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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省政府特聘井冈学者，景德镇陶瓷大
学艺术文博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江苏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名誉院长，澳门科技大学
特聘博士生导师。
《中国工艺美术全集》编委、督导；国卷·理论卷主编；
《陶瓷研究》杂
志、
《艺术与科学》丛刊主编。
李砚祖教授长期从事艺术创作与教学、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艺术、工
艺美术历史及理论；中国画学历史及理论。截止到 2020 年底，共出版作品专集、著作
30 余部，发表论文 200 余篇。2003 年获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清华大学教书育人奖；2002 年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二等奖各一项；1995 年获
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993 年获北京市高校优秀教学
成果一等奖，
北京市高校青年骨干教师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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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史论研究与当代设计
Research on Theories of Design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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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学研究的任务，一方面是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引导设计实践和设计产业的发展、解决具体设计领域重大的现实问题，
另一方面则是从事基础史论研究、建设设计学学科的理论体系、与学术界其他的兄弟学科门类进行平等的对话。前一种研究
隶属于对策、实务性应用研究，后一种则属于基础理论研究，两者不可偏废。基于此，
《名家谈》第二期特邀清华大学李砚祖教
授，就设计史论研究与当代设计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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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工程 设计》：李老师多年来一直在从事设

1956 年建院一来，就十分重视史论研究和教学。80 年

计史论的相关研究和教学，那么设计史论教育目前是

代以后全国的设计教育可以说大面积地铺开。现在全

怎样的发展现状？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前景？

国 2600 多所高校中有将近 2100 多所高校伴有设计专

李砚祖：要谈中国的设计史论教育，首先要从中国

业或者院系，这么庞大的教育体系在整个世界上都是

的设计教育开始。中国的设计教育从 20 世纪上半叶

前所未有的，也是数量巨大的，它超过了世界各个国家

就开始了。1949 年以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建立标

设计教育体系的总和。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

志着第一所专业的设计院校的诞生。在 80 年代初，中

口数量是世界第一；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

央工艺美术学院就建立了专业的史论教育体系，就是

发展都需要大量优秀的设计人才，这是我国设计史论

史论系，当时从事的实际上就是工艺美术史论。但其

教育的一个基础。

实在工艺美术史论系建立之前，整个的工艺美院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设计史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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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随着专业、办学水平的提高，也逐渐在相关院校得到

把图案理解成纹样，但这在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是

了重视，在很多有条件的地方都开设了设计史论的课

不对的。当时工艺美术是一个大的概念，那么怎么去

程，包括西方设计史等课程。与设计史课程开设相比，

做工艺美术？也就是说怎么样做设计呢？当时有一

设计理论的建设要弱一点。与开设设计史课程的院系

个图案学，就是学习怎样画图案，就像现在要上各种

相比，开设设计理论课程的院系极其少见。有两个原

课程，要上设计的制图课，要上设计的模型课，这些课

因，其一就是理论研究和从事理论教学的师资队伍缺

程在那个时候就叫图案，这是设计理论研究的第一个

乏，其二是设计理论研究的难度比较大。因为对于设

阶段。

计史研究而言，我国有相当多的资料可以考据，而完整

第二个阶段，就是 1949 年以后，一直到 80 年代。

的设计理论，它需要完全依靠借鉴中外古今，以及其他

可以说，一直到国家把工艺美术专业与现代设计分开，

人文学科的一些知识，来重新建构。在这方面，建筑学

单独设立艺术设计，或者叫设计学这么一个学科。在

做得比较好，而我们设计学的设计概论的课程，在整个

这种情况下，工艺美术就变成手工艺，变成特种工艺的

中国设计教育当中，开设得不算多。实际上，在我看

专指名称。中央工艺美院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有个专业

来，除了将设计史作为设计专业的基础课程之外，设计

叫商业美术，实际上就是视觉传达设计，也就是现在的

理论也应该归属于概论性的课程，它对于启发人们的

平面设计，或者叫装潢设计。还有工业产品造型设计

思维，提高人们的理论素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设

专业，与现在的工业设计本质是一样的，只是名称不一

计理论，包括设计概论也好，设计导论也好，它要解决

样。可以说，1949 年以后到 80 年代，这么一个阶段，是

的问题不是怎样做设计，而是要回答为什么设计，这样

工艺美术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当中，延

一个带有哲理性的问题。这方面可能还需要继续努

续着第一个阶段，
图案学的理论，
即工艺美术的理论。

力，但我相信将来开设这门课程的学校或院系会越来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工艺美术理论可以说构建

越多，
大家也会越来越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了自己的一个体系和框架。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工艺美
术。什么叫工艺美术，就是实用与审美集合的造物，这

《工业 工程 设计》：请您简单阐述一下中国设计
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
李砚祖：从学科的角度来看，设计研究是随着设计

就是工艺美术的基础理论。这个与建筑学的理论本质
是一样的，实用、经济、美观，这三个特点，工艺美术理
论也是这样。

教育的开展而开展起来的。中国的设计教育现代名称

那么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也就是进入 90 年代，到

叫现代设计，或者叫艺术设计，或者叫设计学。而它作

1998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把工艺美术跟现代设

为一个专业学科或者专业名称，是从 19 世纪末期开

计分开，诞生了设计学这一独立学科，到 2011 年，艺术

始，以工艺美术或者美术工艺这个名称引入中国来

学作为一个门类，设计学从此成为了艺术学门类当中

的。在 19 世纪末期或 20 世纪初，日本把发展工业改良

的一级学科，这标志着设计理论研究进入了第三个阶

制品要进行设计这么一个学科，叫工艺美术或者美术

段。就我来看，这三个阶段，理论研究的主旨和理论研

工艺。而当时中国一批学者留学西方和日本，其中留

究的核心内容是没有变化的，不会随着名称的改变，它

学日本的学者，把这个概念引入了中国。当时引入的

的内容有所改变。就像我们探讨一个人的本质一样，

工艺美术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现代设计的早期名称，

并不因为社会变迁了，人的本质就变了，人跟动物的区

直到今天，虽然名称变了，但它的本质不变，它的目标、

别，就在于人不会因为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任务不变，因此，可以把我们的设计理论研究分成这么
几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工艺美术理论研究阶段，在二十世纪

《工业 工程 设计》：设计史研究发展至今，是不是
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我们就有包括图案学、图案

李砚祖：中国有一部分学者也在着力研究中国设

法 ABC 之类的课程，当时的图案也是工艺美术下的一

计史。从中国设计史的发展来说，过去人们将其称之

个学科名称，它是小于工艺美术的。就像现代设计要

为工艺美术史，实际上，中国的工艺美术，或者说中国

画设计效果图和做立体模型，当时的图案也包括两个

的设计、古代设计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是人类设计史上

方面，一个叫平面图案，一个叫立体图案。今天人们都

的典范。包括陶瓷、青铜器、玉器、丝绸等，过去工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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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史当中写的那些东西，都是中国古代设计的精品，都

自己的特色。第一个特色，中国的学者从工艺美术理

成为了世界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就奠定了中国

论开始就建构了自己的体系，设计理论也不例外，我们

设计史研究深刻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

的设计理论体系与西方相比更加完整，我们的设计理

过去设计史的名称主要叫工艺美术史，虽然工艺

论包括过去的工艺美术概论，到现在的设计概论、设计

美术史有相当多的学术成果，但是用工艺美术史的研

学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设计概论相关著作已经超

究来代替中国设计史的研究，有非常多的缺陷。因为

过 100 种，这些都是中国自己的老师在教学当中撰写

它的角度不一样。工艺美术史的研究专注于这个器物

的设计概论、设计讨论或者设计学之类的著作，这种著

的造型和装饰以及使用，而设计史要从设计的角度，去

作在西方是找不到的。这个可以表明我们有一个比较

研究这个器物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它是用什么方法去

完整的体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研究的一些方

做设计的，他会从设计的角度去解析造型装饰。这就

法和理论基础，来源于中国的艺术哲学、哲学，也来源

给设计史学者带来了新的任务，即要建构一个新的视

于当代西方，可以说，这是最前卫的人文学科形成的理

角和新的历史研究的方法。从早期中国设计史的研究

论和方法。那么中国学者在建构自己的设计学理论体

来看，我国的设计史基本上是把工艺美术史换了一个

系时，广泛、迅速地吸收了这一方面，把它中国化，并运

名字，因此当你翻开早期的设计史，虽然用的是中国设

用在设计理论的建构当中。因此国内探讨的一些问

计史，但是它还是一种传统的工艺美术史的视角。虽

题，与西方学者相比可以说是同步甚至是超前的。比

然这种现象还没有得到彻底扭转，但是现在大家已经

如说，我 2013 年在中国中部设计国际研讨会上做的一

基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西方学者也希望中国学者能

个主旨发言，就是设计的政治学，而西方真正出现设计

够写出真正代表和反映中国悠久设计历史的设计史专

的政治学的讨论和著作是在 2015 年之后。我们之所

著，这也给予中国设计史的学者、老师一个义不容辞的

以能够敏锐地发现这个问题，正是在于中国设计理论

责任，
那就是写出属于中国自己的设计史。

的特色。只要认真地去研究中国的古代设计就会发
现，比如著名的王孙满问鼎，鼎是什么？鼎不仅是一个

《工业 工程 设计》：设计理论领域近年来有什么新
的发展？它现在是否也存在一些需要去改变的问题？

造物，它还象征着国家权力，鼎的大小，鼎的使用，包括
天子用九鼎，这些东西都是政治性的。实际上，中国自

李砚祖：设计理论研究实际上是与设计史研究相

古以来，造物除了实用、审美，其政治性、社会性的意义

辅相成的。设计理论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与设计史的研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要从历史的角度去

究不同，但是它是建立在设计实践和设计历史研究的

看。而从现实的角度也能够发现，中国的航天飞机、航

基础上的。设计理论之所以形成，来源于对设计实践

空器，军事科技的高度发展，其中涉及到的一些设计相

的历史总结和经验的上升，一切理论都是实践经验的

关的环节，这些设计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具有很强

总结和上升，设计理论也不例外。中国设计理论研究

的政治性的，因此我们就能够发现这个问题。但是西

的发展，第一是因为中国有强大深厚的历史传统基础；

方现在出版的有关设计政治学的著作主要是围绕平面

第二是因为全国蓬勃发展的工业生产基础，以及设计

设计来谈的，国内这方面的认知可能就比西方要更早

实践、专业教育基础，这是两个基础。从设计理论的构

一些，
这是中国设计理论的第二个特点。

成来看也包含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设计实践的经

整体来说，中国设计理论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

验总结和上升；第二个则是由于设计学属于艺术学，所

建构了自己的体系，第二个是跟西方学者在研究的广

以有艺术哲学范畴的知识构成；第三个就是设计学人

度和深度上，可以说是平行的，甚至走在前面。当然，

文学科的性质。总体来说，设计理论，包括设计批评，

我们也有自己的不足，一个就是我们在与西方学者交

它涉及到这三个方面，它的理论构架、知识来源、知识

流的时候，还没有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好地推广出去，

体系，都来源于这三个方面。具体来说，第一个方面，

他们有的时候都感觉很惊讶，因为他们得不到我们的

实际上就是设计实践和设计教育；第二个方面是来源

这些信息。因为我们从事设计史论研究的学者，可能

于人们对艺术的认知和对艺术哲学的把握；第三个方

在外语翻译方面还比较薄弱，我们更重视把西方的设

面就是人文学科的方法、知识体系。

计研究的著作翻译成汉语，但如何把我们的东西翻译

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中国的设计理论总体来说有

成外语走向世界？这是将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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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工程 设计》：现在都提倡“非遗传承”，有不

方在设计史，以及一些设计基本问题的探讨上，有很长

少设计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设计灵感，这对于设

的历史。比如谈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设计是什么，中国

计史的发展是否有推进作用？

学者如果说不了解西方的说法和观点，只是自己夸夸

李砚祖：非遗在世界上是一个很早就提出来的概

其谈，往往就显得闭塞，没有基础。只有知己知彼，才

念，比如日本在 19 世纪下半叶就提出了一个“无形文

能有自己的发言权，因此翻译西方的设计学方面的著

化财”的概念，这实际上就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20

作，无论是西方设计史，还是设计理论著作，是我们必

世纪上半叶，日本也制定了很多相关的规划、规定，也

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实际上从 80 年代开始，中国的一

形成了一些制度。而在世界范围当中也有一些相关的

些学者就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 80 年代中央工

保护组织，如联合国科教文遗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艺美院的辛华泉教授，江南大学的张福昌教授，东华大

等。而中国则是在 2005 年 5 月，国务院颁布了保护非

学吴静芳教授，湖南大学的何人可教授等，都翻译了大

物质文化遗产的文件，同年 12 月，国务院也颁布了一

量海外的设计学著作。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王受之

个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文件。而且中国也加入了世界

先生翻译，或者说撰写的西方设计史。

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组织，在这方面有好多经验教训

关于西方设计史论的原著，我也一直非常重视，所

可以吸收。我记得中央电视台九频道，曾经报道过，从

以在重庆大学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都出版了

2007 年到 2012 年，中国地面上消失的，不可移动的物

很多相关的书籍。最近十年，在江苏凤凰出版集团出

质文化遗产已经达到 3 万处。这个是在我们颁布了保

版的一套设计理论丛书已经出了大概将近 20 种，这些

护条例以后，随着城市开发而消失的，这是物质文化遗

著作对于我们深入研究设计史和设计理论都是非常重

产。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从设计的角度来讲，主

要的，因为我发现很多中国学者，包括我们的学生，正

要是指的工艺技术、流程、方法。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领

是由于对这方面缺少研究，或者知识不足，在讨论有关

域的，比如音乐、民间传说、习惯等，这些都属于非物质

设计相关问题的时候，停留于口号阶段，大而无当。西

的东西。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遗产，它是文

方学者虽然没有完整的一个设计学的构架体系，但是

化遗产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国有 5000 年悠

他们对设计专业的一些专业问题，包括设计史的研究、

久的历史文化，那么这些历史文化具体体现到什么地

设计史的方法，对于设计史的批评，对于设计问题的探

方呢？除了文字，除了各大博物馆收藏的文物，有很大

讨等方面都走在我们前面，可以说，我们必须吸收他们

的一部分体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中，比如过春节等，

的研究基础。我感觉遗憾的就是在国内缺少一个对话

这些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基础，相当多的研究者因为缺少与西方探讨的知识

设计领域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比如过去

储备，就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那他的设计就是口号，

这个器物的制作方法就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只

空的东西。这对于中国设计教育、设计发展和理论体

是角度不一样，研究设计史在一定意义上要研究设计

系的建构都是需要克服的一个问题。

的非物质文化史，而不仅仅是物质文化史。过去的工
艺美术史只看到器物，看不到器物之外的东西，那么非

《工业 工程 设计》：国内设计实践相比国外来说，

物质文化史，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提示人们要注重

可能还是相对比较滞后的。您认为为什么会存在这样

保护这一方面，比如老工匠的口诀、技艺，有很多技艺

的问题？又该如何进行改善？

为什么失传呢？就是因为大家在做的时候，利用各种

李砚祖：设计包含的面很广，比如平面设计、服装

材料，有各种程序，消耗了时间，到最后东西完成了，技

设计、工业产品设计、环境设计、室内设计等，那么从工

术却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器物的完成，没了，那个没

业设计来说，它主要是一个实践性的东西，它的发展建

了的东西就是非物质文化。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

立在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基础之上的，国家工业生产

于我们设计研究、设计史，对于我们设计教育来说都是

技术处于多高的水平，那么设计水平就与此相对应。

非常重要的一环，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环。

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是不可能有很好的工
业设计的。中国的工业基础经过改革开放，再到今天，

《工业 工程 设计》：国内有不少西方设计理论研
究的译作，这对于当代中国设计理论研究有什么意义？
李砚祖：从学科来说，设计学科是从西方来的，西

虽然已经成为一个制造大国，但是离先进国家的工业
制造水平还有一段距离，因此我们的设计、工业产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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