网来操控面板上图案。这为以后的建筑、装置、工业等设
计品的表面材料选择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与可能。



专案 080

SYMBIOSISO系列互动式织物是由设计师ESZTER 

OZSVALD、K ÄRT OJAVEE共同完成的。ESZTER 

OZSVALD是来自匈牙利的一名设计师、工程师和

媒体艺术家，目前在纽约工作，毕业于工业设计

工程和机电一体化专业，2012年又在纽约大学

参加了电信互动计划项目，她在2009年设计了一

个仿生机器鱼，并且开始尝试研究软性电子及

智能纺织品项目，并成立了SYMBIOSISO项目组，

通过跨学科的技术优势，她施展了自己的创造

性。K ÄRT OJAVEE是来自爱沙尼亚的设计师兼

研究员，从2004年开始从事互动纺织物方面的

探索，她在研究中专注于材料应用的新模式和

新方法，并且用尽量简单而且巧妙地方式来实

现，至今已经在爱沙尼亚、德国、上海、赫尔辛

基以及伦敦等城市举办了多场展览。两位设计

师在2009年的一次仿生学展览上相遇，而接下

来的数次展览让她们惺惺相惜，开始共同发展

SYMBIOSISO这一项目，不断推出了智能互动纺织

品的一系列新应用。

立方像素
这个名为“VOXEL”的纺织品装置，SYMBIOSISO

项目的首个产品，于今年作为装置艺术在纽约展

出。装置明亮的蓝色表面是被染过热敏感合成

剂，表面被分割为一个个网格，每个网格又是一

个多边形蜂窝状面板，整个装置连接到一个电

子系统来对外界刺激进行判断反应。由于需要

快速安装和布置，设计者采用了模块化的组合

方式，在组合形状上，他们尝试了六边形和其他

几何形状，最后无意间发现一种能够让人产生

多层错觉的立方体花纹更加有趣，并将其命名为

“立体像素”。

使用者可以通过触摸面板得到反馈，身体的热量

能够在装置表面留下印记，像极了宗教传说中的

“神迹”，这些宝蓝色表面上的白色印记，能够在

电子装置的控制下保留几分种。这些蜂窝状网格

由几层材料组成，表面由丝绸覆盖，下面是一层

毛毡，在这中间是由微控制器驱动镍铬电热丝的

热量感应层。丝绸表面涂有热变色油墨，身体的

温度或其他动作能够激活中间的电子感应层，维

持这一温度，电子感应层也可以通过网络数据接

口进行控制。所有的网格在平时都有两种显示状

态，分别是蓝色及立方体线框形状。参观者也可

以用手机等设备通过互联网来操控面板上图案。

68个活动单元能迅速呈现出不同的图案或动画

序列。设计师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寻找合适的材料

组合，让图案快速出现并复位，最终的图案更迭

频率保持在8到16秒一帧，虽然不能呈现如电影

和游戏一般的画面，但却更接近大自然中图像变

换的频率，渐变时给人舒服的观感。这为以后的

建筑，装置，工业等设计品表面的材料选择提供

了新的想象空间与可能。

很多参观者，尤其是儿童，都用手和脸在装置上

印下自己身体的形状。这样的装置实现了传统艺

术品所没有的体验，人们通常不会去触摸艺术

作品，更不用提在作品上留下痕迹，但这个装置

反其道而行之，让人们成为展示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以往的展览像是一个商店，但现在人们不仅

从商店中带走东西，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留下

了独一无二的改变。

交互墙纸
VOXEL是两位设计师从2009年开始，进行开发迭

代的成果，可以称为是一个简单的有机显示器，

在这基础上，他们发展出了这种材料的第一个现

实应用：有机墙纸。这是一种具有“人情味”的

交互产品，它由一系列六角形细胞构成，当人手

放在上面时，不仅能够显示出手印的形状，同

时这些小细胞也开始从手印中“成长”出来，变

成浅色。通过指引“成长”的方向，构成一幅图

案。设计师认为，触摸，是人体所有感官中最亲

密的一种，用这种材料作为墙纸，能让墙壁的图

案更加个性化，同时也能加深家居空间与个人之

间的联系。

交互座椅
在交互墙纸之后，设计师发展了这一材料的应

用，从平面转换为立体，创造出一种可以弯折的

半软性织物，放置在户外或者室内，游客可以把

它当成座椅。当人们坐下后，这种材料就会悄然

发生变化，人们坐久了，或者游客比较频繁时，这

些图案就会慢慢扩展成某种不可预料的形状，变

得明显起来，而当人们离开后，座椅又会慢慢恢

复平静。这是一种“安静的活泼”，它让空间充满

活力，却没有噪音，除了做出不规则图案进行感

应外，这种座椅也可以通过编程，实现信息可视

化传达功能，当人们坐下时，开始呈现出预先设

定好的图形，例如预先输入“待办事项”等。在城

市公共区域，某些用于等待的空间除了通过LCD

屏幕控制人们的视觉注意力之外，也可以用这种

材料进行布置。根据用户的要求与空间环境，能

够轻松地通过模块化进行配置。

在互联网时代，设计师也需要大量用户来进行集

体创作，除了这些应用之外，他们还制造了一种

成本更加低廉的半成品材料，人们可以购买这些

原材料，自己进行创作，他们也在网站上编写了

材料制作指南，用户甚至可以自己从商店购买原

料，来制作这种材料。设计师们预计在明年，能够

推出第一个正式量产化的产品以及相对应的移动

客户端产品。

“设计师们希望能够将显示系统集
成到日常用品中，用一种‘润物细
无声’的方式来传达信息。”

互动式织物

设计师ESZTER OZSVALD。 设计师KÄRT OJAVEE。



专案 081互动式织物

设计师采用的电子元件及热敏涂层原料。

“立方像素”是一个能对外界刺激进行判断反应的装置。 “立方像素”也能通过互联网来操控面板上图案。

热敏涂层与纺织品结合后，形成了最简单的互动式布料。



专案 082 互动式织物

“立方像素”的制作过程。

“互动墙纸”采用了更加柔软的面料。

“互动墙纸”能在用户的“抚摸”下，做出如生命体般的反应。“互动座椅”采用了一种能够弯折的半软性材质。



专案 083

DESIGN：这一系列项目的灵感和来源是怎样的？
ESZTER：我认为对于一项创造抱有多大兴趣，这很重要，我之前曾学习过工程和设

计两方面的知识，而我始终想将这两个领域结合起来，创造出与以往不同的新事物。

我始终没有停止这样的探索，而在纽约大学的电信交互项目中，我找到了一种科学的

方法。产生SYMBIOSISO这个项目，最一开始是源自直觉，或者说是“灵光一现”，而随

后落实到真正的解决方案上，则需要大量的技术突破和坚持。

DESIGN：你们设计这一系列产品的初衷是什么？想要达到怎样的愿景？
ESZTER：我们希望能够将显示系统集成到日常用品中，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

式来传达信息，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一种类似“侵入性”的媒体屏幕来粗暴地打断

人们的空间和生活。这种基于软性材料的交互有机显示器能更加柔和、安静、亲密地

与人们进行交流，同时也能让信息更普及地出现在人们周围。

DESIGN：你们认为这个项目未来的应用前景是怎样的？
ESZTER：我们希望这一项目能够成为一种接口，或者介质，而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

或者作品。需要强调的是，它的应用方式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用途而改变。它是一

种工具，或者说是可以拓展的“显示生物”，随着应用范围逐渐变得广泛，它或许还

能够表现出某种生命体的特性。而具体到不远的将来，它将首先运用在生活用品

表面或者更大的建筑表面，替代现在不可变的城市空间，让世界呈现出是可变化

的纹理。在更大面积的应用上，它也能呈现出更复杂的结构和形式。当然，引入新

的互动形式往往面临着挑战和阻碍，但我们将缓慢、安静地推进这一过程，就像我

们的材料一样。

DESIGN：在这个项目中你们进行了怎样的设计研究？采用了哪些制造工艺？
ESZTER：以“交互座椅”为例，这是一个不断迭代的结果，我们设立了最终的设计目

标，然后不断优化设计方案。简单来说，我们首先需要观察和分析自然界中运动的结

构、模式和动作，然后决定采用怎样的图案演变模式和材料结构。随后我们画出原

型草图进行讨论，最终创造出具有独特功能和美学的集合体。在制造时，我们结合了

传统手工艺和现代的数字化制作技术，同时将传统的纺织物与电子元器件结合在一

起，选用隔音、保温易降解的毛毡与电子热敏图层、传感器结合在一起。

DESIGN：你们认为，这一项目的社会意义是什么？
ESZTER：我们认为这一项目的产生，是进化的力量在驱动，人类文明不仅在影响着

自然界，自然环境也用自己的方式适应着这种变化。这个项目带来的有机、高端的材

料，将自然界的节奏带入了城市中，成为了二者之间的中间体。在城市社会中，我们已

经习惯于快速地接受并处理信息，快速应对变化，我们生活中处处充满着快节奏的

数字接口，但我们都知道，信息的丰富性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需求，让我们不堪重负。

人们正在寻找一种更慢、更传统的技术和行为。有机食品、冥想、环保意识都是这一

思潮的体现。SYMBIOSISO结合了我们熟悉的面料和技术，采用更直观的人机交互方

式，这是迎合了这一思潮，它有助于在信息流动与生活环境中维持平衡。

WWW.SYMBIOSISO.COM

“SYMBIOSISO结合了设计师熟悉的面料和
技术，采用更直观的人机交互方式。”

互动式织物

“互动座椅”在有人坐下时，就会缓慢地沿着材料纹理的缝隙，发生变化。

设计师还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半成品材料，鼓励更多的人来创作。

可以从网站上购买和下载SYMBIOSISO的图案和原材料，并将创作成果与大家分享。



专案 084 律动羽毛亭

律动羽毛亭
the Feather Pavilion



专案 085律动羽毛亭

律动羽毛亭
the Feather Pavilion

文_Text_minamikou
图_Photo_Nike Flyknit Collective、朱骞

在2012北京国际设计周上，FEATHER PAVILION创意装置艺术完整
地呈现在大众面前。设计结合了新型TPU POLLI回收砖，以线条与
空间的概念合成了独特的氛围，展示其对性能化、轻量化、贴合
化以及可持续性四大设计主旨的个性诠释。

追求轻质结构的律动羽毛亭装置作品。



专案 086

THE FEATHER PAVILION装置艺术集FLYKNIT设计四

大要素为一体，通过其屋顶形状在概念和物理角

度体现了羽毛的特质，以其便携性和卓越的表现

力成为展馆或大型展示空间的核心展品，使喜欢

FLYKNIT设计和创新理念的参观者在其中体验到

一段个性化旅程。FLYKNIT COLLECTIVE项目致力于

为不同领域、全球范围内的创新者提供空间，与

当地的设计创新者开展互动和交流。来自台湾的

设计师黄谦智（ARTHUR HUANG）与本·萨弗尔（BEN 

SHAFFER）、戴夫·科本（DAVE COBBAN）联合设计的

FLYKNIT COLLECTIVE FEATHER PAVILION创意装置艺

术，在2012“北京国际设计周”上，现场完整展示

THE FEATHER PAVILION的全貌。设计结合了新型PET

宝特砖（POLLI BRICK），以线条与空间的概念合成

了独特的氛围，呈现出对于FLYKNIT科技的四大要

素：性能化、轻量化、贴合化以及可持续性。

性能化/轻型化
THE FEATHER PAVILION设计的各个元素都表达着

“性能化”这一概念。人们只需走进展馆，踏上平

台，就能在整个结构的各处产生感官变化。动能

改变了这座建筑物的外观和实际建筑形式。天花

板如同羽毛般轻盈飘动，声音俨然响起，灯光和视

频在墙面和地板内外传输，营造科技与音乐的和

谐之美。“轻量化”贯穿着FEATHER PAVILION体验

的各个元素：除了从视觉上感受轻盈的绝对精髓

之外，再生TPU POLLI砖结构的轻盈感和透明度与

不断变幻的天花板彼此交织，令人彻底融入其中。

这个项目的精准构造、工业风格和定制精神是“贴

合化”的绝佳体现。复杂的滑轮系统映射着织机的

动作，后者与创造FLYKNIT科技的编织工艺十分相

似，同时，整个空间结构会随着体验者的进入产生

变化，犹如伸展的羽翼，将纯粹物理学原理转变为

耐克创新科技的延伸。

可持续性
在材料的选择上，THE FEATHER PAVILION的设计比

NICK鞋还要推进一步。THE FEATHER PAVILION通过

POLLI砖墙，参观者或许会注意到整个建筑物的可

持续特质：将看似毫无价值、原始粗糙的垃圾转

化为灵感四溢的艺术品。每块POLLI砖完全采用再

生材料制成，彼此关联，从而创造出富有弹性的

结构。为了进一步添加100%的有机加固机制，再

生米糠延续了这项设计对传统与未来创造性的融

合。电压绿色（VOLT GREEN）的纱线如同坚固登山

绳，从细线逐渐转化为绳索，贯穿整座展馆。设计

师们采用研发实验室的规格制成。这是功能与美

的前所未有的完美组合。在巡展结束后，FEATHER 

PAVILION将会被回收利用，制作小智研发公司的下

一个创造性装置艺术。

“设计通过地球引力或者压力，或者本
身空间的变动以及律动，加上音乐以及
声光，放大了其律动的体验效果。”

律动羽毛亭

设计师黄谦智（ARTHUR HUANG）与NIKE KITCHEN DIRECTOR BEN SHAFFER（设计研发总监）。



专案 087律动羽毛亭

夜幕降临下THE FEATHER PAVILION装置艺术的全貌。



专案 088 律动羽毛亭

踏上THE FEATHER PAVILION，人们感觉到身心与装置一同律动。

从天空俯瞰下的THE FEATHER PAVILION装置艺术。



专案 089

DESIGN: 是否可以谈谈THE FEATHER PAVILION这一装置设计
的灵感来源于哪里？
黄谦智：灵感主要来源于鞋子本身。我们之前与NIKE的研发人员在

总部一同了解和研究他们研发一双鞋子的过程是什么，这样的一

种研发过程，与我们在材料的研发过程是相当类似的。我们希望

可以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各个领域的艺术家、建筑师和工程单位，

感知鞋子设计的特别之处。透过鞋子本身的设计概念，启发这一

装置设计的灵感。由于鞋子本身很轻便，穿上鞋子感觉像羽毛，跑

步则有飞跃的感觉，因此英文才取名为THE FEATHER PAVILION。

DESIGN: THE FEATHER PAVILION从设计到最后完成经历的多
长时间？设计相对于NIKE FLYKNIT COLLECTIVE全球其他的设
计作品，有什么独特之处？
黄谦智：相对于NIKE FLYKNIT COLLECTIVE全球系列其他的设计作

品，THE FEATHER PAVILION是其中唯一个会动的装置设计。因为地

心引力的关系，装置本身会跟着参观者的走动、踩踏的节奏或者

律动而变动。材料均属于软质的，采用RICEFIBER奈米强化科技，

以及100%回收PET线纱与宝特砖构成。根据结构的改建，成为了坚

硬的、拉紧的以及可以改建的。

DESIGN: 在参观THE FEATHER PAVILION的过程中，参观者听
到有音乐不断响起，这样的设计意在哪里？
黄谦智：THE FEATHER PAVILION装置设计同音乐与声光的结合是

必要的。设计通过地球引力或压力，或者本身空间的变动以

及律动，加上音乐以及声光，让这个感觉放大。THE FE ATHER 

PAVILION其实把这整个过程放大了，就如同我们做任何运动一

样：比如跑步的时候会听着随身听或者IPOD，但不管人再做任何

运动，其实都是一个节奏感的放大。THE FEATHER PAVILION它也

是一个节奏感的放大，一个逗留的空间：透过整个空间，以及音

乐和光线的变动，装置很自然地会展现出一种“律动”，完全有一

种节奏感。

在装置背景音乐的选择上，我希望比较纯粹一点。或许你会觉得

音乐不够激进，但它很特别。就像是人的呼吸和律动，最后选择的

音乐是一再重复的韵律，如同跑步或者呼吸，保持一定的韵律，这

本身就是一个自我律动，自我控制的过程。

DESIGN: 在此次的装置设计中，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哪里？是如何
解决的？
黄谦智：实际上困难还是蛮多的，其实THE FEATHER PAVILION的设

计是力学的展示，基本上我们要用最轻的材料，如同鞋子的气垫，

利用空气来处理压力。我们要利用回收的材质，解决运动所产生

的压力以及拉力，如何利用100%的回收材料所制作出装置是我

们要解决的问题所在。再来，这一装置要用到最环保的材料进

行推、拉，以一个物理的方式，满足装置本身的相对平衡。

“FLYKNIT科技的四大要素：性能化、轻量
化、贴合化以及可持续性。” 

律动羽毛亭

POLLI压缩砖的内部构造，砖墙的侧面照以及THE FEATHER PAVILION的内部构造。



专案 090

DESIGN: 你拥有国外的成长以及教育背景，从康乃尔大学的建筑
系，到哈佛大学建筑硕士。请问你是如何定义“成功的设计”？
黄谦智：成功的设计需要包括三点：第一，设计的准确度很高，

精准地表达某一种事情。第二，这一设计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经

历，无法被复制。第三才是我们所谓的“创意”。比如THE FEATHER 

PAVILION，以及之前鞋子的设计，都需要化学与材料的研发，这样才

有办法将100%回收的废料真正地做出来，展现在这一空间里。晚上

的时候，装置结构的线会发出绿色的光，其实线本身并没添加任何

的荧光剂，完全是靠本身的断面三角形反光，这本身就很难去被复

制和抄袭。其次，设计有没有达到它要表达的每一件事情：比如是否

表达了力和美学的呈现，拉力以及压力在运动方面，以及互动上面的

关系等等。我们的研发、设计的努力需要时间的累积，能量的累积是

无法被复制的。总的来说，准确地表达设计者想要表达的概念，是不

是花了很多能量与技术在里面，很难去复制就是成功的设计。

DESIGN:请问你对于此次北京设计周之行的体会？
黄谦智：在北京设计周，我们看到来自四面八方，以及各国的艺术

家。每个人的素质都非常高，每位设计师都展现了很好很棒的设

计，基本上每个人在处理每件设计作品时都相当地准确，很难被复

制。在中国，有最先进的技术、最先进的以及各种不同的，有创意的

人，都在各国做着不同的设计。这里成为了各国任何设计师、建筑

师来看看或者较劲的地方，互相观摩互相学习的地方。相对地，很

荣幸能够来到这样的地方，让大家看看在材料以及力学上，能够做

到何种创意。

DESIGN: 对于未来三到五年，你在设计事业发展有何期许？
黄谦智：未来的三到五年，希望可以逐渐发展成为国际级的研发公

司，研发大型的材料以及大型的建筑产品。我们并不是以咨询和设

计为导向的公司，而是将材料的工程师、化学原料、机械、结构、外

加建筑的设计结合在一起。因此希望产品能够在中国的市场流通，

向大企业的方向迈进。我们一直致力于材料的研发，坚持环保、节

能、减排。之前被华尔街日报，以及各种不同的大型的国际刊物报

道，也拿过国际大奖。在材料的研发上，我们在亚洲以及全球上来

说处于领先的地位，如果有机会在大的活动上，可以和大的品牌合

作，并且在一个面向世界的平台上被看到，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

今，华人的创新并不亚于国外，我们公司的建筑师和工程师都是国

外留学回来的。我们可以发挥中国对于材料节能上的一些天生的优

势，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节省的民族。所以我们可以很精简

地做出很多材料，以及相应发挥的很多创意，是外国人学不来的。

律动羽毛亭

“准确地表达设计者想要表达的概念，设
计与研发的努力需要时间的累积，能量的
累积是无法被复制的。”

彩色霓虹灯映照下的羽毛球。

夜色中的装置俯视图。

THE FEATHER PAVILION装置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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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ATHER PAVILION在制作中的场景。

NIKE鞋作为装置的灵感来源，被放置的装置在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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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新格局
new
logiCa
system
文_Text_Leeble 
图_Photo_Valcucine

意大利高端厨房设计品牌VALCUCINE推出的NEW LOGICA SYSTEM厨房组合系
统，配件按照人体工学设计，可自由调校装配，令家居烹调更得心应手。
它背后的设计理念是确保厨房用品伸手可及之余，用户还能够在一瞬间将
物品整理收藏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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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阔的工作台以纳米技术涂装，具备优秀的防刮性能，炉头面板采用与台面相同的玻璃设计，巧妙地隐藏起来。

厨房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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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工程学从20世纪初发展至今，已应用于不

同层面的产品上，而最初人机工程学正是从家具

设计和厨房设计开始发扬光大。令入厨者更舒

适方便，始终是设计师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并

无止境。VALCUCINE公司是意大利殿堂级厨房设

计品牌，在1980年由四位合伙人GIOVANNI DINO 

CAPPELLOTTO、GABRIELE CENTAZZO、FRANCO 

CORBETTA及SILVIO VERARDO于意大利创立。当时

市面上的厨柜物料不外乎焗漆板、胶板、木材和

不锈钢，不但设计呆板，且创意欠佳。VALCUCINE

的设计者不断尝试突破当时传统的厨房设计，大

胆使用铝合金、强化玻璃、碳素纤维以及防指纹

不锈钢等创新材料。VALCUCINE认为环保是设计

的重要一部分，设计师广泛采用零甲醛排放的物

料，在赢得众多设计奖项的同时，也获得了很多

环保奖项。

设计革新
这款名为“NEW LOGICA SYSTEM”的橱柜系统，前

身是于1996年面世的获奖设计LOGICA SYSTEM，

当时的设计有着深达80厘米的橱身、装备齐全

的后排储存设计、用户能自由拆除的巨型抽屉；

轻推式柜门设计的嵌墙柜，巧妙地运用地心引

力原理开启，开关时不费吹灰之力，轻松自如，

在当年的厨房人体工学领域中作出了史无前例

的大革新。

作为这一设计的进化版本，如今厨房工作间的设

计，能够营造一个既宽敞、又合乎人体工学原理

的厨房间格。它集餐橱、层架及工作台于一身。

这款厨房组合系统，高度及宽度分别可达2.4米

及7.2米，线条简洁，宽阔的工作台以纳米技术涂

装，具备优秀的防刮性能，确保厨房始终保持着

“不食烟火”的时尚美观，让用户体会到下厨的

乐趣。设计不但令每件厨具均伸手可及，使用者

也易于重新整理，包括可移除或自由增减的电

插座、可在工作台上任意滑动及调校位置的木砧

板，及方便拿取调味料的转盘层架等。水龙头也

采取了伸缩式设计，在接水时，不再需要将装满

水的汤锅从水槽中费力拿出放在炉灶上，而只需

将软管式的水龙头拉至炉上的汤锅即可盛水。设

计师从实用性和灵活度两个关键点着手，让用户

在烹饪时做到得心应手，而这次升级，也代表着

人体工程学在厨房的应用再一次趋近人性化。

设计者对于各厨房用具分类细致，并且可完全根

据用户的生活习惯来安装及调动组合，大大减低

入厨者在预备食材、烹调及清理时的复杂步骤；

炉头面板采用与台面相同的玻璃设计，巧妙地隐

藏起来；当用户在烹调完毕后，可以拉下罩子，将

未来得及清理的用具遮蔽，把厨房用具，包括碗

碟架、烹饪容器、电源插座以至抽油烟机快速收

纳隐藏，让厨房像进入休眠状态般安静，恢复井

井有条、洁净而高雅的外观。

嵌墙柜的柜门在烹饪时可以一直保持开启状态，

方便使用者自由活动。水槽下方预留了足够空

“设计师将人与整个厨房看成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
着手改善新式橱柜系统内部的关系。”

“全开全闭”式的厨房，很好地保障了用户的视野，同时也确保了居室的简洁。

厨房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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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装配了大型可拆卸全开式抽屉，让使用者一

目了然，即使搁在抽屉后方的物品也可以轻易伸

手够到。而玻璃橱架上的物品、小型器具、碗碟

滴水槽，甚至水龙头，均能够有系统地收纳在这

个设有后排藏格、深度达80厘米的厨房组合里

面。设计的另一项细节，是置于洗手盆后方的碗

碟架，当要放上刚洗净的碗碟时，便不怕弄得到

处水渍。架子架设在水位线以上，免除积水滋生

细菌的隐患。

体验定位
设计师之一的GABRIELE CENTAZZO原本是建筑师，

他希望这款组合厨房在材料和技术上，既要独

特，又要实用。 作为一款高端定位的橱柜品牌，

VALCUCINE经常被归类为奢侈品，然而设计师却

认为橱柜品牌比普通奢侈品更加物有所值，他说：

“高端产品与普通产品的区别，一看细节就能

够分辨出来，我们要给客户从QUALITY（质量）到

DESIGN（设计）的LUXURY（奢华）。 ” VALCUCINE

的卖点是糅合人体工学、艺术感及环保元素。全

柜用铝质和玻璃嵌成，目前没有其他品牌能做到

这个技术。厨柜不用木板，零甲醛含量，防水防

霉，同时减少砍伐树木。厨柜所用的强化玻璃板，

虽然厚度仅5M，但在玻璃板上动菜刀，也毋须顾

虑安全问题。即使3公斤重的铅球从高处掉落柜

面，厨柜仍丝毫无损。 用户除了可更改玻璃颜色

外，也可以订制设计图案。曾有用户要求订做印有

公司LOGO的厨柜放在办公室，甚至有要求印上一

整幅山水画 。

虽然整套橱柜的定价在200万元左右，但产品的

卖家并非暴发户。不少客户长时间在外应酬，很

少回家下厨，所以要求以简便为主，而这款厨具

正是以便利为主要特性，吊柜的部分足够宽阔、

物品摆放的部位一目了然，所有电器都集中在

橱柜中，在平时不使用时并不会影响家居的简

洁风格，而且对于不常下厨的用户来说，也能够

方便地找到厨具和调料摆放的位置。虽然大多

数购买这套厨具的客户都有一掷千金的实力，

但他们看重的并非是这款产品带来的身份感或

奢侈感，而是生活品味、优质材料带来的健康，

更能够理解高品质橱柜意味着什么。而且这款

昂贵的厨具，并非仅仅装备于豪宅，在一些房价

昂贵、寸土寸金的城市，例如香港、北京、上海，

需要橱柜具有强大的承重能力、碗碟收藏能力、

折叠收纳能力等，这时这款厨具就能够发挥节省

空间的优势了。

“设计师从实用性和灵活度两个关键点着手，让用户
在烹饪时做到得心应手。”

橱柜采用铝合金与玻璃材质，实现了甲醛零排放，避免了板材造成的污染。 柜门采用了与传统不同的提拉式液压开关，可以长时间开启而不影响用户活动。

厨房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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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这个组合橱柜的设计背景和目标是怎样
的？你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VALCUCINE：我们希望这套橱柜在使用时能够

做到“召之即来挥之即去”（EVERYTHING ON HAND. 

EVERYTHING TIDY IN AN INSTANT.）。当需要使用某种

厨房用具，例如洗碗机、小家电、称重器、电源插座、

水龙头、抽油烟机等一切用品时，都触手可及，不需

要四处翻找或让用户往返奔波，让这些用具的位置

一目了然，在不用时，通过简单的一个动作，就能够

让所有整理好和待整理的用具都隐藏起来。

DESIGN：这个项目与传统橱柜相比，带来了哪些革
新与突破？
VALCUCINE：我们始终非常关注最终用户的需求，

通过仔细观察传统厨房，将人与整个厨房看成一个

相互作用的系统，着手改善系统内部的关系。传统橱

柜的墙面单元通常安装在较高的位置，这样用户就

很难对厨房整体做出掌控，尤其是身高不足的人更

是如此。我们降低了橱柜的高度，同时增加了操作台

前的空间，让用户可以稍稍退后就能看到全局。在开

门方式上，传统的外开式橱柜往往会阻碍操作空间，

如果保持打开状态，会经常碰伤用户。我们采用了提

升式橱柜门，这样橱柜既能保证长时间开启，用户也

不会担心碰到。传统橱柜中碗碟烘干机的位置也很

让人尴尬，无论是安放在上面还是下面，都免不了搬

运碗碟，并且会让水淌下手臂。我们将烘干机的位置

放在水槽之后，让放置碗碟的距离最短，并且水也不

会滴得到处都是。

DESIGN：在设计时你们经过了怎样的研究过程？
最关注的因素是什么？
VALCUCINE：对于橱柜设计来说，人机工程学是最

重要的研究因素，人们使用的空间和物品虽然简单，

但很少有完全满足用户物理特性的，我们需要物品

的形状和位置都能做到与人自然匹配。不舒服的位

置不仅对健康有害，也容易造成用户的危险。我们从

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人机工程学的研究，了解人体

合适的操作行为，以制定一个合适的厨房尺寸与距

离，对于不同的用户也能做到量身定制，就像服装一

样，橱柜也需要量体裁衣才能做到贴身得体。

DESIGN：这个项目对社会和世界的影响与价值是
怎样的？
VALCUCINE：现代工业往往在设计和制造产品时

偏离了用户的需要，在广告的狂轰滥炸下，人们的消

费的出发点往往不是使用，而是占有，而这是不真实

的。我们认为，关注真实需求，是产品设计的原则。

对于设计，必须要考虑功能与健康这两个方面。这个

项目从人体工程学出发实现功能的易用性，同时采

用零排放的无毒材料进行生产，并确保材料的可回

收和重复利用，在此基础上确保产品的耐用性，避免

频繁更替修理带来的浪费与消耗，这就是我们产品

想要带给用户与社会的价值。

VALCUCINE.FOSSATIINTERNI.IT

“VALCUCINE的设计者以不断尝试突破
当时传统的厨房设计，大胆使用铝合
金、强化玻璃、碳素纤维以及防指纹
不锈钢等创新材料。”

橱柜下方的大尺寸抽屉，让用户能轻松地放置厨具。

厨房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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橱柜采用就近布置的原则，让水槽与放置碗碟的地方尽可能地接近。

橱柜中的插销与插槽灵活分配，让物品的位置满足用户需要，而不是让用户去适应。

厨房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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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住宿的
设计商店
hôtel Droog Breaks
the ConCePt
oF a hotel

可住宿的设计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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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住宿的
设计商店
hôtel Droog Breaks
the ConCePt
oF a hotel

可住宿的设计商店

文_Text_Emma
图_Photo_DroogDesign

今年9月，在阿姆斯特丹的历史中心区，DROOG DESIGN
开设了一家特殊的旅馆——HÔTEL DROOG，为客人提供
前所未有的殷勤好客体验。在这栋17世纪的建筑中，
HÔTEL DROOG占地700平米，位置醒目，有望成为阿姆
斯特丹心脏的新文化中心。唯一的一间卧室和童话般
的花园是这间旅馆最与众不同的卖点。

DROOG设计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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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OG DESIGN是荷兰前卫设计团队，由RENNY RAMAKERS和GIJS BAKKER

共同创建于1993年。DROOG在荷兰语中是“干燥”的意思，它代表着

DROOG DESIGN的设计方向——简单、清晰无矫饰。1993年，DROOG 

DESIGN在米兰国际家具展上初绽头角，这批设计师抵制那种刻意表现

流畅的式样、完美构建的设计，主张简单直接地表达出清晰且新颖的概

念，同时直奔实用的主题。他们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具革命精神的

一个设计组织，并让荷兰在世界设计版图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在由DROOG DESIGN设计并运营的HÔTEL DROOG，客人可以进来喝一

杯、吃一顿、购物、看展、美容、逛花园、听讲座，甚至住上一晚，因

为这里有一个旅馆所需的所有配置，甚至包含更多：DROOG设计商

店、画廊、餐厅、“童话”花园、COSMANIA化妆品店、KABINET时装店、

WELTEVREE产品，以及一间卧室。

作为新设计方向的先锋，DROOG在旅馆的设计中保持了一贯的前卫风

格，开创新的合作方式和设计商业模板以及工具，乃至新的消费文化，

力图改善日常生活中的体验。“旅馆的概念在这里被打破。通常旅馆只

是用来睡觉的地方，而在这里我们将旅馆中常见的各个组成部分放大、

强调，使它们成为旅馆体验的中心，进而还提供一个房间可以住宿。”共

同创办人及主管RENNY RAMAKERS表示，“HÔTEL DROOG将我们的各种活

动都集中到一个屋檐下，从管理到产品设计、展览、讲座，并邀请人们选

择性介入其中。”

画廊  EXHIBITIONS AT GALLERY

HÔTEL DROOG里面的画廊由DROOG或特邀策展人策划展出。这是这个

160平方米空间的绝妙所在，集合了最新的设计作品、艺术品、时装以及

创意工业的发展前沿的预展。通过举办工作坊及研讨会的形式，画廊为

设计与社会的对话搭建桥梁。

童话花园  ESCAPE AT FAIRY TALE GARDEN 

由法国设计师CLAUDE PASQUER和CORINNE DÉTROYAT设计的“神秘花

园”将庭院转化为一个物种多样化的庇护所，自然及人造的元素在这里

混搭，所有元素各有功能及迷人之处，给小鸟、蝴蝶、昆虫、花朵、食用植物

及人提供食物、水及栖息场所。与丰富的种植园无缝连接的人造草皮覆盖着

小径，营造出沉静的感觉。这个花园是一个真正融合了静谧和欢愉的所在。

多功能餐厅  FOOD, DRINKS & DISCUSSIONS AT THE DINING ROOM

HÔTEL DROOG的餐厅简朴优雅，可以眺见繁茂的花园。提供的饮食同样秉

承DROOG的设计原则——简单、健康，采用应季蔬菜及配料，餐食包括邻家

家常菜和丹麦小三明治等。餐厅平常还可以作为讲座和演出的场所。作为

历史上纺织协会的所在地，伦勃朗的名画《质检员》曾悬挂于此，DROOG让

荷兰艺术家BEREND STRIK重新演绎了这幅名画并悬挂于原址。

唯一的寝室  SLEEP AT THE ONE AND ONLY BEDROOM 

HÔTEL DROOG的顶楼为喜欢在此过夜及逗留的客人预留。在这个处于中心

位置，安静而灯火辉煌的空间里有卧室、起居室和厨房，绝佳的高度可以一

览阿姆斯特丹的屋顶景观。

DROOG设计商店  DESIGN AT DROOG STORE

在DROOG设计商店中，客人可以在一种开放的氛围中与DROOG的经历互动。

从物美价廉的小物件到限量版设计产品，每一件DROOG设计都旨在提升日常

生活的品质，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设计商店还出售其他品牌的设计产品。

COSMANIA化妆品商店  BEAUTY AT COSMANIA

在COSMANIA，顾客可以找到漂亮实惠且特别的国际化妆品品牌，在荷兰的

其他地方都无处寻觅。每个化妆品品牌也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COSMANIA

品牌的哲学在荷兰是独一无二的，主张与观者互动，广泛收集反馈。

KABINET时装店  FASHION AT KABINET

KABINET时装沙龙汇集不同风格品牌，兼顾中庸之道与前卫先锋，包括

ISABEL MARANT、MAISON MARTIN MARGIELA和HUSSEIN CHALAYAN等服

装及配饰。

“简单、清晰无矫饰是DROOG DESIGN一贯的设计原则。”

可住宿的设计商店

HOTAL DROOG里的童话花园。



专案 101可住宿的设计商店

HOTEL DROOG里的多功能餐厅。

HOTEL DROOG里唯一的寝室。

HOTEL DROOG里的多功能餐厅。



专案 102 可住宿的设计商店

HOTEL DROOG里的化妆品商店。

HOTEL DROOG里唯一的寝室。

HOTEL DROOG里的时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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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HÔTEL DROOG里有设计商店、化妆
品店等等，可以入住的房间则只有一间，为什么
仍将其称为“旅馆”呢？
DROOG：HÔTEL DROOG不仅仅是一间旅馆，它能

给予的是一种殷勤好客的感受。在HÔTEL DROOG，

你可以找到你在普通旅馆能够找到的所有，比如

饭店、美容店、商店、花园乃至一张过夜的床。另

外，我们将其称为“旅馆”的原因是，我们的本意

是想开一家真正的“旅馆”，但是由于许可证的

问题没能如愿，这是我们最终折中的结果。

DESIGN：这个构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策划和实
施的？
DROOG：这个构想形成于几年前。DROOG的主管

RENNY RAMAKERS想给DROOG STORE的参观者提

供能够享用美食和过夜的地方。两年前日本设计

工作室BOW-WOW设计了一个旅馆，但由于许可证

的问题该计划未能施行，RENNY RAMAKERS于是

决定，将其变为一种殷勤好客的体验而非一个真

正的“旅馆”。

DESIGN：这间旅馆房间的风格是由谁设计的？
是一种什么风格？有独特的荷兰元素吗?
DROOG：室内设计由DROOG完成，风格是旧物件

（比如以往参加米兰或纽约展的作品）、古董和

DROOG新品的混搭。旅馆所在的建筑是典型的荷

兰建筑，也是17世纪纺织协会的所在地，伦勃朗

的名画《质检员肖像》曾悬挂于此。

DESIGN：这间旅馆是临时性的概念设计还是真
正意义的长期供应的旅馆？
DROOG：目前这里只有一个豪华的阁楼公寓供

应，但是拥有齐全的配套设施。

DESIGN：与正常的旅馆相比，HÔTEL DROOG
最特别的地方在于？
DROOG：它只有一间卧室。

DESIGN：HÔTEL DROOG希望给客人提供怎样
的感受？你将如何用一句话来吸引游客？
DROOG：HÔTEL DROOG不仅仅是一间旅馆，它是

一个你可以体验设计、美食、展览、时装的所在，

甚至还可以过夜。

DESIGN：目前为止人们对HÔTEL DROOG的反
响如何？
DROOG：HÔTEL DROOG目前已经开放参观，十月

底那间卧室正式开始接受预订。人们很享受这种

设计、时装、美容和美食美酒的混搭。

WWW.HOTELDROOG.COM

“旅馆的概念在这里被打破。DROOG DESIGN
将旅馆中常见的各个组成部分放大、强调，
使它们成为旅馆体验的中心。”

可住宿的设计商店

HOTEL DROOG的的画廊。



焦点 104 资深“木匠”

资   深  “ 木  匠 ”

文_Text_Emma
图_Photo_John Galvin

家 具 木 匠 、 手 艺 匠 人 、 家 具 艺 术 家 J O H N 
GALVIN在设计界打拼已逾十年。从爱尔兰海滨
小城YOUGHAL到格拉斯哥的西端，GALVIN保持
着与生俱来的对品质设计的真挚激情，坚持专
注于用传统的家具木匠手艺及方法来制作家
具，且只用硬木设计制造独一无二、精致迷人
的高端定制家具。

J o h n  G a l v i n



焦点 105资深“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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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 a f t s m a n

f u r n i t u r e

a r t i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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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率领着JOHN GALVIN DESIGN的团队制造现代

家具、灯具等产品，选材均是上好的木料，用来

满足当地奢华的室内装饰、画廊及其它高规格环

境的需求。当传统的家具木匠手艺嫁接上最棒的

现代设计，JOHN和他的团队制造出了独特的高端

定制家具，传统家具制造工艺的细节彰显出作品

的不凡品质。

JOHN献身于木的艺术，坚持只选用品质最好的、

具异域风情的，且可回收利用的硬木。在他看来

“原木是一种让人着迷的介质，没有两块是相同

的，物种、色泽、纹理上的差异更是数不尽。与其

他材质不同的是，木头越老越好用，而且每一件

都有自己的故事”。

在高科技和新材料横扫世界的今天，JOHN丝毫不

觉得高品质的传统手工艺和木头材料会有过时的

一天。“我喜欢将新旧进行混搭，制成精心设计、

做工精良的产品。”JOHN表示，“我们的产品兼

具艺术性和功能性。”一件产品的设计过程通常

从JOHN的一组想法和草图开始，随后开始建模。

当一个半成品模型出炉，JOHN才能确定自己对这

个设计是否百分百满意。为保证产品的一贯高品

质，所有作品均由他和团队在自己的工作室设计

制作完成，能够完全控制作品的各个方面对JOHN

来说非常重要。

在JOHN的作品当中，定制和自创在数量上基本上

各占一半，JOHN喜欢保持这个比例，因为他喜欢

多样化。对他而言，能够将顾客的需求从纸面上

具体到用完美的产品表现出来是个很有趣的过

程，而将自己的设计制成成品，则是一种有丰厚

的回报的激动人心的事情。

对于年轻的设计师和手艺人，JOHN的建议是：

“百分百地投入到你的设计中去，相信自己的作

品，要记住，这是一个漫长又或许艰难的旅程。

人们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他们的双手。”

原木是一种让人着迷的介质，没有两块是相同的，物种、
色泽、纹理上的差异更是数不尽。

——JOHN GALVIN

资深“木匠”

设计师JOHN GA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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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你是如何进入设计领域并从事家具设计的？

GALVIN：我母亲很喜欢收集并整修古董，我便经常被精美的家具环绕。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建造，最喜欢的玩具就是乐高（到现在都是），那

时我可以在自己的房间待上很长时间，创造色彩丰富的雕塑。

DESIGN：你从哪里学到的手艺？

GALVIN：我从格拉斯哥建筑与印刷学院毕业后，又在格拉斯哥一些橱柜

制造商那里继续磨练我的手艺。到现在我还在继续学习，不断地学习也

让我的工作更加有趣。

DESIGN：做出名气来有多难？经商和设计哪个更难？

GALVIN：在任何设计领域中想要做出名都不容易，有太多能人，想要成

功就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艰苦地工作。光有才华还不够，你还需要有驱

动力、激情和足够的抗打击能力，让自己能够愈挫愈勇。我用了7年的时

间，为不同的橱柜制造商工作，学到了很多。我很喜欢参与不同的项目做

不同的设计，与各种数据打交道。但是我从心底里知道，我想要为自己未

来独立做设计做打算。所以，到了2008年，我决定开始自己的生意，创立

了自己的工作室。开始独立行走是很令人生畏的一件事，再没别人可以倚

赖，你对自己的成败要负全责。这时你就非常需要驱动力让自己前行，它

来自于提前周密的规划、大量积蓄以及人脉网络。你需要把你的样貌、名

字，最重要的是你的个性张扬出来。幸运的是我个性中有喜欢与人交谈

和接触新鲜事物的一面。

DESIGN：你为什么选择原木作为设计的原料？

GALVIN：原木是一种让人着迷的介质，没有两块是相同的，物种、色泽、

纹理上的差异更是数不尽。与其他材质不同的是，木头越老越好用，而且

每一件都有自己的故事。

人们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他们的双手。
——JOHN GALVIN

DESIGN：MANOLO休闲椅堪称一件艺术品，当初设计制造最大的难关

是什么？

GALVIN：制作它用了几乎8个星期。灵感来自于我最仰慕的两位有史以来

最棒的椅子设计师HANS J WENGER和FINN JUHL。此外我还受到一幅偶然

发现的MANOLO BLAHNIK的高跟鞋素描的启发，优雅的细高跟和阴柔的曲

线激发我开始绘制椅子的设计图，椅子的后腿直接得益于那幅素描，名字

也随之而来。MANOLO休闲椅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我最具挑战性的作品，

也是给我带来最大满足感的一件。整张椅子的结构中我使用了5种以上的

连接技术，全身没有一处是90度的直角。椅面的厚度从边缘的12毫米渐变

到中部的28毫米，椅背顶端我进行了手工雕刻以与后腿的曲线能更好地衔

接。前腿是后腿的镜像，我用手工雕刻出了扭曲感。黄铜钉给椅身增加了

强度，让手臂延伸到椅子后方。

DESIGN：那盏黄檀小天鹅灯（JACARANDA CYGNET LAMP）非常独

特，之前除了当灯座之外，很少有人想到用木头来做灯。你的设想是怎么

产生的？

GALVIN：当时我想要创作一些同样有视觉冲击力的优雅作品来搭配

MANOLO休闲椅。事实证明人们很喜欢它，原木的自然之美很难抵抗。

DESIGN：哪一件作品是你最喜欢的？

GALVIN：每一件作品我都喜欢，因为它们都是我亲自设计制造，在精细

的打磨雕刻中，你和每一件作品都建立了一种联系，它们各自有不同的故

事。如果非选一件不可的话，我会挑“士兵桌”和“MANOLO休闲椅”，前者

带着我儿时烙印的前卫艺术作品，后者则是我的第一件椅子设计，也是最

具挑战性的。小天鹅吊灯谦逊的优雅也是我很喜欢的。

/CAMBIUM餐边柜  CAMBIUM/

餐边柜的抽屉和柜门选材自当地的苏格兰榆

木，框架、基座和抽屉内板为榉木。抽屉的组装

为榫卯结构，从折页铰链到抽屉把手的黄铜五

金件均由JOHN的工作室设计打造。

资深“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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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骨边桌  PHALANX SIDE TABLE/

JOHN GALVIN的最新作品，由200年历史的巴西红木

制成。边桌的名字来自希腊语中“指骨或指关节”，

借指桌腿的组装方式。这款边桌只是一个样品，但

JOHN计划将其用美国黑胡桃、橡木、枫木等可持续

发展的硬木材料进行商业化生产。

/MANOLO休闲椅  MANOLO LOUNG/

MANOLO休闲椅的结构中使用了5种以上的连接技

术，全身没有一处是90度的直角。椅面的厚度从边缘

的12毫米渐变到中部的28毫米，椅背顶端设计师进

行了手工雕刻以方便与后腿的曲线更好地衔接。

资深“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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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勒斯餐边柜  NEAPOLITAN SIDEBOARD/

这款餐边柜上的曲线和椭圆雕刻的灵感来自布里吉特•莱利

（BRIDGET RILEY）的画作和那不勒斯的冰激凌。主要框架和

柜腿使用的是美国黑胡桃，柜门则是由胡桃木、橡木、白蜡

木、白杨木和沙比利等混合木板材料加工成型。 

资深“木匠”

/黄檀小天鹅灯 JACARANDA CYGNET LAMP/

此设计是用来搭配MANOLO休闲椅的优雅落地灯。实木

材质出人意表地用来制作灯罩。黄檀实木本身的纹理让

灯罩更具质感。橘色的灯光从环形灯罩缝隙中蔓延开，

让居室充满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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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匠 手 中 的  “ 工 业 废 料 ”

O r O t r a s p a r e n t e  &  C i r k u i t a

文_Text_李耀华 郑施诗
图_Photo_ Paola Mirai

意大利首饰设计师PAOLA MIRAI利用封存的概念，
将电器拆卸后的零件封存在一种透明轻质材料当
中。老旧斑驳的电器零件被镶嵌入纯净透明的材
质中，光的折射使其中的电器零件形状产生了有
趣的变化，看起来像是被冰封起来的另类化石，
有种遗世独立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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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匠 手 中 的  “ 工 业 废 料 ”

O r O t r a s p a r e n t e  &  C i r k u i 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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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OLA MIRAI将自己的工作室描述成一个“锻铁

炉”。这个位于纳维里（NAVIGLI）附近的实验室在

一个少有的保护完好的宁静古老的米兰庭院中，

进入这个庭院的感觉就像来到了20世纪初的米

兰。在这里，PAOLA MIRAI和她的团队能在一个平

静的环境中进行不间断的实验，这里的大门常年

向来自全球的年轻创意人敞开。

在成功之前，PAOLA MIRAI经历了7年漫长的尝

试。“那种感觉就像经年生活在风暴和烈火

中。”PAOLA MIRAI说，“因为我想尽可能多地进行

实验以实现我的设想：创造一种新的首饰，透明

的首饰。我必须不断尝试、研究各种材料，夜以继

日，几近癫狂。让想法变成现实的过程总是艰难

而充满挑战的，你不知道自己终究会不会成功，

你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创新和实验当中，当然也

需要接受失败。花了7年，我终于创造出了能够表

达自我的完美物质。”

7年中PAOLA MIRAI发现了多种可以作为首饰的形

式和物质，指引着她找到了哲学中的黄金：一种

纯粹的物质，完全透明——“透明金”。它是一个

神奇的秘密混合物，是纯粹的实验和研究。实验

的结果是一种几乎没有重量的由“光”制成的材

料。“我投入了我所有的精力、好奇心、信心、顽

强、勇气、期待、想法和情感。”PAOLA MIRAI这样

描述自己的心路历程，“很多次我几乎放弃这个

项目，在经过多天的绝望和疑虑，我总是能找到

继续前行的力量，甚至能找到一种更坚定的方式

去完成我的事业。”在PAOLA MIRAI 看来，她独一

无二的首饰是古老金匠手艺和现代电子材料碰撞

的结果，介乎于精神与物质之间，拥有古典和科

技双重互补的灵魂，正呼应了她在呼吸着古老米

兰空气的庭院里创造出这种未来感的首饰。“我

创作的核心就是物质与数字的奇妙混合。”PAOLA 

MIRAI 说。比如首饰“回路”，不但是电路的体现

方式，更代表着一种循环的概念，这也是 PAOLA 

MIRAI 这一系列名称的意图。这些将旧元件包裹

在“透明金”这种新材料中的首饰，没有任何两个

是相同的，就像是世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人，

PAOLA MIRAI 也决意要制造没有完全一样的系列

首饰。

根据PAOLA MIRAI的构想，“透明金”系列是为公

主型的女性（PRINCESS-WOMEN）设计，“回路”

则更适合战士型的女性（WARRIOR-WOMEN）。

“透明金”代表着半东方半西方女神之美，类似

金子、宝石、珍珠和钻石。这是一个未来美丽和

女性的映射的新理念，兼具古典与新锐，真实

与玄幻，鲜活而深刻。“回路”象征着一个战士

女神：每一件首饰都来自一个旧的科技装置，我

把它们解构并重新解读，是一种无穷的现代之

美。这些“科技垃圾”创造出一种新的功能和符

号美，正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态精神和对网

络生存的展望。

“我创作的核心就是物质与数字的奇妙混合。”
——PAOLA MIRAI

金匠手中的“工业废料”

设计师PAOLA MI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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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金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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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你创立公司时的大背景如何？你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PAOLA MIRAI：我一直在寻找美。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每天弹

钢琴来寻找，因为音乐是最纯粹的美。20岁之后，我觉得要成为

一名艺术指导，通过我创作的美的东西与人们进行沟通。不久，

在一次澳大利亚之旅中，灵感女神再次找到了我。站在埃尔斯巨

石跟前，我被布朗库西（BRANCUSI）的灵感击中：创造同样受男人

和女人喜爱的美的形式。于是我决定进入艺术与设计的世界。在

澳大利亚我发现了东西方融合之美。我记得一个女孩天蓝色的杏

眼，她看起来就像美神。我的首次实验开始于2004，从一个阳光

充足的窗口望向大西洋。目前这个实验在米兰继续着。

DESIGN：请简要介绍一下你的团队，你们是如何开始合作的？

PAOLA MIRAI：我的团队曾被称为“DESARTIGIAN”，就像旧时

的实验室，工匠和设计师们在那里用双手来实验新的想法。我的

工作是非常规的，这也是让我觉得它刺激的地方。在实验室里有

很多事情要做，而想要顾全生产的各个方面并不容易，尤其是需

要找出问题并解决它的时候。所幸我并不是孤军奋战，我的丈夫

LUIS CICCOGNANI，他是米兰理工学院的教师，也是知名的广告代

理商，他帮我建立了PAOLA MIRAI的通讯网络，并亲手指引意大利

国内外杰出的年轻创意人加入到实验室中来。他们中的几位帮助

我创作了CIRKUITA和OROTRASPARENTE系列。

DESIGN：可以举例描述一下你的工作流程吗？

PAOLA MIRAI：以CIRKUITA项目为例。我在读聂鲁达（NERUDA）

诗歌的时候迸发灵感，那首诗讲的是要重视被我们忽略了的事

物，有时候它们在我们眼前我们都会视而不见，它还讲出一个事

实：事物都有生命。于是我便开始用装配、循环利用的方式搭建雕

塑，从那时起，只要我走进朋友的地下室、商店或是街上，都会刻

意寻找被丢弃的物件，以让它们焕发新生。这在期间，我的手机

滑落，“科技金匠”的世界便在我面前开启。我喜欢把自己定义为

工艺设计师。从开始实验最初的想法，控制整个生产流程，我总

是定位于为小批量地提升产品的层次找寻找新方法。

DESIGN：你的公司是如何开展业务的？

PAOLA MIRAI：我的生意经非常简单：生产独一无二的东西。在

我的作品中，美感和诗意永远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从各时代的伟

大艺术家和文化当中领悟到的，至于收入便是之后水到渠成的结

果。我一贯的目标是给人们一个机会去体验，鼓励他们在生活中

给美感和诗意留出空间，而不仅仅关注物质。

DESIGN：你的灵感主要来自于哪里？你的设计和生活的哲学是

什么？

PAOLA MIRAI：我担任艺术指导的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它

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艺术、图像、通讯、漫画、建筑、摄影、电

影、戏剧、舞蹈、印刷以及沟通，眼力便惯于捕捉符号和标志再进

行创造性的合成。我的所读、所看、所闻，身边所有的事物都可能

激发我的灵感。我曾接受过多年的钢琴训练，音乐也是我设计的

缪斯女神，另外诗歌和各种艺术形式都有启示作用。现今的全球

化趋势让我们接触到大量的信息，还可以上传到互联网云端。我

喜欢光顾古老的图书馆和书店，在那里可以翻着书页闻着书香。

新老事物我都爱。

金匠手中的“工业废料”

这些“科技垃圾”创造出一种
新的功能和符号美，正好符合
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态精神和对
网络生存的展望。

——PAOLA MIRAI

“透明金”系列作品。

“回路”系列作品：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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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路”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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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在接下来的三五年内，工作室主要的目标是什么？未

来的主要领域又是什么？

PAOLA MIRAI：今年我的作品在奥克兰的VESSEL画廊展出了。

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展出，我在考虑将其作为国际系列巡展的发

端。我想继续工作坊类的工作，比如我在米兰三年展和米兰达芬

奇科技博物馆主持的那种，因为那能给我带来非凡愉悦的体验和

能量。此外，我还想投身儿童事业，因为和孩子们在一起能感受

到何为“奇妙”。我将继续名为“SPACCACHIP”的工作坊，在那里

孩子们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用自己拆解下来的碎片创造

绝妙的雕塑。我的目的在于与米兰——设计与“意大利制造”创造

力的摇篮保持活跃的联系，同时保持与世界的互动。

 

DESIGN：你认为意大利设计的精髓是什么？是什么使意大利设

计区别于其他国家的设计？

PAOLA MIRAI：意大利设计植根于这个美丽国家2500多年的历

史。在这段历史长河中，许多有才华的年轻设计师在视觉研究、

材料试验以及传统和创新的生产工艺等方面做出了富有价值的

杰出设计。意大利的特别之处在于富于想象力还有那些疯狂的意

大利人。实际上，生活在意大利的异域创意人士都会爱上他们所

呼吸的空气——我们意大利美丽新鲜创作自由的空气。

DESIGN：你对中国设计及中国设计市场有了解吗？

PAOLA MIRAI：感谢一位米兰理工大学中国留学生设计师SIYU 

LIU的帮助，近年来我有机会去了解中国，她让我享受到钻研中国

美学的乐趣，尤其是京剧之美。我希望这次访谈能够给我和热爱

东西对话的年轻中国设计师之间带来沟通机会。

   

DESIGN：你什么启发了你利用废旧的电子元件和数码产品来制

作时尚配件？

PAOLA MIRAI：它们是思考的结晶，在我看来它们是有生命

的。它们就像是高级金匠凿下的杰作。有时当我凝视一件特

别的零件，我会恍惚觉得它是西方知名金匠本韦努托 ·切利尼

（BENVENUTO CELLINI）的作品。

   

DESIGN：你的设计和生活哲学是什么？

PAOLA MIRAI：我的哲学是“创造美”，用高等文化哲学和东方

美学滋养并实现意大利设计。

DESIGN：在你看来何为东方设计和西方设计？你如何将两种不

同的精神世界统一在你的作品中？

PAOLA MIRAI：西方文化是线性的，东方文化是环形的，它们之

间的界限在我的作品中消融，相互借鉴，由此便诞生了我的“混

血儿”。我脑海里想到的是我在悉尼见到的一位年轻女性的美丽

脸庞，她有着一双湛蓝如天空般的杏眼。

   

DESIGN：你是如何培养自己的品牌、提升自己的设计的？

PAOLA MIRAI：正如我之前所说，这得感谢与我在线上保持密切

联系的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与他们之间的合作，以及在线下展开

的工作坊及活动，并时常更新自己的网站，让我时时与世界互动。   

WWW. PAOLAMIRAI.IT

金匠手中的“工业废料”

“透明金”系列作品：戒指。

“透明金”系列作品：项链吊坠。

“回路”系列作品：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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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金”系列作品：发钗。

“透明金”系列作品：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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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 物 翻 新   从 零 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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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埃因霍芬设计学院（DESIGN ACADEMY EINDHOVEN）出了
很多人才，比如当年还没毕业就出名的MAARTEN BAAS，那一
系列烧的黑呼呼的家具，让人摸不清头脑，却也迅速让他成
为画廊和拍卖行的明星。现在同门师弟PEPE HEYKOOP同样迅
速崛起，但他可不是“破坏者”，而是个“拯救家”。

旧 物 翻 新   从 零 开 始

文_Text_Yxiang    
图_Photo_Annemarijne Bax

设计师最新作品MATKA V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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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出生的年轻设计师PEPE HEYKOOP不但

顺利地毕了业，而且很快以一系列“出格”的作

品让世界眼花缭乱，当然，并不比自己同门师兄

MAARTEN BAAS 当年烧家具更过分，他不烧家具，

而且可以说设计相当环保，他创作的大多数主题

都与可持续与废物的再生利用有关。   

PEPE同样毕业于荷兰著名的埃因霍芬设计学院，

2008年毕业作品即得以在米兰的SPAZIO ROSANNA 

ORLANDI展出。他的作品主要是手工制作，他在阿

姆斯特丹的工作室发现了一种低科技的技术，于

是开始制作一些限量品设计。 

今年年初，他与THE TINY MIRACLES FOUNDATION

合作，在孟买建立了正规的工作室，以便取得稳

定的收入帮助这里的人们。THE TINY MIRACLES 

FOUNDAT ION是由设计师PEPE的堂妹L AURIEN 

MEUTER与HAMARA FOUNDATION合作创办的。如今

工作室的一部分收入会被捐献给TINY MIRACLES，

送一些孩子进学校学习。2010年PEPE便尝试与

TINY MIRACLES合作，第一个项目便是LEATHER 

LAMPSHADES，如今这个项目已经在孟买的工作室

很好地进行，这些产品也被卖到世界各地。

在孟买的工作室，PEPE主要是指导那些18岁以上

贫困的成年男孩如何做设计产品，他在印度的时

候就会亲自指导，他不在印度的时候，也会与他

们保持沟通，以确保自己的草稿能够变成自己想

要的产品。PEPE除了教他们这些技术外，也会提

供他们收入，与阿姆斯特丹的工作室不同，在阿

姆斯特丹出品的作品大多是在拍卖场现身，而孟

买出品的作品则更多的是在艺术商店销售。

PEPE HEYKOOP非常看重每个作品从创意到成型

的过程，正如他所说，没有哪个设计是一下子就

出现的。他对于艺术与设计之间的关系非常有兴

趣，这一点，在他一系列以废弃材料回收利用为

主题的设计作品中可窥见一斑。2011年，PEPE设

计了SKIN COLLECTION系列，这一系列作品包括椅

子、桌子以及台灯等，作品是对家具产业不断产

生的高比例皮革废料的应对。PEPE把这些没人要

的碎料皮革收集起来进行再拼接，各个不同的形

状与图案被随机组合，而那些被包裹的家具也都

是别人不要的家具。经过重新的包装后，这些家

具的外形变得柔软、色彩柔和，如同获得重生一

般，那些并非整齐划一的废料图案反而有了自己

独特的魅力，用设计师的话说，这些碎皮子如同

细胞，自然而然地蔓延生长，从而形成图案各异

的设计。

今年，他同样延续了这一主题，创造了M AT K A 

VASES系列。在技术上，MATKA VASES沿用了设计

师在SKIN COLLECTION的技术。MATKA原本是印度

传统的提水容器，PEPE采用了这些回收容器的骨

架，外面由柔软的皮子拼接而成，将内部稍显粗

糙的手工缝制感与外部的柔和轮廓结合在一起。

每个花瓶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关于之前这个

MATKA水壶的主人的故事。这些系列凸显出PEPE 

HEYKOOP设计的独有特质，讲述一个有关变化与

成长的故事，每个手工作品都有不同的个性与故

事，而他所使用的材料也都是那些回收材料。

从某种意义上说，PEPE HEYKOOP并没有创造“新

的”东西，而是通过拯救旧东西，让它们重新踏

入人们的生活，我想这种创造的意义并不亚于

从零开始。

我积极、好奇，乐观，是个
十足的梦想家。

——PEPE HEYKOOP

设计师PEPE HEYKOOP。



焦点 121旧物翻新 从零开始

DESIGN：你如何定义自己？

PEPE HEYKOOP：我很积极、好奇、乐观，是个

十足的梦想家。

DESIGN：你的网站上说你有“对于可循环使用

的材料的自然偏好”，是什么时候如何发现自己

开始注意这些环保物件以及这些可循环材料的？

是否有谁对你有过影响？

PEPE HEYKOOP：去跳蚤市场，或是去街上找

那些被丢弃的东西，都是我非常自然的习惯和喜

好。我非常喜欢去发现那些废弃的材料，并尝试

其可转换再利用的可能，把它们重新变成美丽有

价值的东西。

DESIGN：请谈谈你的设计理念与哲学。

PEPE HEYKOOP：一个设计并不是一下子就出现

的。一个设计从一个点子开始慢慢生长，渐渐的你

会将这个点子转换成一个有趣的设计，一个有意义

的设计。一个好的作品，必须要具备两个特质，一

是有吸引力，二是背后有强大的概念所驱动。

DESIGN：2012年，你在孟买和TINY MIRACLES 

FOUNDATION一起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你第一

次去孟买是什么时候？关于这座城市，你的第一

印象是什么？如何想到创办这个工作室的？

PEPE HEYKOOP：2010年，我第一次去了孟买，

与TINY MIRACLES FOUNDATION合作生产LEATHER 

LAMPSHADES系列，TINY MIRACLES FOUNDATION是

由我堂妹经营的。之后两年，我们决定拓展这个设

计系列，在2012年就开始了这个工作室，现在这个系

列有5个单品。在印度工作很疯狂，也很棒，一切皆

有可能，但有时候那些看似简单的事情也会变得非

常复杂，至少，在那工作和在阿姆斯特丹的工作室

工作完全不同，在印度我可以设计出不同的东西。

DESIGN：“THE MATKA VASES”是在孟买

的第一套作品吗？从最初到最后成品，共用了多

久？如何想到这个创意？

PEPE HEYKOOP：LEATHER LAMPSHADES是孟

买工作室的第一套作品，在2010年设计制作。之

后才是MATKA VASES，MATKA 是印度传统的提水

容器，通常这些容器上会被随即盖上某种图案的

皮子，MATKAS现在就被改造成灯饰。

DESIGN：在这个过程中，你面对的最困难的事

情是什么？

PEPE HEYKOOP：最困难的就是西方的思考方

式在这里似乎并不起作用。相反，我们并不是针

锋相对，这总会让你迷惑如何达到自己的目标。

让自己的头脑变得灵活有弹性，就叫它创意吧。

DESIGN：现在你在孟买的工作室有多少人？你

如何选择那些加入工作室的男孩？

PEPE HEYKOOP：现在那里共有35个人，在阿

姆斯特丹我们有个4人团队。在孟买工作的那些

男孩都非常穷困，我们的目标就是到2020年让他

们脱离贫困，我们教他们新的技术，我们提供工

作，我们也提供医疗保障和一些教育。

WWW.PEPEHEYKOOP.NL 

我非常喜欢去发现那些废弃的材料并尝试其可转换的
可能，把它们重新变成美丽的有价值的东西。

——PEPE HEYKOOP

/STITCH/

STITCH系列看起来比SKIN系列要有

些臃肿，被包裹在里面的家具同样

是在二手店或是街道上捡来的家

具，但这些臃肿超尺寸的造型是设

计师特意为之。这些皮革是被手工

切割又手工缝制出来的，这些超大

尺寸的皮肤以及里面柔软的填充

物让这些家具看起来像笨拙的泰

迪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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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KA VASES/

在技术上，MATK A VASES沿用了设

计师在SKIN COLLECTION的技术，

M AT K A原本是印度传统的提水容

器，PEPE采用了这些回收来的容器

骨架，外面用柔软的皮革拼接而成，

并将稍显粗糙的手工缝制感与外部

柔和的轮廓结合在一起。

/LEATHER LOOPS/

LEATHER LOOPS有着非常漂亮的外

形，像一个个小小的外星人，而从上

而下俯视那座面，又像一个个小小

的宇宙。LEATHER LOOPS同样是对家

具行业高比例废料的一个再造。那

些被废弃不用的皮革被一个个裁成

条形，然后按照椅子的形式卷起来，

每个椅子皮革的裁剪与卷曲的形式

都不同，以期在一个标准化流程中

寻找到不同的独特方式。设计师在

这个座椅中，将皮革中的破损部分卷

在里面，藏在椅子中。这个项目也是

PEPE HEYKOOP 和 THE TINY MIRACLES 

FOUNDATION一起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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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KIN COLLECTION/

家具行业的皮质废料高达25-30%，

设计师用设计表达自己对此的看法。

这就是一系列的SKIN COLLECTION作

品，那些被废弃的皮子里有被毁坏

的，有带伤痕的，也有颜色不好看的，

但设计师通过自己的搭配，将这种种

废料融合成一件件漂亮的家具。而这

些皮质背后的家具同样是回收而来，

不是二手店里买来的，就是街上找到

的，每一件家具都被重新彻底清洗，

之后再与这些皮质相互搭配。

皮革残片启发了设计师开始这个项

目，将这些碎片通过整合创造出图案

各异的家具造型，一个个碎片像某种

细胞结构，这些细胞被一一再次聚合

生长，慢慢地，完整的家具外形就会

呈现出来，碎皮之间也会相互融合。

全部过程手工完成，用一项创意完成

了两种被抛弃物品的再生。

旧物翻新 从零开始

一个设计并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而是从一个点子
开始慢慢生长，渐渐通过这个点转换成一个有趣的
设计，一个有意义的设计。

——PEPE HEYK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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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s i g n

g r O u p

i t a l i a

文_Text_李耀华、郑施诗
图_Photo_Design Group Italia

成立于1968年的意大利设计团队（DESIGN GROUP ITALIA），是
一个涉及多领域的国际化设计机构，拥有一支文化背景不同
但各有所长的设计精英团队。他们为多家国际大型企业成功
提供了数个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全方位设计解决方案，从产品
到品牌，涵盖设计全流程。

改变生活的日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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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工作的设计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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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设计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引导世界设计新

潮流，从上世纪60年代的激进设计、反设计到80

年代的后现代主义设计运动，意大利设计师一直

走在世界设计的前沿。他们在设计领域展现的创

造力，使别国的设计师眼花缭乱。意大利的设计

既不同于商业味极浓的美国设计，也不同于传统

味极重的设计，它是传统工艺、现代思维、个人才

能、自然材料、现代工艺、新材料等等的综合体，

设计体现着除了实用之外的设计师的追求、理想

以及愿望。

意大利设计倾向于把现代设计作为一种艺术和

文化来操作，不断推陈出新。与其它国家一样，

意大利也经历过现代设计的各种运动，如功能主

义、波普设计等等。但每一种风格他们都可以产

生出许多的变体来，而后便成为了意大利式样，

因而使他们的设计显得多姿多彩。在意大利设计

师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所蕴涵的设计思

想和创作意图。意大利的设计师喜欢为自己的

设计命名，著名的意大利设计师埃托·索特萨斯

（ETTORE SOTTSASS）曾说：“设计对我而言，是

一种探讨生活的方式。它是一种探讨社会、政治、

爱情、食物，甚至设计本身的一种方式。归根结

底，它是一种象征生活完美的乌托邦方式。”

位于米兰的意大利设计团队（DES IGN GROUP 

ITALIA）从众多同类的设计公司中脱颖而出。团

队扎根于意大利设计文化，如同站在顶端，享有

着特权的制高点。尤其是其敏锐细微的设计风

格，以及第一手对于新趋势的品味的讯息，不断

获得企业和公众的认可。这使得公司能够紧跟甚

至预测文化的变更、技术的发展趋势以及时尚

的潮流。意大利设计团队还十分注重培养在米

兰的年轻设计师，同时提出切实可行的概念产品

和造型，强调客户的品牌标识。品牌是建立定位

策略的身份，并开发设计的影响以及传达品牌承

诺。在设计的开发以及整个过程中，从趋势分析

到最终的产品皆由设计团队控制。设计师积累了

大量与大公司合作的经验，与客户之间保持着长

期合作关系，这其中包括：1989年与ABB；1994年

改变生活的日用设计

与ETTO，1997年与联合利华，2003年与3M公司，

2003年以来与GALBANI公司都有着合作。

这个设计公司的合伙人之一ROSS DE SALVO在笔

者看来是非常有耐心且非常谦和的一个人，就像

他自己说的一样，不愿意去炫耀什么，自己过自

己的生活，享受于其中。采访过程中，他非常详细

且耐心地讲解了意大利设计团队（DESIGN GROUP 

ITALIA）与一些大公司之间合作的项目，解释了这

个产品从开始到最后的过程，以及最后这个产品

为什么会这样设计的原因。在许多产品的身上，

意大利设计团队希望通过设计上的细节改变来引

导人们对产品使用的习惯，从而让消费者养成正

确的使用方法。ROSS非常满意公司的环境，有安

静又明亮的大院子，有厨房让大家自己做出自己

想吃的食物，因此他每天的工作生活状态都是自

己想要的。

一个品牌是建立定位策略的身份，并且开发设计的
影响以及传达品牌的承诺。

——DESIGN GROUP ITALIA

设计公司3位创始人ROSS DE SALVO、EDGARDO ANGELINI和SIGURDUR THORSTEIN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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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 DMS 710投影机/

3 M公司推出了超近距投影技术的投影机，

DMS710拥有时尚个性的圆滑外观，配备白色整

体形象，简约个性，非常适于圣诞和新年的“风

格”的投影产品。投影机适用于小型的会议室

或者家庭，可放置在桌面或电视柜上使用。这

款产品的图像处理器采用独特的高清晰芯片。

独自提供高保真大屏幕家庭影院享受，使得用

户可以方便享受影音和电玩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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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S I G N :  请简短介绍下意大利设计团队

（DESIGN GROUP ITALIA）的特点，优势及竞

争力？

ROSS DE SALVO:自1994年起，我们三个合伙人 

EDGARDO ANGELINI，SIGURDUR THORSTEINSSON

以及我领导着整个公司。公司的创始人是马尔

科·戴尔·科诺（MARCO DEL CORNO）。如今，我们已

经成为了公司的第二代设计师。

我们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做法（ANGLO SAXON 

APPROACH）与意大利的创造力相结合，形成了务

实的创造力公司。我们专注于三个主要领域：产

品设计、以用模型研究消费者的互动反应和验证

工作原理上。设计切实可行的概念产品和造型，

强调客户的品牌标识。

DESIGN: 公司每个阶段的操作过程是怎样运作

的？在每个阶段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ROSS DE SALVO: 我们一直沿袭着涉及多领域

的传统。从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公司的第一

年，更多的是以一个平面（包装）设计公司的身

份，而产品设计的影响较小。然后在90年代接管

了产品的设计（也许要感谢1975年设计的著名项

目TRATTO笔，至今仍非常畅销）。之后从2000年，

设计开始变得更加复杂，公司已经变得更加多方

面多领域，就像制造了一把能覆盖许多领域的大

伞，已经不是典型的产品设计，像食物设计，照明

设计，用户体验，趋势分析，策略设计等。

DESIGN: 请简短介绍下你们的团队，如何管理

团队？你们合伙人之间是怎样一起工作的？

ROSS DE SALVO: 团队中许多设计师都来自国

外，比如法国、英国、西班牙、塞尔维亚、哥伦比

亚等。正是因为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设计师文化

背景的不同而丰富着，使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全球

视野。公司有三个主要领域，其中包括：产品、

品牌、观察调研，一个团队有一名队长，领导协

调项目和设计师之间的关系。交叉与特定的多

学科领域的项目合作也相当普遍。通过和如此

多不同的产品种类的合作，对设计师来说是非

常丰富的经验。每个合伙人都有自己的范围权

限，但同时作为一个设计师，直接涉及到一些战

略项目：其中一个合伙人是负责公司的管理和

行政问题。

DESIGN: 你能通过你们的项目来描述下你们工

作的过程吗？

ROSS DE SALVO: 我们已经创建了一套工具包，

每次针对具体的项目进行量身定制。每个项目都

是不同的，像为三星公司的趋势分析或者为ABB

公司的技术项目,他们各自包含了许多不同的产

品领域，所以不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来设计一个项

目。有时候，这个真正的设计工作是被运用到一

个项目的设计过程。

DESIGN: 公司是如何推进业务？意大利的业务

特点是什么？

ROSS DE SALVO: 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商业部

门，发展业务的主要方式是倚靠我们坚实的声

誉。典型的是客户来找我们，我们有联络方式，像

之前的客户，新闻媒体记者或者大学的教授等，他

们知道并且赏识我们，给我们建议可行的项目合

作伙伴。我们曾以主持的身份出席一些会议，举

例来说，2009年米兰会议期间，我们的办公室举

办了一个会议，邀请了设计管理协会的会员。意大

利的业务一年比一年少，我们现在的业务百分之

60至65都是来自国外，并且一年比一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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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笔筒设计/

这是一款集三种功能为一体的

笔筒设计，为了方便办公室的使

用而设计。设计呈圆锥形，两面

宽中间窄、呈锥形，笔筒的设计

简洁、大方。

意大利设计团队（DESIGN GROUP ITALIA）专注于用模型
研究消费者的互动反应和验证工作原理上。

——DESIGN GROUP ITALIA

/3M便利贴盒/

这是一款便利贴装盒设计。上面

为透明塑料，底部为软木。便利

贴通过塑料盖中间的缝隙抽出，

方便、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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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设计/

在人们印象中，意大利面的形状都是很

传统的，设计希望通过改善食物的外在

形状，来改进人们对于吃意大利面的传

统印象。将食物配上不同的菜式，以及

采用各种不同的搭配方式，体现出对于

食物本身不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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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激发你们的主要灵感来源是什么？如

何激发设计师的创造力？

ROSS DE SALVO: 米兰是一个特殊的地方，这

里可以发现新的趋势，也是时尚设计、家具设计

或是意大利式生活方式的代表性都市。每年四月

举办的米兰家具展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来采集

正在进行的激发灵感的元素。我们有着国际化的

观察平台来发现媒介，用他们发现的全新令人瞩

目的资讯来充实自己。我们有内部的趋势观察平

台，记录着所有发生在世界艺术，媒体和内部选

定的社会团体。我们同时为每个市场部门，跟进

领导作用的公司的活动，这使得我们能够非常近

距离地跟随，甚至参与到文化的变更，科学技术

的发展及生活方式的趋势。随着趋势的转变及快

速增长的速度，一个不断更新的市场解析讯息为

产品的成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工具。一些资历老

的设计师同时还是IED和NABA设计学校的老师。

DESIGN: 公司在接下来的3到5年主要的目标是

什么？在将来公司关注的重点领域是什么？

ROSS DE SALVO: 现在许多产品越来越少依赖

材料，更多的是关于体验，趋向于用户体验。我们

已经转移取向到新的设计领域，如用户界面的体

验设计等，但是我们不想失去起初以产品设计为

源泉的基因。我们不想仅仅成为一个概念设计的

机构，更想成为目前的消费电子类。在之前与3M

公司的投影仪设计项目中，我们积累了一些实际

可行的重要经验。

DESIGN: 你觉得意大利设计的精神是什么？什

么让意大利设计不同于其他国家？你的设计和生

活中的哲理是什么？

ROSS DE SALVO: 意大利设计的精神是将实验

性的部分与创造性相结合，美观与实用，简单和

智能，像ACHILLE CASTIGLIONI的设计作品。意大

利设计是以产品造型为主要特色，与盎格鲁撒克

逊的设计（THE ANGLOSAXON DESIGN）相比，他们

主要以功能为主。从我个人角度来讲，作为一名

意大利设计师，我很享受生活，觉得享受生活是

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每天我骑自行车上下班，希

望去感受、接近自然，用最简单的方式感受和体

验着身边发生的一切。我并不希望炫耀或攀比什

么，只是做我自己。

DESIGN: 在与大品牌或者公司之间合作的主要

障碍和困难是什么？如何解决处理这些困难？

ROSS DE SALVO: 关于我们提出的设计有效

解决方法，在说服公司的经理方面需要做很多工

作，而且他们不是最终的决策者。有时候过了几

年，曾经熟悉的经理离开了公司，也意味着和公

司没有了联系，得从零开始。和小的公司相比，公

司的拥有者就是唯一的决策人，如果他喜欢这个

方案，所有的过程都会加速进行。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每两至三年，都要发现新的位置和新的未

来，设计的有效性再次被指示。对方希望知道我

们的工作做的是否好，合作的过程中我们都比较

官方，相互之间有联系，但会保持距离。

DESIGN: 你对中国设计有所了解吗？对中国的

设计市场有什么看法？

ROSS DE SALVO: 对于我们来说，中国是一个

非常有潜力的设计市场，尤其是对于想要进入西

方市场的公司，他们需要理解体会西方人的品味

和消费者的行为。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同时用我

们国际化的态度与大公司合作。在2008年，我们

有一个去中国的任务，希望在中国设立分公司。

我们参观了上海的LOE设计和MOMA设计，他们的

工作水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设计已经

改变了原本抄袭国外设计的阶段，开始创造自己

的设计。现今也吸引了许多西方的设计师在中国

的设计市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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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DENT美白系列牙刷/

牙刷的设计采用流线方式，在手握处将

牙刷的受力处标示出来，牙刷用白色区

分拿握区域以及手触区域的界限。刷头

分为两部分，中间的曲线将牙刷的刷头

部分开，分区域清理。刷毛的长度前端

长，以利于清理牙缝。

意大利设计的精神是将实验性的部分与创造性相结合，
美观与实用，简单和智能。

——DESIGN GROUP IT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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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A螺丝刀/

这款螺丝刀根据手的握力生成，螺

丝刀底部呈三角锥形设计，和中心

轴线呈现180度角，在材料方面采用

橡皮制作，将手的着力部分，运用橙

色标志出来。在颜色上呈现黑色与

橙色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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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 的 

趣 味 表 达

泰国设计师们一直在积极努力，为世界设计地图增添一抹东
南亚风采，他们吸收西方设计思维，融合自身文化血统，打
造出具有丰富文化层次的日常用品，来自泰国的设计师DECHA 
ARCHJANANUN 和PLOYPAN THEERACHAI虽年纪轻轻，却将自己的建
筑专业背景与产品设计融合得恰到好处。

文_Text_yxiang
图_Photo_THINKK studio

t H i n k k

s t u D i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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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GHT VASES/

底座由建筑中的防水水泥构成，像一个个

小小的池塘，上部用来支撑花茎的部分是

由钢铁支架构成，整个造型完全打破了通

常意义上的花瓶视觉感，更像一副插花的

图景，每一个景色都如一副图画。



焦点 134

DECHA ARCHJANANUN 和PLOYPAN THEERACHAI是

来自泰国设计工作室THINKK STUDIO的两位设计

师，他们并非专业的产品设计出身，而是建筑与

室内设计的专业背景。可也正因此，他们会从建

筑用材吸收灵感，与工业材料相互融合，设计日

常产品。DECHA ARCHJANANUN 说：“我们尝试用

一种独特的方式融合东方与西方文化，融合手工

艺与工业化。”一件产品，即使最简单的功能，

THINKK也通过一种趣味的表达方式呈现给大家，

这里有他们对于一件产品最基本概念的创新解构

思考，其新作WEIGHT VASES便是对这一理念的完

美诠释，WEIGHT VASES也迅速将其推到了媒体聚

光灯下。

当ARCHJANANUN还在ECOLE CANTONALE D’ART 

DE LAUSANNE (ECAL)上学的时候便开始开发这一

创意，他将花瓶概念化，重新思考什么是花瓶，

花瓶是如何工作的，由此得出一个更为广阔的结

论：世界上所有的花瓶都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

是支撑住花朵，这种支撑包括物理上和生物上

的。因此一个花瓶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上面的部

分通常负责撑住花朵和茎部，花瓶的下面就负责

为根茎提供营养与水分，也是一个花瓶最稳定的

部分。通过观察，WEIGHT系列对花瓶这一日常器

物做了另一个角度的阐释，它分离了花瓶通常意

义上的两部分，底座由建筑中的水泥构成，像一

个个小小的池塘，上部用来支撑花茎的部分是由

钢铁支架构成，整个造型完全打破了通常意义

上的视觉感，更像插花，每一个景色都如一副图

画。

简约的趣味与玩乐是他们的主题，而这一特质在

CONST系列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一个台灯的造型，

完全被设计师分为三个独立的部分，一个台灯，

一个水泥支座，一个木质底盘，三个部分非常容

易组装，水泥支座上还能放笔，木质底盘可以转

换不同的角度，所有的这些都像极了一个大孩子

的玩具。

而在今年早些时候，THINKK STUDIO 与 STUDIO 248

一起合作，在米兰家具展上展出的一系列灵活的

家具系列让人看到设计师对于设计这一概念的

理解，通过不断改善和诠释现有概念，以达到更

好的产品。THINKK通过观察每日生活中最细微具

体的动作，设计出一系列ARMS CHAIR来满足被忽

略的日常动作。一个多功能扶手椅为不同的坐姿

提供舒适的载体，一个STUDIO 248设计的7-DAY-

CLOSET衣柜，让你每天早上都不再慌乱。

THINKK STUDIO认为，现在的很多椅子都只是重视

设计的形式与材料，很少有椅子来真正满足我们

被忽视的一些小动作。他们便开始认真观察人们

坐在不同椅子上的不同姿势，然后发现椅子的扶

手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

使用方式，或是人们的一般姿势，或是个别人的

独特坐姿，ARMS CHAIR便特别强调了扶手这一功

能，椅被也可被当做一个扶手，通过不同高度的

扶手，来满足不同的姿势需要。

THINKK非常善于将产品的概念和功能解构，之后

再通过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以达到另一种趣味

的呈现方式，如此一来，一种轻松且独特的设计

语言便成为他们独特的风格。

设计师需要非常善于将产品的概念和功能解构，之后再通过不
同的角度阐释，以达到另一种趣味的呈现方式。

——THINKK STUDIO

/CONST/

一个台灯，一个水泥支座，一个木质底盘，

三个部分非常容易组装，水泥支座上还能放

笔，木质底盘可以转换不同的角度，所有这

些都像极了一个大孩子的玩具。

功能的趣味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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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S CHAIR/

人人都有些小动作，有时候人们喜

欢将胳膊搭在椅子扶手上看书，

有时候又希望椅子扶手变得高一

点以便人们可以托着自己的头发

白日梦。THINKK的设计师正是受

到这些容易被人忽略小动作的启

发，重新设计了ARMS CHAIRS，在

传统扶手之上又加了一层扶手，满

足不同的人不同的坐姿需求。

功能的趣味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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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你们是如何在一起工作的？谁先建

议在一起工作？

THINKK STUDIO：我们是在大学一年级遇到

的。DECHA ARCHJANANUN建议在一起工作。

DESIGN：工作室名字的THINKK有两个K，是

否有什么特殊涵义？

THINKK STUDIO：THINKK代表着工作室要用不

同的思考来创作设计。另一个原因很简单，这个

单词很容易记住。

DESIGN：在你们看来，设计意味着什么？

THINKK STUDIO：设计意味着一些更好、更不

同、更漂亮、更SMART的东西。

DESIGN：你们二人的设计哲学是？

THINKK STUDIO：我们尝试用独特的创意来

融合东方与西方文化，手工艺与工业。

DESIGN：谁对你们影响最大？

THINKK STUDIO：C&R EAMES（美国现代家具

设计大师查尔斯.伊姆斯夫妇）, BOUROULLEC’S 

BROTHERS（法国著名设计师兄弟）

DESIGN：是否有一个项目你们从最初就有非

常不同的意见？这个项目之后是如何进行的？

THINKK STUDIO：那就是WEIGHT VASES，最初

我们尝试创造一系列花瓶，可以通过堆叠的方

式改变它的形状，有点像堆叠玩具（STACKING 

TOY），但后来这个项目被发展为这样一个更

为简洁的造型，也是对花瓶这个概念的一个

挑战。

THINKK-STUDIO.COM

/MERGING TOP/

THINKK的设计师们也爱玩陀螺，而且由此得到灵感，创造了MERGING 

TOP系列。一个木制，一个大理石制，大小尺寸不同，两个小花瓶可单独

用，也可将两个插在一起，似个不倒翁般的花瓶。其实不用插花，两个

花瓶这么组合在一起就很像个小雕塑了，材质的对比也很有趣。

设计意味着一些更好、更不同、更漂亮、更SMART的东西。
——THINKK STUDIO

功能的趣味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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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

TRI边桌由三个桌子腿和两个圆形

桌面组成，运输非常方面，完全

可以将三维的家具拆解成二维的

平面方式运输，而且组装也很方

便。不同颜色让小边桌更加轻松

悦人，空间也变得活泼起来。

功能的趣味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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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伦敦设计节

文_Text_张弛
图_Photo_V&A，LDF，Susan Smart等

从2003年首届伦敦设计节成功举办至今，走过十年的伦敦设计节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
力的设计大事件之一，也成为伦敦的一张醒目标签。今年伦敦设计节，400余场与设计
相关的活动以V&A博物馆为中心蔓延至城市的各条街道，各个角落，他们不仅吸引着跃
跃欲试的设计师们，也让普通人的生活被灵感点亮。本期杂志为读者从众多展览中挑选
了融入街道中人气最旺的“长椅年”系列长椅设计展，以及解读伦敦设计奖的新晋获奖
者的精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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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创立初期便专注于具有创新性当代设计的英国一

线家具品牌ESTABLISHED&SON在本届设计节期间推出了

一系列“只此一件”的限量版长凳，以纪念伦敦设计节

成功举办十周年。 设计节期间，这一系列长椅被陈列在

英国国立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花园当中，供游

人欣赏及休憩。

在城市当中，长椅是最为寻常的公共设施之一，然而，其

设计却常常因为需要考虑受众的需求而受到尺寸、耐用

程度和易受损害程度等诸多因素的限制。“长椅年”项

目希望能够给予设计师打破此类限制的机会，并让他们

在设计时专注于某种特定的材料，探索此类材料使用的

可行性。对于公众而言，该项目也展示了长椅形式的多

种可能性。参与本次项目的十位英国一线设计师以及设

计团队包括ALEXANDER TAYLOR, MARTINO GAMPER，LUCA 

NICHETTO, EDWARD BARBER & JAY OSGERBY，FERNANDO 

BRIZIO, JASPER MORRISON和AL_A。设计材料包括不锈

钢、硬木、玻璃、大理石、玻璃砖、软木、钢材以及水泥。

/碟子长椅BENCH OF PLATES/

设计团队：AL_A

材料：陶瓷

赞助方：西班牙陶瓷公司CERAMICA CUMELLA

国际设计与建筑工作室AL_A创作了这件作

品，其创意来源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

馆的大量陶瓷类藏品。陶瓷所具有的取材

方便、适于塑形、坚硬、耐用等一系列优良

性质，是AL-A选择使用它作为材料的主要原

因。碟子长椅游戏般尝试了多种色彩的瓷

釉。如果将其拆分开来，每一片都可以被视

为碟子、瓷砖或者是盖板，突破了该材料的

传统使用样式。重复碟子之间的无限组合不

仅营造出复杂多变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让这

些互相重叠的碟子构成模块化的系统，互相

支撑。该设计可以根据环境、用户和功能需

求的不同，重新进行组合。这不仅仅是一个

设计，也是一个研究项目，体现了该设计工作

室对于陶瓷的这种材料的理解和创新使用。

2012伦敦设计节

缤纷椅子点亮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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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外观WESTERN FACADE/

设计师：EDWARD BARBER 和JAY OSGERBY

材料：卡拉拉大理石

赞助商：意大利艺术工作室TORART

该作品由一整块大理石完成。伦敦在二战时曾

经被轰炸，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阿斯

顿·韦伯立面遭到了弹片的毁坏。该设计将此作为

灵感来源，大理石长椅上有一些布局看似随意或

横向或纵向的洞，但是它们完全没有交叉点。这

些洞口使光线得以穿过石材，让坚固结实的材质

呈现出半透明的质感。

/A金属长椅A-BENCH METAL/

材料：金属薄片

设计师：FELIX DE PASS

赞助商：英国家居设计品牌 ESTABLISHED & SONS

英国设计师FELIX DE PASS曾经在2011年时为ESTABLISHED & SONS设计了一

款金属长椅。而今年在“长椅年”项目中呈现的则是该设计的升级版。可

折叠的金属片既是该长椅的外在形式，又能为其提供必要的力量支撑，这

款设计的生产过程也非常简单，不需要特意制作相关的工具。穿孔的椅面

能够避免积水问题，也能够散热。对于使用者而言，椅子面的弧度提供了

更舒适的体验，两边对称的造型则保证能够从任何一个角度使用。

/猪蹄椅PÉ DE PORCO (PIG FOOT)/

材料：CORK

设计师：FERNANDO BRIZIO（葡萄牙）

赞助商：葡萄牙软木制造商AMORIM,

这是由葡萄牙设计师FENANDO BRIZIO联手该国最大软木制品生产

商AMORIM完成的作品。该作品成功之处在于使用了软木橡树作

为材料，而在软木橡树林还因生活其中的以食用橡子为生的黑猪

而闻名。以此做为设计构想，该作品体现了葡萄牙风土人情、物质

文化与经济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2012伦敦设计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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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PIER/

材料：玻璃马赛克

设计师：KONSTANTIN GRCIC（德国）

赞助商：意大利玻璃马赛克装饰品生产商BISAZZA

这款作品希望能够通过形式简洁的设计从最大程度上展示玻璃

马赛克的美。这也是德国设计师KONSTANTIN GRCIC第一次使用此

类材料设计，通过集合不同深浅程度的红色、奶油色和灰色，最后

完成了色彩的组合、对比和阴影。对他自己而言，最有意思的两个

部分之间的对比：“小的、平的、长方形和丰富的色彩跨度”。

/障碍HITCH/

材料：水泥

设计师：JASPER MORRISON

赞助商：英国水泥设计品牌LOWINFO

该长椅的铲勺式表面颇具魅力而且形式感与整体设计相互契合。

在表层的边缘开槽则可以解决积水问题，保留形式感并且突出“铲

勺”形态的线条。不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通过其高度统一的形式，

水泥材料都能够为周围环境增加结构感和纯粹度。

/管道TUBE/

设计师：ALEXANDER TAYLOR

材料：管状不锈钢

赞助方：英国钢制品公司CAPARO

该设计的灵感来源于森林里被伐倒的原木，其放置方式本身就是被

用作坐具的恰当方式。该设计采用了管状不锈钢。简单的不锈钢平

板抛光技术不仅显示出材料的天然属性，也让长椅具有镜子般反射

性的表面。

/底座PLINTH/

材料：可丽耐

设计师：SAM HECHT 和 KIM COLIN/英国产品设计机构“便利工业”

赞助商：英国可丽耐

该作品使用的材料是可丽耐，这是一种常用于制造工作台的材料，

具有耐磨、无间隙的特点。选择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花园

作为展示场地，“便利工业”希望为大众带来视觉上的趣味性。不同

长度和高度的两个立方体椅子采用同样设计。当它们被放置在一起

的时候，为公众提供了与其互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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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长椅INFINITY BENCH/

材料：通过热处理的美国红橡木、软枫、白杨树、黄

桦树和郁金香木

设计师：MARTINO GAMPER（意大利）

赞助商：美国硬木出口协会(AHEC)

无尽长椅的创意来源于意大利的“自创”概念。该设

计希望能够通过使用家中原有的木材创造出质量一

流并且具有功能性的椅子。通过使用不同的硬木，

该长椅体现了多元化的色彩、质地和形式，这些硬

木都通过了热处理。在热处理的过程中，温度在某

种程度上改变了木材的化学和物理属性，限制木材

吸收水分，导致该长椅结构更稳定，不容易在潮湿

的气候下变形。另外，该过程能消耗掉植物原有的

营养成分，可防止虫蛀，或者会损害木头的真菌类生

物生长。同时，通过木材原本具有的纹理和质感，该

长椅也显示出了自然之美。

/红玻璃长椅RED GLASS BENCH/

材料：玻璃

设计师：LUCA NICHETTO（意大利）

赞助商：意大利玻璃制品生产商N A R D O 

VETRO

红玻璃长椅希望能够在其使用者之间建立

起某种联系，它试图打破人们在长椅上并肩

而坐的传统，而是面对对方。意大利设计师

LUCA NICHETTO选择与该国玻璃制品生产商

NARDO VETRO合作，采用该公司拥有的玻璃

吹制工艺，完成线性、谐波的形式，长椅的椅

背和椅腿由同样的设计元素组成。不同层次

的玻璃组合不仅为该作品增加了装饰性，同

样使其看起来结构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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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伦敦设计奖

拥有十六年历史的伦敦设计奖是英国设计界最让人梦寐以求的荣誉。该奖项由英国私家银行COUTTS和凯歌香槟出资，在每年伦敦设计节

之际向对设计和伦敦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颁发。前几届获奖者包括马克·纽森（MARC NEWSON）、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扎哈·哈迪德

（ZAHA HADID）、托马斯·海瑟维克（THOMAS HEATHERWICK）、罗恩·阿拉德（RON ARAD）。今年获此殊荣的设计师为EL ULTIMO GRITO设计工作

室创立者——西班牙籍设计师ROSARIO HURTADO和ROBERTO FEO，设计终生成就奖则颁发给了泰伦斯·康伦爵士（SIR TERENCE CONRAN）。而

今年新设立的设计企业家奖项和设计新秀分别颁发给了发明万能硅胶粘土的爱尔兰籍设计师简·杜尔奥伊蒂（JANE NÍ DHULCHAOINTIG）和

亚历桑德拉-黛西-吉恩斯伯格（ALEXANDRA DAISY GINSBERG）。

伦敦设计奖获得者——EL ULTIMO GRITO

设计工作室EL ULTIMO GRITO由西班牙籍夫妻档设

计师ROSARIO HURTADO和ROBERTO FEO于1997年

在伦敦创立。该工作室关注创意设计，旨在探索

人与物，物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且期望在多

样化的项目作品中寻求跨界的可能。他们服务的

客户来自多个不同的领域，其中包括意大利家居

品牌MAGIS、玛莎百货、英国航空公司、英国维多

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等。这对设计师崇尚发扬

设计的自由度，作品充满趣味性、出人意料，并且

擅长通过使用材料的创新和打破日常生活的惯

例实现设计的创新。目前，他们的设计作品已荣

获了多项国际大奖，也成为美国现代美术馆、英

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阿姆斯特丹市立

博物馆等多所重要博物馆的永久藏品。

ROBERTO FEO和ROSARIO HURTADO均于上世纪

六十年代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在移居伦敦之

前，他们都在马德里接受了大学教育，ROBERTO 

FEO攻读社会人类学，而ROSARIO HURTADO则主修

经济。大学里自由民主的教育气氛影响到这两名

未来在设计界风生水起的设计师，鼓励他们将热

情倾注于自己的事业，并且坚定信念努力成就自

己的梦想。1990年前后，他们分别前往伦敦求学

并且从此开始进入设计行业。ROSARIO HURTADO

在金斯顿大学室内设计专业获得了学士学位，而

ROBERTO FEO则在皇家美术学院完成了家具设计

硕士课程。如今，除了完成设计项目之外，他们还

分别在伦敦金匠学院、皇家美术学院和金斯顿大

学担任教职。

1997年，ROBERTO FEO和ROSARIO HURTADO共同

成立了设计工作室EL ULTIMO GRITO。“EL ULTIMO 

GRITO”来自于西班牙语，旧时常用于表达新兴

的事物，但在现代社会中鲜为人知，一新一旧之

间体现出的矛盾冲突是ROBERTO FEO和ROSARIO 

HURTADO将其选择为工作室名称的主要原因。这

种矛盾冲突同样也广泛体现在工作室完成的设

计作品当中，此外还有趣味性、幽默感、讽刺与批

判。在他们看来，设计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体

现了整个社会和个体如何定义自己，而设计师的

工作就是将这些定义变成实体。而对他们而言，

他们的工作包括设计和设计教育两个部分，这也

是他们探索什么是设计，以及设计可能性等一系

列问题的方式。在采访中，他们表示，如果非要用

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他们的设计方式，这个词应该

是“漫无边际”。他们将一切视为设计。于是，他

们会在创作室打破陈规，回归初始状态，以寻求

其他可能性，这也是他们的设计作品通常会呈现

出全新视角，给人以惊喜的原因。

他们形容，在理想状态下团队合作方式就好像有

四只手臂，但每只手臂都能够默契配合的印度女

神。他们每天谈话时的状况就像是芝麻街里面的

双头怪兽。在这个团队中，并不是所有项目都需要

明确分工。他们更倾向于根据不同的项目来确定

工作方式。而在项目运作过程中，他们最享受的都

是项目发展的过程。而在项目现实阶段，根据需求

的不同，他们通常会选择与其他人合作。

在他们的概念当中，设计并不应该按照内容被划

分成不同的领域。他们的工作室专注于“设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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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不排斥任何一种类型的设计项目。比如，在工

业设计的语境当中，他们只会去实现自认为有能

力完成的项目。而在他们看来，与工作室以外成员

的合作方式也很有趣，这种合作与碰撞能引导他

们无论是在完成独此一件的设计品，或者在设计

某个公共空间时突破固有的限制，打开思维的局

限。他们会跟工业领域的制造商合作，也会涉足文

化产业。从一个领域跨入另外一个领域时，他们总

能获得一些机会反思，探索或者加强一些新的想

法。

 

作为设计学院的老师，他们也会在教学过程中推

动学生突破新的藩篱，推进创意设计，鼓励他们

运用设计去探索更为抽象的领域。他们常常会跟

学生提到的词是“设计应该做得更早、更好或者更

大”。“如果想要创造出一些重要的东西，你必须

先于他人，或者你想设计的东西已经有人做过了，

那必须确定自己能比他人做得更好。另外，在某些

情况下，‘更大’也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MICO 

这把为意大利家居设计品牌MAGIS设计的被美国

现代美术馆收藏的MICO椅子是EL ULTIMO GRITO

的经典设计之一。这把椅子的形式并不能明确反

映出其功能，但却能根据使用者的需求和想象力

产生多种变化，通过人的参与彰显其用途，在使

用过程中要求使用者发挥主观能动性。该椅子的

尺寸也正适合孩子们将其作为兼具玩具性质的

坐具，此设计已被收入美国纽约现代美术馆。

玻璃吹制建筑

这组颇具太空感的玻璃吹制建筑完全出自于EL 

ULTIMO GRITO工作室的想象，但其创作目的则是

为了反映他们对于“城市的社会、材料和精神

元素”的思考。这组作品于2011年在伦敦的“春

季项目”（SPRING PROJECTS）上展出，分为“房

子”、“车站”、“电影院”、“机场”和“爱情酒

店”五个部分。

佩卡姆盾桌

整张桌子用硬纸板制作完成，利用包装材料和遮

蔽胶带加以固定，并配以树脂抛面。

K-BLOCK

由工业塑料制成的K-BLOCK，易于清洁与移动，并

且耐摔。色彩鲜艳，适于儿童使用。其外形为简

单的字母K，单个使用时，可作为坐具，多个组合

使用时，则能够根据使用者的需要组合成为用途

多样的各式家具。另外，K-BLOCK非常节省空间，

在不需要使用的时候，可以将其重叠组合存放。

玻璃吹制建筑。

K-BLOCK儿童家具。 佩卡姆盾桌。

MICO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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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企业家奖获得者

——JANE NÍ DHULCHAOINTIGH

与其说设计师，倒不如说是发明家。来自爱尔兰

的简•杜尔奥伊蒂（JANE NÍ DHULCHAOINTIGH）凭

借一种革命性设计材料的发明——SUGRU摘取了

伦敦设计节新设立的设计企业家奖项。

什么是SUGRU？有人说这是自便签纸之后最有可

能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发明。SUGRU是一种硅树

脂，可以被用来做粘合材料来加固物体，也可以

当填充剂来修补漏洞，甚至可以当做随意塑形

的雕塑素材。这种神奇的素材由银色小袋真空包

装，打开后就像小孩子的橡皮泥玩具，接触空气

二十四个小时后逐渐定型，变成一般硅胶一样富

有弹性和韧性的固体材料。

SUGRU的词源来自爱尔兰语中的“玩”，其JANE

最初目的是希望找到一种可以释放人们灵感，

降低设计局限的材质，让人们可以用最简单的

方式去实现自己的想法。早在2003年，JANE NÍ 

DHULCHAOINTIGH就萌生了这个念头，她发现生

活中有很多因为小瑕疵而被丢弃的旧货，是否

可以有一种材料能简单的修复瑕疵，从而让产

品拥有更长的生命力？2003年，她进入伦敦皇

家艺术学院进修产品设计专业。经过长达六年

的不断试验和改进，JANE和她的团队发明了一

种遇空气就会产生变质反应的新型硅树脂。该

材料完全满足她的设计初衷。此后，JANE和她

的伙伴们一直致力于产品的推广和发展。作为

推广设计行业新人的独立慈善组织，NESTA曾在

初期给与了JANE及时的支持。

尽管作为产品，SUGRU面世还不足一年，但JANE

在产品的推广阶段就把SUGRU样品发送给了大量

的设计师进行尝试性使用。斯普洛特设计公司的

首席设计顾问盖罗宾逊曾经评价：“我认为这项

设计能够获得极大的成功，我真的希望人们可以

认识到这是个极棒的产品。它可以轻易地改进现

代工业中许多不合理的设计，让其更符合人体工

程学原理，还可以根据人们自身的需求独特化自

己的设计。”盖罗宾逊本人就利用SUGRU的可塑

性重新调整了自己手杖的握柄，使其握柄更符合

他的使用习惯。

SUGRU被伦敦设计博物馆提名为2010年度世界最

佳设计产品，并被《时代》杂志选为当年最出色

的50个发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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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新秀——亚历桑德拉•黛西•吉恩斯伯格

合成生物学是结合科学与工程的崭新生物科技

研究领域，而获得本年度设计新秀奖的正是专

注于探索合成生物学、艺术和设计之间共同领

域的亚历桑德拉.黛西.吉恩斯伯格（ALEXANDRA 

DAISY GINSBERG）。她于1982年出生于英国，是一

名设计师、艺术家也是一名写手。她曾经在剑桥

大学攻读建筑，在哈佛大学学习设计，并在皇家

美术学院获得了交互设计的硕士学位。她的作品

曾经在美国纽约现代美术馆、芝加哥艺术机构、

维尔康姆基金会、伦敦设计博物馆和中国国际博

物馆展出。除了完成自己的设计作品和参与设计

项目以外，她也在国际范围内出版书籍、授课和

举办讲座。她的研究方向集中于未来生物科技领

域，主要是探索和质疑科学、技术和设计新角色

在该领域当中互相关系。她参与的项目包括英国

南安普敦大学的科学家以及SASCHA POHFLEPP

合作一个在农田的复杂性学科项目——“H E 

SUPERTASK”；英国剑桥大学的合成生物学项目

E.CHROMI细菌颜料；人工合成王国；以及美国斯

坦福大学和英国爱丁堡大学共同管理的“合成美

学”项目等。该项目合成生物学家、设计师、艺术

家召集在一起，探索合成生物学、艺术和设计之

间的交叉领域。作为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和爱丁堡

大学的联合科技与设计跨界项目“合成美学”的

设计部分负责人，她目前正在策划的一个旨在探

索与合成生物、设计和艺术的国际性项目，研究

人类将如何“设计自然”。

人工合成王国

这是亚历桑德拉.黛西.吉恩斯伯格的设计项目。

在日常用品当中加入人工制造的活性成分，以自

然存在的生物为材料库，从生物活体当中提取某

一具体特征，定位其DNA，并将它插入生物体内。

通过这种设计，生命体会估算并产生能量，清理

污染，杀菌甚至做家务。人工合成王国是新自然

的一部分，生物技术使人类能够控制自然，也创造

出需要人类操控的生物机器。该设计由镀金结肠

模型、长方形黑色亚克力展台及固定装置组成。

E.CHROMI细菌颜料项目

制作药物是合成生物学的一大主要实际应用领

域。2009年，亚历桑德拉.黛西.吉恩斯伯格和同

样来自于剑桥大学的詹姆士·金合作对细菌基因

进行改造，使其分泌出多种肉眼可识别的色素，

并将其植入大肠杆菌细胞。这些经过改造的细菌

分泌出多种肉眼可识别的色素，能使细菌产生色

素:红、黄、绿、蓝、棕或紫。通过与其他生物砖混

和,细菌就能具有实际用途，例如标示饮用水是否

安全,如果水中有毒素,细菌就会变红；或者提示

人体内部是否出现病变。该项目已经获得了2009

年国际基因工程器械大赛的大奖。对于亚历桑德

拉.黛西.吉恩斯伯格而言，这个项目将设计和批判

性思维带入了实验室，新技术的发明将有助于探

索细菌颜料在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植物装配线

该设计项目的主要目的是试图以生物学方式生产

消费品，颠覆机械化大生产的传统观念。如今能

源价格飙升导致全球原材料、包装以及运输成

本节节攀升，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消费工业

化生产的产品也会变成平民百姓无法负担的奢

侈行为。如果通过对植物DNA编码的重新改造

和组合，让工业零部件在植物内部生长出来。

在植物成熟之后，这些零件自然脱离植物本

体，等待组装确实能够省去不少麻烦。在这状

况下，商店也转变为农业工厂，产品长成后即可

在原地出售。种子则可以通过邮政服务发往世

界各地的制造商。

人工合成王国设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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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ROMI细菌 颜料项目。

植物装配线项目。 植物装配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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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终生成就奖获得者——泰伦斯·康伦爵士

毫不夸张的说，去年刚过八十大寿的泰伦斯·康伦

爵士影响了整整一代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与其说

他是设计师，到不如说他是设计经营家更贴切。

从1952年成立的康伦联合设计事务所、英国第一

家专营日常家居用品品牌HABITAT到创办伦敦设

计博物馆，有英国设计教父之称的康伦一直致力

于用设计改善大众生活质量，帮助公众追求“好

的生活”（GOOD LIFE），推广优秀的现代设计，提

升整个社会的设计品味。与同时代的设计大师相

比，康伦爵士对于设计的贡献在于对普通英国民

众日常生活的影响。

康伦爵士1931年出生于伦敦近郊小镇金斯顿，

1948年进入伦敦中央工艺美术学校（即中央圣

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前身）师从著名纺织品

设计师鲍罗兹（EDUARDO PAOLOZZI）学习纺织

品设计。求学过程中，康伦受到了包豪斯和中央

工艺美术学校的影响，将“好的设计不应该仅仅

考虑少数人，而应当为大众服务”作为信条。毕

业后，他成为一名独立设计师，并且努力创立自

己的设计品商店。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希望以此

证明，即便没有商家愿意销售他的设计，他也能

为自己打开市场。

1952年，他的理想终于如愿以偿。在伦敦诺丁山

的一家地下室里，康伦联合设计事务所成立，

而他本人则主要为一些大公司如E D I N B U R G H 

WEAVERS等设计家具和纺织品。1956年，康伦设

计集团正式成立，主要设计以金属、实木、胶合

板、皮革为原料的现代家具。这些形式洗练的设

计品，因为价格公道、品质上佳而赢得了市场的

认可，并促使康伦的设计事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1964年，为了让普通民众能够消费优秀的现代家

居用品，康伦在伦敦富尔汉路（FULHAM）成立了

英国第一家家具品牌店HABITAT，开始涉足设计产

品零售业。上世纪60年代的英国，二战的余烬烟

消云散，大量兴起的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对于生

活品质的追求越来越高，但是市场上并没有符合

当时时代特征的家具，同时代在美国、北欧和意

大利风起云涌的现代设计家具很少在英国看到。

因此，在成立该店之后，康伦不仅出售自己设计

集团设计的家具，也进口欧洲设计师现代设计作

品，一些受到传统家居用品启发而完成的设计，

以及具有欧洲大陆风格的设计也都能在这里找

到。总体而言，这些价格适中的功能主义作品，

形式简洁、材料自然、色彩明快，有助于英国大

众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开始

对未来家居生活充满期待。它充满了人情味，甚

至被认为是英国版的包豪斯。这家商店最终发展

成为国际连锁商店，也成功成为设计师服务普通

百姓的桥梁。该家居用品连锁店的巨大成功证明

了设计的价值，为康伦带来了巨大利益，也最有

效地提高了他在现代家居用品设计领域的影响

力和号召力。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他又陆

续成立并成功收购了几家重要的公司，其中包括

MOTHERCARE公司，BRITISH HOME STORES公司和

HEALS公司，形成了百货公司集团。在设计外加商

场销售的完整体系之下，康伦对于设计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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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其设计思想和产品导向成

为英国设计界的风向标。

与此同时，康伦设计顾问公司也成为英国专业设

计的领头人，该公司专注于室内设计、产品设计、

平面设计甚至建筑设计领域。此外，在餐厅行业

也有不浅的涉足。他的餐厅主要顾客群为人数

正在攀升的英国中产阶级，而餐厅里的用具器皿

则一概出自HABITAT。他的第一家餐厅“汤厨”于

1953年开张，直到现在还陆续有新店推出。与设

计商品店一样，他的餐饮王国也跨越了国界，在

美国、北欧、日本甚至法国都有分店。

对于设计师而言，康伦的成功诠释了设计如何成

为一种有组织的、经营性活动，并且在国际交流

当中占领一席之地。他打破了二战前后，设计界

给英国设计打上的“家长式作风、精英主义”的烙

印。他的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英国政府对

于设计价值的认识。虽然战后国际上现代主义风

盛行，但在他看来，英国足足花了半个世纪的时

间来接受现代主义。

康伦对于现代主义设计的热情以及他所意识到

的现代主义设计对于英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最

终导致他投资成立了伦敦设计博物馆。这座坐落

在泰晤士河南岸白色立方体，是世界上第一家以

设计产业为诉求的博物馆，以展示与收藏当代设

计为己任。脱胎于英国国立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

博物馆的设计博物馆从1989年开馆以来，每年接

待的参观者超过二十万人，除了设计专业人士和

设计学院的学生之外，也吸引到很多对设计创意

有兴趣的公众。

这座由三层楼构成的博物馆面积并不大，一层

为公共服务空间，包括售票处、设计用品和书籍

商店、咖啡馆和洗手间，主要展览场所在位于二

层和三层。作为设计博物馆，这里主要展示工业

化大批量生产的设计品和与商业有关的设计，包

括工业设计、平面设计、室内设计、服装设计、摄

影、建筑甚至是汽车设计等。目前，该博物馆的

展场地可依照当时展览的规模大小及性质来划分

区域，并依此设计展览空间。在新展览开幕前常

常有开幕酒会，只要是博物馆的会员都会受邀参

加。除了展览之外，设计博物馆也会定期举办一

些和设计有关的讲座、课程和活动。

如今，康伦的影响力遍及建筑、室内设计、家具设

计、零售、餐饮、旅店、美术馆、出版社和设计基

金会。这些事业都反映了康伦爵士对于设计与生

活的主张——“好的生活”（GOOD LIFE）。他也是

一位精力旺盛、著述甚丰的作家，著有三十多本

明确反映有关现代设计及其设计哲学的文章和

专著，其中包括《康伦家居设计全书》、《康伦厨

房设计全书》、《康伦论设计》、《康伦论法国品

味》、《康伦论闲暇生活》等书，全球发行量超过

两千万册。2011年，伦敦设计博物馆为庆祝康伦

的八十大寿，记录他对英国设计的贡献，举办了

一场大型回顾展——《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该

展览从方方面面反映了康伦六十年以来的设计事

业，也展示了他对于英国现代设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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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Text_亨利•波卓斯基(Henry Petroski) [美] 译_Translater_王芊、马晓飞、丁岩

致命的创意
Fatal Creative

1981年堪萨斯市凯悦饭店行人高架路坍塌后不久，我的一位邻居问

我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他想知道难道以工程师们的所学都

不足以建造好一个像行人高架路这样简单的建筑吗?他还向我列

举了塔科玛窄桥的坍塌，美国航空公司DC-10客机在芝加哥的失事

以及一些其他著名事故，附带着一些他听到的有关核泄漏（一定

会超过三里岛的核电站事故）的种种假设，他似乎在向我呈现一

个一目了然的事实，那就是工程师没有完全将他们创造的这个世界

置于掌控之中。

我告诉我的邻居，预测工程结构的强度和性能并不总是像乍看上

去那样简单、明确，但是我觉得我那抽象的概括和含糊的道歉并

没有改变他的想法。当我离开照料蔬菜园的他继续向家走时，我

承认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因为我并没有向他传达出工程学的含

义。也正因为这一点我也无法指望我能解释出工程结构可能会出

现的状况。在凯悦饭店那场灾难发生后的数年中，我一直在思考

怎样向一位询问我的外行解释一下有关技术窘境的问题，我一直

在寻找那些既不难理解又很寻常的案例。但我也意识到无论我搜

集到的例子有多么生动，都比不上亲自用桁条和主梁制造出一座

桥梁更能说明问题。

被工程学视为首要目标的并不是一个既有世界，而是一个由工程师

们自己创造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如蜂巢般始终如一、历经数

代仍然固定不变的设计，因为人类本身就包括了不断的快速进化。

我们并不是简单地为了变化而喜欢变化，尽管一些人可能认为这个

理由已经足够。但是真正持续变化的是我们的品味、才智和抱负。

我们人类喜欢我们的结构体像我们的艺术那样时尚；当我们富有

时，我们喜欢奢华，当世事艰难时，我们吝啬地简约。我们以蜜蜂力

不能及的方式喜欢更大、更高、更长的东西。与昆虫相比，所有这些

超出工程学范围的考虑因素也许会使工程师的任务更令人兴奋，但

同时也一定没有那么多的常规可寻。与天然的自然结构相比，这种

不断的变化为工程结构的设计和分析引入了更多的方向，但同时也

意味着出现错误的状况也会大大增加。

工程是一种人为的活动，因此它非常易于出现错误。一些工程差错

仅仅只是恼人的，比如当一座新的建筑落成时，它的建筑体上却出

现了有损美观的裂缝；而另一些差错则是人们无法原谅的，比如一

座桥梁坍塌，致使那些毫不怀疑其安全的人们无辜丧命。每个时代

都有它的技术烦忧和结构灾难，因此有些人会认为工程师们已经从

这些前车之鉴中学会了如何去避免它们。然而无论在伤亡、苦难还

是焦虑程度上最为严重的几起事故却都发生在近几年，因此记录

上呈现出的技术进步的字眼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疑问——“我们

进步在哪儿?”

任何大众技术骇人故事的名单中通常都包括了事故、故障和劣质

产品的最新案例。这个目录一直在更新，旧的灾难不断被新的所替

代，它们甚至极尽名单所能有的最大变化性。在仿佛到处都在发生

事故的1979年，每个人都能迅速地说出一连串在头脑中记忆犹新的

技术窘况，甚至不用提及像塔科玛窄桥这样的老案例就能说明问

题。科技仿佛在杀气腾腾地奔跑，全国的专栏版也都加入了这场可

能如环绕轨道运行重达85吨的太空实验室那场意外重返轨道所引

发的破坏的讨论中。许多同类报纸还刊登了漫画家托尼·奥什对这

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他的漫画显示那个掉落的太空实验室撞上了一

架正在飞行的DC-10客机，而此时客机上运载的正是安装了火石轮

胎500的福特平托汽车，所有的残骸掉落到了三里岛上，在那里大

火会被石棉干发器熄灭。

事故多样性也许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但是工程制品的失效却不

是。近4000年前，巴比伦第一王朝的第六代统治者将大量巴比伦的

法律判定规则收集起来形成了今天众所周知的《汉谟拉比法典》。

在规定着诸如女性地位和禁酒戒条之类的近300多块古老楔形铭文

中，有一些直接与房屋的建造及其安全责任相关的条例：

如果建造者为某人建造了一所房子却并不牢固，结果房屋倒塌致使房

屋的主人死亡，那么这位建造者将被处以死刑。

如果房屋倒塌导致房屋主人的儿子死亡，那么建造者的儿子将被处以死刑。

如果房屋倒塌导致房屋主人的奴隶死亡，那么建造者必须对主人予以

等价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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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房屋倒塌导致财物损坏，那么无论财物为何，他都必须将其修复，

由于他并未使其建造的房屋牢固，致其坍塌，因此他必须自己出资重新

建造这座房屋。

如果建造者为某人建造了一所房子但却并未使其达到要求，致使一面

墙体坍塌，那么这位建造者必须自己出资来加固墙体。

   

这仿佛从凯悦饭店行人高架路坍塌善后事宜中发出的一声来自远古

的呼声，结果人们发现这一呼声远比《堪萨斯市建筑规范》的要求

小了许多。在纷乱的专家意见中，在行人高架路坍塌后的几个月中，

申请的诉讼案件价值高达30亿。事故当晚在酒店的人们事后都被

给予了1000美元的赔偿，但条件是他们要在文件上签字放弃所有随

后向建造商、酒店或者其他任何他们可能会提起诉讼的人索赔的

权利。今天，关于凯悦事故有罪与否仍然没有形成定论。经过20个

月的调查，美国司法部和密苏里州杰克逊县的检察官联合宣布他们

并未发现有证据显示此次事故与任何犯罪活动有关。然而密苏里州

的总检察长却不这样认为，他以“严重的玩忽职守罪”起诉了这些

工程师。相关工程师所承受的是失去他们的职业执照，但不是他们

的生命。当我在这场事故发生3年之后写这篇文章时，这件事情仍

然没有定论。

堪萨斯城的悲剧之所以会成为头版新闻是因为它是美国历史上由

建筑物坍塌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事故。它会成为新闻这一事

实，证明了在不计其数的建筑和结构体中，虽然有许多在设计上和

凯悦酒店一样独特、大胆的作品，但却都是安全的。据估算，在一

个像美国或英国这样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一个特制的钢筋混凝

土或钢铁结构的建筑在某一特定年份出现事故的概率是百万分之

一到百万亿分之一，在结构事故中出现死亡的概率大约是每年千万

分之一。在美国这等同于每年大约死亡25人，因此堪萨斯城一场事

故就死亡114人的确称得上是新闻。

交通事故每年要夺走5万美国人的生命，但是这么多的灾难通常每

次只会死亡一两人，因此它们对公众并未造成轰动性的影响。似乎

只有在周末假期累积的个人车辆死亡数目才会到达数百，也只有在

这时我们才会承认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这种长期风险的严重性。否

则，如果一场车辆事故上了头版或晚报，那通常是因为有不同寻常

的人数或名人卷入了其中。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一条名狗，俗话说的

“狗咬人”当然不是新闻，但“人咬狗”是。

我们既被不熟悉的事物所吸引，又对它感到不自在。当飞机是一项

相对较新的技术时，许多人因为害怕飞机失事而避开航空旅行。即

使是现在，当航空依仗于一项刚刚设置完成的技术时，许多年老的

一代马上就会担心起飞行的安全却不会去想开车所带来的风险。他

们对彼此讲述有关神经紧张的航空乘客这类老掉牙的笑话，但是年

轻的一代来到机场乘坐飞机就像他们的父辈使用地铁和汽车一样

自然，他们也并不知道这些笑话。他们的态度是理性的，尽管1970

年DC-10客机在芝加哥坠毁，但是乘坐飞机是安全的。在那场事故

后的第二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在1980～1981这两年期间，

包括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在内的国内运行航线没有发生一起重大

事故。在这段期间，超过5亿的乘客乘坐了1000万次的航班。经验证

明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然而，正如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政府重视财政和政治状况，也重视

公民的生命，但有时这些目标会发生冲突。工程结构、人类生命和

环境，以及社会的风险经常会与力求绝对完备的安全设置所带来

的经济风险相冲突。比如当我们开着与重型汽车相比无疑危险许

多的经济适用型汽车时，我们知道我们每天都在生命和钱包之间

做着交易。采用安全带、缓冲减震器和排放物控制装置有助于我们

降低风险，但是要获得这样的收益，消费者就要付出一定金钱上的

代价。进一步的改善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但正如气囊系统的

发展表明的那样，这也会提高汽车价格。因此制造商和提倡以合理

的价格生产安全汽车的消费者之间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工程学和公共安全之间也是如此。所有的桥梁和建筑物都可以建

造得比现在牢固10倍，但这会极大地提高成本，而成本的来源不是

税收，就是私人投资。同时也会引起争议，为什么要牢固10倍?既然

现在只有非常少数的桥梁和建筑物发生坍塌，那么在结构上牢固10

倍无疑有些过度。这种极端的保守主义不仅会使经济紧缩，也会彻

底改变那些我们所熟知的建筑风格，使我们的建筑环境变得体积

臃肿而庞大。是的，人们会认为10倍过于牢固。5倍怎么样?人们同

样会认为5倍也太过牢固，这种对于数字的争议表明现在的规格没

有改变的必要，但是只要人们认为这些数字会带来变化，那么在牢

固程度是改进5倍还是10倍的争论就会持续下去。但是在欠发达的

国家人们可能不会奢侈到去争辩这种风险或者去讨论这种悖论，因

此我们可以期待他们的楼房或锅炉会以对于我们而言不太寻常的

频率发生坍塌或爆炸。

尽管似乎有些冷酷无情，但是结构可靠性的影响不仅可以以生命还

可以以材料的牺牲所付出的代价来衡量。这已经在由贝特立·哥伦

布实验室协助美国国家标准局最近的一次研究中得到了证实。这一

研究发现包括镜片破碎、公路断裂、桥梁坍塌、机器故障在内的多

种破裂现象每年要花掉1000多亿，这笔花费不仅包括实际破裂造

成的损失，还包括预先想到可能会出现损坏部分的更换和修复的结

构保险。许多与交通运输和建筑工业相关的资金投入增加，主要用

于采用过度设计（把东西做得比需要的重）预防破裂、维护（注意

裂缝的发展状况），以及用于对资本设备的投资，包括储存一些备

用零件以备失效时使用。1983年的报告进一步总结道，通过更好地

利用已有技术，以及通过未来的研究而得以改进的破裂控制技术，

将使与断裂有关的花费减少一半。

最近对于我们基础设施（供水、排水系统，以及我们习以为常的公

路和桥梁网）状况的研究表明，这些基础设施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

区被严重地忽视，以至于如果想将它们恢复到原有状态要花掉成

百上千亿美元。（一些预算显示总数将高达3万亿。）导致这种结果

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在能源和人事费用在地方预算占据比重越来

越大的年份中，为了节约开支，维护工作被一再地推迟。在纽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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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大都市中，一些水管已近百岁或者更老了，但它们却从未被设

计或被期望为永久使用。理想的情况是为了保持整个供水系统处

于一个合理的牢固状态，此类水管应该不断被替换，这样主供水管

道破裂的可能才会微乎其微，因为这样的爆裂会引发严重的后果。

1983年一个安装于1915年的自来水总管在曼哈顿市中心爆裂，大水

淹没了一家地下发电站，引发火灾，6个变压器出现故障，导致供电

系统中断，而断电的那几天恰巧是那年万名消费者从全国各地涌入

纽约时装街购买下季服装的时候。断电的区域正好覆盖了服装展

销室所在的街区，本应充满疯狂的地方现在却只余心痛。被迫中断

的生意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数百万美元。

为了理解工程师是怎样努力去避免类似的结构、机械和系统故障，

进而理解错误是如何产生，以及带来深远结果的事故是怎样发生

的，我们有必要去理解，至少是部分理解一下工程设计的本质。工

程设计是一个设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科学家的“既有世界”

和工程师的“制造世界”中多种部分被重新组装成某种自然界无法

想象的事物，也可以说是让工程与科学脱离，与艺术结合。工程实

践所包含的技术经历就像诗人面对空白纸张、画家面对空白画布、

作曲家面对寂静键盘的过程一样，工程过程和工程作品与诗、画和

音乐一样都是易于理解的。事实上，我们都在儿时运用艺术创造的

基本原理创造出令我们的父母引以为傲的作品，我们都在学习平衡

身体，都在把积木摆成更高难度造型的过程中经历过结构工程的

本质。我们学会忍受最无聊的鸡尾酒会而不至于引发类似我们的

身体或者酒杯屈从于地球引力这类社会事故，很久以前我们便已经

学会如何在高耸的积木塔楼中爬行、坐起、蹒跚。如果我们能记得

我们儿时为了能从父母和他们朋友的腿上站起来时所做的努力，那

么我们就能开始欣赏工程师们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无论他们在巴

比伦被叫做建筑师还是在洛斯阿拉莫斯被称为科学家。他们所有

的努力只为了一个目标：建造一些以前从未有过的建筑，改造自然，

当然首先他们要努力排除所有的故障。

人是会犯错的，由人建造的建筑也是如此。因此结构工程的历史，

广义上就是工程的历史，这是失败与成功交织的历史。成功也许很

重要，但失败教给我们更多。也许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历史都无

不包含了经典的失败，而这些失败往往也标志着新的开始和新的成

功。《汉谟拉比法典》也许促进了重建寓所的牢固程度，但却无法

促进房屋的革新，更不用说摩天大楼和桥梁，因为建筑者怎么能够

在这样的法典中找到动机去建造一所他认为会更好但却无法经过

实验的房子呢?这并不是说工程师们应该被允许肆意实验，而是要

我们意识到人类的本性就是超越过去，建筑如此，艺术也如此，工

程学就是一种人为的尝试。

当我还是一名工程学的学生时我很害怕那份想象中毕业后将会降

临到我面前的责任。我在想我能百分之百地保证我所建造的东西

不会破裂、坍塌，不会导致一些人死亡吗?我知道我对课本的理解

还不完全，我的作业很少不犯错误，我的成绩也不是全优。这些问

题困扰了我一段时间，我想知道为什么我那些无论是得A还是得C

的同学都没有因为同样的恐惧而止步不前。这个话题从未出现在我

们的谈话中，为了避免面对这个问题，毕业后我并没有立刻去寻找

一份工程师的工作,而是考取了研究生。从那以后我才开始意识到

我的担忧在工程学的学生中间并不稀奇，事实上，即使不是全部但

也有很多学生都经历过对成功的自我怀疑和对失败的恐惧。医科

学生担心永远地失去一位病人，律师担心输掉一场重要的官司。但

是如果我们都去躲避我们各自的工作和职业带来的恐惧，那么我

们希望避免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正因为如此，所以无论我们从事

的是什么行业，我们都在尽最大的可能努力地练习，我们希望做到

最好。结构损坏的罕见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至少工程学即

使在它设计最大胆的时候也不会去冒过度的风险。

因此，问题不仅仅是为什么会发生结构事故，还应该有为什么事故

的数量没有更多?数据显示，能够占据头版头条的事故就像它的新

闻价值的成因那样不常发生，但是为了理解为什么结构事故的风险

不是绝对的零，我们必须要明白在设计前所未有的项目时人们遇到

的工程问题也是前所未有的。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不仅会理解事故

发生率这么低的原因，还会理解继续降低事故发生率所要面临的困

难。尽管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使代表风险的指数如我们希望的那样

接近零，但是无论集体还是个人所表现出的人性本质似乎都在抵制

实现这样一种无风险的社会。

（此文摘编于由中信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设计，人类的本性》一书。本书曾改编为英国广播公司

（BBC）的电视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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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需要挑战

创意需要挑战
Creative Workshop

为了使设计者能迈向更稳定的职业生涯，人们经常鼓励他们避开

不熟悉的委托，我的经历也别无二致。作为设计师的第一个十年

我生活得低声下气，典型的一天如下：今明两天为新开酒吧草绘

两个新颖的标志？为首航南美的邮轮公司的宣传册设计封面目

录？周五前为一技术咨询网站用户界面设计首页和二级界面清

样？没问题！我会在凌晨两点前画出轮廓，然后就筋疲力尽地倒

在键盘上大睡。

那些年在此领域里奋战，有如下体会：

失败是创新的必要组成部分

经验老道的设计师都深知，通往成功的唯一之途就是不断地面对

失败，不断地总结经验。作为设计者，如果想要提高自己的水平，就

要有意识地选择探索新领域，并将此作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来自

IDEO公司的大卫·凯利（DAVID KELLEY）将此称为“启迪人的尝试错

误法”，而且它也是满足客户需要，获致极好结果的最好方法。

过程比最后的结果更重要

正如建筑师马修·弗雷德里克（MATTHEW FREDERICK）所说：“以过

程为导向，而不是以结果为驱动是设计师最重要的也是最难习得

的技能。”对于设计师而言，清醒地地知道自己的工作过程并修正

它使之适合解决面临的问题的能力需要终生的训练，它将决定你

的职业生涯。然而，不要忘记FROG DESIGN公司的首席创意总监马

克·罗尔斯顿（MARK ROLSTON）所说的话：“计划不能代替产品……

过程是达至目的的一个手段，我们的目的是创新。”

机械的重复很少导向深度的设计直觉

作为解决客户问题的一部分，设计过程如同生活中的呼吸一样，一

些是有意识的，另一些是无意识的。当不断重复相似类型的设计项

目时，你会更快地辨认出哪些活动会导致更好的设计结果。但是，

当我们被迫离开得心应手的领域去解决那些对我们而言是异域的

问题，或者使用那些似乎格格不入的工具或方法时，我们就要从根

本上提高自己的技能。

项目已经付费，时间就不会宽裕

只要会利用时间，花在一个项目上的时间越少，创造性结果就越

多。我们经常花费相当的时间感叹解决客户问题的时间不够，而不

充分利用时间来积极面对。无论你是在公司内做独立设计师，还是

在设计公司或创意经纪公司负责一部分事务，交货日期都不会因为

这些不同而不飞驰而至。客户的委托永远会在你的专业领域之外，

所以一个设计师的职业生涯与其说是一连串的冲刺，不如说是一项

马拉松，在此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唯一之途就是维持高效、有创意

的步伐。

学会利用直觉，设计师将变得更富有创意

如果设计技巧以直觉为基础，我们都会成为优秀的计师。我最喜爱

的设计师之一，保罗·兰德（PAUL RAND）说道：“（设计师的）根本技

能是他的天分，然而天分是罕有之物，其余全是直觉。但直觉不是

学来的。”的确如此，教室内不能传授直觉，但我们可以本着严谨的

态度，通过解决大量的各种各样问题的方式，使人变得更有直觉。

完成挑战的方法

创意需要挑战，经过一系列的挑战，设计师会变得自信，从而在有

限的时间内创造出更有意义的设计作品。对于任何将设计作为职

业生涯的人而言，这些目标的追求都是值得的。你将不再无休止地

为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成为本世纪的下一个尤伯杯设计师而担心，

你将会为具有必要的技能以解决更为宽广领域的设计难题而自信

满满。

时限

每项训练有一个用于产生构想的时限，在此时限内，你应该用铅笔

草图来尝试大量的想法。用铅笔和纸工作是确定思考方向和完成

设计任务的最好方法。设计经理兼战略管理人丹尼尔·斯库兹斯密

斯（DANIEL SCHUTZSMITH）认为：“如果你问任何伟大的设计师是如

何工作的，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总是在涂鸦，一般而言，他们是以涂

鸦的方法开始设计任务的。”创意总监凯丽·伯恩（CARRIE BYRNE）

也持此看法：“快速地进行铅笔勾勒，那些不合适的想法从一开始

就会被排除，而不必浪费时间去实践它们。”

从草图到设计实施

时限一到，整理必备工具，开始执行在训练中获得的初步方案。但

在执行选定的方案前，务必确定它是否有意义，因为这是方案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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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试金石。有经验的设计师兼教师，同时也是作家的内森·谢卓

夫（NATHAN SHEDROFF）认为：“意义是最重要和最强有力的因素，

无论为何人设计何种东西都是如此。如果想法是有深远意义的，它

将激励你在最后的设计中有更加完美的表现。”接下来，你是应该

使用ADOBE LLLUSTRATOR绘图，还是用彩色铅笔加上剪刀和浆糊的

传统方法绘图呢？根据训练题目不同，选用的工具也应不同。你甚

至可以把这几种方法结合在一起使用，也可以发明一种新的方法

来实施你的想法。（一些训练或许有此种要求。）设计师布鲁斯·莫

（BRUCE MAU）说：“为创造独一无二的东西，你要把各种工具混合

起来用。有时，甚至你制作的简单工具也会引发完全不同的探索途

径。记住，工具能放大我们的能力，即使小的工具也能极大地提高

我们的能力。”

知道何时继续

不要为每项创意挑战训练都得有一个明确的、最终的答案而纠缠

不休，你最好先用纸和笔粗略地解决所有的训练题目。如果你习惯

于每天用电脑来进行设计工作，那就真是有了麻烦。“因为坐在电

脑前进行设计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它使得你惯于用电脑翻来覆去地

验证一个无用的想法，而舍不得丢弃。即使你知道不该如此。”书

籍设计师米切尔·维拉纳（MICHEL VRANA）认为。无论你是在设计一

张小小的商业卡片，还是设计一个复杂的网页，当你把它做成成品

时，很少感到满意。因此，当经由适当的媒介，尝试着实现了你的想

法，请花点时间来评估一下是否同你的设计理念相吻合。如果不能

取得进展，请随时转向另一个训练。

使用时间盒，加快设计速度

在进行创意挑战训练时，你应把积累的一些关于设计程序的知识

抛到九霄云外。没有任何一名设计师精通所有的学科、擅长所有的

类型的项目，尤其是在限定的时间内。进行十几项训练后，你就会

不由自主地去琢磨进行新颖的设计。结果，你的设计过程（即从

接触问题到具体执行），发生了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你开始按

自己的想法进行设计了。时间盒（TIMEBOXING）是一种时间管理

装置（使用该装置是更快更好地加快设计进程的方法之一），经

常用在软件开发领域，但对更好更快地进行创新设计也有作用。

时间盒的使用将使你学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发创造力，并能更多地

凭直觉进行思考。

时间盒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它为问题解决提供了保障，避免了漫

无目的和理念偏离的风险。解决问题之初，就阐明设计意图，能把

棘手的挑战训练变得易于接触，并逐渐消化掉它。使用时间盒会迫

使你集中精力，努力按时完成任务，尤其在事务分散零碎的时候，

时间盒有极大的作用。任何想努力按时完成任务的设计师都能轻易

地从使用该方法中受益。对于创意者而言，使用时间盒愈多，就愈

有效率，拿出可行设计想法的时间就愈短。

时间盒要求你对每个盒子中将执行的活动都作出计划，然后就按照

事先计划的步骤一步步地进行。简短的时间盒对创意的产生和评

价作用极大——至多是10-20分钟。把规定的时间分配给若干小活

动，然后独立计时。注意，给自己的时间越宽松，越不大可能集中精

力进行创意。按自己的节奏进行创意。前六次试用时间盒，但不要

对其发挥的作用期望太高，只要不放弃，你就能获得较为满意的效

果。经过一些训练，你就会感觉比较舒服。当然，也总会有一些偶然

事件发生，你可能要停下来集中解决一些细节问题。

头脑风暴法

只要有需求，就会有创新。有时，不额外刺激脑细胞，创意的点子是

不会自动冒出来。如果感到创意的点子不大可能在截止时间之前产

生，就在头脑风暴法中使用时间盒。这种方法会在几分钟之内逼迫

你产生创新的点子。

利用头脑风暴法来进行设计时，头脑中的所有想法倾倒在纸上，就

像把一抽屉的新奇物品一股脑地倒在地板上一样，就会产生成堆

的可能指向设计方向的文字、图片和想法。通过避免限于设计的程

序化和受冲动的左右，各种各样的非同寻常的点子就像气泡一样浮

出水面。一旦笔记本写满了，你也就筛选出了有用的元素。记住，要

节约使用头脑风暴法得到的原始材料，以备在后续的工作中作更进

一步的运用。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些原始想法会决定你的最终

设计或提高设计效果。

画脑图法（MIND MAPPING）
头脑风暴法使个人或团体能以随意的方式迅速地确定创意

的范围。

1.把你用头脑风暴法得到的关键词写在纸的中央，这个关键词可能

是根据研究得出的洞见，或许是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直觉，也或许

是问题的简单陈述或有助于问题解决的潜在方向。

2.以关键词为中心，呈放射状，写下与关键词有关的词语。如果你想

不出恰当的概念来表达，就写下相关联的事物，无论是对立的，还

是与此无关的思想，都可以。

3.写下从诸多关联中获得的各种创意，并发掘这些创意间的各种联

系，如有必要，用笔圈出来或归类。

4.通过脑图提炼出主要的创意，用SCAMPER检验后，再草拟可能的

执行方案。

列出关联词法

列相关词是画脑图的替代方法，该方法要点更多，且能较快产

生结果。

1.在一张纸上画出三列栏目。第一列尽可能写出与设计主题相关的

概念或名词。

2.从第一列中挑出一个你感兴趣的创意，写在第二列中，并写出一

系列与其相关的词。

3.在第三列中，写下与第一列中所写词义相反的词。

4.圈出并找出能体现从第一到第三列关系的词。分析这些关联词，

得出大致思路。用SCAMPER检验一下，然后付诸实施。

图片关联法

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依靠原始图片的脑图。

1.打印出感觉与项目相关的照片和插图，包括那些通过图片搜索引

擎找到的材料，能产生灵感的资源、杂志、艺术书籍、股票网站和像

FFFFOUND! (FFFFOUND.COM)这样的图片书签制作网站。

创意需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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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差不多能相互印证的图片分组或归类，然后在旁边写上能描

述、能反映基本信息的文字。

3 .从这些组中，分析得出你设计的可能方向和设计草图。用

SCAMPER检验后，然后付诸实施。

野性思考法

这是迈克尔·米哈尔科（MICHAEL MICHALKO）的书《思考的玩具》

（THINKERTOYS）中介绍的一种方法，当你陷入僵局无法自拔时，偶

尔用一下，效果明显。人类有一种喜欢找出含义有直接冲突的事物

之间的关系的倾向，那些相互冲突的词语或图像间的紧张关系，随

后在头脑中碰撞出火花，激发出更多新概念。

1.找一个与整个项目相关的基本词（或者一个你不能激活的过

时的词。）

2.写下第一个闯入大脑的想法。

3.记住这两个词，然后找尽可能多的与此创意和这个闯入的词

相关联的词（凭直觉）。看能否有新的词语、图片和包容性大的

概念产生。

创意倒置法

如果使用头脑风暴法还不能激发你产生创意，试试这个方法。找一

个功能与外观等各个方面与此概念都完全相反的概念，写出它的特

征，描绘这个新创意。然后将这新旧两个创意进行比较，并把两个

创意的元素混合与组合，看能否激发出新的创意。

随意勾画法

随心所欲地画草图、写出文字，列出网页创意，并作关联性的组合。

每五分钟，停下来回视一下，评估材料，重新审视所进行的内容，看

能否有更多可能性。当你与另外一名设计师一起利用头脑风暴法，

并与对方交换笔记时，这种方法经常会激发新的创意。

角色扮演法

与另其他设计师、朋友或者亲戚合作，实际演示你设计的产品或服

角色扮演法开发创意。

务。认真观察、重新演示并思考，目的是从中获得洞见，激发创意。

这种方法在帮助人们预想产品的创意或反馈中，效果明显。

是的，而且……

让一组人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人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然后与

组里的其他成员分享。然后，按顺时针方向，继续改进该方案，不

要下断语，只是说“是的，而且……”，然后增加些内容。随着大家将

最初的创意演变成与最初的已完全不同时，安排一个人记录下此方

案。当这个演化了的创意回到其提出者那里时，想办法把这个创意

颠倒过来，看看能发生什么。我是在一次设计会议上看到这个由斯

蒂夫·保迪加尔（STEVE PORTIGAL）领导的协作攻关方法的。

设计师的MAD LIBS 
你知道填字游戏MAD LIBS？为你的项目设计一个简单的MAD LIBS，

描述你的概念。你的MAD LIBS可以这样： MY _____IS LIKE ___ 

BECAUSE_____.试着填上不同的词，看有什么新结果产生，或者随

便找个什么人填空，然后按照他们的想法设计。

未来的思考

就此打住头脑风暴法，让咱们思考一下未来。如果项目创意将在一

年后出现，它们会是什么样子？除却一切束缚，把创意置于现实的

世界中考虑，或许你能有更多的空间来自由自在地进行设计探索。

对话框

把你的受众想象成在卡通中，绘制成空白的对话框和将要开展活动

的图片。然后，就像做漫画书一样，给每个对话框加上对话。这个人

在给你讲什么故事？如果你在桌子上放置一幅镶有相框的照片，然

后把受众的有益之言用即时贴粘在旁边，效果也不错。随着项目的

改变，改变对话内容，你可以在整个设计中使用该图片。

（本文摘编于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创意工厂——提升设计技巧的80个挑战》一书。）

SEAN BAKER和LENNY VELLA利用脑图法，应对FREE ASSOCIATION挑战训练。

创意需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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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拾珠宝“锈”色可餐
a pleasant surprise to the Wearer

文_Text_Emma
图_Photo_ Larissa Sobon

来自马萨诸塞州的LARISSA SOBON是一名新锐珠宝设计师。在她看来，好的珠宝设计

能够在首饰与佩戴者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珠宝有不同的用途。对

一些人来说，珠宝是财富的象征、自我表达的方式、朋友之间的谈资。LARISSA认为，

好的珠宝设计背后还应该有理念支撑，做工精良，拥有有趣且发人深省的设计。

生长于一个木工艺师家庭的LARISSA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父亲教会她用双手创造的

能力对她的人生路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她成长的西马萨诸塞乡下，绿树环绕鸡犬相

闻，空气中漂浮着锯末粉尘，还有成堆的原木。拥有这段经历的LARISSA更倾向于从大

自然寻找灵感。另一个灵感源是她在罗马学习时研究的纹章学中的符号和图像。此外

LARISSA还喜欢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灵感。“记忆是我探索的基础，我的首饰是其视觉化

体现。”LARISSA说。

用黄铜手工打造而成的饰品，上面的图案也是手工绘制。

设计师LARISSA SO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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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金属制作的首饰，无论是项链、耳环，还是胸针和戒指，都带有设计师独特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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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属是我父亲工场找来的一个咖啡罐，那里有

一架子一架子满满的老旧生锈的五金器具和木框

架，都是从老建筑里淘来的。我喜欢从里面淘宝

的感觉，挑挑拣拣的过程中就把搭配也选好了。

DESIGN：“JEWELRY AND METALS”系列的目标消

费者是什么人？

LARISSA SOBON：我的目标受众还比较模糊。我

认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在某些人看来，我

的一些首饰比起另外一些更适合佩戴。我还相

信人们更愿意选择自己有感觉的作品，会爱上它

们。我总希望，自己创作的每一件作品，都有一个

特定的人在准备佩戴它。

DESIGN：在你看来什么是好的珠宝设计？

LARISSA SOBON：我认为好的珠宝设计能够在首

饰与佩戴者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对于不同的人

来说，珠宝有不同的用途。对一些人来说，珠宝

是财富的象征，自我表达的方式，朋友之间的谈

资。好的珠宝设计背后还应该有理念支撑，做工

精良，是有趣且发人深省的设计。

WWW.LARISSASOBON.COM

DESIGN：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从事珠宝设计的？

LARISSA SOBON：我一直都很喜欢做任何与手工

艺相关的事情，小时候就曾经用小珠子和通心粉

做过项链，直到高中，我开始用掰直了的回形针

制作耳环和项链，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考虑我准

备用我的余生做些什么，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珠

宝设计”是一个专业，直到我发现罗德岛设计学院

（RISD），被罗德岛设计学院录取后，我参加了一

个学习锯、冲孔、锻造等金属技能的课程。

DESIGN：你的灵感主要来自哪里？

LARISSA SOBON：我的灵感来源非常广泛，很多是

来自童年时代成长的西马萨诸塞乡下，那里绿树

环绕鸡犬相闻，空气中漂浮着锯末粉尘，还有成

堆的原木。拥有这段经历，让我更倾向于从大自

然寻找灵感。另一个灵感源是我在罗马学习时研

究的纹章学中的符号和图像。此外我还喜欢从文

学作品中获得灵感。记忆是我探索的基础，我的

首饰是其视觉化的体现。

DESIGN：谁对你的设计的影响最大？为什么？

LARISSA SOBON：不好说确切是哪个人在影响着

我的设计。因为经常接受来自我的教授们的评

论，也会和同仁们一起讨论设计，这些都对我的

工作方式和我所做的产生着影响。同时，我父亲

也对我的工作有很大影响。作为一个木工艺家，

他教会我如何用双手造物，这无疑是对我人生最

主要的影响力了。

DESIGN：你最喜欢谁的珠宝设计？为什么？

LARISSA SOBON：我最喜欢的珠宝设计师是ANYA 

KIVARKIS。在雷诺克斯的SIENNA画廊工作的时候

我就爱上的她的作品。她的作品多基于红毯珠

宝，但是她通过使用汽车涂料模糊了材质本身，

像是在质疑材质之于物件本身的价值。她的作品

美极了，我由衷钦佩她的手艺。

DESIGN：你的作品中采用了多种材质，哪种是你

最偏爱的？你怎么看待每种材料的价值？

LARISSA SOBON：我并不确定更偏爱哪一种材料，

我喜欢用发现的或非常规的材料做东西。我最

喜欢的一组作品是用树皮、螺钉、螺母和螺栓做

成的。我喜欢根据树皮的色调来搭配不同颜色的

铁锈。木头、玉米和银子是我比较喜欢选用的材

料。我感觉首饰设计和概念本身对所需用的材料

就会提出要求。虽然我很喜欢金属材质，但它并

不适用于所有的作品。

DESIGN：在“JEWELRY AND METALS”系列中你运

用了多种不同寻常的材料，你是如何开始这个系

列的构思的？你又是从哪里弄到这些材料呢？

LARISSA SOBON：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被鼓励尝试

用不同的材料以增进对材料的了解。我很喜欢这

种探索，以发现它们的最佳功能。而且，当佩戴者

意识到首饰的材质所带来的惊喜的反应也很让我

着迷。蚀刻黄铜是我自己做的，上面的图案是手

绘的，然后用锻造、蚀刻等工艺画到黄铜上。生锈

俯拾珠宝“锈”色可餐

用金属粒串联而成的项链。 由轻薄金属花边包裹而成的首饰，呈现不一样的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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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废旧金属片制成的首饰。

树皮制成的首饰。

由树皮、螺母、螺栓设制成的首饰。

由树皮、螺母、螺栓设制成的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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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颜色，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流行色、多样

的产品设计外观和不同地区人们对颜色不同的喜

好等等。而在与人们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设计领

域，如何将设计中颜色的精准复制，以及在供应链

中快速地传递等课题已备受关注。颜色科学应用

虽然在中国还属于新兴领域，但其研究应用已经

在时尚、建筑等多个行业得到实践。成立于2010年

底的清华大学色彩研究所在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的同时，积极拓展横向课题

的领域，已经在纺织服装、工业设计和汽车、建筑

和环境等领域开展多个项目。最近，他们关于乌苏

大桥色彩装饰文化表达、艺术内涵和科学的适用

性、合理性等方面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

桥梁的颜色究竟怎样选才符合施工现场的最终

效果？颜色从图纸到涂料，究竟怎样实现才忠实

于最初的设计理念？这一看似简单，实则科学的

课题，终于第一次有了答案。追溯到2008年，在我

国“金鸡”版图最东北部极角，从俄罗斯手中回收

了一片岛屿——民称黑瞎子岛。其岛上大桥乌苏

大桥高116米的主塔以及主桥钢梁颜色成为一个

融和了多重意义的符号。迎合了指挥部意寓“中国

用颜色将艺术与科学链接起来

用颜色将艺术与科学链接起来
tasCii uses Colour to ConneCt art and teChnology

文_Text_TASCII
图_Photo_TASCII

红”的初衷，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色彩

研究所针对乌苏大桥的外形、材料和整体搭配，

并结合地理、环境、气候等实际情况，展开了乌苏

大桥色彩装饰文化表达、艺术内涵和科学的适用

性、合理性等理论研究。项目的完成和实施，在国

内建桥史上第一次以系统的颜色科学和理论作为

涂装的支持，对乌苏大桥“中国红”实行科学化、

数字化管理以及定位和分析，为色彩在乌苏大桥

中国红的实现提供永久性基准和可检测、可评

估、可复制、可还原的理论性、科学性依据，并且

能够提供实现色彩和推荐性施工工艺和方法。至

此，祖国最东端门户的新地标，在体现中华民族

五千年的厚重文化底蕴和图腾的同时，更展现了

颜色将艺术与科学完美结合的技术力量。

之所以称之为颜色的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意为颜

色的选定和实施，不仅依据颜色设计专家的主观

美学经验，同时有科学的测色仪器和颜色沟通软

件作为技术支持，二者穿插在整个大桥主塔和桥

梁颜色确定的工作过程中。首先，清华色彩研究所

的工作人员携带便携式测色仪器，针对具有中国红

代表的地点和实物进行采集，最终采集收纳了106

个具有代表意义的中国红颜色的CIE LAB值，在进

行分析整理之后保留其中43个不同的中国红色代

表。在43个中国红颜色的基础上筛选，将具有代表

性地点和样品作为主要考量对象，排除其中差异

较大和不符合设计原则的部分颜色，确定了18个

颜色用于中国红颜色基准的定义。为了从视觉上

得到18个颜色的延伸的颜色，将这18色坐标L*、A*，

B*通过数学的方法进行加权，然后进行加权平均，

以此得到在CIELAB色空间基准点的颜色坐标表达

的40个颜色。就此，在专家论证会上颜色设计专家

们通过在数慧眼非接触式影像撷取系统和数码影

像软件系统中进行颜色比对实验，考虑颜色、材质

以及不同光源下的模拟效果，通过在经过严格校

正的显示器屏幕上进行目视排除和判定，最后选

出12个中国红候选颜色和两套辅助黄色方案，其

颜色数值传递给涂装公司进行实物样板颜色涂装

试验。在最终的现场涂装实验后，确保了颜色数值

的精准，并得以在整体施工中实现了最初的颜色

定义。这个看似复杂的过程，正是最大程度地提

取了“中国红”的颜色概念，并在最终将这一设计

理念通过数字化的颜色得以准确实现。

清华大学色彩研究所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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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苏大桥“中国红”的色彩研究、颜色确定到施工喷涂的过程。

DESIGN：在乌苏大桥的“中国红”项目中，清华大学色彩研究所是如何在

最初即制定了这样的科学方法去进行颜色的设计？

宋文雯：事实上，在项目的最初，也是应乌苏大桥工程指挥部的要求，

给大桥的“中国红”颜色一个科学的定义。我们都知道，颜色是一个主

观的概念，每个人对于“中国红”有着不同的定义和色相、明度、彩度

的体现，而乌苏大桥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政治、美学和发展责任，我们

理应在颜色的主观表达之上，给予乌苏大桥的专属的“中国红”一个

科学的定义方法。

DESIGN：这个科学的颜色设计方法和过程在设计领域实属严谨甚至晦涩

的过程，会不会有人说太过于科学的论证过程，反而抵消了设计原本的

创意概念？

宋文雯：是的，设计本身是一个以创意为核心的学科，然而设计的最终是

要作用于生活，成为一个联结生活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方法则

为创意打开了实现的可能，甚至是为创意本身带来无限灵感，所以我不

得不说，未来的和现今的时代，一定是跨学科的、把概念和感性通过科

学和技术手段加以实现的时代。

DESIGN：那么清华色研所又是如何在颜色这个领域实现自身的这个角色

的呢？

宋文雯：首先，颜色，本身就是一个艺术与科学完美结合的产物。我常

常和来色研所上课的同学们说，颜色就像一个钻石，它的迷人之处就是

有很多面组成，物理的、化学的、心理的、生理的等等。说到颜色，我们

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流行色、多样的产品设计外观和不同地区人们对颜色

不同的喜好等等，那么如何将这些信息科学地归纳总结、提炼并升华，

就需要技术手段的支持，例如色研所正在研发的依据颜色心理的设计软

件。另外，如同我之前所说，所有的设计，不论是服装、工业用品、汽车、

家用电器甚至建筑，都是作用于人们的生活并将之升华的行为，设计最

终归结为产品，而消费者有权享用符合心理的颜色、没有色差的服装，而

颜色科学，就是将设计理念忠实实现的手段，产品即为复制化的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颜色的精准复制，以及在供应链中如何快速地传递，就是色

研所需要向广大师生以及产业界人士传达的信息。

DESIGN：清华大学色彩研究所看来就是承担这个跨学科角色的平台？

宋文雯：自2010年11月成立至今，清华大学色彩研究所才不过走过一年多

的时间，在成立初始，我们也非常感谢和敬佩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领导们的

理解和长远的眼光，支持着我们在这条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道路上前行

并不断调整着步伐。因为我们都知道，要走在设计领域的前端，必须有科

学技术的支持，有严谨的数据和理论支持，才能给予主观的创意以客观的

评价和支撑。

DESIGN：听起来清华色研所还是非常有使命感的！那么说到产业界，色研

所是如何定义自己的发展方向的呢？

宋文雯：色研所在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设计艺术中

的材料色彩表面装饰(CMF)知识体系和数据库框架研究”项目的同时，也

积极拓展横向课题的领域，目前，色研所主要在纺织服装、工业设计和汽

车、建筑和环境等领域开展项目。应该说，颜色科学应用在中国还属于新

兴领域，对于学术界如此，对于产业界也是如此。发展的前提是自身的建

设，我们在坚持学术和市场研究的同时，和产业界共同成长，我相信在追

求核心竞争力的今天，产业界的自主研发必定会有集聚需求的时刻，但是

这需要时间，更需要我们有充分的耐心、信心和决心去担当历史使命。

(宋文雯：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色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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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F——设计艺术中的材料色彩表面装饰知识体系和数据库框架研究/

此课题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共同申请并实施。课题将材料(MATERIALS)、色彩(COLOUR)、表面装饰 

(SURFACE FINISH)融为一体，借助于跨学科（美学、感知心理学、工程学、

材料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完成三个重要方面的研究：建立CMF客观

界定-测量与主观感知-评价的理论模型；构建涵盖CMF客观信息和主观

信息的数据库框架；探讨一个具体材料类别的CMF个案研究及其应用研

究，作为数据库中的一个范例。研究结果对于系统理解材料与人（继而

产品与人）、材料与工艺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导设计实践中的材料、色彩

和质感的合理选择与组合，以创造与使用者在感觉、心理、美学体验相

适应的设计，同时实现设计领域的资源共享。

用颜色将艺术与科学链接起来

/准葛尔召镇色彩规划/

城市色彩规划的研究，均是以自然环境颜色、

当地人文特色、城市历史沿革和未来发展规

划为基础展开。清华色研所在城市色彩规划和

实施原则里增加“科学性原则”，提出数字化

颜色的概念和方法。在前期的采集当地建筑

特征性颜色的过程，就将颜色素材以准确的

数字化表征，使所有颜色规格化，并依据特有

的基于颜色心理物理数值的颜色设计软件，得

到和谐的颜色数据。最后在相关工艺信息的

基础上，将颜色和工艺信息汇集成颜色工艺

指导手册，用于指导现场施工和未来重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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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色彩解决方案/

告诉服装品牌企业，如何能制定自己

独有的颜色并形成色卡，不用再依赖

市场上现存的色卡，局限在色卡上找

颜色进行设计，如何能最终让设计师

实现最初设计稿上的颜色，而不用再

屈就染色工艺而在设计概念上妥协。

色研所携手世界知名的CSI（COLOR 

SOLUTION INTERNATIONAL），共同为纺

织服装品牌和设计师提供全面的专

业的颜色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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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国际信息展
Ceo City smart City

文_Text_minamikou  
图_Photo_CMoDA

信息设计能够提炼概括城市信息，可视化直观

呈现城市中的实时数据，让城市管理者迅速反

应，及时服务。信息设计可助力改变城市公共服

务，改善生活，提升城市品质，使生活变得更加

智慧。北京国际设计周专题展“智慧城市”——

国际信息设计展覆盖了中华世纪坛上下两层近

6000平米展区，以多媒体、互动、信息视觉化等

新颖手段展示来自14个国家、50个设计师事务所

与数字研究机构、实验室的82件信息设计作品。

让观众近距离欣赏到信息设计的强大魅力。展

览旨在聚合来自城市规划、交通、通讯、环境、

社会媒体的大数据，逐步形成北京城市资源信息

可视化系统，最终为城市规划、建设与服务提供

全方位数字化解决方案。

来自14个国家的50家设计机构和大学实验室展出

了55件作品，分享全球各地智慧城市信息设计优

秀案例。包括奥地利 ARS ELECTRONICA 电子艺术

中心，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可感知城市实验室，法

国信息设计机构 FABERNOVEL，澳大利亚新南威

尔士大学艺术学院，丹麦建筑事务所 BIG，法国

电信北京研发中心等，以及来自荷兰设计师 DIRK 

VAN DER KOOIJ，加拿大媒体艺术家 JER THORP，中

国设计团队 LXU，美国建筑师 JORDAN KANTER，

美籍韩裔艺术家 CYJO的设计师等。

展览首次提出“大设计带动大数据服务大城市”

的“智慧城市”新理念，通过大数据驱动信息设

计，为现代化大城市建设带来“大智慧”。“大

设计带动大数据服务大城市”的新理念，是通

过大设计(信息设计)的引领，结合当下大数据挖

掘的新趋势，协同创新数字生产力，将“智慧城

市”建设引入新的高度。“数字化时代的城市如

何更智慧？‘智慧城市’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物联

网、云计算、三网融合，它应通过大设计(信息设

计)充分挖掘大数据时代的潜力，提升公民意识，

协同公民智慧，为大城市这一复杂系统带来大

智慧，让城市更聪敏、更人性化地服务每一位市

民，最终提升全社会福祉。”策展人、CMODA展

览总监杨磊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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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米兰世博主题可视化/

2015 米兰世博邀请DENSITYDESIGN 

根据此次世博会主题，创作一个传

达粮食生产和消费之间关系所衍伸

的社会、环境、技术和可持续发展

问题的可视化作品。作品超越单纯

的可视化分析工具，旨在催发公众

兴趣，阐释本次世博会主题的背景

和影响。DENSITYDESIGN 团队在本

项目中更多地参与内容组织过程。

世博非常需要彻底重组主题以反映

它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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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生活/

当今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产生于交通，而

CO2GO，这一新型智能手机应用软件，可制定更聪明的个人出

行选择，从而减少城市碳排量。它充分利用智能手机中的传感

器（加速传感器，GPS），采用最新算法计算实时碳排量。通过

自动检测步行、自行车、火车、公交车、地铁等交通方式，跟踪

覆盖区域来实现碳排量的统计。

/实时新加坡/

“实时新加坡”为麻省理工学院可感知城市实验室项目，也是

新加坡——麻省理工学院科研技术联盟未来城市流动研究项

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由新加坡国家科研基金资助。实时城市就

在眼前！作品通过建立一个收集、细化、分布式的反映城市活

动的实时数据开放平台，方便公众掌握城市及环境的全方位实

时数据，以便及时作出应变。作品关闭公众与实时数字数据间

多网络的反馈循环，将公众自己生成的数据即时回馈给公众，

方便他们获得城市的实时信息，优化决策。平台并非单纯的应

用，相反地，类似于描绘城市动态的实时数据工具箱和生态系

统。基于这个平台，开放社区能创建多个应用程序，提取实时

数据中的价值，共同挖掘公民的创意潜力。如新加坡的城市流

动依赖出租车，而雨天打车是棘手问题。作品结合出租车和降

雨数据研究对交通系统的影响，以便在雨天更好地匹配出租

车的供给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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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除夕夜短信视图/

基于2012 年新年夜北京移动短信数据，北京法国电信研发

中心与本土VIZMIND共同设计了北京除夕夜短信视图。作品

使用3D 实景地图与烟火喷射展示北京一万多个基站每一时

刻流经的短信总量，同时运用热力图来展现不同地区短信热

度变化，并用相应的统计图表描述全北京短信总量走势与各

区的变化。作品期望能够在城市“短信空间”与真实城市空

间构筑一座桥梁，从基站到实地场景，从坐标到地图，短信

总量所代表的含义不止于电信行业运营层面内，更拓展到整

个城市人口在时空上的分布与流动问题，从而促使我们对通

讯数据的挖掘、利用以及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短信发送数

据由合作伙伴中国移动通信提供。

/哥本哈根之轮/

智能、应变、优雅，哥本哈根之轮是都市出行的新标志。它能

很快将传统单车改造成电动单车和移动传感器的结合体。

哥本哈根之轮储存骑单车刹车原本浪费掉的能量，转化成

提速助推力。它还可以测量污染水平、交通拥挤度和道路实

时信息。感知和可持续：公众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控制它，成

为你生活中的左右手。同时，你可用手机打开和锁定单车、

改变挂挡、选择适合自己的动力。轮子上的传感器还收集用

户的脚蹬力度和周围环境情况，包括路面状况、二氧化碳和

氮氧化合物浓度、噪声大小、温度和相对湿度。通过网页和

手机读取这些数据，有助于制定更为健康的骑车路线、达到

健身目标或出行规划。你还可以分享这些数据给朋友或匿名

分享给公众。这些成千上万的微小数据的分享组成了一个环

境数据库，造福于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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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见城市/

通过受众与一个坐标点在三维空间中的不完

全转换, 将量子力学（QUANTUM MECHANICS）

中的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 

引入社会学范畴。讨论真实社会与虚拟世

界（VIRTUAL WORLD）中, 人与群体空间之间

的相互作用。现场大屏幕上有一个由所

有C M O D A 的微薄粉丝的头像构筑成的

虚拟城市，观众在现场通过微博发言：@

CITYPOSITION+内容，进行互动，之后会收

到一条回复，内容是观众头像在虚拟世界

里的坐标值，即“POSITION”。观众的头像

和ID, 会随后出现在大屏幕上，当积累到一

定数量（数量是随机的）的微博发言，一座

虚拟的建筑便会出现在大屏幕里的虚拟城

市中。装置借此向观众表达，不论是在真实

世界还是虚拟世界中，人与其群体所在的

空间关系都是随机且不可描述的，但又是

确定无疑，不可割裂的。虚拟城市环境的数

据瀑布流来自北京的大数据，由幸福佩智

提供大数据分析处理。

/波士顿四季色轮/

我们把世界看成色彩的流动，2009 年我们

脑海中有了色彩流的蓝本。我们先收集了波

士顿公众在FLICKR上发布的照片，然后用了

WIRED 杂志周年庆中可视化作品中的算法，

软件算出各种颜色在每个月的照片中的相

对比例，然后将它们标绘在一个环上，这个

图是初期的草图。夏天位于顶部，之后随时

间变化顺时针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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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移动族/

如果能把城市通讯数据可视化会是什么样子？当

今城市被通讯数据所充斥。每个打电话发短信的

人都生成特定时间、地点的数据包。这些数据集

几乎无影无踪，无迹可寻，但如果细究就能获得许

多发现。城市因人和活动而搏动，观测这些数据会

让我们发现活动及城市中令人讶异且丰富的一面。

FABERNOVEL 受 ORANGE 委托，研究并显示城市通

讯数据，观测巴黎世界音乐节和新年前夕产生的

手机数据，它不仅是巴黎节庆日的浓缩一瞥，也是

城市未来景象的预告。

智慧城市：国际信息展

/智慧北京/

 “智慧城市”用一种全新的、用户友好的方式，将

地理位置数据与信息作可视化呈现。它由奥地利

AEC电子艺术中心未来实验室研发，是“智慧城市”

继林茨、柏林之后在亚洲的第一个概念原型的试

点。这种未来的、互动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可作为

移动应用或多用户互动装置使用。“智慧城市”基

于特定区域的地理信息系统（GIS），由航拍影像、

地图和多个数据集共同组成一个图形用户界面。

数据集包括人口和统计数据、实时数据（网络摄像

头、气象数据、交通数据、公共交通数据等）、仿真

数据（基于时间的统计推演）和计算数据。

“智慧城市”可当作一个漫游数据库，采用全新的

沟通手段直观地传达复杂、相互关联的信息。无论

是一本书或是一张城市地图，一切事物都能呈现

在交互界面上，实现模拟和数字设备交互，纸笔与

电脑、投影的结合。“智慧北京”是一个全新起点，

它让我们通过信息可视化理解北京城市发展过程

中的复杂问题。它汇聚人口、文化、交通、环境、社

会媒体和未来仿真预测等信息到一个动态“总控

台”，用以研究北京城市流通性问题。它为交叉学

科研究带来便利，同时给城市决策和规划者提供有

效沟通信息，启发城市各部门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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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高铁准点图/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可感知城市实验室研制了法国高铁准

点的动态图。列车晚点时，列车路网运营商最关心通过了

解受延误影响的乘客数量和列车位置等关键因素来减少

整体延误。作品可视化晚点列车实时数据，现实受延误

影响的乘客数量，路网上所有列车实时位置，帮助高铁调

度员及时掌握延误乘客信息，迅速采取行动，优化铁路运

营，提高旅客满意度。

/蓝天日/

“蓝天日”最初以摄影加文本的形式用油墨印

刷记录。CYJO后来将摄影作品转变成投影加白

噪音的多媒体装置。北京天空色盘按月为单位

记录北京空气质量指数与天空实际色彩的比

较，数据来自环保部。据空气质量测量表，蓝

天日被定义为空气污染指数小于等于100 的状

态。此指数由环保局制定，以每50 点的递增作

为节点区分优、良、轻度污染等级别。作品装置

由两个投影组成，一个呈现天空色彩，另一个

则传达当天收集的数据信息，视觉展示的同时

伴有白噪声的起伏，用音量大小暗示空气污染

指数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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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推特心情/

关于数据与可视化

图上每部分的大小都是根据MPI -SWS

研究收集的3亿多条推文（2006年9月到

2009年8月）计算得出，以密度统计地图

呈现。该可视化项目包括工作日和周末

的数据，将来研究者会把它们分开做可

视化。每条推文的情绪根据特有的词表

来推断。县地区的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

查局，原始地图来自维基百科，用户位置

信息从谷歌地图应用接口推断获得，然

后用POSTGIS汇总到美国国家地图集上。

情绪的颜色挑选自COLOR BREWER2。

关于统计地图

统计地图是用变量（本项目为推特数量）

替换传统地图上的土地面积。所以，它改

变了原有的地图的几何形状，从而使每

个地区的形状尽可能保留，而面积则按

当地推特数量按比例变化。这样我们就

得到了一个等密度地图。这个统计地图

由MARK E. J. NEWMAN用CART软件生成。



报道 174 家居灵感路线——精粹

家居灵感路线——精粹
EssEntiEl, MAisOn&OBJEt inspirAtiOns itinErAry

文_Text_柚子
图_Photo_M&O

巴黎家居装饰博览会作为时尚趋势和全球顶尖设计的风向标，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成功的保持其影响地位及吸

引力，吸引众多媒体争先报道。这个独特的盛会，以其产品的跨领域性和高标准性闻名，完全符合当今的时代和潮流

的独特性。自10年前巴黎家居装饰博览会观察室首次就流行趋势展示其极为专业的洞察力以来，展示灵感主题的空

间对于参观者来说，是展会最具标志性的区域。“极简”、“是的，未来！”、“元素”，以上由Elizabeth Leriche、François 

Bernard（Croisements设计室）以及Vincent Grégoire（NellyRodi）设计的展馆，再次通过“精粹”主题（巴黎家居装饰博

览会观察室的第21期灵感手册所发布的主题）的多角度阐释最新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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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未来！ Yes Future”——Vincent Grégoire 

(NellyRodi)/

奔向明天！不断涌现的技术追随着创新型世界版图开

拓的步伐。有悖于常见的似曾相识，现代化将轻微的

变化变成常态，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创新全面加速了

设计领域的积极能量。材质和相对应的外观正在绘

制关于未来的蓝图，感官与感受将完美结合。用水和

光，我们开拓新的生活方式。未来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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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 Element(s)”——François Bernard/

舒适的生活即改变参数。简单的永恒，但富有情感

和感觉，正是当下主流。几何形的、生物原形的、分

子的或抽象的造型，都从类似水、土壤、火和空气等

简单物质中提取元素。设计，即从气象学和气候学中

汲取灵感，为当下的环境创造新的表达方式。在轻

巧与厚重、闪耀与透明、力量与流畅之间，新一代的

物品创造出来任我们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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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MINIUM”——Elizabeth Leriche/

以“更少”作为最佳选择的第一要素，是当下反奢华配饰（拒绝

过度装饰）风格的表现形式。纯粹的几何图形、简洁的线条、透

明的材质、轻巧的外形，不同层次的色彩，赋予这种表现形式更

丰富的情感要素。设计，即是将严谨和令人思考的元素巧妙结

合，创造极简艺术。时髦的“禁锢”风格，将空间从厚重的物体

中释放出来，展现出最纯粹的美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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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国际设计营商周
——红点在厦门
ChinA intErnAtiOnAl DEsign BusinEss WEEk 2012

文_Text_Chris
图_Photo_red dot、中国国际设计营商周

2012年9月中旬，由商务部对外贸易司作为指导单位，由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红点设计奖、厦门市人民政府主办；

厦门市商务局、厦门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2012年“中国国际设计营商周——红点在厦门”圆满落下帷幕。在此次

设计周开幕之前，主办方将设计周的举办主旨阐述为“中国国际设计营商周要搭建一个专业设计机构、设计师、设计作

品和企业四方交流和交易的专业平台，这是一个设计人才的交流平台，帮助设计师和设计院校师生找到合作伙伴，帮助

企业界找到合适的设计人才，这也是一个设计理念和潮流的交流展示平台，这同时还是一个企业采购设计作品、寻找设

计服务机构的交流和交易平台，支持企业找到合适的设计服务提供商，并采购到生产所需的设计作品。“贸易洽谈对接”

机制将贯穿整个设计营商周，联接每一位参展单位和参观代表，形成一个专业、务实和高效的设计活动。

本次设计营商周的展览活动展出面积为1700平方米，有28家国内外参展机构到场，展示了德国红点设计奖近两年获奖

的116件经典之作，以及中国卫浴设计中心等设计机构及台湾树德大学、工艺美院等设计院校带来了千余件优秀设计作

品。展品有针对性地涉及卫浴、灯具、箱包、家具、礼品等日常用品类。为期五天的展览共接待了6000多名专业观众。27

家企业通过预先报名配对，与参展设计师进行了131场对接洽谈，展会现场另有约200组的合作意向洽谈。

“设计的最佳实践——分享红点设计奖优秀获得者的成功经验”为主题的红点设计论坛为“2012年中国国际设计营

商周——红点在厦门”的重要活动之一，特别邀请到德国红点设计奖主席、“红点之父”彼得·扎克教授，来自德国的

史蒂芬·迪茨教授和来自美国的戈顿·布鲁斯先生三位国际知名的设计大师发表主题演讲，以及7名获得红点设计奖荣

誉的来自多个国家的演讲嘉宾进行设计实践案例的分享，为400多位中外与会企业家和设计师献上来自国际设计最

前沿的启发和引导。在论坛的问答环节，演讲嘉宾们就设计、企业、市场及合作等方面的问题，与参会代表们进行了

互动交流，他们精彩的回答赢得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并通过自己在设计领域的经历，共同分享设计与产业成功结合的

经验，探讨企业界如何突破设计瓶颈，通过投资设计来提升竞争力。

本次设计营商周活动吸引了中国各地的企业家、设计师和院校师生，专业观众主要来自占据中国轻工艺制造厂商重

要比重的东南沿海省份。在此平台上展开的展览和论坛活动，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启发，开启了设计力量与产业力量

合作的机缘。德国红点设计奖主席彼得·扎克教授表示，红点设计奖和厦门将继续保持合作。

展览现场设计师为专业观众介绍其产品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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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德国红点设计奖主席彼得·扎克教授

DESIGN：红点的口号是：不为设计而设计。那

么如果并非为了设计而设计，那是为了什么而设

计呢？ 

Peter Zec：设计并非为了设计师而存在的，设

计的目的是为用户服务。这两点是存在很大区别

的。有时我们有解决方案，设计师可以判断这个

解决方案对于设计师是否是很好的想法。设计

师的问题在于，他们想出解决方案，然而最终决

定权不在他们手上。这就是艺术和设计的不同，

因为艺术家总是由自己做出最终解决方案的，由

自己决定是否出售自己的艺术品。设计师则是仆

人的角色，他们向客户提供服务。另外，有时设

计师需要忍受一些痛苦，因为有时候他们的解决

方案很好，但客户由于觉得“价钱过高、这样行

不通”等各种原因给予否定。当然，设计师的思

考方向也是类似的，因此如果设计师能够自由决

定做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设计，那么他们也会得

到一个解决方案，然而有些时候这些解决方案

并不是最佳的，只是最具有美感或最智能的解

决方案，并不具有很好的功能性和使用性，或并

不能在市场上畅销。因此，我觉得设计师不应为

设计师而设计，而应为人们（客户）设计、为使用

性而设计。

DESIGN：您认为什么是好的设计？

Peter Zec：我认为可以通过四个方面的特质来

评判一个产品的价值。第一，功能特质是最为重

要的。第二，美感和吸引特质，即产品吸引用户、

使人喜爱并希望拥有的特质。第三是使用特质。

“使用”与“功能”是不同的。例如，这件东西可

能功能很好，但是可能不便于使用。第四是责任

特质。这里所说的“责任”并不只是针对自然而

言的，同时还要有社会责任感。例如，设计出的

产品在使用时不能影响他人的生产和生活活动，

如果做出来的机器或工具使用起来噪音很大，那

就会对他人造成不便。再比如，有一些很不负责

任的汽车设计，我最常举的例子就是悍马车。这

种车非常危险，如果有人开着悍马在路上跑，给

别人的感觉就是路霸，这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

因为它以路霸自居，压过所有其他从它身边经过

的运动车型。这就不是好的设计，这是军用的设

计，不是为社会民用的。通过这四种特质，我们

就能评价一个产品。以杯子为例，功能特性并不

是特别重要，相比之下，美感的特质非常重要。

然而如果要评价一个工具，功能特性就非常重

要，而美感就没有什么意义，同时使用性和责任

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四种特质可以用来

评价任何产品。

DESIGN：红点产品设计大奖作为世界知名设计

奖项，其独特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Peter Zec：红点与其他设计类大奖相比有自己

独特的特色。首先是所有的参评产品必须以实物

参评，评委到现场评审，而不是通过看图片来做

出评断。另外，就产品设计奖来说，参评产品的数

量要比其他设计类大奖多很多，参评的产品来自

的国家和地区也更广泛。相比于其他大奖，我们

更注重对设计发展的研究，注重设计者的创意，

每年的数千份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汇聚在

这里，那些参评资料是我们研究学习的对象，我

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并与之交流。而某些大奖则

是注重产品本身是什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

有非常严格的评选标准，这个众所周知。

DESIGN：能否具体谈谈评委的选择？

Peter Zec：我们要求所有评委必须是来自设计

界，各自独立，与参评单位没有任何关系，不可能

出现企业家、市场方面人员等，以保证大奖的专

业性。例如，去年的评委中有一位来自美国ziba

公司的日本设计师，当他看到评审产品中有三件

很不错的产品来自ziba，他马上告诉了评委会，评

委会马上将这些产品从他评审的组别调走了。有

时我们会问评审员是想成为红点评委还是红点

大奖的获奖者了，他们必须在二者中选其一，没

有第三个选择。

当然评委的评审是完全独立、公正的，没有人能

左右他们的评断。有时候有些企业或机构能多次

获得红点大奖，而有些机构或者厂商的产品参评

多次也无法获奖。去年有个很大的参评企业找到

我说他们获得过多次红点大奖，但是从来没有获

得过“best of best”，问我能不能帮忙。我直接拒

绝了，因为如果我帮他们去影响或者左右了评委

的想法，那么这个奖项就没有公平可言了，以后

会有很多的厂商或者机构来请我帮忙。我只能说

只有你的产品设计水平高，才有可能获得大奖。

另外评审团团队国际化很强，评委里最多只会有

20%是来自德国，通常在10%，其他都来自世界各

地，如德国、日本、中国、土耳其等，我们希望我

们的评委能来自更多地域。今年我们就有5、6位

来自新加坡、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中文评委加

入评审团。当收到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产品参评

时，我们意识到应该有了解中国文化的评审员加

入我们的评审队伍，这对我们了解这些作品的设

计有很大帮助。

红点大奖带来近两年的部分获奖作品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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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团队会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流动性。每年会

更换20%的评委，每位评委的任期3至5年。我们

希望能保持评审风格的延续性。大奖的评审有一

定的风格主导，比如一个参评企业研究过之前获

奖作品的风格，把握住评委的喜好，这样也是有

可能获奖的。但是评审团也不能一成不变，每年

我们都会加入新鲜血液，就是为了保证新的评委

能为大奖评审带来新的活力。

DESIGN：我们可以在红点官网上看到评审规

则，正如您所说，红点大奖是要选出高质量的产

品，具体谈谈评委是如何把控这些并不是量化

的评判标准呢？

Peter Zec：评判标准如果是量化的，那也就没

有竞赛可言了。高品质其实是一种经验和感觉，

可能刚开始时，你并不能确定什么是好的质量，

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你肯定能分辨出什么是好

质量。我们有评选原则，具体的把握是靠评审的

经验。经验丰富的他们知道什么是好质量的，什

么是符合规定的，比如婴儿用品设计材料的质量

把关等，从而来评断某件产品比另一件好。

当然评委是要按照他们的设计经验分组评审与

其经验相关的产品。比如让一个家具设计师去评

审一辆汽车的设计好坏，显然是不靠谱的。汽车

设计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可能设计过程中有上

千个决定要做，但是一个家具一个椅子，也许仅

仅需要4至5个设计决定。有些类别的产品设计是

非常复杂的，比如医疗器械。因为医疗保健用品

的设计好坏更多是由细节决定的，所以我们需要

评审员了解这个仪器的市场和产品，知道它们在

不同使用环境下设计的优点各是什么。另如服装

设计，时装款式当然是要跟随潮流的，但是对工

作服的评判更多的是看其功能性和适用性。

每个类别的产品的终评有3个评审员。在评审时，

每个评审员都可以与产品单独相处一段时间，看

产品设计资料和试用产品，然后评审员会选出一

款自己觉得不错的产品，如果这件产品其他评委

也选择了，则可以进入下一轮评审，如果没有评委

选择，则被淘汰。接着进入第2轮，对某件产品评

价甚高的评委需要阐述选择这件产品给予红点奖

的理由，如果获得2位或者3位评委的认可，则该产

品可以获得红点奖，有时候阐述观点的评委也有

可能被持反对意见的评委说服，最终这件产品无

法给予红点奖。第3轮则是在每个类别获得红点

奖的作品中选择3个给予“best of best”大奖，获奖

产品必须获得3个评委的一致同意才可以。大概

只有1%的入围产品可以获得这个奖。要想取得3

个评委都通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DESIGN：目前针对年轻设计师，红点设立了

Concept Design Award，这个大奖的主办地没

有选择德国，而是选在新加坡，这样的安排主要

是考虑到哪些因素呢？

Peter Zec：Concept Design Award奖是为学者和

年轻设计师设立的。年轻的设计师在这里可以

展示自己最具有创意的想法，同时顶级的企业也

可以从这里找到与他们的发展相吻合的创意。

但是我们这个奖不接受企业赞助，是对参评者

收取报名费。这点与其他很多大奖不一样。比如

if concept award，他们找了赞助商，免了参评者的

报名费，每年他们可以收到19000多份参评作品，

很恐怖的数字。我们之所以要收参评费，是因为

希望大家珍惜每一件作品参评的机会，会挑选

自己最好的作品来参评，做到对得起交的费用。

每年差不多要收到3000-4000份参评作品。这个

评审的时间比较长，在第一轮初评时，是通过网

络，将各位的参评作品发给评委挑选。第二轮则

是一次集中的评选，所有的评委集中在一块，历

时几个星期，才能评选出最终结果。因为每件作

品我们都需要看设计说明，要了解设计者的背景

和文化，当然也需要参考初评时评委的评语。我

们非常认真地去对待每一件参评作品。因为是

概念奖，所以大部分的作品是手绘图，也有部分

是模型。我们评选很关键的一条是看这个创意是

否能实现，有些作品的想法非常好，但实在是太

天马行空，无法落地，我们只能放弃了。

选择新加坡主要是因为当年在与新加坡政府谈

合作的时候，在新加坡想设计一个独一无二的

设计奖类别。我结识了KEN KOO（红点概念大奖

新加坡负责人），一位非常聪明的年轻人。我们

探讨在新加坡能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奖项时，都想

到了概念设计大奖。这个奖它不面向欧洲设计

师，因为欧洲设计师都比较保守，如果他有一个

好的创意，会自己实验，而不是与人去分享，如果

觉得准备好了会去自己找企业合作。在亚洲，人

们如果有了创意，反而更注意自己的想法是好是

坏，喜欢与人沟通交流自己的创意。这就是文化

不同。之所以选择新加坡，是因为新加坡是亚洲

一个很独特的国家，相当于瑞士之于欧洲。它很

小，但处于欧亚交通要道，这里汇聚了各地不同

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响，这里中文和英文都是

官方语言，兼容性非常好。

DESIGN：红点现在有博物馆、研究院等，更像

一个企业在运营，请问这样的结构会影响奖项

的评选吗？

Peter Zec：不会，奖项的评选有非常严格的规

则，并且已经运行多年并被大家所接受。我们进

行其他项目主要是为了促进产品设计品质的提

升。比如我们出版一些书籍，如《设计的价值》；

比如设立设计博物馆，里面除了将获得红点设

计奖的作品进行展览，也出售一些优秀的设计作

红点在厦门

红点设计论坛的主演讲嘉宾彼得·扎克教授，史蒂芬·迪茨教授和戈顿·布鲁斯先生。 红点概念奖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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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当然这些都是由红点奖的标准评选出来的高

品质的设计，大家相信红点奖，当然也会相信这

些在红点商店出售的产品的品质。另一个值得一

提的是，我们每年会出年鉴。年鉴里面的内容可

以当成一本设计书，而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目录，

这与其他大奖的年鉴是很不一样的。

DESIGN：我们注意到近几年的红点奖都会给予年

轻设计奖，这是对优秀年轻设计师的一种激励吗？

Peter Zec：我们一直很关注年轻设计力量的发

展。很多年轻设计师抱怨参评费很贵，但是大家

都知道红点奖的参评是需要交费的，这个也是为

了让大家慎重选择好的作品参选，不浪费自己的

金钱。为了支持年轻设计师参评，我们会在某一

天开通免费报名系统，这个只针对独立的没有接

受任何企业资助的年轻设计师的作品报名参加

红点产品设计奖，然后从中摇号选择50位设计师

的作品免费参评。然后他们跟其他参评者一样分

到各个类别去参加评选，评委并不知道哪个是免

费参评的独立设计师的作品，这样保证了一视同

仁的公正公平。这个活动大概是从5年前开始的。

有时候这50个设计师的作品有可能有20件或者

30件获得红点奖，有时候可能少点。

DESIGN：目前红点已经有Product Design 

Award、Communication Design Award，

Concept Design Award。在未来有可能开辟新

的类别的红点奖吗？

Peter Zec：未来可能会有新的大奖，也许会设

在中国。当然不是红点中国设计奖。大家知道我

们在新加坡设计了概念设计奖。所以在中国，我

们有想法设立一个独立的国际大奖，目前奖项具

体内容还没有确定，也许会是关于环保方面的。

红点产品奖获奖作品。

红点设计论坛现场。

红点概念奖获奖作品。



报道 182 2012中国交互设计体验日

2012中国交互设计体验日
ChinA intErACtiOn DEsign ExpEriEnCE D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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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IxDC主办的主题为“交互——让生活更美好”2012中国交互设计体验日于9月14日开幕，活动为期三天。IxDC携

手北京国际设计周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学习与展示的平台。参加本届体验日大会的人数近1200人，超过往届水

平。参会人员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深圳、武汉等全国各地，从事行业覆盖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工业

设计、消费电子、教育、娱乐、医疗、智能家居等不同领域。

本届体验日包括大会演讲、实践工作坊、教育系列会议，还开展交互科技展、设计之旅、设计师之夜、中外志愿者

交流会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大家提供一场全方位的交互设计体验盛宴。通过本次体验日活动，聚集国内外交

互设计先驱者；展示中国交互设计优秀成果；为交互设计教育与企业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促进中国交互设计

产业与国际设计前沿的同步发展。共同引领中国交互设计行业发展，为改善生活、提高质量与体验、创造美好生

活而努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柳冠中教授为本届体验日致开幕词，同时还有9名行业内的佼佼者带来精彩主题演

讲，如江南大学设计学院院长辛向阳、加意网联合创始人郭宇、IDEO中国区副总裁Charles Hayes、三星设计研究

所用户体验创新部负责人林敏等等。

作为协调关系的设计思维
柳冠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柳冠中教授结合中国传统生活文化、自然造物的观点和现今社会生活的变化，犀利地点出当下国内设

计领域的诸多问题。设计的范畴超越了工业设计、产品设计、平面设计等狭义的设计领域，而是上升

到关乎整个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极端重要的高度。并且，对设计的关系和机制、工业设计

本性、可持续发展观、生存方式变革、生成观念等概念做了独特而颇具颠覆性的探讨。他认为“交互”

根植于一种复杂的“社会形态”，“交互设计”应该探索基于复杂社会学这一新的角度来解释和创造，

即遵循“社会形态生成”的规律，而不只是尾随技术。“交互生成型”的社会设计研究将是未来设计

的立足之本，而设计则要综合科学真理、建构技术、道德是非、艺术品鉴、社会评价等综合因素去创

造人类更健康更合理的生存方式。

交互设计和组织创新 
辛向阳（江南大学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辛向阳教授介绍了不同理论对交互设计的诠释以及管理实践的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以期望让它们

之间的关系更清晰、具体。他和与会者探讨了设计与其他学科交叉所带来的全新的也是更有实践意

义的概念，使设计师们意识到交互设计更应渗透到社会组织、社会服务当中，交互设计有能力去改善

人们生活中交通、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学科交叉或职业

融合，了解交互设计究竟是如何影响一个组织：从整体的规划，到执行层面，再到最后完成这个任务，

组织三个层面的交互设计和组织的关系。交互的五个元素可以说与规划和目的有直接的关系，环境最

后在手段层面有什么样的行为。组织里的人，需要做的事，组织里各种工具、各种手段和组织所处的

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等，各个环节和元素让大家认识到交互设计和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可以

拓展交互设计的定义，也将丰富管理学或组织学的内涵。通过解读交互设计中动作和路径等属性，以

及组织变革中行为或执行计划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初步明确两个领域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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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交互设计的边界
查尔斯·海斯（Charles Hayes）（IDEO中国副总裁）

基于IDEO的设计和人才理念，查尔斯·海斯从设计师团队文化出发，分析了交互设计师经常面临的沟通

困境，探讨有效的知识共享系统、信息沟通系统以及有助设计师突破表达和沟通障碍的团队合作。查

尔斯以实际案例讲述“打破边界”，对于团队内部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打破边界的交互设计团队在

一个企业或组织中可以发挥内核的创新力和领导力，对周边产生积极的辐射效应，使交互设计不再成

为孤岛。这样的文化和思路贯彻在实际设计中可以打破许多交互领域的边界，为使用者带来更好、更

人性的体验。电子化仍将继续塑造和驱动许多商业策略和体验，而交互设计是释放电子化的商业与文

化价值的关键因素。交互设计应该借助主动沟通联接设计本身与企业所追求的商业目标，通过团队文

化打破个体边界从而实现协同与分享。一个内部充满协同分享的设计团队又将对外产生怎样的辐射

效应，为企业和客户带来全新的交互体验。

以用户为中心的商业模式设计
郭宇（加意网创意社区联合创始人兼CEO）

郭宇首先分享了他对于设计的理解，分别阐述了四个阶段的不同意义：从自我到超我。第一阶段自我，

不断追求自己的风格。推出一款产品，时常处于一种自我的波动的状态。第二阶段无我：不考虑太多自

己的风格，这种状态通常不会有明确的设计风格。第三种状态是创业者的心态，知我：真正地引导用

户，而不是简单地了解用户的情况适应他们，即创业者的心态，拥有一种冲动和激情要改变世界。第四

种状态为超我，用自己所赚的钱组建一个基金，用所有的精力去做教育、医疗，改善人们的健康状态。

创业公司与成长型公司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的关键在于执行，而前者需要在有限的资源内不断寻找产

品和市场的接合点。所谓你不愿意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没有用户的产品上。很多创业公司以产品为导

向而不是以用户为导向，花巨资建立庞大的团队，努力数月甚至数年后推出产品却没有用户而最终走

向失败。以用户为导向的商业模式设计可以帮助创业者将工作重点从产品模式转向用户模式，借用一

些简单的工具和可以实践的方法,从而加大了创业的成功机率。演讲结合了一些实例，从可用性到用户

体验，体验的大旗在短短数年里插满神州大地。用户体验成了企业高管们的必备用语，就业市场的繁

华之下掩盖的是浮躁和无序，从小团队到大企业毫无二致。

体验之困——泡沫上的华彩
林敏（三星设计研究所 用户体验创新部负责人）

林敏通过实例探讨当下的发展困局，就交互设计行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现状，给予了从业人

员、大小企业如何破除泡沫实现跨越的思考和建议。实际上，交互行业在中国还是发展中的，因此设

计者以及团队对于进行中的迷茫不可避免。每个人都在思考，我们能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究竟可

以带来怎样的价值？借用诺曼的三个层次的体验来看，从感官层、功能层、反思层看设计的话，感官层

设计体验的设计比较纯粹。从功能层看的设计体现的是使用上的价值，解决你的问题，所以它强调的

是使用上的价值。而在反思层，其实设计表达的是品牌的价值，留给你有故事的东西，很美好的心理

感受，即品牌的价值。

林敏简要概述了用户体验在中国的成长：整个交互行业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繁荣，但设计师的能

力整体来讲进步很慢，这是表象。但本质的问题在哪里？是中层阶级的领导自己的能力在原地踏步，

自己不学习、不思考，然后在管理上面不负责任，没有对团队的责任，只关心自己的责任，这是很可怕

的一件事情。包容的含义不仅仅是在设计上包容不同的思想，用户体验，或者说“体验”是对品牌的一

个表达，设计只是表达的一种形式，而设计团队的领导者的角色是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领

导者的责任是包容充分了解团队里面不同的人、不同的个性，将他们的潜质得到最好的发挥；另一方

面，需要真正了解设计师以及客户，理解用户体验以及交互设计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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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图表在家电设计中的应用
主讲人：刘伟（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交互设计专业博士研究员）

情境是用户在工作、生活中所处的环境。用户在不同环境中对产品的需求会有所不同。情境研究在家

电交互设计中的重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帮助设计师根据产品使用环境的特殊本质来开发针对

产品的新应用；其次它能帮助设计师为家用电器定制更为人性化的服务。

用户研究人员从用户需求入手，利用访谈，问卷等各种方法收集准确的、有效的用户研究数据。情境

图表采取实地考察的方法，对用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进行细致的研究，并对用户在该环境下可能体

验到的情境进行分类，然后将用户会使用到的设备和工具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境进行归类，从而快速

有效的了解在特定情境下，设备的何种功能将能满足用户的特殊需求，又能够通过观察和访谈等方

法对用户需求进行细致的探索。这种研究方法从了解用户工作、生活环境出发，充分融合了实地观察

和访谈、问卷等数据收集方法，在不脱离实际的情况下，对用户需求进行敏捷的挖掘，数据直接、有

效并且有针对性。它同时要求用户研究院有敏锐的观察力，良好的访谈技巧和数据归纳能力。

ISO9241-11中定义可用性为：特定的用户在特定的情境下使用产品并达到特定目标的效力、效率和满

意的程度。情境定义作为以用户为中心设计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产品生产周期的一开始就起着重要的

作用。情境通常能够帮助设计师理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用户会有什么样的需求，继而反应到产品的功

能上。情境除了描述用户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外，还包含特定环境下和用户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层面的问

题。其中，情境家电设计一改以往作为家电创意的设计，而现在则更为广泛地将其定义为以用户为中

心的设计。推广到整体设计层面，现在和以后的用户和家电的交互设计将不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功

能反馈，取而代之的将是更人文，更为自然的交互方式。

多设备交互和智能家居
主讲人： 金鑫垚（三星中国研发中心设计师）

近年，随着无线网络技术和云端服务技术的发展，智能家居的概念在逐步得到增强。智能家居是以

住宅为平台，将家居生活有关的设备集成，构建生活、娱乐一体化的家庭事务管理系统。家用电子设

备的激增已经是现今家庭生活环境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些设备大到电视、冰箱类的常用家电，小到

手机、MP3类的手持设备；而通常这些家用电器又拥有各自不同的输入/控制设备，如遥控器，显示屏

等，以及不同的配件，如电线、充电器，适配器和存储器等。智能家居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在何种程

度上通过什么样的设备和技术来组合这些家电，用户又如何改变原有的操作习惯，通过何种交互方

式去实现对多设备的控制。从用户本身的角度来看，不论是从用户身体条件上或是个体能力上都存

在着各种局限性，例如，听力、视力、科技接受度和交互方式的熟悉程度等；从家居环境来看，有限的

空间，布线以及设备的布置也都是对多设备交互普及的制约。现阶段的智能家居大多停留在对单一

用户使用不同设备的不同用户界面的简单支持，即用户需要用不同的交互方式面对不同的家用电器，

电器大多以独立的个体存在于家居环境中，与其他设备的联系并不紧密。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多和更

多的不同交互方式的引入，实际上对用户在使用家电的过程中带来的负担正在逐步增加。以上均说

明想要将新的设备或新的交互方式整合到现有的系统和应用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创新训练营
主讲人：郭宇（加意网CEO）

创新模版的核心通常是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发现问题的方式有很多，如市场调研、头脑风暴，鼓

励更多疯狂的想法，这是美国四五十年代发现的方式。但是现在用户越来越复杂，你不知是否能找到

目标用户，于是现在的方式是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再找用户。

四个创新模板分别是：第一，无中生有：可以通过增加功能模块方式，但是这种方式用户研究的成本

更高，效果不一定好，因此可以反方向——减法价值会更高。第一，列出所有环节部件，第二，减掉一

个环节部件，第三，想象这个虚拟产品。第四，去掉的环节可能由环境中的另外一个部件所取代。这

种方式叫功能追随形式，之前包豪斯是“形式追随功能”，现在我们反过来先决定形式再思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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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掉一些功能反而价值更高。（分享案例：没有腿的椅子，给小孩用的，可以卡在桌子上，以适应各种

的桌子高度，放在海滩上比较稳；ipod nano是没有屏幕的播放器，因为它很小，所以它的价值在于随时

夹在任何地方听音乐）第二，属性依赖：改变物体的属性。（分享案例：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可以当做贫

困区的采光替代品；刀叉头，可以插到笔上，这样可以在办公室使用；智能手表，把ipod和iphone手机

上信息状态传送到手表上，女孩子不用从包里掏手机就可以看信息；亚历山大灯塔的建筑师，如何在

国王只想在灯塔上刻上自己名字时，让世人知道灯塔是自己建造的）。第三，局部复制，通过复制物品

某一个局部来进行创新设计。第四，草船借箭：还是产品的所有部件，但是把部件赋予新的功能来创

新（分享案例：爱迪生的故事，经常有人去家里拜访他，但是他家的门需要很大力气才能打开，于是朋

友问他为何作为发明家自己家的门却如此难开，爱迪生把他带到后院，发现原来门上装了一个装置，

推开时连接着井，每个朋友拜访他都相当于替他打水；可以立手机的手机套、ipad套；可以缠绕的照明

灯，下井工作的矿工可以缠在任何地方解放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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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11至15日，由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工业

设计周暨2012中国国际家居设计周在沪举办。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会长步正发、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会长朱焘、中国家具协会理事长朱

长岭、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常务副会长赵卫国、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执

行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宁、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执行副会长黄武秀、中

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刘金良、中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

冰冰、中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陈宝光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开幕式。

中国工业设计周是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的品牌活动之一，通过与各

地政府及相关机构合作，促进工业设计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相结

合，促进工业设计理念和成果在全国的普及和宣传。中国工业设

计周创办于2002年，如今已成为全国性的工业设计盛会。今年的

设计周突出强调为企业转型升级服务，并尝试用市场化方式为设

计和制造搭建交易平台。这次工业设计创新大会的主题是“工业

设计与管理融合·助推企业转型升级”，让工业设计进入到企业中

枢。国际设计师作品交易展的重点是促进交易，搭建起为产品设

计师和家具、家居企业之间交流和贸易的服务平台。通过这样的

服务，促进工业设计在企业的应用和发展。

第七届中国工业设计周
7th ChinA inDustriAl DEsign WEEk

文_Text_中国工业设计协会
图_Photo_中国工业设计协会

设计周期间举办了一系列活动。2012年度中国工业设计十佳大

奖颁奖典礼，共有20个单位及30位个人，分获“十佳创新型企业、

十佳设计公司、十佳杰出设计师、十佳推广杰出人物、十佳教育

工作者”五个奖项的殊荣。另外，首届中国工业设计创新大会

以“工业设计和企业管理融合助推转型升级”为主题，特邀了

主管工业设计的政府部门领导、相关协会领导、著名商学院教

授、知名企业家等嘉宾，共同探讨企业如何成为创新主体，工

业设计如何真正成为企业设计创新的竞争力。由中国企业联

合会、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及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共同主办

的中国工业设计网络博览会顺利启动，成为国内首个全国性、

综合性的工业设计网络博览会；中国国际设计师作品展示交易

展，有来自全球12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知名设计师的新

锐作品参展，是家具/家居产品设计高水准的一次集中展示。另

外设计周期间，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暨常

务理事会第五次会议顺利进行，并举办了设计师之夜等设计师交

流活动，气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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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北京国际设计周主办，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联合主办的2012北京

国际设计品交易会（BDF）于2012年9月底举行了盛大的VIP预览专场。此次交易会包括来自主

宾城市意大利米兰市的代表团、意大利驻华大使、著名品牌企业代表、建筑师、室内设计师、

分销商代表和文化艺术界名人在内的近五百名嘉宾参与了当天的预展活动。

随着“设计品，就是有想法的产品与服务”的口号的推出，2012北京国际设计品交易会进入了

公众的视线。作为2012北京国际设计周的核心项目之一，此次交易会邀请到了ALESSI等二十

多家来自欧洲，特别是意大利的著名家居品牌参展，另有近百家著名设计品牌参与以“相约设

计”为主题的联展。为了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相约设计”的内涵，主宾城市米兰还特别带来

同名原创情景剧，讲述设计故事，传播设计精神。

“三合一”让品牌与代理商增加互信

“让设计成为最好的生意”不仅是2012北京国际设计品交易会（BDF）的核心使命，也是整个

2012北京国际设计周的活动主张。为了让更多的参展品牌、代理商交朋友，做生意，为了让更

多的消费者认识品牌、了解设计，交易会围绕着“展前、展中、展后”，在“场内”与“场外”两

个地方都动足了脑筋。为了更好地增加参展国际品牌与中国代理商之间的互信，展览过程中，

国外品牌、国内代理商通过友好协商，彼此分担，交易会通过场内活动组织、场外活动配合

的方式，让以往品牌企业或代理商单打独斗的营销模式变成彼此加分的合作模式。欧美家电

总经理葛会军说：“事实证明，三合一的展览模式不仅在短时间内促成了BDF交易会的招展工

作，也给广大代理商一个信心，这个展览是为品牌、代理商量身定做的工作平台”。

让设计品走出北京、上海，走向二线城市

缺少商业模式和分销渠道，是国际品牌“进得来、出不去”的瓶颈所在，许多国际设计品牌进

入北京、上海市场之后，很多年都无法打入二线市场。此次2012BDF北京国际设计品交易会

与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合作，组织了六十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家居代理商到会参与B2B对接活

动，目的就是要帮助国际品牌的一线城市代理走出这个发展瓶颈。

大会首先邀请参展的意大利品牌进行自我介绍，然后邀请三十多位品牌代表、代理商代表及

六十位来自全国十多个二线城市的分销商代表进行工作午餐，意大利驻华使馆代表、中国意

大利商会以及意中基金会的代表参与了工作午餐，并对品牌与代理商的需求进行了详细的了

解。专程从米兰赶来参会的主宾城市代表团团长，米兰市副市长丹法诺•博埃里对BDF设计品

交易会以及红星美凯龙举办这样的B2B对接表示了高度的赞赏，他说：“生意的基础是信任，

信任的建立需要信得过的第三方，北京国际设计周、红星美凯龙、意大利商会、意中基金会都

是负责任的第三方，有这样的合作伙伴，设计的生意不仅变得安全，更能充满乐趣。米兰市政

府、米兰家居沙龙愿意为更多希望从事国际设计品牌代理的代理商、分销商提供便利。”

设计品保税店

北京国际设计品交易会与著名电商品牌环球品汇网正式签约，环球品汇公司将以北京国际

设计周电子商务官方合作伙伴的身份，为首届北京国际设计品交易会开通名为“汇设计www.

huisheji.com”的电商网站，这是中国第一个以文化保税政策为背景的电商网站，也标志着北京

国际设计周正在全面融入网络时代。

让设计成为好生意
——2012北京国际设计品交易会
2012 BEiJing DEsign FAirFrOM DEsign tO gOOD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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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_Photo_北京设计周组委会  



报道 188 全国“工业设计建材行”（淄博站）发展论坛

2012年9月由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中国建材工业经济研

究会联合举办的全国“工业设计建材行”（淄博站）发

展论坛暨建材工业产品创新设计获奖作品、优秀设计

师颁奖典礼在淄博齐盛国际宾馆隆重举行。中国工业

设计协会执行副会长黄武秀女士，淄博市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刘晓先生，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会长王福江

先生，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曾令荣先

生，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侯建群先生，山东

省建材工业协会副会长胡伟先生，淄博市建材冶金行

业协会会长侯勇先生，淄博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

任于明磊先生出席论坛。另有来自淄博市、区、县领导，

淄博市行业管理协会领导，山东理工大学师生，设计机

构及企业300余位代表参加今天的发展论坛。正如中国

工业设计协会执行副会长黄武秀所说这次论坛是中国

工业设计协会、中国建材工业经济研究会联合组织开展

“工业设计建材行”有效的延伸，也是建材行业工业设

计发展的良好开端。

“走工业设计之路，开创建材行业新篇章”是“工业设

计建材行（淄博站）发展论坛”的主题。清华大学艺术

与科学研究中心教授、设计战略与原创研究所副所长石

振宇先生演讲了题为“企业转型升级中的工业设计”专

题报告，他的报告让与会者警醒和回味；北京工业大学

教授、德国设计师孙大力先生题为“德国设计——材料

与设计的创新关系”的演讲，给人启发与深思。会议下

半程与会代表理论结合实践，参观淄博地区“建材工业

产品创新设计”获奖作品展示。在现场，演讲嘉宾在参

观中就产品设计等话题进行点对点的交流与对话，探讨

设计过程中的相关内容。

全国“工业设计建材行”
（淄博站）发展论坛
“inDustriAl DEsign MAtEriAl ChinA 
tOur” DEvElOpMEnt FOruM

文_Text_发展论坛
图_Photo_“工业设计建材行”（淄博站）发展论坛



报道 189“世界看见民艺设计当代七例”论坛

“世界看见民艺设计当代七例”论坛
     shOW thE WOrlD-thE sEvEn ExAMplEs OF COntEMpOrAry
     EthniC hAnDCrAFt DEsign FOruM

文_Text_GR
图_Photo_世界看见

由“世界看见”中国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亲善行

动携手“北京国际设计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UCCA)、红星美凯龙联合主办的“世界看见民艺设计

当代七例”主题论坛上，七位当代中国民艺设计的前

沿人物进行了主题演讲——澳珀家具艺术总监及设

计师朱小杰、清庭设计中心创办人暨创意总监石大

宇、石川设计研究事务所创始人石川、一针一线品牌

创始人颜俊辉、“品物流形”品牌“from yuhang”系

列设计师徐燕辉、香格里拉松赞系列酒店创办人白

玛多吉、Norlha品牌北京总代表多旦多杰通过分享第

一手案例，从传统工艺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民艺设计

与市场拓展、文化创投与社会企业的创新等多个角

度讨论在尊重承袭传统民艺的基础上，生发传统民

艺与当代设计的互动，探索当代民艺设计产品以及

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在此次论坛中，“世界看

见”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亲善项目创始人、音乐艺术

家朱哲琴表示：“‘世界看见’希望通过传统传承与

当代设计相结合的手段，重振中国民艺事业并影响

行业进程，改善当代中国的生活与消费方式。”

“世界看见民艺设计当代七例”论坛是“世界看见”

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亲善项目自2009年成立以来举

办的第三届民艺发展主题论坛。在2010年和2011年

举办的年度论坛中，“世界看见”分别从“传承”和

“跨界”的角度解读了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与当代生

活的关系。“世界看见”已成为中国当代民艺设计领

域拥有前瞻视角、丰富资源的重要交流和发展平台，

汇集了设计和产业环节中的更多核心人士。“世界看

见”中国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亲善行动成立于2009

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音乐艺术家朱哲琴联合

发起。2009年朱哲琴与“世界看见”亲善行动小组联

合中国当代著名设计师与中国主要媒体及深入内蒙

古、云南、贵州、西藏、青海等地，展开“世界看见-

民族手工艺寻访之旅”，探访采集珍贵的民族手工

艺，结合前沿的当代设计，发展为民艺创意设计的精

品。据悉，在此次“世界看见民艺设计当代七例”论

坛之后，“世界看见”亲善行动将在近期展开新的手

工艺寻访之旅，推进民艺精品的设计和生产，让民艺

真正融入当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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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的Good Design Award（优良设计奖）结果已于10

月1日揭晓，来自产品、建筑、应用、信息、服务等各领域的

1108件作品获奖。创设于1957年的Good Design Award（优

良设计奖）是一年一度的国际综合性设计奖项，2012年度

Good Design Exhibition也即将在11月23日至11月25日拉开帷

幕，所有获奖作品将在东京国际展览中心展出。今年的获

奖展具有以下四大看点：第一、Good Design Best 100展区的

设计。今年，68名评委经过反复斟酌，在1108件获奖作品中

挑选出BEST 100精品。第二、100件精品是未来设计的开拓

者，将引领时代潮流，另有Long Life Design Award（长寿设

计奖），东北茨城设计，泰国设计展区参展。第三、“设计交

流”和特设舞台区，各具特色的7家企业和3所学校将有特

别展示，并在展会期间的主舞台上发表演讲。第四、所有来

场者都可以参与本年度设计大奖的投票评选。

除了日本G-mark大展的相关信息外，我们还将带来西班

牙瓦伦西亚的设计工作室Estudio Sputnik的一款灵感来

自于俄罗斯卫星的最新产品，法国CHARTIER CORBASSON 

ARCHITECTES 建筑事务所为亚眠设计的古建与绿植相融

合的Bouctot-Vagniez市政厅。另外，意大利设计力量的专访

继续为大家奉献精彩的对话内容。意大利设计师Michele 

Menescardi与同伴创立了MR.Smith设计工作室。两个不同

性格背景的人，合作却很默契，从产品、灯具延展到包装、

图形设计等，他们在不断尝试不同领域有意思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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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皖新书店0551-4252409

南昌：时新书店0791-8592321

昆明：旭辉书店0871-4125008/地产人书店0871-5719218

南宁：鸿飞大书社0771-2618668

海口：百家网发行0898-66521502

兰州：天马书店0931-8521090

厦门：够创意书店0592-5187700/天顶文化0592-5881982/阿里山设计书店0592-8634118/
王娟书店0592-8684861

哈尔滨：星图书刊0451-88341875/艺苑书店0451-88067045

石家庄：康迈书局0311-83029157/4A设计书店0311-83991877

乌鲁木齐：文科图书0991-5582981/广告人书店0991－2826296

香港：香港金钟金钟道93号金钟廊L8号铺00852-28653633/香港香港九龙钻石山荷里活广场304
号铺00852-29559133/香港香港九龙黄埔花园第三期百宝坊G14A00852-21267263/香港新界
青衣蓝澄湾商场16号铺 

本刊直投：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驻华使馆、行业协会及专家、知名设计师、高校、全国
各大企业及有关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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