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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谈]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世界艺术史研究所所
长。曾任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客座研究员，中国艺术类核心期刊《装饰》杂志主编，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学部主任。
长期以来，张夫也教授高度关注设计教育和设计研究，是我国率先倡导开展设
计审美与设计批评的学者，也是最早主张在中国展开设计生态研究的专家。目前在
清华大学主要从事外国设计艺术历史与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专著和教材
多部，并发表多篇在国内学界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同时，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级相
关科研课题。
张夫也教授曾多次策划并主持全国性的艺术与设计教育等大型学术活动和专
业论坛，为促进中国艺术与设计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还应邀远赴美国、法
国、意大利、波兰、日本和泰国等国的著名艺术院校作演讲并进行学术交流，为传播
中国文化艺术和促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张夫也

对当代设计批评及设计教育的现状探讨及展望
Discuss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Outlook of Contemporary
Design Criticism and Design Education
2021 年《工业 工程 设计》将配合期刊特色栏目《设计史论》，倾力打造线上栏目《名家谈》，邀请国内设计理论学界的学术
名家们针对设计理论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分享他们的思想、经验和见解，积极促进设计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和自身建设，研
究和反思设计学学科定位中的基本理论问题，
培育设计学理论研究，
以期为设计理论的发展构筑交流沟通的平台。
近年来国内设计领域开始大规模地迅速发展，在这快速而浮躁的发展进程中暴露了不少问题，也让人们意识到对设计批
评、设计审美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基于此，
《名家谈》第一期特邀清华大学张夫也教授，就当代设计批评与设计教育的现状进
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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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工程 设计》：在当前设计学学科群中，工业

细、很具体的学科，笼统地说成是一个东西，这种说法

设计比较强势。传统的艺术设计和工艺美术相对有所

不科学。另外就是关于“工业设计”这个概念本身也是

收缩。您认为这一现象是否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应

这样的，其实工业设计它主要是在机械文明时代，也就

该如何调整？

是说工业时代展现出它的特色和魅力，但是现在我们

张夫也：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比较关注。对于这个

已经进入到电子文明时代、
信息文明时代了。电子文明

问题我们有时候不能把它混为一谈。我觉得工业设计

和信息文明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设计，它是

有它自身的一些特色和研究的范畴，但是工艺美术本

另外一个范畴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考量这些问题的

身也有它的一个特色。

时候，一定要把这些概念区分开，而且我认为他们之间

我其实很反对有一种说法，比如说什么大美术或
者是大设计等。这样的概念把很多本来我们划分得很

也不会出现矛盾或是悖论，他们都应该是非常合理的、
共同的存在，
可以和谐地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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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工业设计，还要强调信息文明、比如信息设计，同

们不管做什么设计，最终实际上就是需要设计来优化、

时还要强调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合理化人类的生活，即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生

的保护研究的发展。它们应该是同时并存，和谐发展，

存环境，还有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和其他生灵

我认为这个状态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之间，就是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要取得高度的平衡，而
且要让它们的方方面面变得极度的合理，这个应该是

《工业 工程 设计》：现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技术是设计界的热门话题。很多传统美术学院出身

我们的设计的一个最终极的目标。
其实不管从事什么设计，叫服务设计也好，叫环保

的设计教师纷纷抱怨知识结构上有盲区，甚至患了
“失

设计也好，绿色设计也好，终极目标无外乎就是这样，

语症”。面对形势的变化，您认为传统的美术学院及其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年轻的学

师资应该做出怎样调整和应对？

者、我们的学生们也要明确这样一个目标，这样的话我

张夫也：现在这个时代完全变了，当今这个信息文

们就会有一个方向，就是当我学习设计、研究设计的时

明时代，或者叫电子文明时代的特征，给设计本身带来

候，就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做什么应该是对的，做什么

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而且特别巨大，因此我们在设计

应该是符合发展趋势的，而知道我们不应该做哪些，要

上也存在着一个转型的问题。然而在我们国家，从设

抛弃哪些，放弃哪些。

计教育的角度来说，大部分的设计专业或者说设计教
育其实是从传统的美术专业逐渐转过来的，所以很多

《工业 工程 设计》：您是国内较早开始注意设计

教师，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教师，本来他们的学术背

批评问题的先驱者，2020 年也曾在我刊组织过《设计

景、专业基础、他们的底子其实都是美术方面的，或者

审美与设计批评》专题，请问您是在什么契机下开始从

说是艺术方面的，他们对设计现在的新形势确实要有

事设计批评研究的？设计批评在设计理论研究领域占

一个适应的过程，
而且要做出必要的调整。

据怎样的地位？

我觉得首先是观念上的重大的转换，不能再以之

张夫也：关于设计批评，在我们国家来说，它展开

前那样的一种理念去教书、去做研究，因为时代背景完

得还是比较晚，而且我们的设计批评跟世界发达国家、

全变了，信息文明带来的效益其实是非常高的，而且它

先进的地区相比的话也是相对比较滞后的。关于设计

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它把很多传统的设计形式、设计

批评、设计审美这个问题，其实最早倡导的也是我。在

理念其实都给推翻了，因此首先要从理念上有一个转

我们国家进入 21 世纪之后，首先是 2001 年，我当时是

换。尤其是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设计教育、设计理

在担任《装饰》杂志的主编，我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一

念，还要对自己之前的一些想法做一个更正和调整，如

篇文章，提倡设计批评，这篇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果不这样做的话，你无法适应这个时代，也没办法教

后来在 2005 年的时候，我们又在大连举办了一个论

学生。

坛，它就是设计批评的一个论坛，这是我们国家（与设
计批评相关的）首届的论坛，当时柳冠中先生也去了，

《工业 工程 设计》：现在，设计界的新理念、新概

当然我也去了，因为我们要参与组织，这个论坛也是收

念、新名词层出不穷，比如，服务设计、社会创新设计、

到了很好的成效。后来在 2010 年的时候，
《美术观察》

参数化设计等。面对这些现象，您作为多年设计理论

专门就设计批评的问题，到我们清华大学，在我的工作

的教师和设计学期刊的主编，对年轻的设计理论学生

室里面进行了一个访谈，我们也非常深入地探讨了一

和教师有怎样的建议？

些问题。到了 10 年之后，就是 2020 年，
《工业 工程 设

张夫也：这个问题现在的确成为一个现象，表现在

计》期刊，关于设计批评这个主题邀约我给组织了一些

方方面面，不光是设计学，所有的学科专业都越来越精

稿件。所以设计批评这个研究，其实对我来说一直没

细化，这个是一个趋势。单就设计而言，就出现了那么

有间断过。

多的设计。这是有利于设计的深入学习和研究的，这

设计批评在设计理论里面我认为它占的比重应该

是它最大的好处。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有那么多的设

很大，它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我们设计的方向，我们

计，有那么多的设计的概念，但如果概括地说，其实我

到底要做什么样的设计，而且这个设计对我们未来的

们设计的终极目标，设计的最高境界是高度一致的，我

发展到底有没有意义。我看到了当时出现的很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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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象，我觉得问题的根源，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批评，做

强调在这里面注入不同于西方的、我们中国的文化精

出设计了大家都说好，大家不敢批评，这样就造成了我

神。中国其实有很多古代的优秀的设计，也有很多很

们缺失设计批评，然后我们设计的方向也就走歪了，也

好的设计理念，而且是紧密地跟我们中国的哲学联系

产生了很多错误的导向。正是由于有这些严重的问

起来的，所以它才能够彰显中国的文化精神。这样的

题，所以我觉得要倡导设计批评，而且设计批评在我们

话我觉得我们的设计就会在世界上显现出我们的特色

的设计研究、理论研究里面非常重要。

来，而且可以引领世界未来设计的发展。
上述问题中提到了一些我们中国现在在设计上出

《工业 工程 设计》：张老师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现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根源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因

今，一直扎根设计教育事业，您认为我国设计教育目前

为我们没有批评的教育。所有的设计出来都是一片赞

存在哪些问题？

扬声，如果说批评也是仅限于私下的议论，但很少有在

张夫也：比如说设计这个概念本身，英语里面说的

正式的场合、会议上，或者是课堂上去展开批评。这已

“Design”，在世界其他任何国家，要用这个词就只能是

经成为出问题的根源了，所以我觉得设计批评的教育

设计，它不会有前置词和后置词。但是在我们国家就

就显现出它的重要性了。那么光靠我们清华大学美术

会有前置词，比如说“艺术设计”，或者是后置词“设计

学院，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就特别希望在全国

艺术”等，我认为在这个方面可以说是理念的转换，这

各地的相关的院校都能够展开这样的教育，这样我们

个也是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才能形成一个气候，然后才能有一个可观的未来。所

另外就是我们的设计教育里面的第二个问题，我

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工业 工程 设计》也做了一些

觉得比较严重地忽略了设计理论的教育。设计有关的

积极的探索，而且很欢迎开设这样的栏目，我觉得这是

专业的院校很多，设计系也很多，但是你到学校去，要

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也特别愿意跟我们的杂志

是问学生有没有上过设计史或理论的课，就很少。现

合作，把事情做起来、做得更好，为我们国家的设计教

在我们的设计教育太注重实践环节，忽略了理论，忽略

育做贡献。

理论以后，就意味着我们的设计教育水平上不去。如
果想上去就必须要抓紧理论学习，提升设计理论方面
的教育质量。
还有在设计教育方面的第三个问题，我认为我们
现在在教育中对我们中国的特色、我们自身的设计，

《工业 工程 设计》：设计是一门实践的学科，因此
设计批评与理论教学最终还是要落到实践环节，那么
我们该如何将设计批评与设计实践相结合呢？
张夫也：研究设计理论、设计美学、设计批评，最终

即文化身份这方面很忽略。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设计教

的目的还是要对设计的实践产生效益，如果不产生效

育当中出现了文化身份的丧失。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益，这个理论其实等于是白做，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

问题，我觉得这些都需要我们努力去调整，去把它扳

为设计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一个专业，所以我觉得

过来。

我们的批评，还有审美，必须要落实在实践上。落实的
方式、方法，我认为首先是要从院校开始，从教师这里

《工业 工程 设计》：那要如何探索出属于我们国
家自己的设计教育体系？
张夫也：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的艰巨的任务，也是

开始。我们的所有任课教师，不管是教设计实践的，还
是设计理论的，在给学生授课或者指导学生做创作、做
设计的时候，本身就要有这样的理念，要告诉学生设计

我们的一个渴望。我们特别希望在我们庞大的国家，

什么样的东西，这个方向有没有走偏，要如何设计值得

能够建立起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我们自己的一个设

称赞的作品，就是让学生要首先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计体系和设计理论的体系，这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

其实我们倡导设计的批评，我始终认为主要是为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

了把握设计的方向。所以说我们人类的法宝，我觉得

我们的文化还有设计也代表着东方的文化和设计，我

就两个：一个是人是懂得创造的，会创造；还有一个很

们在这方面必须要提升，不提升的话是无法在世界上

重要的法宝，那就是人懂得批评。这个“批评”并不是

去竞争的。

谩骂，批评是一种梳理，一种总结，是找出前行的方向、

构筑我们中国的设计体系，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

找出前进的航标，这才叫批评。所以我觉得在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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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设计和创作的时候，就要灌输这个东西，然后要有意

计，而是对设计进行设计，也就是设计的再设计。因为

识地培养他们平时在观察事物、接触设计作品、接触产

我们的设计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的设计自身处在

品用品、接触到这个环境的时候有自己的判断力，要用

一个失衡状态，我们要通过对设计的重新梳理，进而对

批评的意识和审美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作品、看待环境，

设计再进行设计，所以我说的设计生态，是研究设计自

始终这样的话，
对实践就会产生一个直接的指导作用。

身生态的问题。
自然生态是生态学的最初的概念，1866 年德国的

《工业 工程 设计》：张老师，今年下半年您将在

学者海格尔是第一个提出生态学的人，但是那个时候

《工业 工程 设计》期刊上连载主题为设计生态的专

他说的是自然的生态。后来我们把这个范围逐渐地缩

题，可以请您简单谈一谈设计生态吗？

小，就出现了人类的生态，后来又再提出社会的生态，

张夫也：其实设计生态理念也是我在十多年前首

社会的生态底下还出现了文化的生态。在文化的生态

先提出来的，但是在这之前其实我们接触更多的是生

底下除了艺术生态，我添加了一个最新的生态——就

态设计。生态设计和设计生态，这是两个概念。生态

是设计生态。设计生态就是研究设计自身的问题，就

设计好理解，因为我们之前所说的绿色设计、环保设

是说我们的设计并不平衡，我们要根据时代的进程随

计、低碳设计、可持续发展设计等，都是属于生态设计

时调整它，让失衡状态走向平衡，让一个混乱状态走向

范畴的，但是我提出设计生态有很多人不明白。我所

一种协调和谐的状态，应该是研究这个问题，做这方面

说的设计生态是什么意思呢？它不是对生态进行设

的探讨，
这才叫设计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