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盛开的鲜花那种非凡的美不能再穿透一个人头脑中的黑暗或者是固执

想法时，这种头脑与这个世俗世界的联系就已经危险地磨损了。

世界性的关于花之美的历史性的一致意见，对于我们来说，显得完全正当、

无可争议，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在大自然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东西，它们的

美用不着我们去发现，就更显得是如此了：日出、鸟类的羽毛、人的脸和身材，

还有花。

—迈克尔·波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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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的价值

虽然我们取了“商业如何制造审美”这句话作为副标题，但我们并不想

探讨形而上的概念，这是一句结论，它是开篇中的两个故事向我们寓示的：

1、越来越多的商品被制造出来，如何脱颖而出？

2、人的力量总是有限，发现，然后满足或者提升这个“有限”，就是在

创造一种人类力量之美。

我们在探讨这个结论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几个朴素的道理：

1、差异化导致美的产生；

2、商业生产与差异化之间互为因果，最终导致影响对美的判断。

这期“单行本”来自于我们每年都会推出的“这个设计了不起”—选

出当年最好的设计产品。所以在这本册子的后半部分会看到我们和推荐者共同

推选的产品，而前半部分，我们遵循的是这样一个脉络：好设计的标准；商业

如何更好地利用公司这种组织创造出新的或者趋向于好的设计和产品；商业具

备一种反馈机制，它包含了诸如从需求的判断中获取资本的认同、从市场中赢

得用户的支持而得以不断优化、从更多的认可和市场占有率中获得美誉度；而

最终的价值体现在我们提到的“人造水母—人工心脏”的转换；激发这种想像

力和创造力，是商业的一个重要贡献。

美确实是一个复杂概念，它与人类最基本的情感需求息息相关。而商业

一向以其中产阶级趣味、粗鄙、量产、抹杀个性而为人所诟病，将它们联系起

来有的时候会让我们产生困惑，我们是否在做一个正确的合乎“美”的推断？

最后可能还是那个“人造水母”让我们豁然开朗：差异化并不单纯导致过度需

求和单纯的制造竞赛，更重要还在于它所带来的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不一样的

解决方案，它是人类一直梦寐以求的一种力量的延伸。

 还是我们在这个“单行本”中所表达的，它可能也在并非有意中涉及到

了美的核心：美究其根本还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臣服于它，

有的时候我们希望超越它。

伊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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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亨利·福特还沉浸在 T 型车的巨大荣耀之中时，世界已经变了。

在 1920 年代初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还只生产一种乘用轿

车，它们的最著名的广告口号也未曾改过：我把你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

这个世界因为有了汽车而重新定义了距离和时间，也重新定义了人的生活。亨

利·福特是这个汽车和这种生活的创造者。

但世界已经悄悄变成了小艾尔弗雷德·斯隆的世界。他没有亨利·福特

那种使命感—是便宜的 T 型车改变了美国，小艾尔弗雷德·斯隆坚信的一点

是，汽车将变为一种个性化的消费：

汽车会代表人的品味和身份；

人们将会以更快的频率来换他所喜欢的新车；

人们的第一辆车并不一定是便宜的 T 型车，而是淘汰下来的二手车；

当人们的购买力不够的时候，他可以通过汽车金融贷款来解决……

小艾尔弗雷德·斯隆天才地创造出了两个概念：汽车贷款，年度汽车。

世界的变化从他所服务的通用汽车内部开始。一个叫哈利·厄尔（Harley 

Earl）的好莱坞定制汽车设计师刚刚成为通用的汽车设计顾问，并协助斯隆成

立了“艺术与色彩部”—让汽车成为今天你所看到的样子的数百个创新，包

1
斯隆的年度汽车和 Jan 在非洲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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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汽车尾翼和曲面挡风玻璃，都诞生于此。

在哈利·厄尔的帮助下，斯隆每年都会推出一系列“年度车型”。它们

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先进的工艺技术和外观设计、在价格上具有竞争力、能满

足零售客户的要求，并且，还得“在具有通用汽车应有的样子的同时，彼此之

间有清晰的区别，在价格上还能互相补充”。

这就是让美国汽车市场由功能向消费者主导转变的“年度汽车”计划，

斯隆借此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流行，汽车不再仅仅满足基本需求，最终成为身份

识别的标识。

2006 年 12 月，Jan Chipchase 来到乌干达，当年他服务于诺基亚，是一

个人类学家。在乌干达，他发现当地一个村子往往只有一个人拥有手机，而这

台手机的功能远远超过他的想像。在外出差的村民会把汇回家的款项以预付款

的形式存入手机拥有者的通讯账户，手机拥有者在当地把这笔钱提出来，在抽

取一定比例的佣金之后，把现金交给这个村民的家属。这个叫 Sente 的服务，

实际上就是最初始的银行。Jan 在他的博客上贴出了那部诺基亚 1100 手机和边

角已经残破卷曲的账本照片，并附带解说了诺基亚团队此行的研究课题：原本

为私人用途设计的手机被共享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案例被放入了 Jan 的 2007 年 TED 演讲里。那场名为《手机人类学》

的演讲展示了这个设计师遍布全球的调查线索：中国吉林街头在摩托车上摊开

一块木板、用螺丝刀和牙刷修复并清理手机的摊点，印度德里茶摊伙计手腕上

刻有耐克明星名字的橡胶手环（“他们素未相识，但你可以看出人与人之间的

连接方式”）以及把手机号码当作门牌使用的乌干达村民。Jan 给出一个又一

个你从未听说的画面，抛出一个接一个类似于“如何从中找到未来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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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人类彼此识别的方式”等问题，却又不急于给出回答。如果不了解这

个人的背景，你很可能会问出那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诺基亚会派他到这样

一些地方，他会为诺基亚做什么事？

把 Jan Chipchase 的诺基亚和小艾尔弗雷德·斯隆联系在一起的，是设计。

斯隆要做的事情并没有这么不可触摸。通用每个“年度车型”系列都会

提前两年研发，黏土模型之后是工程结构设计，颜色和车内装饰则被放在最后

一步，以便紧跟当时消费潮流。在鼎盛时期，哈利·厄尔手下曾有 1400 名外

观设计师，新锐的外观设计方案则随时都在增加。

哈利·厄尔和斯隆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工程师替换成一群设计师。

有目的的设计、制造潮流，让人觉得这一款新车是“适合”的，是“美”的，

继而消费。就是它成为战胜行业缔造者亨利·福特的法宝。

如今消费社会充分发展之后，斯隆当年面对的市场已经复杂千百倍，哈

利·厄尔扮演的顾问角色现在已经由 Jan Chipchase 这样的专家来继承—

Jan 在博客上给他 2010 年底之前的工作做了一个解释：我曾在诺基亚洛杉矶

设计工作室担任长达 10 年的战略分析师，并在诺基亚东京研究中心担任首席

科学家。我的专长是带领一支设计师、心理学家、用户体验专家等组成的团队

开展实地调研……这项工作的困难之处是用获得的数据来启发他们的思考方

式，并将研究成功转换为巩固未来事业发展的产品、服务和核心知识资产。

换句话说，他研究“现在”，但为“未来”而设计。

他要告诉给他的雇主的是，未来人们需要什么。这也是 Jan 跟我说起，

就在几天之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的主席来找他，咨询的问题正是，

“这个世界未来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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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个人这个问题都有不同含义。对于一个商业世界的公司来说，就

意味着未来的需求、市场和盈利。

Jan 现在是设计咨询公司青蛙（Frog）的执行创意总监。这家公司刚刚把

Design 这个词从它们的英文名字中拿掉—他们不希望客户认为自己仅仅是

一个设计服务提供商，而是一起提出创新思路的伙伴。

“我们有两种任务，一种是设计，意味着你得提供实物给你的客户；另

一种是研究，我们提供的是洞察力，帮助客户更好地理解市场和趋势。是的，

没办法给出现成答案，但我们会促进他们改变思维方式，改变信息结构。”

说得简单一些，也是更好地提供未来人们要什么。

斯隆的年度汽车至今依然是汽车业的重要商业模式，未来人们要的，人

们会觉得“好”的，或者说“正确”的，就是未来本身。

我们这一次所要解答的也正是这其中的诸多问题：好设计是什么，好设

计如何诞生，好设计如何变成一个好产品，以及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个成功的

商品，它如何成为大众审美，它的实质就是：商业如何制造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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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和“正确”是一回事，但“美”则通常被赋予更多的内涵，更不

要提关于美的定义如此众说纷纭。当你面对一个问题很茫然的时候，用一些感

性的手段来衡量可能会更好一些，比如有哪些“美”是被公认的。

我们能够脱口而出的，可能有米洛斯的维纳斯雕像、巴赫的音乐、修建

大坝前的三峡、一只猫、大海和日出……

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所列出的“2012 这个设计了不起”显然

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今年已经是《第一财经周刊》“这个设计了不起”评选的

第三年，我们请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如果按照他们的居住地看，是纽约、伦敦、

香港、北京和上海）独立设计师、设计公司、时尚买手和博主等人士推荐他们

眼中有价值的 2012 年的设计作品。他们来自工业设计、家居设计、首饰设计、

景观设计、平面设计等不同的领域，同时保持对整个行业以及对生活变化的敏

感度，他们很清楚“好设计”的界限在哪里。

在他们推选出产品之后，再经由《第一财经周刊》来确定获胜者—获

胜是一个不准确的概念，更贴切的说法可能是，它们被定义为“了不起”。

但即便如此，还是不能相提并论。我们可以换个思路来看。

第一是美的相对性，还是拿汽车为例。你可能天生就对这种吃油的“动物”

2
香蕉、猎豹和自然教会我们什么



这个设计了不起14

抱有排斥心理，这种“四个轮子 + 两个沙发 + 一个金属壳”的玩意不会让你把

它跟美建立起关联。但斯隆不会这么看，当有两辆汽车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哪

个更好一些？”你可能就会产生不一样的判断了。好吧，有流线型的造型、有

宜人的金属光泽、并且还有一个强劲的发动机的那一个让你感觉更好，它会让

你产生“快”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很可能就会说：噢，相对来说，它更美一些。

第二，我们可以再看一下，那些“公认的美”是如何打动你的。

巴赫，美的音乐，他的韵律之中有严谨的数学属性，平衡、稳定，展示

了一种和谐之美；

三峡，让人震撼的物理景观，它超越普通人的想像力，完全得益于自然

界强大力量的鬼斧神工；

大海和日出，海天一色带给人的感受是包容、辽阔、纯粹、宁静等等；

米洛斯的维纳斯和猫，它们代表了健康的肌体（虽然雕像已经丧失了手

臂）、生命力；

……

这些公认之美总是能与一些作用于你情绪、感受的基础体验建立起联系。

如果我们再回头看一下我们的那些“了不起”的产品，在推荐者的推荐理由中，

我们也能从上面提到的这些公认之美的原因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和谐 —“这个建筑能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即使是混凝土的墙

面，也处理得跟流水流过一样。它实际上接受了自然提供的限制”—AV 

House—这是为树林环境设计的房屋，仅仅使用重复的立方体混凝土结构，

建筑师没有绕开那些树，反而让树从房屋中穿插而过；

简洁—“我喜欢这些是因为，哲学概念通常难以想象得复杂，而设计

师却能用非常简单的方式表现出来”—伦敦设计师 Genis Carreras 的哲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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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系列—即便不懂英文的人，在了解它的背景之后也能判断出它的每个图案

设计所要表达的那种微妙的感觉；

想像力—“人们总是以为气垫可以让人跑得更快，其实只要让脚得到

完美的保护，大自然设计的功能就能完美地发挥出来。为什么不能像穿袜子一

样穿一双鞋呢？”力—耐克 FlyKnit 鞋力—这是被设计师誉为“可能会改

变耐克产品战略”的设计，它提供了一种直达本质的思维方式。

美有共识，而产品未必。产品设计师，尤其是工业设计师，会强调“美”

不应该是设计中优先考虑的问题。设计师想的应该是如何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提高性能，他们会说，“如果没有这些，外观的美仅仅是装饰而已”。一位接

受采访的设计师甚至把一些服装或者家居类产品的设计师排除在“设计师”概

念之外，“他们只是装饰者（decorator）”。

不过，反对的意见则同样很简单，那些好的设计产品，一定带有美所提

供的愉悦。硅谷投资人保罗·格雷厄姆在《黑客与画家》中解释了工业设计与

美感的关系：

“如果你是个设计师，并且你不承认有一种人们共同认可的东西叫做

‘美’，那么你就没办法做好工作，如果品味只是一种个人偏好，那每个人都

是完美无缺的：你喜欢你自己看上的东西，那就足够了。”格雷厄姆有个辩证

的说法，好设计一定是美的，如果你认为一个设计不错，只是看起来不够美观，

那一定是因为这个设计还没找到最恰当的表现方式。

所以，这第二条可以总结为，对于工业产品来说，美是一种内在的追求，

它不是出于张扬的目的，只是它会去贴合美的要求。就像巴赫不是数学家，但

他的音乐就是具有一种数学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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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Chipchase 在青蛙设计的同事 Mario Van der Meulen 向我展示了他认

为一切完美设计的灵感来源：一根香蕉。

他很顺利地在我脸上看到了“你在说什么”的表情，并哈哈大笑着解释

说，类似的表情也曾出现在他的脸上—当这个理论的创始人、他的前老板提

起的时候。但他在真正理解之后每次都能在这个理论中找到新的启发。Mario

在白纸上勾出一个香蕉：“即便我把它涂成红色，你也不会认不出它是一根香

蕉。很多人希望自己的产品带有强烈的视觉识别特征。现在你来看看这个。”

他在纸上画下一个框，框靠近底部的地方有个空心小圆。“你会认为这是

iPhone，我说这是 iPad，但不会有人说这是三星。”

Mario 带着这个香蕉理论在全球十几个地方做过演讲，他在长达 80 多页

的 Keynote 文件里，记录着香蕉的各种“产品属性”：不仅易于识别，还不需

要额外的包装和农药（香蕉皮具有防虫效果），形式即功能—你从任意一头

都可以打开，并且不需要任何工具……所有这些成为 Mario 解释好设计的起点。

“这是一个至为简单的产品，你已经不能从它身上拿走任何多余的元

素。”Mario 说：“当你做设计的时候，加法容易，但减法总是很难。”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工业产品与审美之间的内在联系。设计师对“解决问题”

的执着背后其实都是在寻找更自然的解决方案，去除前人设计中不必要的矫饰

部分，让使用体验更接近于本能。正如丹麦设计师 Timothy Jacob Jensen 回答

“如何判断一个好设计”时说的：“你知道怎么判断好吃的食物吗？你需要别

人教你什么音乐好听吗？一个真正好的设计不会让你有疑虑，它足以唤起你的

好奇心。”

另一个更接近产品设计层面的相似例子，是保罗·格雷厄姆说的猎豹。“人

们为什么会觉得野生动物非常优美？原因就是它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在外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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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有多余的部分了。”格雷厄姆认为好设计是艰苦的设计。

艰苦让猎豹最终有了令人惊叹的美感，它身上的一切都存在得出于必要，

并且以最合理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若非如此，这只猎豹就没有能力存活在这自

然界之中。

这是自然对设计者的启发，如果你无法判断什么是美的，不妨去观察一

下自然。一切自然之物都符合德国工业设计师戴特·拉姆斯的设计信条：“在

最理想的状态下，产品本身具有自我说明的能力，而且能节约使用者研读那乏

味的操作手册所花去的大量时间。”

戴特·拉姆斯以挑剔出名，他总是在追求产品视觉上的和谐与平衡，以

及使用者体验的相关细节。这种风格不仅让他成为 20 世纪最有名的产品设计

师，也影响了包括苹果设计总监乔纳森·艾维（Jonathan Ive）在内的年轻一

代设计师。拉姆斯在 1978 年为博朗公司设计的 ET44 计算器，其按键设置的理

性网格排布和对色彩的谨慎使用，激起了人们对按键的直观理解。正是这种气

质使得诺基亚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移动电话制造商—直到苹果取消那些物理

按键。而 Jan Chipchase 为诺基亚所做的用户调研，也是为了确定产品符合自

然使用习惯的特性。

让人更自然地使用产品，这是猎豹和香蕉给予设计师的启发。而商业所

做的，就是使用公司的创造力，让自然延伸，向自然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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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来看看商业制造美的第一步：商业如何组织内部的力量呈现一

个好产品。

石器时代，人们开始使用尖锐的石头来打开坚果、划开鱼腹以及打猎。

后来他们为石块安上了手柄，斧头一类的工具诞生了。再后来，人们发明了杠

杆、滑轮、齿轮、蒸汽机……你可以把这条脉络看作人类力量的延伸。作为地

球上的脆弱物种，人类没有利爪，但他们可以找到尖锐的石头；不够力大无穷，

弹跳能力也相当一般，但力臂和力矩成了最好的帮手。那个在某根木棍上绑上

石头的人，就是最伟大的设计师，他创造性地使用了工具。

在设计师和工匠合二为一的时代，他本身就是最有力量的人，而一个有

柄的石斧，也是人类制造的最美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达·芬奇作为文艺复兴

时期的代表空前绝后的原因所在：在此之前，一个人的创造性是可以建立美的

应用，在此之后，艺术的归于艺术，设计的归于设计。

这也能够呼应，我们前面提到的采访者为什么会将 Designer 和 Decorator

区分开的原因—个人审美对于商业时代的产品设计（既包括工业产品，也包

括服装家居设计）当然有所影响，某个天才可能还会迸发出达·芬奇式的创造

力，但如果要为美的产品创造价值，那就要靠一种整体的力量了。

3
好的吸尘器和人造心脏应该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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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戴森（James Dyson），这个英国工程师兼设计师的创业过程是

所有工业设计教科书里“失败是成功之母”的经典案例。当人们说起“他为了

研制出一个表现出色的吸尘器曾经制作过 5127 个模型”的时候，大多数注意

力都被放在戴森本人的惊人意志力上，好像他的面前有一幅精细蓝图，每做一

个模型，就更靠近蓝图一些。 

事实的真相是：除了对现有家用吸尘器的不满，詹姆斯·戴森本人并没

有确切的概念应该把吸尘器设计成什么样子。

“当你开始设计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其实没有什么概念，只知道你自己

必须解决问题。你开始建立模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如

果你不这么干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存在。有些时候一个问题的解

决会让你豁然开朗，有些时候你需要回到最初的起点，推翻重来。我会把这个

叫做错误思考，它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它有时候提供给你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

戴森说，整个过程花费了他 5 年的时间，到 5127 个原型机的时候，他得到了

相对满意的结果：吸头能准确有力地吸入脏东西，机器释放出的空气也不再混

杂微尘。但进一步的研发并没有就此停止。

当我看到那台著名的 5127 原型机的时候，老实说，我被它的简陋吓了一跳。

那些用来固定各个部件的白色粗胶带还裸露在外面，土黄色的底座上插着一个

巨大的类似麦当劳圆筒冰淇淋的东西—只不过没有冰淇淋那个部分。但正是

那个圆筒状的部件，让戴森在吸尘器内部实现了气旋式的空气流通方式，它神

奇地把灰尘降至底部灰尘收集器，而干净的空气向上排出。相比一般的吸尘器，

戴森的产品克服了因为尘袋渐满而吸力减弱的问题，更进一步，他拿掉了尘袋，

取而代之的是透明的塑料灰尘收集器。

31 年以后，戴森公司成为英国最具创新力的公司之一，申请专利数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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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劳斯莱斯公司，全球员工数量将近 4000 人，而位于英国 Malmesbury 总部

的研发中心，拥有 1536 位科学家和工程师，年收入大约 100 亿元人民币。

你一定还记得哈利·厄尔带给斯隆的那些设计师。和当年的戴森一样，

工程师同时兼任了设计师的角色。“我认为设计就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

思维方式，无论是技术，还是质量，还是材料，还是使用方法，还是颜色和造

型。我每天都和我们的工程师讨论这些东西。”戴森对我说，他快速地在最新

款吸尘器上更换各种吸头，向我演示戴森的最新技术，如今气旋装置已经缩小

数十倍，并以十二个左右的形式集成在吸尘器内部，看上去像一朵莲花。

戴森公司的产品超出了你对一般家用电器的审美。它们使用金属蓝紫和

明黄这种大胆的颜色，且没有试图用一个圆润的外壳掩盖机器内部的结构。“一

般公司总是需要市场部给出调查简报，设计部门再制造模型，技术部门再配合

支持，但技术是戴森的核心，每个新产品都是伴随新技术的成熟而推出的。我

们专注于产品的功能本身，如何让它更有效地工作，而功能最终决定了产品的

造型。”戴森资深设计工程师 Andy McCulloch 告诉我，真空泵之所以看上去

像一朵花，并不是一种虚张声势的装饰，而是它的工作原理使然。很多产品的

制造商试图把产品的内部结构掩盖起来，“但我们选择让用户看到它，因为我

们以此为豪—尽管这听上去有点极客兮兮的”。

基于同样的逻辑，戴森决定把机器收集灰尘的过程也“暴露”给使用者。“你

知道，当我把我的吸尘器给一个大型零售商看的时候，他们最大的采购总监

说，要是顾客看到那些灰尘，你一台真空吸尘器也卖不出去，它们太恶心了。

但我决定忽视这个问题，我自己在研发的时候觉得看到灰尘是一个很有趣的

事情。”

这个决定事后被证明大受欢迎，“看到灰尘”反而成为使用者感受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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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力的依据。讽刺的是，当 1993 年戴森第一次推出他的吸尘器的时候，欧美

零售商怯于接受，所以第一个销售市场被放在了日本。但 18 个月后，戴森吸

尘器就成为了英国最畅销的清洁家电。

设计史学家彭妮·斯帕克（Penny Sparke）在《大设计》里这样评价戴

森的产品：这确确实实是一场吸尘器的革命，但它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技术革

新，还要归因于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新颖设计—使用让人心情愉悦、显眼的黄

色塑料，让人能看到吸入脏污的半透明外壳—这些都让它分外讨人喜爱。詹

姆斯·戴森知道，如何让科技看起来“更友好”。

不过有意思的是，戴森本人对色彩和造型的说法是：“我希望他们认为

我的产品看上去很奇怪。为什么要看起来和别的产品一样呢？我希望能让你感

到惊讶，如果可以的话，是震惊。这要比和别人一样好得多。”

戴森和他的公司所做的，同样是尽可能将人类思维和力量进行延伸，只

不过经过一番系统组织，这种思维更强大、更精细化。你可以把整个过程看作

技术、材料、工艺的结合体，也可以理解成，它更好地解决了功能性问题。

在我们的评选结果中，有相当一部分产品与功能性有关。无论是耐克的

FlyKnit 鞋，还是 Pininfarina 设计的 PRT 公共交通系统，又或者是 KTM 电动摩

托车。一个有趣例子是 FYLM 扬声器，设计师具有探索性地发掘了新材料，因

此做出了厚度仅有 0.25 厘米的扬声器，此外，它还去除了电源和复杂的线路，

用户可以像折纸一样把它轻松放进口袋、记事本或者包里，电源由播放设备通

过 3.5 毫米的耳机接口提供。

当然，你很难找到那种可以称之为伟大的东西，但你大抵知道这些变化

是如何产生的，所有产品都得借助公司内部组织的力量：他们具有共同的商业

目标，以某种组织生产的方式，各部门密切配合，最终产生了有影响力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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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例外的被推荐产品是一个人造水母。

即便只是看科学杂志里的描述，这个产品的效果也很科幻。加州理工大

学和哈佛大学的科学家们用大鼠的心脏肌肉组织和硅胶培养出了一种人工水

母，把它放在成分类似于海水的盐水中加以电击，它就能像真的水母游动。据

说它内部的运动机制还在研发中，如果成功，它就能自己游动并且获得某种生

存循环功能，科学家可以借此延长它的“生命”。

人工水母的研发并不是毫无目的。这个由哈佛大学生物工程学教授 Kevin 

Kit Parker 主导的研究项目的初衷是找到可以代替人类心脏的装置，“我们非

常了解人类如何用钢铁造出一个泵，但我们对大自然如何指挥肌肉组织造出一

个生物机体一无所知。”

这个团队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他们没有像很多研究机构一样去研究人

类心脏的结构和功能，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试图复制一个和真正的心脏差不多

的东西，而是把眼光投向了结构一目了然的生物：水母。水母和心脏在作用上

有一个最大的类同点：它们都能扮演“泵”的角色。

使用大鼠的心脏组织只是偶然，科学家发现相对于真正的水母的身体组

织，他们对鼠的细胞更加了解。最后，人造水母并不尽然是天然水母的翻版。

“大自然进化需要考虑更多的东西，水母的组织是为了对抗掠食者和捕食所用

的，”研究员 John Dabiri 在接受 NBC 科学频道采访时说：“我们只是让它们

在实验室里再现出来。我们可以更有创意一些。”在那个视频里，人造水母是

个安静的小东西，以旋转的方式游动，没有“嘭嘭”的心跳声，却为替代人类

心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我们再重复一次前面说的一句话：人没有锋利的爪，于是学会使用尖锐

的石头，人没有足够的臂力，于是为它安上了一个手柄……人的心脏因为各种



这个设计了不起24

原因失去了健康，于是有了这个人工水母。

你对它的第一印象会是什么？也许你跟它的推荐者、纽约设计师 Limore 

Shur 说的一样，“它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设计与技术、生物并没有什么不同。从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向最复杂的

问题深究：你可以造一个人工心脏，复制人类心脏的每一个部分，并且能够高

效地输送血液；或者你可以重新发明一个简单的泵，行使和心脏一样的功能，

但是没有其他多余的复杂的部分。”

思维方式，没错，但是什么让它能有这么伟大的想象力？

人工水母的实现可能建立在一系列技术和材质研究的基础之上，即便不

去看大鼠的心脏肌肉组织细胞的培养、改造细节，覆盖于表面的硅胶层也足以

说明问题。

就好像汽车的历史。如果真要算起来，汽车这个发明得从 1766 年瓦特改

良蒸汽机说起，然后是蒸汽机、内燃机、橡胶轮胎、用陶瓷绝缘的电点火火花塞、

蓄电池和传动装置，福特并不是第一个发明汽车的人，他只是把汽车变成了一

个普通人都买得起的产品。设计师经常会说起那句福特的名言“如果你问消费

者，他们要的永远是更快的马”，但他们不会说起背后复杂而冗长的技术发明。

这个还处于雏形当中的人造心脏，充满了未来想象力，即将打开一个新

的世界。但如果你没有那些准备和基础，这些还是一个空中楼阁，无从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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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通用、诺基亚还是戴森，他们都是在把工程师、设计师、科学家

等等各种资源和智慧结合在一起，这是商业调动内部资源的方式，远远超过了

早期一个工匠所能占有的资源。当一个目标—无论它是长远还是短暂—确

立之后，整个公司的能量都被调动起来，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进行各种各样

的技术储备，申请专利，建立竞争壁垒。

这一切里面，最核心的因素是什么？

答案是钱。商业世界的说法叫做资本。投资人安迪·凯斯勒的观点是：“只

有创新的技术，没有资金支持，只能为市场贡献泡沫；空有资金，却没有技术

可供投资，我们会原地踏步；既有技术又有资金，但找不到持续盈利的商业模

式，我们就不会走到现在。”他在那本《我们如何来到现在》里栩栩如生地讲

了英国人詹姆斯·瓦特之所以成为蒸汽机改良者瓦特的故事。他总结了商业模

式中的若干因素：

市场需求是淹水的矿井，核心技术是瓦特的冷凝器，投资是博尔顿的钱，

知识产权是议会授予的专利，劳动力由受宗教迫害后的人们提供，而精加工技

术是威尔金森的精密气缸。这些几乎涵盖了现代科技产业所需的一切因素。

4
涂鸦、嬉皮士和“为什么是阿斯顿·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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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马修·博尔顿提供了成功的商业模式，改良后的蒸汽机以每年 20

英镑的费用租给淹水矿井的矿主，这好于每年 60 英镑的马匹费用，且不用

跟在后面清扫马粪。蒸汽机借着这笔钱不断被改良，到 1800 年，英国已经有

500 台蒸汽机在各地运转。安迪·凯斯勒写到，“经济巨龙开始腾飞，一些重

要的东西已经发生了改变”。

如果说詹姆斯·戴森和人造水母的创造者，他向我们展示了商业内部如

何推进一个美的产品的诞生。那么我们还将看到商业的组织原则，如何发挥更

多的作用：配备资源、推动观念转换、与社会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最终，一

个好的产品不但成为一种功能性的完善之作，而且在大量新供求关系面前，建

立起因为附加值而产生的壁垒。

当一个消费者为附加值而付款的时候，就已经是在为一种“审美”付费，

他认可了这一部分的价值。

在我们收到的推荐之中，有一辆 1976 年产黑色阿斯顿·马丁 Lagonda。

一个旧款车出现在 2012 年的推荐当中，你可以理解成推荐者的一种反讽，但

它在诞生以来的 38 年中获得的普遍评价，也正如我们前面比较两辆汽车时用

的那些说法，“呈现经典迷人的流线造型”。

无独有偶，另一个推荐者思来想去，最终发来的年度推荐也是一个古董

级设计：伊姆斯躺椅 670 和搁脚凳 671。这把椅子得名于二战时期最有名的设

计师查尔斯·伊姆斯和雷·伊姆斯夫妇，他们曾利用当时的新材料胶合板设计

了一把安乐椅，而躺椅则将舒适度提到了新的水平。

尽管这些产品有非常明显的声誉优势，但 2012 这个年份有那么多的新车

产生，为什么推荐者依然只想到了 1976 年的阿斯顿·马丁？可能有更多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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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椅子产生，为什么被推荐的只是一把 1956 年诞生的伊姆斯躺椅？

这里我们需要慢慢地回溯展开。

在前工业时代，市场流通的产业并不多，公司的创造力大多局限在解决

一些最基本的需求基础之上，它更像是一种“善”的设计，强调功能本身，而

使用者也是专业级别的人，并非大众消费者。

1960 年代末期，第一批从工厂制造出来的缝纫机还是一件粗鄙的物品，

看起来更像是工业机器而非民用设备。它们由木头、铸铁、钢、熟铁等材料组

合而成，看起来与精心装饰过的十九世纪中产阶级家庭的客厅风格格格不入。

在彭妮·斯帕克看来，这是机器刚刚崛起时工业设计的主要特征，一种仅仅是

合理的、未经装饰的美被应用到机器和消费品上，但公司们很快意识到，消费

者的需求在变化。

工业革命之后，更多的产品被制造出来，产品与产品之间追求差异化成

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市场鼓励竞争，而这个时候，“善”的设计就转变为

对附加值的追求。

“美”作为附加值的一种，成为其中重要的竞争力。值得一提的是，虽

然当时已经有人提出应该摈弃“为了装饰而装饰”，“美”在大多数情况下定

义并不清晰：可能仅仅指外观识别，也可能涉及人和物品的交互方式。当越来

越多的消费品出现的时候，廉价的装饰也充斥其中，普通人对于“设计”的概

念开始转向纯粹的外观，并往往指代新奇的物件。

塑料的发明把这一趋势推向了极致。

由于利用模塑制造成型，塑料产品往往呈曲线形态（虽然它的原意只是

让人们更容易脱模），殊不知因此助长了流线型风格的热潮。人们为这种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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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洁、颜色亮丽的材料狂喜不已，孩子们的双手不再会被利角割伤，也没什么

缝隙隐匿灰尘。

然而，随着塑料制品数量的增长，生产成本降低，数量开始取代质量，

与一种优秀材料联系在一起的欣喜开始消失，消费者担心他们购买的是粗俗的

或者毫无品味可言的产品，失望之情油然而生。“现在很多人都尽量避免用塑

料，可是 1960 年代的时候人们觉得塑料简直太棒了，当时的人们肯定想永远

都要用这东西。”英国家居设计师 Nick Rawcliffe 对我说。

当时，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 Alison J. Clarke 写下这样一段预见：

这个时代闪耀的希望灯塔，是由大众消费的空前壮大和大众消费品味的

明显下降所确定的。这些低调实用的产品颠覆了以往的潮流，并重新定位了设

计师和工程师，而不是流行风格设计者。

这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是，消费者拥有空前多的选择。为了博

取消费者的注意力，企业开始发展自己的形象识别系统。美国公司及其设计师

在高度商业化的包装和品牌传播领域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可口可乐、桂格燕麦

片、亨氏番茄酱、高露洁牙膏和箭牌口香糖。英国的形象识别高潮要晚一些，

大约在 1950 年左右。

当商业本身开始追求美，它就开始发掘社会中已经存在的美的东西。

这个过程往往是通过设计师来完成的。设计师本身也是消费者，按照设计师

Timothy Jacob Jensen 的说法：“设计师的灵感无处不在，他们听的音乐，他

们看到的自然，他们身边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世界。”往往就在这个时候，一

些存在于社会某个地方的审美因素被引入到商业中，成为一种商业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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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们可以视审美为商业竞争中的一个主动因素。最简单的当时莫

过于拿来主义。Timothy 给我看他新近设计的一款棺材，和其他（至少在我目

测范围内是这样）丧葬类产品不同的是，这个棺材的表面呈钻石切割般的不规

则几何形状。消费者一共有三种颜色选择：正红、纯黑和纯白。除了几何切割

造型，棺材本身什么装饰都没有，看上去简洁而摩登，甚至没有什么悲伤的气息。

“谁会买这样的棺材？它看起来像放大版首饰盒。”我忍不住说。

“噢你知道，买棺材的人大多数情况下是用户的家属。它的第一个顾客

是个 70 多岁的妇人，为她丈夫买的；第二个是 40 多岁的妇人，为她妈妈买的。

我们甚至设计了非常舒服的内部空间，非常美丽的内部装饰。”Timothy 流畅

地回答我：“钻石意味着永恒，你会希望留住死去的人的荣耀，很容易让人想

起钻石。它还是保留了棺材的形式，但是一种全新的诠释。人总是需要新的诠

释，对一切的诠释，对文化，对自然，对自己，对关系，对一切。”

在我们收到的推荐产品里，有一扇海德公园的门。它坐落于骑士桥的入

口处，采用液压式控制开关，每扇有 15 米宽，横跨马路和人行道。

这扇门的设计者是英国的首饰设计师 Wendy Ramshaw，她因为造型惊人

的珠宝设计和大量别出心裁的公共艺术而出名，风格一般是抽象的几何造型。

而这扇门的推荐者、另一个首饰设计师 Daisy Choi 对 Wendy 极为推崇：“她

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也很有启发性。我自从在伦敦开始做设计起就关注她的

动态。”

从工艺上来说，这扇门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它直接从设计师的草图变成了

巨大的铜质雕花铁门，中间没有模型或者打样。而视觉上，你会觉得它接近于

中国的剪纸艺术，花纹之细致，呈现在巨大的成品之上，显得风格强烈。换句

话说，它不太像门，而更接近于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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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作为商业竞争的另一个主动因素，或许也是最不易察觉的因素，是

对美的定义。它同样来自对生活的深层挖掘。

1960 年代也许是人类近 100 年以来审美标准变动最剧烈的 10 年。摇滚乐、

男装领域的“孔雀革命”、月球探测器、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伍德斯托克音

乐节。一切动荡、反叛、解放都反映在新一代穿着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并且可

以归结为两个字：年轻。当人们日后谈论起这段关于嬉皮的历史的时候，并没

有唯一的定义去概括它，只有“年轻”这个词被保留下来。大约 15 年以后，

这个词又推动朋克从英国卡姆登小镇泛滥到整个欧美。和嬉皮相比，朋克具有

更集中的视觉元素，比如莫西干头和铆钉。

当这些元素刚刚出现的时候，它是被主流文化排斥的。年轻人利用这些

不同寻常的元素构建自己的话语权，利用与主流文化的格格不入来建立自己的

文化。青蛙设计的创意总监 Mario 对此有一说：“文化或者亚文化总是包含一

种价值认同，人们在表达看待事物的方法，给出他们自己的判断，觉得这些是

对的，或者这些是不对的。此间的区别构成了文化差异。”

如今“朋克”已经成为了一种设计元素，英国设计师 Vivian Westwood

对此功不可没，诸如铆钉和马丁靴这样的应用已经推广到不同品牌里。但伦敦

的时尚买手、同时也是著名潮店 LN-CC 的创始人 John Skelton，坚持向我表达

“设计元素”这个说法的荒谬性：“嬉皮也好，朋克也好，它们都是生活方式。

不是品牌可以用来壮大的东西，也不是用来表达一季流行的工具。如果你是纯

粹的朋克风，你应该鄙视时尚品牌，除非设计师本人也是纯朋克。”

我们姑且把时装业的变化放到一边，来看一看 1960 年代的纽约麦迪逊大

街。在嬉皮的影响下，“年轻”变成人人可取的态度。但麦迪逊的广告人真正

关心的不是与嬉皮士的对话，而是“像那群反叛的年轻人一样说话”。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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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托马斯·弗兰克在《酷的征服》里指出：对于广告人来说，“年轻”是某种

消费者幻想，他们可以让年纪比较大的美国人也拥有它。

在这种理论之上建立起来的最著名的品牌，是百事可乐。在广告公司

BBDO 的帮助下，它提出了“百事一代”的口号，大量使用电视广告，里面充

斥着音乐、自我、短发的女孩和摩托车、海滩之类的意象。它把自己与可口可

乐二元对立起来，可口可乐是传统，百事可乐就是反叛，并以此让自己的市场

份额一度与可口可乐不相上下。

你可以在这个例子里看到两件事：百事可乐对于年轻文化的利用；以及

更重要的，消费者在百事可乐的影响下开始对碳酸饮料有了审美。凭心而论，

成分相差无几的碳酸水在功能上别无二致，但在消费心理投射上却大相径庭。

当时 BBDO 董事长兼总裁艾伦·罗森塞思说：“这不是年轻问题，而是态度问

题，是一种态度上的年轻。”百事可乐成为“抓住消费者自我表达心态”的经

典营销案例。

时至今日，年轻元素的内容已经慢慢发生变化，一部分因为当年的年轻

人已经长大并确立起话语权，那些元素便自然融入了主流文化（当然也可能没

有融入，渐渐消亡），一部分因为商业需要新的审美元素来填充“年轻”的概

念。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涂鸦。

《彭博商业周刊》的创意总监理查德·特里（Richard Turley）被视为商

业媒体界的异类，他总是在这本杂志里实验各种各样人们从未想象可以在严肃

的商业杂志里出现的视觉形式，涂鸦便是其中之一。有时候，他用类似喷漆的

笔触在封面上写下大大的俚语，让杂志焕发着一种年轻的气息。“我不管内容

是怎样，我的任务是让读者对一本商业杂志产生阅读的欲望。”理查德·特里

一年前在接受我的同事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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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你看到耐克邀请一位具有涂鸦风格的设计师 Oscar Wilson 来设

计新店陈列时，应该没什么好意外的。这也是今年被推荐的设计之一，推荐者

Tom Pande 对我说：“Oscar 在视觉表现形式上别具一格，我骑车在伦敦街头，

总是能注意到他的作品。它们真的很酷。”

现在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商业介入亚文化的时候，它起到了怎样推波

助澜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条行事规则，在亚文化这件事上，商业总

是遵循这样一条逻辑来传播它所吸收的审美元素：

定位年轻人市场—分析年轻人的生活消费习惯和喜好—讨好这种文

化—挑选相对适合自己的品牌文化、并容易为更多人所接受的元素—以商

业的手段把具有这些元素的产品推广开去—利用营销制造关注—一个新的

细分市场产生。

其中最难把握的是元素的选择。你得注意品牌并不是完全跟随亚文化里

的每个话题，而是尤其注意话语权争夺中被放大的东西，因为那意味着更多人

的关注和媒体的传播力。这并非是一个去芜存菁的过程，而是一个博弈谈判的

过程，尤其是对美的定义而言。

Timothy 觉得一切取决于品牌对于时机的判断。

“拿嬉皮举个例子，在 1960 年代末期，他们都在讨论可持续发展和有机

食品，当时所有人都嘲笑他们，‘这些愚蠢的嬉皮士！’当时的农民觉得农药

很先进，有机是个愚蠢的例子。但嬉皮士不断地抗争，现在整个丹麦几乎都是

有机食品。但还有一些亚文化没有流传得如此广泛，我们有过朋克，但现在世

界上没有那么多朋克，也许日本多一些，我是说，有些东西流行一阵子就过去

了，有些不是。

“苹果公司也是这样，他们以前就是一个很好玩的嬉皮士公司，他们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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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 IBM。在 IBM 的 CEO 背后有一个很大的标语，叫 Think，而在苹果的 CEO

背后有另一个标语，叫 Think Different。现在苹果变成了什么？ IBM。苹果成

立于 1978 年，最早的 20 年他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干，我是说从大众意义上来说。

现在他们占领了整个市场，因为他们在正确的时间推行了一个正确的主意。你

得找到准确的那个时机，这个过程有重重阻碍。”

我们现在可以回过头来说时装业了。就像挪威哲学家拉斯·史文德森（Lars 

Svendsen）在《时尚的哲学》里说的那样：

从时尚的角度看，在亚文化和现存文化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对立。任何东

西都可以被融合，就像 Gap 在其裤子广告里使用杰克·凯鲁亚克的照片。世

界上所有的叛逆者，只要他们的反抗能够超越一个限定的环境，就会最终发现

他们的风格被精致的材料所复制，并且价格昂贵。

我不同意 John Skelton 的观点—设计元素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生

活方式。尽管他推荐的山本耀司 2012 秋冬季新款大衣看起来很有趣（“你必

须很自信才能穿它，否则它就不好看！”）。时尚已经暴露在快速变迁之中，

它和可乐、汽车、手机一样成为消费社会里身份象征和自我表达的符号，并且

选择前所未有得多。

关于消费社会的典型意义就在于，消费本身就是目的，而需求不是。欲

望已经变成了需求，而在欲望的最深层，对于美的认可、赞美、渴求和占有，

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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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视欲望曾经摧毁了亨利·福特。或者换个更公道的说法，福特不认为

消费者的需求有多重要，这让他在 1927 年 5 月 25 日关掉了他著名的流水线。

关于福特汽车在 1920 年代末的失败，一种普遍被认可的说法是二手车市

场的繁荣。每一辆新车一旦下线就成了二手车，理论上也成了福特的竞争对手

型产品。但我们还是要提起斯隆的“年度汽车”。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它应该符

合怎样的要求，其实斯隆还为推举这种新产品附加了一个条件：新车型的引入

要足够让消费者产生对旧车型的不满，但与此同时，还是要保证当前车型和旧

车型在二手市场都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在工匠因为“工程师的创造力 + 熟练工人 + 生产

线”的组合而被彻底摧毁以后，天下是福特 T 型车的。福特说过两句话，“我

将为所有民众设计一辆汽车。它将按照现代工程技术能做到的最简单的设计，

由最好的材料制成，由最棒的雇佣工人制作”，以及，“只要汽车是黑的，你

可以把它当成任何颜色”。

后者清楚地表明，福特曾认为设计上的区别对于消费者而言无足轻重，

汽车可以看上去千篇一律，这种极端的标准化奠定了他后来推出的高度理性化

的生产体系的基础；而斯隆和哈利·厄尔的组合意味着，通用在寻求设计上适

5
福特的失败和“只要人类还有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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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对路的产品，也让消费者认为，一辆汽车的选择上有各种各样的附加值。除

了“年度汽车”，通用后来还推出了“概念汽车”或者“原型汽车”等各种各

样的概念，因为斯隆意识到消费者渴望看到未来。

所有这一切的标志性行为，就是在福特汽车还在以工程师为主导的时候，

通用用设计师取代了工程师。小艾尔弗雷德·斯隆在《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

中说道：

作为一个生产者，通用汽车和这种产业趋势以及消费者期望保持了一致。

一战结束的时候，我们预测，一段时期之内产品吸引力主要来自于外观、自动

传动和高压缩比发动机，并且吸引力的大小顺序也是如此。

通用的“年度汽车”要制造一种美的东西，就是你可以不喜欢任何一种“四

个轮子 + 两排沙发 + 一个金属壳”的产品，但当两种不同的车摆在你面前的时

候，你会高下立判，选出更心仪的那一个。

从通用的角度看，这就是“商业如何制造审美”的完美说明；而从消费

者的角度看，不同人对同一辆车的不同判断则显示了我们所说的审美的复杂程

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业加剧这种“复杂”，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消费引导。

哈利·厄尔为了推出新设计，曾经从欧洲拿来很多视觉理念，并将其用于美国

高度商业化的消费设计中，你若是生在当时，怎能判断欧洲风格更美，还是美

国风格更美呢？

英国包装设计公司 Pearlfisher 创意总监 Jonathan Ford 对我回忆说：“在

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品牌本身作为一种言说和书写的语言，已经成为我们生活

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完全超越了一个符号。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产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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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另外一个，品牌 Logo 背后实际上是一整套价值观的编码，关系着‘我们

是谁’，‘我们代表什么’这样的问题。品牌作为沟通、建立关联和表达的工具，

所有人都在使用它，并从中获益。回顾 20 世纪最优秀的品牌设计，我们会发

现包装和品牌形象甚至能浓缩一个时代的精神以及文化：苹果、耐克、可口可

乐……这些标志性的抑或是颠覆性的设计能穿越时空讲述它们自己的故事，并

且启发我们用革命性的视角去感受我们个人内心和周遭的世界。”

所以我们收到的推荐里会有 1976 年产黑色阿斯顿·马丁 Lagonda 和

1956 年诞生的伊姆斯躺椅，它们都被称为经典。黑色阿斯顿·马丁 Lagonda

的推荐者丹麦设计师 Timothy Jacob Jensen 对于 Lagonda 的评价是：“你要

么就喜欢它，要么就讨厌它。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一个杰出的设计，并从根本

上改变了英国汽车设计的形式语言。”

你可以想到的是，所谓经典，除了意味着这些产品在市场上待得足够久（是

一种安全的消费选择）以外，还意味着它们多多少少都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于某

一种东西或者某一种现象的看法。这种改变在多年之后被认为是正确的：在恰

当的时机以恰当的形式出现。

“公司制造东西是为了赚钱，他们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对于消费者

而言，这些产品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经典之所以会是经典，是因为它是

正确的，并且在市场上待得足够久。比如可口可乐最早的瓶，它很老，人们说

它很经典。现在可口可乐已经不用这种瓶子装可乐了，瓶子成为了经典，但你

已经很难说它是否漂亮了。理想情况下，经典的产品就是正确的产品，正确的

产品就是美的。”Timothy 对我说。

我们可以来看看在整个制造消费和审美的过程中，设计师或者设计公司

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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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客户带着‘做一个打火机’的案子来，他们有一个简报。然后

我们做了三个版本，按照简报版本做一个，按照我们认为正确的想法做一个，

以及按照一个疯狂的主意做一个。我们总是为客户做三种设计。客户总是选择

那个我们认为正确的版本，而不是他们简报里所说的东西。”

—Timothy Jacob Jensen

“每次我们遇到一个客户，面临的都不仅仅是当下市场的情况，而是未

来将会发生什么。比如调查一个电子商务网站，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很多电子

商务网站都是目录式的，不然就是产品推广式的，它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顾

客买。而消费者实际上需要的是交流沟通，甚至是 window shopping，他不一

定会买下什么东西，只是看看。这就是 buying 和 shopping 的区别。我们试

图发掘在线购物行为背后的消费者欲望。”

—青蛙设计创意总监 Mario Van der Meulen

“我们会去和客户沟通什么样的设计策略是正确的，而不是随意选一个

他个人喜欢的，它会更客观，更科学。我们试图让他们理解不要只是装饰，而

忽略了最本质的用户需求。越是大的公司越是难以做出改变，他们总是倾向于

选择安全、保守的方式，我们试图去挑战他们，做到以用户为中心。我们想要

告诉客户即便有些东西销量很好，但从品牌经营的长远经营来看，可能并不是

件好事。”

—Designaffairs 中国区设计总监 Moritz Ludwig

“我认为从不存在‘对’的设计，我的客户需要被给予比他们现在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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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多的参考。客户比我们更了解他需要的产品应该是怎样的，他们以此为生。

哄骗客户去喜欢一些东西并不是好计策，（我们要做的）仅仅是给他们一个合

理性的建议。”

—纽约 Eyeball 设计创始人 Limore Shur

“我努力做出一些能持续长时间生命力的产品，它们与人们紧密相连，

人们也乐于得到并长久地使用它们。我设计只是为了一个美妙的时刻，即我发

觉自己已创造出了一些特别的东西，有人可能会喜欢，但它并非不是另一个普

通的产品。”

—纽约设计师 Hlynur V. Atlason

即便只是列出这些，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一种反馈极致。当商业出于盈

利（有时候是快速盈利）的目的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它可能会制造无趣、丑陋

和媚俗。但来自第三方设计师，更根本是，是来自市场的反馈会让商业不断取

舍。有时候，这种取舍通过市场机制完成，有时候它发生在企业的内部，戴森

5127 个吸尘器原型机就是很好的例子。

Jan Chipchase 在向我解释为什么大公司会聘用青蛙设计这样的公司的时

候，这样说：“假设你要往一个未知的市场投资数百万美元，你会感到不确定

和恐惧，你希望得到一些判断来支持自己的决策，或者帮助修正自己的决策。

这就好像是恋爱，当你投入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希望看到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无论从商业的角度，还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大家都想得到一个最优化的

产品。我们可以视之为一个创新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创造审美的过程。如果

为之绘制一条利益链条，它应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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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解决 / 制造需求

B、改进以制造差异化

C、制造愉悦等附加值（已经开始进入审美阶段）

D、以附加值来取代功能性的差异（纯粹审美的功能化产品）

E、审美产品（超越功能）

我们对照这条链条，就会发现当产品处于不同阶段时，它所强调的价值

也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诸如手机这样的产品可能同时处于几个阶段（解决需

求、差异化、制造愉悦），而诸如时装或者家居这样的产品，可以直接跳跃到

链条的中后端（制造愉悦、附加值取代功能差异、纯粹的审美）。其中原因并

不难以理解，餐盘也罢、服装也好，甚至是沙发这种看似有功能性的东西，它

们最基础的功能性早已被解决，纯粹的审美才是它们本身的价值所在。

这让我想到今年 1 月份《名利场》记者 Kurt Anderson 写的一篇长文《You 

Say You Want a Devolution ？》。Kurt 提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思考的现象：为

什么在过去 20 年内美国的文化产业（包括时尚、艺术、音乐、设计和娱乐）

几乎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要知道，在过去的 100 年里，所有这些大约每

20 年就会出现一些革命性的东西：从爵士到甲壳虫乐队，从嬉皮到朋克。为

什么科学技术在不断推进，大众生活方式却始终在消费过往，而不是创造未来？

这篇文章引起了诸多争论，从《赫芬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到时尚博客都

争相发表自己的意见，针锋相对。而其中被引述最多的是 Kurt Anderson 写的

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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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文学和音乐在过去 20 年里面从未改变过。Lady Gaga 取代了麦当娜，

Adele 取代了 Mariah Carey，她们之间都没有真正的区别，况且，Jay-Z 还是那

个 Jay-Z，Wilco 还是那个 Wilco……库铂大楼（Cooper Union）就是另一个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男人从 1990 年就开始穿着大同小异的 Gap 走来

走去……

而另一个相关的、但是更简单的阐述是一个设计师对我说的：“只要人

类还有脖子，你怎么能不在 T 恤上面挖出一个领口呢？”

因为它们一起进入了超越功能性的审美阶段。这是一种审美贫乏，虽然

它表面看起来有更多的差异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评选中也能看到很多环

保、再生资源和公益产品，但其中很多并不是真正的公益或者环保，更多是在

把它变成另一种消费元素。即便消费者因此产生了愉悦，但也仅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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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探讨了商业如何从内部组织力量，也探讨了商业如何从外部挖掘可

利用的审美元素，最后，我们解析了商业如何参与制造审美这个过程。

但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它留下了很多隐忧。

第一，过分需求。在我们今年的备选产品中，有 Kindle Paper White。本

质上它与其他的 Kindle 没有什么区别，但因为电子墨水屏幕原本没有背光，

这样用户就不能在昏暗光线下读书。于是亚马逊在电子墨水屏幕前加上一层

LED 屏幕，然后给屏幕表面的塑料层导光。虽然光线柔和均匀，像从纸背里散

发出来一样，但正如设计师 Limore Shur 说的：“人们抱怨晚上看 Kindle 的时

候没有灯，但是人们却不会抱怨一本书。”人真的需要这样一个东西吗？

第二，商业制造审美，其中充斥着平庸。不管是从需求角度，还是从趣

味性角度，以其服务大众的本质来说，就是中产阶级趣味的物化，而中产阶级

一向以平庸、保守、缺少创造力而著名。这也是艺术为商业力量所左右之后最

普遍的一个诟病，让美平庸化、弥合差异性，而我们看到在时装业这个最成熟

的审美产品中，它的任何一种突破、借鉴，来自于亚文化的创新，都因为过于

商业化而丧失了尖锐性。

第三，始终出现在时装业的时尚轮回，现在也会出现在汽车、产品设计

6
也许有朝一日，人类真正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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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

究其根源，这是消费社会的一个结果，人们开始思考什么是可持续的消

费方式，但它也有正确的一面—我们前面说过无数次的制造需求的能力会推

动创新，让市场出现不一样的东西。

“5 年或者 6 年之前，很贵的手机往往是那些造型比较小巧的，但现在呢，

因为触屏技术，手机越来越大。”Moritz Ludwig 在谈到近年让他印象深刻的

变化时说。的确如此，一度有很多制造商试图以小而隐蔽的手机来创新，直到

iPhone 出现。为了对抗 3.5 寸屏幕的 iPhone，三星等品牌发展出了更大的屏幕。

最新的一个例子是，我问一个朋友会不会考虑购买 iPad mini，他想了想说：“可

惜不能打电话。”要知道，这是一个 7 寸的机器。

这就是制造需求并且影响审美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想一下，为什么 Jan 

Chipchase 曾经工作过的诺基亚失败了—再厉害的设计师也不会从非洲村落

找到未来的 iPhone。因为 iPhone 并非是由手机发展出来的，而是从 PC 发展

出来的。

这同样是需求变化所产生的。保罗·格雷厄姆曾经说过，如果 iPod 加上

通讯模块，它所具有的功能就不仅是听音乐那么简单。他说这话的时候，还只

是在 2001 年。

2009 年，一个叫做《第六感》的 TED 视频风靡世界。来自麻省理工学院

的印裔学生普拉纳夫向台下的观众演示他如何用从鼠标、投影仪、摄像头拆装

出来的简易装置实现人机之间的信息交换，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可能是你用

双手的食指和拇指比一下，就可以拍摄一张照片。 

你还记得那个很老的笑话吗？“秘书对老板说，你不能在办公室电脑上

按 Ctrl+C，然后再到家里的电脑上按 Ctrl+V，再高级的电脑也不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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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的时候，普拉纳夫告诉我说他正在做这件事。这个叫做 touch 的

项目听起来和那个笑话一模一样：当你用手指在一个界面上点击一块内容（图

片，文字等等），然后你去另一个界面再点击一次，那些被选中的文字就转移

到了另一个界面上。这个看上去很神奇的操作背后的基本原理就是云计算。当

你的手指进行第一次选择点击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把这些选中的信息传到了云

上，然后再转移到另一个界面的时候，它们又从云上落到了本地。但仅仅从操

作上看起来的确就像魔术一样。

“我们现在觉得触摸屏很酷，因为它抛弃了鼠标；那如果未来，连手也

不需要了会怎样？麻省理工的实验室已经在研究靠意念来控制机器的操作。”

普拉纳夫希望他的研究可以让人们重新考虑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因为人最

终要的不是机器，而是里面的信息”。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个完整的故事，它说的是飞机的诞生。

飞机如同汽车一样，在各种准备条件都基本上具备的时候，有一对叫做

莱特兄弟的人开始了自己的努力。

有两个细节是值得玩味的，一个是人类有史以来飞翔的梦想建立在对鸟

儿的模仿之上；直到 19 世纪末，人类才意识到，克服地心引力与速度之间的

关系。二是它如何解决平衡的问题—人们虽然有了汽车，但不用解决太多平

衡问题；而一个在空中飞行的飞行器，它有巨大的两翼，如何在转弯、盘旋、

下降上升等复杂动作中保持平衡？最后，飞机借鉴的是自行车的平衡，骑自行

车并不用解决左右平衡的问题，只要你骑起来，你就可以往前走。人们终于想

到，飞行器也是一样，飞起来就好了。

我们能从中看到前面说到的所有元素：有反馈的处理、有技术、材质对

一个设计发明的准备、有资本的支持、有满足人类飞行的欲求—这是人类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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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的设计，最值得玩味的想像力的实现的故事。

但它唯一不足的是，它不够自由。飞机依然是能耗巨大的机器，为了配

合这些机器的运行，还必须开辟巨大的机场，而任何坐过飞机的人都知道，它

的起飞和降落体验并不是那么舒适。

如果你还记得 Mario 提到的一根香蕉，还记得保罗·格雷厄姆说到的猎豹，

你会觉得这其中还有更好的实现方式。也许有朝一日，人类真正飞翔，就像鸟

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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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公司／KTM 推荐人／Hlynur V. Atlason  有了它，摩托越野赛可能马上就要变成

一项室内运动了，我是说在城市里举行的、没有什么噪音也没有什么污染的那种运动。如果

摩托车本身可以不那么吵，人们对于这项运动的态度可能也会为之改变。

2013 KTM Freeride 电动摩托车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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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e 橱窗设计

设计师／Oscar Wilson 推荐人／Tom Pande  Oscar 在图形设计和装置作品上有他特

有的风格，我骑在伦敦街头时总是能注意到。他是个很独特的设计师，做了许多很酷的作品。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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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 Kafon

设计师／刘竞晨 推荐人／ART Gap  这是一个地雷扫除器，它由很多竹签黏在一起，

每一根竹签的一头都连着一个扁平的橡胶圆片，当风吹动小球在地上滚动的时候，这些圆

片就能引爆地雷。从我的角度看，这是 2012 年的最好设计，因为这个简单的设备有一个宏

大的目标：帮助清除散布在全球的几百万个地雷。它可以拯救几百万人的生命，却花不了多

少钱。

03



这个设计了不起 51

Crumple Containers

设计师／Kristian Aus 推荐人／Nick Rawcliffe  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用激光切割出来

的东西，原本是平坦的，但是它能够被使用者用许多方法折出形态丰富的碗来。这是一个

由用户自己定义的设计。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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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esendorfer 钢琴

设计师／ Porsche Design 推荐人／Timothy Jacob Jensen 这是非常古老的乐器的

一次进化，准确、精致、巧妙。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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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l & Sparkling 极简吊灯

06

出品公司／ Lasvit 推荐人／Hlynur V. Atlason  无论是材料还是颜色都做到了极简，

几乎有临床医学般的效果。但是依然看上去很自然，那种卷边的工艺细节也很漂亮。



这个设计了不起54

出品公司／Oliver Peoples 推荐人／John Skelton  无评语。

Unisex Metal Patterned Rim Sunglasses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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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耀司 2012 秋冬羊毛大衣

08

设计师／Yhoji Yamamoto 推荐人／John Skelton  山本耀司 Blanket 外套从各个角度

看都是一个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它表现出自信和放松的气质。它不紧跟流行，也不是特殊

的剪裁，但它确实展现出了安全感和自信。你必须很自信才能穿它，否则它就不会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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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水母

研究机构／加州理工大学和哈佛大学联合生物工程学小组 推荐人／ Limore 

Shur  吸引我的地方在于，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但是实现它却是用一种精巧和复杂

的方法。我总是对这种机械、科学或者生物很感兴趣，我知道一直以来都有人试图制造人

造的心脏，他们复制一个和真实心脏差不多的东西出来，结构和功能也差不多；但是这些

人在过去两年做的，却是说所有的心脏都是一个泵，为什么我们不制造出一个泵来。对我

而言这就是设计，设计总是在有限制的情况下寻找最有效的方式。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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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y118 游艇

出品公司／Wally 推荐人／Timothy Jacob Jensen  这款游艇设计也是一个根本的

转变，简直是一个飘浮在水上的建筑，对于传统的游艇设计是一个巨大的颠覆。

10



这个设计了不起58

哲学海报系列

11

设计师／Genis Carreras 推荐人／ Limore Shur  我非常喜欢这一组是因为，这些哲

学概念都非常的复杂，难以想像得复杂，你要用很多语言来描述，但是他却能够用非常简

单的方法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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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Tauba Auerbach 推荐人／ Limore Shur  这个设计将稀松平常的电脑软件

中的 color weel 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三维的一本书，每一页都不一样，这取决于这些颜色处

在整体的这个书中的哪个部分，取决于算法。等于是它将你熟悉的东西带到了一个不同的

语境中，你之前从未想到。而且意义在于，一旦这个人这样做了，你看到了，你看到这个东西

的态度就永远被改变了，它不再是以前的那种东西。

RGB Colorspace Atla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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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 Remedies 新包装

设计师／ Pearlfisher 推荐人／ Pearlfisher  Help Remedies 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药房，

总部位于纽约，它大胆提出 Less is more 的口号：更少的药品，更少的色素，更少的糖衣。

为了体现这家公司的定位，全新设计的药品包装采用了药丸的造型，用色块来区分药物的

种类，简洁明了，方便使用，同时也强化了整体的品牌形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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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LM 扬声器

14

设计师／designaffairs 推荐人／designaffairs  这个设计了不起的地方在于，设计师

具有探索性地发掘新材料，革新了扬声器的传统原理和面貌，去除了电源以及复杂的线路。

（目前这个产品还没有实际投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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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o Bao Bags

设计师／ Issey Miyake 推荐人／Daisy Choi  基本结构是一片片剪裁成同样大小的三

角，“包包”其实是一种数学想象力，几何式的拼接让整个设计显得很灵活，它有一种几何

三维感。和他的 Pleats Please 衣服系列一样，这些设计非常实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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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伦敦奥运会火炬

16

设计师／ Edward Barber 和 Jay Osgerby 推荐人／刘竞晨  不仅仅是一个漂亮的

奥运会标志，还是一个达到苛刻简约设计标准的作品。铝制的火炬必须满足 8000 公里的

传递，上面有 8000 个圆孔，每个代表一个火炬手。这些圆孔既有装饰性，也让火炬减少

了整体重量，同时降低了金属传导到火炬手手中的热度。这个火炬不仅塑造了伦敦作为奥

运东道主的精神，也阐释了好的设计如何用一种现代的方式表达古老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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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Edinburgh Gate, Hyde Park, London

17

设计师／ Wendy Ramshaw 推荐人／ Daisy Choi  Wendy 是英国最好的当代设计师

之一， 她最新的大门设计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她因为造型惊人的珠宝设计和大

规模的别出心裁的公共艺术而知名，风格一般都是抽象的几何造型。令人印象深刻，为之

叹服，也很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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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Y Peel Lamp

18

设计师／Naoki Ono 和 Yuuki Yamamoto 推荐人／Julia  基于巧妙展示光与空间的

关系，以及展示 LED 对灯具设计的推动作用两点，我推荐 Peel Lamp。灯光将墙面从二维

转为三维，不仅照亮现实的空间，还创造另一个虚拟空间，一下将遥不可及的科幻世界变得

真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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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t 恒温器

出品公司／Nest 推荐人／杨曦  透过科技与设计，为自己带来舒适，给环境带来永续。

19



这个设计了不起 67

个人快速交通系统 (PRT)

设计师／ Pininfarina 推荐人／ Pininfarina 这款产品的设计理念是基于一个小巧、轻

便、无人驾驶的系统，使汽车能够高效地在一个联网道路上行驶。它按需服务：乘客需要从

点到点没有停歇的优化行车时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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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屋

设计师／原研哉 推荐人／Nanako Umemoto  用新思路给人类的好朋友设计房子。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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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ni 慈善椅子

22

出品公司／Marni 推荐人／Rafael Esquer 这些椅子由意大利品牌 Marni 和哥伦比

亚一些刑满释放的囚犯合作制作而成，在南美的发展中国家，出狱后找工作尤为困难。这

样的举措能够为有前科的人提供体面的工作。这些椅子由金属支架和多彩的 PVC 线制成，

是 Marni 对带有印花和色块的哥伦比亚家庭传统座椅的重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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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ia 债券

23

设计师／ Jakob Bue、Jacob Jensen 设计公司以及 Christiania 居民 推荐人

／ Acob Jensen 设计公司  经过 40 年的争议和商讨，位于丹麦哥本哈根的自由村

Christiania 同丹麦达成协议。在过去的 40 年中，Christiania 一直在为保持自己的独立身

份而奋斗。Christiania 发售了国家债券，募集 7600 万丹麦马克（近 1000 万欧元）。这个

债券同其他在证券交易市场流通的债券不同，它更类似一种捐款，去支撑这个自由城。

每一张都有一个个人的序列号，盖着 Christiania 的标志印章，以及自由城财务主管的签名。

上面贴有由许多 Chiristiania 的艺术家设计的免费邮票，显示你购买的金额大小。



CONTRIBUTORS

Pearlfisher 设计公司

http://www.pearlfisher.com

Waitrose LOVE life 食品系列

瑰柏翠 (Crabtree & Evelyn) 香水

Bodega 品牌识别系统

Josh Wood 名片设计

Cutty Sark 苏格兰威士忌

Help Remedies 药盒

Alessi

www.alessi.com/en/

Aroma 捣蒜器

(Un)Forbidden City 系列 ( 与北京

工业设计中心合作 )

I love animals 系列灯具

Dressed 厨具

Amanita 灯

La Stanza dello Scirocco 灯 

青蛙（Frog）公司

www.frogdesign.com

创意总监 Mario Van der Meulen:

The eco. 清洁剂包装 / 纽约 High 

Line 公园 / FF Chartwell 字体设计

软件 / Nike FlyKnit 运动鞋

资深视觉设计师刘毅林：

Lytro 光场相机 / 海尔脑电波控制

智能电视

市场部经理褚欣：SUSgallery 手工

制作真空纯钛 /Creatife 光神角

高级交互设计师杨曦：Nest 智能

恒温控制器

Jacob Jensen Design

www.jacobjensengroup.com

东芝 WL/YL 电视机系列

Jacob Jensen Ladies Chronograph

女士手表系列

Jacob Jensen New Series 手表全

新设计

Jacob Jensen 电水壶系列

金色／黑色

Tangent Fjord iPod/iPhone 音响

Christiania 债券

Steelcase

www.steelcase.com

Pocket·医疗环境支持系统

node 座椅

Manifesto 个人工作系统

灵雅设计（Debelle De Montby）

www.debelledemontby.com

Robert Wan 店铺设计

创始人 Yann Debelle

上下 Dragon Pearl 系列首饰

江诗丹顿 Symbolique des laques

手表

Flos×Philippe Starck D'e 台灯

Strum Disegno 纪念品盒

Jacob Jensen Design CEO 

Timothy Jacob Jensen

Aston Martin Lagonda 古董车

Wally 118 游艇

Boesendorfer 钢琴

Picto 手表

如恩设计

www.neriandhu.com

重叠房／新加坡私宅设计

北京嬴嘉会所 销售及企业贵宾休

息室

l inhardt 公司

创始人 Lisa Linhardt：

http://www.linhardtdesign.com

波特兰公共图书馆装置设计

Stephane Hubert 回收家具设计

United Nude's Tulip Hi 鞋

YANG DESIGN 设计总监杨明洁

http://blog.sina.com.cn/

yangmingjiedesign

T-BOX 多功能家居系统

GUCCI 中国区买手经理朱寅君

1. 川久保玲 CdG (Comme des 

Garcons) White drama gallery

2. 巴黎 Colette Paris 精品店

首饰设计师 Daisy Choi

http://www.dayc.co.uk/Dayc/

HOME.html

海德公园新爱丁堡大门

三宅一生 Bao Bao 包

指南设计

http://www.spointdesign.com/

创始人兼总经理周佚：三星 Q470

笔记本电脑／策略师林迪康：

辛香汇排队点菜系统／设计师

Gianluca Nigro: Lavazza 咖啡机，

设计师陈静仪：移动知识书架，

设计师王欣嵩：ic!berlin 无螺丝三

叉式镜脚及薄纸钢金属镜架／设

计师刘瑞：Macbook Pro／设计师

POTSA GABRIELLA: Endless Flow

餐椅／设计师赵晓光：醒目药瓶／

设计师 LAURIEN KOKKELER: 

Senz 伞

香港设计公司

AllRightsReserved 创作总监

林树鑫

http://www.allrights-reserved.com/

1. 日本时尚杂志《Ginza》

2. Iris Van Herpen 泼水装 (SS11)/

骨头装 (FW12)

3. 南波志帆《少女》CD 封面

4. Mary Katrantzou2012 春夏系列

5. Thomas Heatherwick2012 伦敦

奥运会圣火盆

Atlason 设计创始人

Hlynur V.Atlason

www.atlason.com

2013 KTM Freeride 电动摩托车 /

S&O Fruits 台灯 /Lasvit Still & 

Sparkling 灯 /OBJECT COLORE 店

铺陈列设计 /Baccarat Variations 

Collection 花瓶 /Fiskar Surf 2013

油电混合动力汽车 / 奔驰 G550

Nick Rawcliffe 设计师

http://rawstudio.co.uk/profile.html

Magis Steelwood 椅子 /James Plan、

James Moss/ 设计 Block 长凳 /Phalanx 

× John Galvin 边桌 /Quarterre 自行车

支架 /Peter Wall & Cathy Spooner 伊

顿长椅 /Nick Rawcliffe Ribbon 座椅 /

EXTL 灯/月（Luna）灯/Kristian Aus

折叠碗
Eyeball 设计创始人

Limore Shur

http://www.eyeballnyc.com

Kindle Paperwhite 电子阅读器

／RGB Colorspace 书／简约哲学

海报系列／Bakarquitectos AV 

House／人工水母

Artgap 主编兼创始人刘竞晨

http://artgap.org/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火炬

Vivienne Westwood 慈善非洲时装

Mine Kafon 地雷扫除器

Jambox 音响



Designaffairs

www.designaffairs.com

FYLM 扬声器

宝马汽车专属护理包装

EcoLabs 创始人、设计师

Joanna Boehnert

 http://www.eco-labs.org 

“资本主义是一个金字塔机构”信

息图／“不要再掠夺大自然”信息

图／“稳定的国家经济结构是怎样

的”信息图

Pearlfisher

创意总监 Jonathan Ford

The sipsmith 酒瓶设计

The Marou 巧克力 Wallpaper* 特

别定制版

IKEA×stockholm 设计工作室食品

包装系列

Byredo 香水

Process 设计公司

www.process-group.com

Feldschloesschen2011 限量版包装

Credit Suisse 内部员工刊物

顶禾开发企业识别系统

轩乐酒业（Schuler）品牌识别

舞间茶心品牌识别

保生国际生医股份有限公司

（EnnoLife）品牌识别

alfalfa studio

创意总监 Rafael Esquer

www.alfalfastudio.com

L.E.F.T. Collective 鸟舍

Marni 慈善 100 椅子

Emma Hack 身体绘画

Diébédo Francis Kéré 布基纳法

索甘多中学

Amphibian Productions2011 季海

报设计

昆庭（Christofle）

www.christofle.com

伊甸园餐具系列（Janrdin D’Eden）

经典银莲花（Anémone-Belle 

Epoque）酒器系列

Arborescence 装饰系列

PININFARINA

http://www.pininfarina.com

CAMBIANO 概念车 

Madonna della Stella 私人教堂

PRT 个人快速交通系统

法拉利 F12 Berlinetta

香港时尚作家王丽仪 

http://blog.ellechina.com/559065/

.iPhone 5

Alexander McQueen 2012 秋冬

Cartier Juste Un Clou 手镯 

Chanel Coco Noir 香水

（联合推荐）IPD 上海工作室资深

景观设计师高苔菁 

WWW.IPDGRID.COM

伦敦 Project Studio 景观建筑师与

都市规划师 Ed Wall

Projectstudio.co.uk

昆山莲湖公园景观设计

纽约低线公园 (Low Line Park)

安藤忠雄伦敦景观设计 Silence 

Fountain 

纽约 12×12 设计公司回收木材家具

Solidoodle 三维打印机

Fitbit 计步器

Wacom 电子画板

时尚博主 Stella Zheng

www.styleandnotes.com

Olympia le Tan Book 手包

伦敦南岸艺术中心 Invisible 展览

设计

Telling the Truth Through False 

Teeth 装置设计

Dennis Parren Color Shadow 灯具

Honest by 环保时装

设计师、摄影师 Tom Pandé

http://www.tomographer.co.uk/

Splinter Camouflage 迷彩自行车、

头盔和座椅

Ligneous 储物柜

Nike×Oscar Wilson 店铺陈列设计

Martino Gamper 椅子改造计划

Eley Kishimoto 印花展

Reiser+Umemoto RUR 建筑公

司创始人 Nanako Umemoto

http://www.reiser-umemoto.com

Tel Aviv 美术馆 

台湾基隆机场航站楼

Kenya Hara 宠物狗屋 

哥伦比亚大学 Umemoto 工作室

2012 学生设计项目

香港中秋花灯“万灯喜月”

家居生活博主 Julia Huang

http://www.eilier.com/

MadeByWho My 纸板灯

YOY Peel 墙角灯

加利福尼亚州威尼斯艺术家 Doug 

Aitken 私宅设计

伦敦买手店 LN-CC

创意总监 John Skelton

http://www.ln-cc.com/

Alyssa Norton Heavy Sterling 

Silver And Braided Silk Bracelet

Balenciaga Men's Blouson Suede

Comme Des Garcons Parfums 

Unisex Amazingreen eau de 

Parfum

Damir Doma Men's Chanos Coat

Damir Doma Men's Drop Crotch 

Platax Shorts

Damir Doma Men's Faso Suede 

Trainers

Oliver Peoples Unisex Metal 

Patterned Rim Sunglasses

Grado Platinum 1 Cartridge

Haerfest Men's Large Cowhide 

Duffel Bag

James Long Men's Agate Double 

Zipper Jacket

Jil Sander Men's Geometric 

Pattern Jumper

Lanvin Men's Double Breasted 

Slim Collar Coat

Lanvin Men's Eelskin Stripe 

Sweatshirt

Lanvin Men's Monsieur Large 

Briefcase

Lanvin Men's Wool Gaze Polo 

Neck Jumper

Rick Owens Men's Padded Woven 

Bomber Jacket

Thamanyah Men's Oversized 

Alessandra T-shirt

Thamanyah Men's Wool 

Gabardine Demi-Shirt Shorts

Yohji Yamamoto Men's Blanket 

Jacket

Continuum

http://continuuminnovation.com/

西班牙银行（BBVA）服务体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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