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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15 人。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和在读博士 14 人。学院同时聘请 20 余位国

中 国 装 饰 杂 志 社

园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提高全校学生的文化艺术素养而努力。

The Appliances in the Stud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urthermore "Elegant Plaything"

全媒体”贯穿艺术学科建设，逐步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同时，为营造校

明清时期的文房器具

学院拥有一支教学水平高、创作能力强、设计业绩优异的师资队伍。现
有教职工 80 人，专职教师 60 人，其中教授 9 人，副教授 17 人，硕士生导

『文质彬彬』：明清苏式折扇造物思想与审美文化研究

开放办学、广泛合作，注重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以“大艺术、

Gentle and Elegant: Research on Creative Thinking and Cultural Aesthetics in
Suzhou Style Folding Fa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媒体技术与艺术创作相结合 ；将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发展与人才培养相结合。

予权。

Use Bamboo to Express Feelings, and Behave Himself

吴文化传播设计研究所等学术研究机构 ；拥有艺术硕士专业学位（MFA）授

截彼竹，立此身，斟洒心中万古春

学院内涵建设和影响力提升，将“学院艺术”与地方民间艺术相结合 ；将新

Enlightment and Enjoyment: Shanghai-Style Inkstone Sculpture of Ding Weiming

型艺术人才，为考研、就业拓宽空间。学院依托文化底蕴深厚的苏州，加强

字化产业研究所、江南艺术研究所、传媒文化产业研究所、苏州非遗研究所、

悟道得乐 ——
丁伟鸣的海派砚雕创作

专业课程指导纲要试点专业。另设传统手工艺研究所、视觉传播研究所、数

View on Playing Stone

努力将学生培养成富有人文素养、具有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特长的高级复合

论玩石

学生辅修其他专业或跨学科、跨门类选修课程，以提高学生的科学与文化素养，

传达设计专业是江苏省重点专业建设点，美术学为教育部美术学（教师教育）

艺术设计月刊

觉传达设计、美术学（师范）、数字媒体艺术、动画四个本科专业，其中视觉

Elegant Plaything

厚基础，加强素质和能力培养的原则，除加强艺术技能和理论教学外，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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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齐全、学术氛围好的优势，按照宽口径、

理论研究水平协调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艺术专业人才。目前艺术学院设有视

文玩

笃志尚学”的院训，致力于培养专业技能与文化修养并重、艺术实践能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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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作为综合性大学内的艺术学科，经过 20 年的不懈努
力与奋斗，依托苏州科技学院学科与人才的整体优势，学院秉承“明德崇艺，

顾

问（以姓氏拼音为序）：

常沙娜

陈汉民

黄能馥

邵大箴

陶如让

田自秉

王国伦

奚静之

杨永善

余秉楠

袁杰英

袁运甫

张伯海

张道一

信息时空

栏目主持：张

温练昌

编

委（以姓氏拼音为序）：

包

林

方晓风

杭

间

何

洁

李当岐

李砚祖

柳冠中

鲁晓波

吕敬人

马

赛

尚

刚

宋建明

苏

汪大伟

王明旨

赵

赵

萌

张

敢

张夫也

郑曙旸

健

News and Events

明

Column Host: Zhang Ming

005

短讯、要闻

Briefing, News

008

域外传真

Overseas Information

010

新设计

New Design

011

推荐阅读

Recommended Reading

特别策划：文玩
012

Special Feature: Elegant Plaything

栏目主持：黄德荃

丹

Column Host: Huang Dequan

明清时期的文房器具——兼谈“文玩”一语

The Appliances in the Stud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urthermore "Elegant Plaything"

刘

Liu Yue

岳

018 “文质彬彬”：明清苏式折扇造物思想与审美文化研究
魏

洁

顾

平

伏

Gentle and Elegant: Research on Creative Thinking and Cultural Aesthetics in Suzhou Style
Folding Fa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i Jie Gu Ping Fu Tao

涛

022

截彼竹，立此身，斟洒心中万古春

028

悟道得乐——丁伟鸣的海派砚雕创作

Enlightment and Enjoyment: Shanghai-Style Inkstone Sculpture of Ding Weiming

王晓昕

Wang Xiaoxin

033

论玩石

038

制墨·赏墨·惜墨

谷

042

048

View on Playing Stone Gu Quan
Manufacturing the Ink Stick, Enjoy the Ink Stick, Cherish the Ink Stick:
李

栏目主持：萧

The Humanistic Significance of Hui Ink Stick Li Jiang

江

Special Focus

冯

Column Host: Xiao Feng

Summary of Design Forum on I-U-R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Big Data Age

编辑整理 ：刘晶晶

Edited by Liu Jingjing

纸上展览

Exhibition on Paper

栏目主持：刘晶晶

清代广东外销手工业产品精选

栏目主持：萧

供稿 ：广东省博物馆

冯

Column Host: Liu Jingjing

Selected Canton Export Handicraft Products in Qing Dynasty

Front Line

Provided by Guangdong Museum

Column Host: Xiao Feng

学院背景下的自主品牌实验──访“敦品”艺术总监吴碧波

Own Brand Experiments in Academic Background: Interview with Ms. Wu Bibo,

采访、 撰文 ：徐

Art Director of Brand Dun Interviewed and Written by Xu Lu, Zhang Ming

海外动向
064

Use Bamboo to Express Feelings, and Behave Himself Wang Xingwei Huang Dequan

大数据时代“产学研”协同创新设计论坛纪要

第一线
056

黄德荃

泉

——论徽墨的人文意义

特别关注

王星伟

璐、张

明

栏目主持：刘晶晶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爵士乐专辑封面设计
（美）马歌林

翻译 ：汪

芸

International Scholars

Column Host: Liu Jingjing

American Jazz Album Cover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Author: Victor Margolin Translator: Wang Yun

042

/ 总第262期 / 2015 / 02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大数据时代“产学研”协同创新设计论坛纪要
Summary of Design Forum on I-U-R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Big Data Age
编辑整理 ：刘晶晶

Edited by Liu Jingjing

论坛概述

开幕致辞

2014 年 10 月 17 日至 18 日，由中国装饰杂志社、浙江万里学院主办，

应敏教授在开幕致辞中引用了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的观点，“从

设计艺术与建筑学院承办的“大数据时代‘产学研’协同创新设计论坛”

广义的概念讲，20 世纪是艺术的世纪，21 世纪是设计的世纪”。大数据

在浙江万里学院成功举办。

时代的到来影响着设计的发展方向，设计将进一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

浙江万里学院执行校长应敏教授、副校长闫国庆教授，中国装饰杂

也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协同创新的方式，对提升大学创新能力，

志社主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方晓风教授，宁波市科学技术协会学会

对高校的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部部长宁冰先生、宁波文山创意广场董事长陈六宝先生、先行集团董事

也可能带来理论上的突破和模式上的改变。协同创新中的创新主体是多

长吕文广先生，以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工业设计协会

元的，目的是通过协同更好地发挥各个创新主体的特色优势，在创新中

荣誉副会长兼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柳冠中教授，梅赛德斯 - 奔驰 Han

提升各个主体的创新能力，优势互补，实现共赢。在协同创新阶段，设

Sung Motor 有限公司（Mercedes-Benz Han Sung Motor Co., Ltd）的

计将要扮演系统创造和策划的角色。为了适应新的角色转变，设计将从

首席执行官欧文博士（Dr. Ulf Ausprung）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艺术博物

单位层面上的造型、功能等设计，上升到企业整体战略协同配合层面的

馆馆长戈登·诺克斯（Gordon Knox）
、
荷兰屯特大学的亚瑟·艾格（Arthur

品牌、战略设计，在系统创造和策划方面发挥作用。只有大力促进设计

Eger）教授、台湾实践大学副校长官政能教授，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党

教育在科学研究、教学实践和产业合作等方面的互动、协同、渗透，才

委副书记、博士生导师刘伟冬教授，上海视觉艺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叶

能培养造就出高素质人才和拔尖设计创新人才。设计教育的协同创新模

苹教授，宁波文山创意广场总经理、台湾大学客座教授陈百炼等来自海

式的实施，将会使设计教育与地方企业、科研院所丰富的项目资源和科

内外 100 多所高校和相关机构的 300 多名专家代表出席参与了论坛。

研团队优势互补，突显设计作为当代知识与经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与

论坛开幕式由万里学院设计艺术与建筑学院院长周斌教授主持，浙

文化艺术相融合的社会主流文化的特性与风采。

江万里学院执行校长教授应敏和《装饰》杂志主编方晓风在开幕式上致

方晓风主编在开幕致辞中谈到，就媒体的宣传而言，大数据似有“被

辞。当天，柳冠中、亚瑟·艾格、刘伟东、方晓风、戈登·诺克斯、官

神话”的嫌疑，但是不可否认，大数据确实对我们的生活已经产生影响。

政能、欧文、叶苹、陈百炼这九位特邀嘉宾分别进行了主题演讲。次日

大数据的提出，实际上是信息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的反映。“信息

上午，与会代表分两组继续探讨当前大数据时代的“产学研”协同创新，

社会”的概念早已被提出，但它究竟对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可能并没

展开了更为自由的讨论和交流。在此，国内外院校、企业和研究机构等

有清晰的认知。到了大数据时代，我们对信息的威力开始有一个相对清

各方面参与产学研合作的三百多位专家学者以自己在教学和设计第一线

晰的认识了。所以，现在创新的一个主流应该就是以信息为核心展开的

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反思了现有的产学研协作格局，尤其是产学研三者

设计创新。这也是我们举办这个论坛的初衷。

的相互关系和各自定位，探讨了如何更有效地提升协同创新的能力，并
借助宁波当地丰富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深化了讨论。

柳冠中

亚瑟·艾格

刘伟东

方晓风

戈登·诺克斯

官政能

欧文

叶苹

陈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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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冠中 ：制造业设计创新机制
制造业的工业设计背景

总第262期 / 2015 / 02 /

043

制造业创新的目标从表面看是获取更多的附加价值 ；从实质看是提
升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差异化的生存能力和长期战略的发展能力）；

工业设计是人类总体文化对经济（工业）文明（思想）的修正，它

从发展看旨在迈向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增强定义市场的主动性。

将工业生产引入社会文化体系的全过程，其核心成果是创造工业产品系

产品的服务性价值趋势需要制造型企业调整相应的产品成本结构，

统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关系。工业设计对工业制造企业的四大作用 ：制造

削弱硬指标，而增加服务性的成本比重。该服务性成本的核心在于设法

产品差异 ；创造产品附加值和沉淀企业品牌价值 ；使技术市场化 ；构建

增进产品与用户（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增强自身定义市场的能力，变

社会协同创新机制。

被动应对性制造为主动战略性制造。所面对的市场应该从生产规则定义

工业设计产业对于国民经济的三大作用是创造新兴市场、撬动制造

的市场转变为用户生活方式定义的市场。那么，当前我国制造业企业实

业产值、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工业设计产业化可分为生产化阶段、规模

现创新过程的思路可以总结为从三个维度建立相对于其他企业的资源调

化阶段、市场化阶段、战略化阶段这四个基本阶段。我国当前正始于第

配比较性优势，分别是建立快速的市场反馈机制（关注销售额）；高新

二阶段，扶植企业的工业设计能力建设是阶段性政府工作的重心。接下

技术辐射机制（关注已有的参数）；欠缺用户潜在需求研究前提下的系

来将要步入以完善工业设计商业模式市场为中心的市场化阶段，社会发

统优化、集成设计的产业结构创新机制。还需要明确认识设计创新是发

展需求主导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最终进入以形成工业设计国家战略为中

现潜在需求，构建新市场和新参数系统，产品服务性的本质与用户的潜

心的阶段。我国需要尽早规划工业设计产业在我国战略布局中的角色。

在需求的关系，即原创性和自主知识产权。

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设计创新机制

对构建“区域设计创新机制”重大措施的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快速工业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可是社会型产业链和工业文化意识并没有在整个社会运行机制中积淀和
成熟。我们有了工业，但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坚持自主创新，加快建设
国家创新体系已作为我国重要的战略目标。只有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有可能实现由加工型工业向中国
制造，再向中国创造的历史性转变，将我国建设成一个创新型的国家。
企业设计创新活动的核心，从外部表现看是实体产品的创新 ；从内

1. 在国家的重大领域引入、推广设计思维方法，培训政府部门的有
关主管、企业高端管理者、科研机构决策者等。
2. 建议设立国家（区域）
“集成创新设计研究中心”整合现有知识和
资源，致力于国家或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创新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 建立地区政府背景的“集成设计创新共性基础技术和服务平台”。
除上述的服务功能外，要设置相关的共性研究课题，例如设计信息知识
库、生活方式型态模型、设计评估体系、部门间协同工作支持体系、知

部原理看是生产性资源管理，全流程中嵌入设计评价和优化的设计创新

识管理和内隐知识外显转化、企业战略决策可视化和传播方式创新等，

机制，实现管理模式的创新。使企业具备优化现有市场不定义新市场的

将设计研究作为高端平台服务于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变。

第二核心竞争力，即实现产品增殖结构的创新，也就是设计创新机制。

4. 建议地区主管制订计划，选择典型的、可作示范的中小企业，植

企业设计创新的结构层次可作如下分析 ：外观层面的创新，使产品与用

入设计管理岗位、人员，设计流程、机制和评价程序和机制，与企业一

户的直观感受发生联系，从直观层面制造产品差异，专利类型为外观专

同成长、演化。逐渐从产品设计转向产业设计，再向产业间协同和国际

利 ；功能层面的创新，使产品介入用户的使用方式，从使用层面制造产

化产业型设计转变。并检验设计机制在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中的作用，

品差异，专利类型为实用新型专利 ；原理层面的创新，为用户提供了全

以便总结经验和推广。

新角度解决问题的途径，从观念层面制造，专利类型为发明专利 ；整合、

作为企业、设计公司和设计师，必须要以提供好产品为基础。然而，

集成层面的创新，以服务体系主导的产品系统从体验层面制造产品差异，

处于激烈竞争又相对后进的一个国家层面的整体实力，更需要设计师和

专利类型为商业模式保护专利。

整个设计界把国家、民族利益置于首位的战略。设计要从强国战略入手，
从人入手。生存是根本，设计因此要有危机感。
亚瑟·艾格 ：产品设计的演变如何描绘一件产品的现状与未来
对历史的重视，基于产品的历史可以预测产品的未来。从几个阶段
预测产品的演进图可以从宏观上看到产品的变化。在设计中，尤其要关
注设计产品的“生态系统”，这包括影响产品设计的诸多因素，有政治的、
经济的、社会的、技术的多方面因素。
产品设计的演变阶段的特点可以依照产品的 10 个特征来描述，其
中 4 个是关于产品本身的，2 个是关于市场的，其他是关于生产技术、
推广工具、后续服务和伦理特征的，对应分别是新颖性、功能性、可改
进性、外观风格，市场竞争、价格，生产情况、服务性和伦理性。
第一阶段 ：作为新产品进入市场，其性能体现在价格上尚有可以打
折出售的余地 ；性能还有可提升余地，产品发展的目的正在于提高性能 ；

中国制造业企业设计创新的新机制

几乎少有同类的竞争对手，有时候甚至处于垄断地位 ；产品发展往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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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动的结果 ；产品的单位价格相对高 ；生产和组装常常依靠手工。
第二阶段 ：从人体工学、安全性角度提高了产品的性能 ；外观并非

出一部分作研发基金，资助高校进行产品开发、科学研究。
在“政产学研”当中所谓的“产”，是指企业，企业有市场优势、

十分重要，因此各组件的兼容性相对不佳 ；尽管存在更多的市场竞争，

金融优势、资金优势，包括资本优势。“学”对我们来说就是大学。大

但单体价格能够维持较高水准 ；设计指向产品的标准化生产。

学在创新协同里面有四个方面是可以做贡献的 ：一个是人才培养，一个

第三阶段 ：产品的机能和可靠性要求更好 ；从人体工学角度、人机

是科学成就，另外一个是服务社会，还有一个是文化传承。文化传承是

交互界面来评判，产品是可接受的 ；产品是安全的 ；在产品发展过程中

我们院校现在必须担当的一种责任。目前作为艺术院校来说，除了科学

努力追求附件、附属品更高的性能 ；产品外观变得更加重要，但往往有

研究，原创的产品、创业成果的转化和市场化更多是构筑在一种项目和

一个主流的设计 ；部件的数量减少，附属功能在增加 ；价格下降。

工程的平台上。在这一平台上，企业和学校双方在合作时都有名利的诉

第四阶段 ：产品对于目标人群已经有相当的认知度 ；产品类别多，

求。这个利益一旦结束，工程项目一旦完成，合作也会自然消失。也就

用户选择范围扩大，可选项目增多 ；产品的发展演化目标指向不同行业

是说在产学研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制度、一种有效的机制。国外

和不同目标人群、特殊的用户需求 ；外观越发具有表现力，设计会注重

的产学研，是深入到大学的每一个环节当中的。为了获得利益而把大学

增加新的激发情感的元素 ；生产和组装工序变得高度自动化 ；产品的后

的具体产品转化，这种合作我把它叫作“形而下”。但是在现在的产学

续服务支持更加组织化系统化。

研当中，我们应该还有一个文化传承的重要任务。现在文化产业在不断

第五阶段 ：产品发展目的落到大量定制生产，而且允许用户对产品

发展，但我们在“形而上”层面，也就是在价值观、思想观念方面很少

的发展变化产生影响 ；价格可以控制到尽可能的最低限度，但大批量生

去考虑。而艺术教育研究和创作对于推动全民素质提高，推动社会文化

产时，批量价格获得了提升的可能 ；媒体发挥作用，令产品更为个性化 ；

发展，推动文化产业的提升都是非常重要的。

用户对产品功能性、可靠性、人机工学、用户友好、安全性方面产生了

现在有很多任务摆在我们面前。随着社会发展，艺术设计起到什么

更多的需求意识 ；相关的社会性服务行为对于用户而言越发重要 ；产品

作用，艺术应该怎样做才能产生正能量，“政产学研”在观念的层面上，

供应方开发商要通过产品体现自己的企业伦理、商务理念、对社会对环

怎样通过艺术平台来建构观念，形成价值观，这些方面我们应该引起高

境的责任 ；在关注用户需求之外，在产品性能方面更多关注技术和功能。

度重视。目前，
“学”的意义和作用，更多做的是科学研究、创作这方面，

在第一阶段可能会生发很多的设计，但是进入优化阶段，就会出现

希望把产品做到最大化的市场效益。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应该是人才培养，

主流设计，到了细分化的阶段，产品设计会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点，

这才是高校在产学研链条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科学研究的“研”可以

再到个性化阶段，就会对各种用户体验提出要求并通过产品设计改进来

交给科研院所。而我们要培养的是社会切实所需要的人才，人才在产学

应对，到了最后就会考虑生产工作条件的改善、产品后续的绿色回收处

研链条当中应该和企业紧密结合。学校如能培养适合国际市场、经济、

理等问题。

文化的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就不仅能推销我们的产品，同时还能传播我
们的文化。
南京艺术学院最近正着力把重心放在教学上。本科教学是基础中的
基础，怎么样才能实现人才的接地气，和社会接轨，和社会需要对接呢？
我们尝试打破原来所谓学科和专业的界限，以课题为导入，设置综合性
的课题，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和培养的主要目标，要求学生组成团队完
成，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进行分工合作去解决实际的问题。知识方面则
通过研讨会的形式来解决，并且综合地解决基础技能的问题，围绕课题
来解决理论的知识问题，或者通过综合课程解决技能问题。这一教学尝
试希望学生自主选择而且有更大的自由度，培养学生以课题为导入，以
解决问题为目标，这样培养出的学生不一定只是一个设计师，而可能是
有经验的项目经理，但这样就可以和社会对接，成为企业所需要的人才。

按时间变化图示的电话机谱系，可以看到在电话机的“生态系统”中，无线电技术、光学纤维
技术革命对产品发展的影响，新的技术孕育在老的产品、老的设计里面。

方晓风 ：国际创新设计教育模式的几个启发
创新真正的成本是多少？我们谈创新，必须对自身的创新条件有一
个清醒的认识。在“大数据时代”统量未来产品的前景时，数据的黏度

刘伟东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学”的作用与意义
对艺术院校来说，协同创新其实也是一个新的话题，也是一个在当

成为关键词，也就是如何理解和处理数据。在这个创新焦虑症蔓延、以
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大变革时代，社会的协同创新成为主流，我们需

下的现实中很难顺利操作的事情。先协同，再有一种协同的方式工作，

要重新定义“设计”。协同创新要求产学研三方形成更为开放的格局，

再有创新，这不是一个点到点的事情，而需要一个积极的制度。其实产

以及有效的协作模式，或许这也是我们审视设计教育的恰当时机。教育

学研前面还要加一个帽子，叫“政产学研”。政府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对

的位置究竟在哪里？教育如何引发创新？协同创新的根本是要能解决我

产学研进行一种自资助和推动。企业有兴趣的话，从它们的利润当中拿

们创新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讲真正的创新、产学研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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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chool 的教学机制迥异于寻常机构，不提供学位教育，因此学院并没有常规意义上属于自
己的学生。这里的课程向斯坦福大学的所有研究生开放，强调跨系科的合作。宗旨是以设计思
维的广度来加深各专业学位教育的深度。

Google 的 3D 地图

实际上需要产学研三个方面都要更加开放，没有开放的、相互能够如齿

人类通过定期的观察和比较、思考，把不同信息加以融合。人类拥有很

轮般咬合的关系，三者是不可能发生相互作用的，相互之间都不可能产

多信息的支持系统，来处理人类大脑和所处环境、人们相互之间、各类

生影响。但是，现在我们的“学”也就是设计教育本身的确面临巨大的

信息体之间的关系。大数据是对这种传统知识集合的变革结果，把原本

挑战，设计教育系统本身也不够开放。我们内部能否产生很好的应对机

看似毫不相关的东西集在一起。大数据巨大、快速、难解的特点使人类

制，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应对的方法和途径，这是大问题。

需要计算机等工具来进行数据处理。“大”是指大数据的支持系统是巨

在这里，我把现有的设计教育模式大致归为科目制、项目制、问题
制三类。

大的，和数据量的巨大是超出人类大脑理解处理范围的。大数据的难解
是指数据超出人类个体或者简单群体的知识处理范畴，但是我们可以去

科目制的特点是产业为基础，产业驱动，是按实践类型分类的专业

抓住它，需要找到一些关键点。大数据与“云处理”的概念出现具有重

教育，教育和研究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这一模式对于创新的限制显而

要意义。在巨大的基于个体的志愿所形成的全球性信息库里面，信息是

易见 , 它不开放，学科边界过于清晰。因为按实践类型走，所传授的内

可被搜索的，人类的众多类似的观察和结果都在此集合，可供人们广域

容是有一个技能的方向的，这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包括院系内部教职员

监测。大数据的及时性加上网络速达，可以迅速构成基于实时信息集合

工配备，分工很细，最后形成格局就是系统僵化，对新的人才储备构成

处理的图谱，呈现在人们眼前，提供有效应对的依据，加上人们的经验，

阻力。

最终让事件得到及时的处理。瞬间勾勒我们所处环境的全貌，是当下大

项目制的特点是产业为目标，以实践教育为驱动，没有专业界限和

数据互联网时代令人激动的成就。推而广之，每个人在这个时代可以通

分类（大设计概念），尽管教育和研究仍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但这一

过自己的努力拓宽加深知识，因为每个人都获得了这种可能。大数据令

模式对于传统设计的概念已经有所突破。产学研之间的关系在此发生了

我们对世界表面的认知有了更加快捷和直接的获取手段，让我们对世界

变化，它是以实践教育为驱动的，仍是以教育为驱动，可毕竟已突破了

的感知有了新的视角。

专业的界限和分类。但是，教育和研究仍然处在相对被动的位置，只是
在知识传授的层面有了新的意义。

人类知识产生的两个方式 ：艺术和科学，可以看作一条直线的两端，
有很多共同点也有各自的独特之处。相似第一在于它们都有探求的系统；

问题制首先考虑的不是产业，而是现实中的问题。找到问题就是一

第二是它们高度的学科化性质 ；第三是它们都是对信息的处理。知识来

项重要能力，这种模式完全没有专业的概念，只有与问题想匹配的能力

自于实际的“做”，也就是包含着知与行的关系。达芬奇就说自己作画

要求，是研究驱动的，教育处于一个相对主动的位置，多层次的创新成

相当于了解和认知世界。科学为我们提供的是解剖刀下的细节，非常具

为可能。在问题制模式里面，产学研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整个链条的

体实在而且精确。而艺术是基于对话的，一部分信息将来自观者而非艺

驱动力来自研究，研究是实际的，研究去触发教育，教育最终推广产品。

术的创作者，存在一个观者被激发情绪进而解读的过程，因此艺术容忍

只有在这个机制里面，我们才能看到创新的可能性变得更大了。若还是

含混和不精确，容忍每个人的个体直觉。总结来说，艺术是个体的、直

原来产业驱动的话，实际上创新的可能性基本没有，企业处于对风险和

觉的、体验的，而科学是集体的、可证明的、被集体所接受的。二者或

市场的评估，对创新有所取舍，而他们的作用又是决定性的，大企业往

可看作线性轴的两端，但又不可分割，或许它们的关系在现在和未来还

往反而成为创新的阻力，因此，创新寄希望于企业实际上是不保险的。

将发生新的有意味的变化。

创新实际上还有一个常被人避而不谈的特点——非功利性，真正的创新

艺术与科学需要融合，需要我们联系地看待，取决于我们人类智力

不是在功利目标下推动的。斯坦福大学 D-school 便是一个问题制设计

的体验。它们都是人类知识的创造性活动，而在大数据时代，人类智慧

教育的典型例子。

借助科技手段和大数据分析整理，可以将这二者更好地融合，让它们展
现出微妙的关系并发挥作用，且反作用于我们对大数据的解读和处理。

戈登·诺克斯 ：艺术 & 科学 & 大数据——知识的复合
人类一直在试图了解我们存在的意义，以及将来走向何处的问题。

在大数据时代，怎样运用科学和艺术，怎样探索和探索怎样的一幅大数
据时代的肖像，是今天我们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地去

046

/ 总第262期 / 2015 / 02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勾勒一幅大数据时代的肖像，但其中有很多细节目前是难以描述的，有

增强给政府施加了压力，政府必须确保努力加强公共研发投资对于经济

待于探索，而如何探索就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探索的过程中，艺术、

与社会的影响。而企业在创新能力上遭遇了瓶颈，从创新困境的理论上

科学、大数据将在我们人类知识体系中发生令人期待的复合。

可以归结为两方面 ：技术领先的困境，企业通常会专注于自己的知识与
技术库，而因此降低其对于能够引导产品发展与创新的外界技术与市场

官政能 ：创新设计——技术、战术与战略

因素的灵敏度与响应能力 ；组织困境，具有创造性的技术与知识的产生

有关创新设计中技术、战术与战略的组织意识，大致可以分为惯性
行为和创意认知两方面来理解。在长期的实践中，我总结归纳出了九种
设计力的运作取向。

与研究需要的是在业界并不常见的小规模且有机的组织结构，因此需要
不同方面的合作以形成资源互补的网络经济。
所以，以内部生发创新库为形式的传统企业创新模式，正逐渐演化

1. 成本功能取向 ：与竞争对手采差异定位，它是低成本、多功能的，

为接受吸收外界实体的知识的能力。最佳案例显示为各方面存在积极的

设计焦点在组件成本和组装效率 ；2. 跟随市场取向 ：跟随改良进路，搜

互动，创新机制能够以最好的状态运行。创新模式中的四个重要组成 ：

集分析上市新商品，设计目标是不求原创，而择优跟进；3. 供应配合取向：

企业、政府（机构）、商业协会、研究中心与大学。总体看来，产业与

配合特定品牌来扮演供应链、价值链的角色，设计任务是限定式的创新

大学的合作由于双方激励制度的差异而存在巨大的挑战。

因应 ；4. 核心延伸取向 ：发挥核心专长，在技术、材料或制造程序等多

大学主要的职责在于创造新的知识与教育，这都基于莫顿的科学规

方面进行设计考虑，做出步步为营的延伸应用 ；5. 专利技术取向 ：基于

范，例如社群主义、普遍主义、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又以创

专利优势来扩大相关应用，或进行变异组合，设计着眼在各类型的市场

造可靠的公共知识为核心。大学不能回避成本效益的评估，不再是一项

或产品 ；6. 分属作业取向 ：兼顾 OEM、ODM 与 OBM，它们各有不同

神圣的投资。大学与私营企业合作的兴趣不断增长，以响应切实对社会

的设计意识与运作方式，而设计产出是讲求效益甚于企业识别的 ；7. 创

做出贡献的号召。由于越来越多的政府资源的限制，大学在探索产业合

意收编取向 ：大量借力于外部的设计或创意，筹建各种类型的合作项目，

作伙伴以创造出具有价值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了“大学自主

设置多样化、机动性的设计流程 ；8. 品牌革新取向 ：通过旗舰产品的破

创业”。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产业聚焦于获取可以用以提升竞争优势的

冰之旅，挖掘新市场、拉抬品牌形象、展现设计的原创魅力，设计项目

宝贵知识。产业与大学的合作主要可以划分为 4 类 ：联合研究、合同制

往往跳脱于常态模式；9. 整体形象取向：在多类型产品、企业内设计组织，

研究、人员流动（人员在大学与企业之间流动）以及培训（在教学中的

强化设计管理、活化创新力，运用整体识别性的设计语言。

合作、派遣企业员工前往大学培训、业界工作人员举办讲座）。
在近年的实践中，大学与产业合作的“开放式创新”模式已经被证
明，在知识的探索与开发并藉此产生创新的实践中，这种联合创新的模
式是有效的，并且已经形成行业经验。它仍然应该是基于大学与产业的，
而非泛泛的通用型关系的实质性相互联系，并在促进创新的过程中扮演
起重要的角色。当审视大学与产业之间相互关联的时候，知识产权问题
是所有这些关系的核心，虽然知识产权的角色被过分强调了。研究与开
发的真实价值通常是其所产生的隐形知识，因此，大学不能从狭隘的角

创新设计中技术、战术与战略的关系示意图

度关注知识产权，不能仅将其作为收入的来源，而是应该介入为经济提
供解决方案的过程。这样，收入来源就会变得更多，收益也会变得更广。
近期的研究已经为大学与产业的合作带来了一些关键的成功要素，并引
起了公众的关注。如何协作的共同愿景，是其中关键。这需要一方面选

欧文 ：产业与大学的合作——新近案例 & 成功要素
当前在许多不同的经济结构中，政府面临着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各

择了解企业运作或具有一定行业经验并了解共同目标的研究人员 ；另一

种不同需求中的挑战 ：老龄化人口问题、环境恶化带来的系列问题、教

方面进一步确认大学的研究团队赞赏并理解项目的深层次背景。双方都

育与社会福利的保持。创新作为经济增长催化剂，这样一种意识的不断

应该为较长远的合作定一个时间表，因为这些项目大多是中期或长期的。

巴林王国停车收费表设计项目产品概述

参考中国的样本项目

产品本土化设计图

产品实物图

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047

总第262期 / 2015 / 02 /

产业与大学的研究团队之间建立强有力的沟通。定期举行面对面的会谈

一。到 2020 年，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的先导产业作用更加强化，与相

被证实是有益且有效的，继而发展出一种全面的沟通例程。除此之外，

关产业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的融合发展格局基本建立。根据自身的

从企业到大学以及大学到企业双方在私人层面的互动也是成功的驱动。

办学层次和目标来定位“产学研”的功能和途径。大学的核心是人才培

在合作期间以及之后，保持对研究工作的支持，直至成果得以开发。因此，

养，设计教育必须为行业和社会发展服务，“产学研”机制应该为实现

从管理层开始，给予企业的支持与管理以充分的关注是成功合作的促成

这一目标、以及推动教育创新发挥积极作用，主张建立跨学科合作的科

因素。

研与教学机构（创新温床），并倡导商业、科技和设计多学科“三位一体”

以中国为例，近年来，外资企业以及本土企业已经开始探索新的方

的教育新模式。

式以提升现有的创新能力，与此同时通过发展与大学的伙伴关系把成本
降到最低。这些合作伙伴关系主要用以帮助企业支付研发成本、招聘新

陈百炼 ：从民生文创看文山创意广场的产、销、学、研跨界整合

员工，并改善政府事务方面的功能。

文山创意广场经历了六十年风雨历程，拥有半个世纪的骄傲。

巴林王国停车收费表设计项目 ：与中央美术学院合作

1947 年 义兴——一家不起眼的小铁铺在余姚开张。

随着停车数量的稳步增长，巴林王国的停车空间特别是停车规则成
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巴林交通部颁布了关于安装停车收费表
的招标项目。中国海湾集团与中央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合作，以期开发
研制出具有竞争性的设计理念。硬件部分（停车收费表）则与高科技的
中国供应商合作。
时间 ：2010/2011 ；经费 ：小额私人资金 ；结果 ：此次合作产生了

1951 年 余姚县合作总社机器修理部成立。大富、顺康、盈记三家
私营小厂合并其中。
1953 年 国营余姚铁工厂组建成立，拥有车床、钳床、锻工、翻砂
等车间。
1958 年 国营余姚通用机器厂成立，余姚第一机械厂并入。
1984 年 国营余姚通用机器厂与国营宁波气体压缩机厂合并。

优秀的创作理念，这基于工业设计师们集体的智慧与创意。该项目的成

1994 年 组建余姚通用集团，下属 16 家企业，总资产 1.5 亿元。

功归因于双方保持密切联系，相互交流，对项目及目标有清晰的认识，

2000 年 余姚通用机器厂改制成功，股份制时代来临。

对时间及进度有严格的管理。另外，在产品预设计方案中，中央美术学

2012 年 文山创意广场创立开园，由余姚通用机器厂投资建设。

院的设计团队被赋予了充分的创作自由，双方在项目中起到了同等重要

何为“民生文创”？涵盖衣、食、住、行、育、乐、医这几项主要

作用。（翻译 ：汪芸）

领域。如何架构民生文创的“深度”，如何推展民生文创的“广度”，是
民生文创关注和着力的两个重要方面。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具体实践，

叶苹 ：
“骑驴找驴”——关于“跨界”与协同的几点思考
“大数据”是通过采集和分析人类生活的各种信息，并将其应用于
社会的各个领域。“协同创新”是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中的一种新的方式。
“产学研”是通过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合作与资源整合来服务于社
会需求和人才培养。

从产业园作为大学育才中心来看其成为企业孵化器的“产、销、学、研”
的基地，让已有的台湾经验和世界经验在中国大陆结合当地的实际创出
“新”中国经验。虽然同样地，企业将是学校教育的延伸，而民生文创
的所谓的新主张，是让学校成为企业的智库，让企业成为学生的博士班
导师。

跨界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充分体现了人类认知科学不断深入、衍生、交
叉和分化的过程。跨学科合作始终是人类解决系统问题和重大课题的科
学途径。“边界”和“跨界”都是人类认知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
“跨
界”并不意味边界的消失。专业细化或交叉、融合都是事物发展和演进
的不同方式 ,“跨界协同”是一种工作方式，是最终解决问题的一种途
径或工具。农业社会就出现了制造和使用分离的专业分工，工业社会进
一步促使了设计与制造的分化。设计学的知识、方法和技术等均“跨入”
了其他相关学科领域。
设计的服务对象和领域极其广泛，设计活动的过程必然会与其他领
域相交叉。设计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跨界、整合、创新”行为，是其“边
缘”属性的延伸与扩展。“跨界”要立足自身的核心优势，要针对不同
目的和性质来选择“跨越”的路径与方式，依据不同内容和特点来考量“跨
越”的范围与尺度。
“产学研”与人才培养
现有“产学研”或“政产学研”格局是“体制内”的产物，阻碍协

文山创意广场效果图

同创新健康发展的因素往往来自体制本身。长期轻视社会需求为导向的
办学思想，是导致中国大学“同质化”和“不适应”结果的主要原因之

刘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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