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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報

代發刊詞

東方設計學應成爲我們設計學科的學術傳統

周武忠
（上海交通大學創新設計中心，上海 200240）

摘 要：本文是作者 2017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交通大學設計系校友懇

親會上的講話，也是對設計學科發展的深度思考。作者主要提出了三個學

術觀點：把設計與產業、設計與環境“雙輪驅動”，建立科藝融合發展的

創新設計學科群；設計學科一定要有自己的學術傳統，如果沒有學術傳統

就談不上繼承和創新；而立之年的交大設計可以把以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為

核心的東方文化和現代設計的理念與手段相結合形成的東方設計學作為自

己的學術傳統。

關鍵詞：設計學；創新設計；東方設計學；學術傳統

Oriental design should be the academic tradition in the design
discipline
Zhou Wuzhong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Innovation and Desig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240
This is a speech delivered by the author at the alumni meeting of the Design School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on October 28, 2017. It is also an in-depth 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sign discipline. The author mainly puts forward three

academic viewpoints. Firstly, combining design and industry, design and

environment to ensure the "double wheel drive". Establishing innovative design

discipline group which integ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art. Secondly, the

design discipline must have its own academic tradition. No academic traditio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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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hirdly, with a history of 30 years, the design school of

Jiao Tong University can take the Oriental design, which is centered o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oncepts and means of modern

design as its own academic tradition.

Key Words: Design Discipline; Innovation Design; Oriental Design; Academic
Tradition

各位校友，老師和同學們，大家下午好！

我們交大設計，現在處在一個非常時期。一個什麼時期呢？這個時期

的特征可以概括為“是一個整合發展、創新發展、開放發展的重要時期”。

交大設計，在前面 30 年已經做得很好。我到這裏來的時間不長，2012 年

才從東南大學調到這裏。當時過來就是沖著交大的設計底子很厚，當時交

大設計系的老師在全國相比也是實力較強大的。無論是從上午學院的介紹，

還是從剛才孔繁強老師對設計系曆史的梳理，我們都可以看出，交大設計

30 年的發展，也確實為社會，特別是為工業設計培養了大批人才，做出了

大量的貢獻。

此時此刻，各位校友能夠從世界各個地方回到我們母校，回到交大設

計的這個大家庭中間，給我們分享你們的成長、成就，一起探索我們交大

設計未來的發展，我首先要代表我們設計系全體老師和同學，對大家的到

來表示熱烈的歡迎也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跟大家匯報一下設計學科的現狀，特別是未來我們的設想，也有助

於我們以後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合作，來一起關注我們交大設計的發展。

我從五個方面跟大家做一個匯報。一是交大設計三十年，二是什麼是我們

交大設計的學術傳統，第三是創新設計學科群，第四個是我們准備把它作

為交大設計學科的學術傳統的東方設計學，第五個就是我們的設計學院，

主要是從這幾個方面來給大家匯報。

交大設計三十年，孔老師（孔繁強副教授）剛才也已經是做了一個比

較詳細的介紹。那麼交大設計的這個三十年，我上午在考慮一個問題，是

從八六年開始算起，還是從八七年開始算起？我中午吃飯的時候跟孔老師

也在商量這個問題。我覺得一個學科的產生、一個專業的產生，如果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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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它就不能算已經形成。我看見有校友說他是八七級的，是第一屆最早

的學生。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的交大設計應該從 1987 年算起，到現在正

好是三十年。

在近五年中間，我們交大設計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績，特別是我們博士

點的設立，我們現在有我們自己的博士點，中文英文的都有。特別是今年

校慶的時候我們成立了創新設計中心，這個創新設計中心是 2016 年 5 月

11 號國家發改委發的文、撥的經費，所以這是一個標准的國家項目、國家

級平臺。今年我們開了成立大會，兩個月以後林校長指定我們設計系牽頭，

結合全校的相關設計系科，編制了一個雙一流學科建設方案，在這個雙一

流方案中我們以設計學為中心，把設計與產業、設計與環境“雙輪驅動”，

建立創新設計學科群，交大設計真正步入“大設計”時代。

為什麼這麼說呢，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百度，在搜索“創新設計”的

時候，狹義的它只是和科技和經濟有關，主要是設計產品的，但是我們交

大要把建成環境的一些學科並入進來，所以毫無疑問我們要把創新設計拓

展到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這樣我們盡管是延用了創新設計的這個名字，

但是我們的範圍已經完全變化了。今年 4 月 8 號，我們成立創新設計中心，

當時校領導和各個相關高校的代表都出席了會議，校黨委組織部長宣布機

構成立、校長親自為每一位中心成員頒發聘書。我們的辦公地點在滄源路

上，學校對面的零號灣，零號灣是閔行區人民政府和上海地產閔虹集團聯

合交大一起建立的，是全球創新創業的集聚區，建立了這個創新設計中心

實驗平臺，咱們這個辦公空間非常敞亮，有兩千平方，已經建成，現正在

進行設備的采購。這個創新設計中心我們既要整合學科，又要為社會服務，

還要結合未來的設計發展趨勢和市場的需求來進行集體的集中的攻關研

究，可見校領導下決心做的這件事情，一定是一個高大上的機構。昨天校

長辦公會確定的加快設計學科整合的事情可能會給我們創新設計中心注入

新的力量給予新的機會。

在交大設計快速發展的時候，我們作為一個學術單位，要清醒地意識

到我們不是設計公司也不是普通的設計院，我們是大學，是世界著名高校。

我認為一個高校曆史越悠久，他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力也越大，如果要有這

種影響力，那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學術傳統，如果沒有學術傳統就談不上



東方設計學報, 第1卷，第1期，pp. 2-10, 2021

© ISDS. 版權所有.

5

5

繼承和創新，談不上延續我們交大設計的曆史。我們交大設計到現在辦學

30 年，真是“三十而立”的階段，《論語》有這樣一段話：“吾十有五而

志於學，三十而立……”所以當時我在考慮，一個學者在而立之年一定學

有所成，那麼作為一個學科，我們交大設計到了這個時候，而且是要快速

發展的時候，我們的學術傳統究竟是什麼？所以我今天要與大家討論但不

做定論，只是提出這樣一個觀點，但是這個觀點也正好和我們的老學長錢

學森思想相吻合。錢學森不僅是兩彈一星的大專家，而且他在藝術領域特

別是山水城市建設、園林藝術方面他都發表過好多著名的觀點和論文，他

非常強調科學和藝術的結合，而這種結合可以使我們的設計產生無窮的生

命力。在這裏先拋出這樣一個題目，後面我們要講到的東方設計學和這個

是有關的，和十九大精神也是有關的。

第三個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創新設計學科群。在座的都是業內非常有

影響的校友和專家，我們的設計學已經在 2011 年 3 月確定為一級學科，這

個一級學科既可以授予工學學位也可以授予藝術學學位，換言之，就是工

科和藝科文理相互滲透的，現在設計也在發生學科綜合交叉的大趨勢，從

最早的藝術設計，到增加人因設計，到增加科技、商業設計，到現在我們

關注社會設計，在不斷的變化，甚至到現在要想確切的定位設計都很困難。

我前一陣回南京想搬點書回來，正好找到一套不列顛百科全書，我想查查

從這裏面能不能找到答案，非常意外的是，不列顛百科全書裏面居然沒有

“design”這個詞匯，沒有辦法定義“設計”這個詞匯。我們從現在這個

趨勢來看的話，確實是變化非常深刻。我們該如何定義我們交大學科的發

展，在 6 月 12 號學校決定我們設計系牽頭編制全校設計發展規劃的時候，

在校領導、各位院士、專家的指導下，我們把我們的學科名稱確定為創新

設計，剛才已經提到了，在這裏的創新設計已經是一個比較廣義的概念，

但是它還是以我們設計學為主幹，來支撐另外兩個學科建築學和風景園林

學，大家都比較清楚現在建築學和風景園林學還分布在另外的兩個學院，

除了建築學和風景園林學要和設計學進行高度整合以外，還有相關的學科，

比如說城鄉設計學、建築技術科學，特別是現在的綠色城市、綠色建築、

綠色設計，還有生態學等等，都可以歸到我們大設計的範圍裏來。按照校

領導常委會說的，我們創新設計一定要總領所有的學科和專業，讓我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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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創新思想不僅僅是惠及設計類學科，甚至要影響到所有的學科都能走

在時代的前列。所以我認為我們的創新設計學科群如果能按我們的路徑去

走，一定是最具創新價值和引領作用的學科群，所以校領導為什麼一定要

下定決心建設設計學而不加前面的那些定冠詞。

為了加快這個目標的實現，我們一定要加速“設計”與“工業產品+人

居環境”的融合創新，從我們學校裏面選擇強有力的專業力量，來組建我

們新的學院，原來我們很想結合我們的學術傳統叫東方設計學院，昨天上

午校長辦公會定下來叫設計學院，因為不希望加上定冠詞來束縛我們的發

展，我們新的學院叫設計學院，也就是說不管什麼樣的設計，都可以進到

我們這裏來。我們對近期、中期、遠期都制定了不同的目標指標體系，我

們做規劃的時候是瞄准了世界一流學科，所以我們很多想法都還是比較超

前，按林校長的話來說我的膽子也太大了一點，但我覺得也不大，因為我

們也是比較務實的在做這個事情，一步一步地往前推進，比如說國家創新

設計研究院這個目標大嗎？實際上不大的，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創

新設計中心，給創新設計中心注入各方面的力量我們就完全有可能發展成

研究院的級別。這個是我們構想的國家創新設計研究院構想示意圖，這個

可以使我們走到大設計的世界的前沿，我們在 6 月 27 號的論證會的時候，

我們請來的院士和大專家們在討論的時候，越講越激動，他們覺得我們交

大如果真正這麼做的話，就可以真正變成世界一流的學科，總領設計學科

向前發展。

我是這樣想的，我們是搞設計的，我以前是搞規劃的，如果一個設計

師一個規劃師都不能思想超前的話，我們還怎麼去引領學科的發展？怎麼

引領社會的進步？所以我們當時在做規劃的時候就認准了世界一流這個目

標，圍繞這個目標我們再去倒推我們交大的設計應該怎麼做。中期的目標

主要是形成以“交大設計”為統一品牌的學科與產業集群，我記得剛宣布

我做系主任的時候，叫我發言，我當時就講了兩條，一個就是要變成設計

的學術高地，一個是變成設計大師所向往的聖地。有些人可能覺得這樣講

太誇大太過分，但是我覺得像交大這樣的學校如果我們不把目標定的高一

點，是無法引領設計學科的發展的。交大是個什麼樣的學校，按照前任校

長的話，我們交大是代表中國去為人類去做貢獻。所以這就是我們交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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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既然要把我們的設計學科變成世界一流的學科，如果我們不從更高

更遠的目標去做我們是做不好的，所以我們的總目標一定是要定到沖向世

界的前 5 名，要不然就不要去做一流學科。但是這是有前提的，一定要按

我們的方案來，比如成立相應的設計平臺，比如設計學院。現在我們大的

學科布局已經定型，我們的方案得到了學校較高的評價。這種情況下，創

新設計大家都可以搞，但如何凝練我們交大的設計方向和學術傳統？我想

到了東方設計學。

東方設計學，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受到刺激後產生的想法。米蘭三年展

在停辦了 20 屆後，又在 2016 年開始恢複，在恢複之前他們在宣傳推廣的

時候還是延續了老調子：西方設計，東方制造。我當時在北京和這些朋友

們在交流的時候就在想，為什麼不能搞東方設計？我們現在先不談東方設

計，西方制造，但是東方設計至少要用勇氣先提出來。我們開始慢慢思考

究竟什麼是交大設計，創新設計一定是我們的長處，東方設計能不能成為

交大設計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交大設計的特色？創新設計裏面，剛剛也

提到了包括環境設計和產業設計，環境設計和產業設計要真正在社會站住

腳，被產業接受，就一定要和文化結合，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果斷提

出了東方設計或者說東方設計學。當然剛提出來的時候，有不少的學者提

出了反對，他們或許也不是反對，他們之前也提，但覺得為時過早，但凡

事總要有人先走一步。所以我們在 2015 年的時候就搞東方設計論壇，探索

東方設計學，東方設計學一句話簡單講就是以中國傳統的優秀文化為核心

的東方文化和現代設計的理念和手段相結合，形成的設計的理論體系、實

踐體系和評價體系。這就是我們的東方設計學。

東方設計至少有三個特征，第一個首先要聚焦在東方文化，第二個聚

焦大設計，所有的設計無所不包，古建築算不算？園林算不算？當然算。

但我們這邊討論的東方設計學是針對現代主義設計的概念，主要談現代意

義上的，主要就是針對西方設計學的。甚至在這個大設計的範圍內，比如

工業產品設計，我認為不是說一個茶杯上有一點中國式的圖案，或者一個

造型像中國的什麼元素符號它就是東方設計了，西方人也可以搞東方設計，

要不然東方設計無法走向世界，西方人怎麼做東方設計，他們更多的是找

一些表面的符號，但只要他的設計符合東方人的審美習慣和人體工學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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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我覺得他就可以算東方設計，所以也不一定就是顏色要紅色的，造型

要古典的。第三個特征就是創新設計。我們最近提的比較多的就是我們王

煒老師指導的高遠同學獲得了紅點獎，我們老師們當時就在商量要把該作

品看作就是東方設計的典型代表大膽的寫進去，這就是東方設計的一個典

型的案例，所以他才能從 50 多個國家 8000 多份作品中脫穎而出，成為紅

點獎的得主。你說他資曆深嗎？他還是個學生。你說他技藝精湛嗎？他還

在鍛煉中。他突出的是什麼，就是東方設計的思想。中國的文字本來就是

象形文字，他把象形文字象形再創造，再創作，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十九

大裏提到的文化創造。所以我說他是一個典型的東方設計學的作品，所以

我們在推廣這個作品的時候一定是可以推到理論的高度的。我們再看看潘

多拉鑽石珠寶公司，它是倫敦的一個企業，但是它的起源是丹麥，它在最

近的作品中間大量的使用了中國元素，取得了很好的市場效果，比如說中

國娃娃、中國帆船、中國舞獅、可愛熊貓，這些禮品珠寶都是用的中國的

符號，這就是東方設計。

所以我們研究東方設計學，有利於中國特色的設計學理論體系構建；

有利於培養具有創新思維的全面設計人才；有利於中國設計走出去；有利

於中國文化的傳承與創新。這四個有利於，我們為什麼還不去做呢？通過

我們的不斷探索，最近我試圖走出去演講，以前都是我把別人請過來演講。

我參加了兩個全國性的演講，一個是住建系統在揚州召開的首屆中國名城

論壇，另一個是 10 月 16 號我在山東的濟南參加的一個活動叫“中華文明

與行走的文化”，做了同樣的關於東方設計學的主題報告，很實在的受到

了代表們的真正的歡迎。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推

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所以我認為東方設計學

大有可為！

當然東方設計也不是只是我們理論上說說而已，我們也做了大量的案

例，也拿到了一些國際獎項，我看見國外的一些專家介紹自己的成就的時

候，拿到我們的這樣的獎項，世界上一定是很認可的，但是拿到我們這裏

不認，為什麼呢？因為上面沒有帶國徽的章。我們在教學體系裏面我們增

加了地域振興課程，很受歡迎，很受地方政府的歡迎，就是說在一個地方

他的環境他的建築他的產品還有他主導的產業體系，實際現在地域性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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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差的，都是抄來抄去，城市千城一面，特色小鎮產業趨同，再加上一些

城市這邊搞汽車工業，那邊也搞汽車工業，這邊搞礦業，那邊也搞礦業，

最後導致產業趨同，在我們沿海地區的一些城市裏，產業同質化的比例會

達到很高。所以我們用東方設計地域振興設計的手段，去一個地方，對它

的曆史文化、優質自然資源，進行篩選進行挖掘，把文化元素、優質自然

資源找出來形成產品、產業、建築風格或者是旅遊景觀，這些一定會促進

地方的發展。這就是為什麼好多地方喜歡這門課程的原因。

當然我們在設計學一流學科的規劃中間，有一個建設內容是：提升文

化傳承創新水平的具體舉措及進度。三屆東方設計論壇，層層深入，取得

了非常好的效果，那麼到明年 2018 年的時候，我們將讓我們的東方設計論

壇升級，要舉辦東方設計大獎賽。我給東方設計大獎賽起了一個名字，叫

the GOD Prize，大東方設計三個首字母的縮寫，坊間流傳叫“上帝獎”，

便於在西方傳播。如果各位校友積極參加，只要你們參與就行了，我們會

設置比較高的獎金。我們相信我們東方設計的理念，可以通過東方設計大

獎賽傳播出去，把對東方設計感興趣、對交大設計感興趣的校友朋友們可

以凝聚起來。這個比賽預計 2018 年開始，已經在籌劃中。介紹一下我們舉

辦的幾次東方設計論壇。第一次論壇我們是閉門會議，各個學科負責人自

己演講現狀、問題、對策，第二屆論壇是東方文化與設計哲學，要解決東

方設計的理念和東方設計的哲學問題，這本論文集是我們第二屆論壇的成

果。第三屆就在前不久開的，取得了更大的成果，我們征集的論文質量水

平明顯提高。第二屆論壇的時候，英、日、韓、新設計協會主席都過來參

加了，一致看好中國，看好上海，看好交大設計，一致推薦我做下一屆國

際設計協會的主席，所以我現在是國際設計科學學會的輪值主席，這樣可

以更加有利於推進我們交大設計的國際化發展。

最後提一下我們的設計學院，我也不知道該不該在這裏講。但是昨天

校長辦公會已經定了，我們的設計學院就叫上海交通大學設計學院，成立

一個新的學院。我想提前講是因為今天來了這麼多的校友，這種機會非常

難得，也希望我們在建設過程中間得到大家的關心和關注。現在存在的問

題是我們的辦公用房哪裏來，物理空間在什麼地方？我們有很大的發展機

會，我最後拋出這樣的題目，主要是為了呼喚各路英雄加盟交大設計，因



東方設計學報, 第1卷，第1期，pp. 2-10, 2021

© ISDS. 版權所有.

10

10

為我們的大設計學科已經凝練了設計理論與方法、產品與智能設計、視覺

與信息設計、空間設計與管理、可持續環境設計五個學科方向，正在建立

一個設計大平臺、教育大平臺、科研大平臺。我們這樣的大平臺建設需要

各路英雄，各路人才加盟，可以和我們創新設計中心合作，我們空間很大，

虛席以待，如果校友來優先，可能還不會收費用。我們可以在各個領域進

行合作，一起把我們交大設計推向輝煌，謝謝大家！

（本文是作者 2017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 15

周年慶設計系校友懇親會上的講話，未做修改。原標題：我們應該發展什

麼樣的交大設計學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