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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晚期英国消费语境下的设计产业
文 / 陈红玉
20 世纪晚期英国处于成熟的消费社会之下，设计师的职业化、设计领军产业的发展使设计成为社
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的内在动力和显性因素，这与当时社会环境和商业消费实践紧密联系，在对强调
服务商业的传统中，
设计产业发展的相关要素在以消费为核心的环境下联合为一个围绕商业的成熟体系。
这一时期英国以设计产业立国，
形成了以政府为引领和以市场为导向的设计产业体系，并使设计产业成为
其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以设计产业引领社会创新的独特做法与政策经验等可对当前国家创新
转型和“中国创造”
有一定的借鉴。
设计产业；
商业消费；
创意经济

英国的设计产业成熟于 20 世纪晚期，当

看，
在英国这样一个创意产业发展比较成熟的

时，
英国处于成熟的消费社会之下，
消费在人们

国家，设计产业融汇在其创意产业的各个领

现代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时的社会经济

英国
域，
因而被看成其创意产业的龙头。同时，

与文化环境使人们对消费的依赖不断加深。

[1]

一直也被视为世界上设计水平最高和设计产

从现代设计产业的历史脉络来看，20 世纪晚期

业最为成熟的国家之一，根据英国设计委员会

英国逐渐成熟的消费环境和商业空间为其设

设计产业
2010 年设计产业整体调查结果显示，

计产业壮大提供了肥沃土壤，包括、时装、电

为英国带来高达 150 亿英镑的收入，
比 2005 年

子、车辆等设计领域以至整个文化层面，设计

[2]
增长 11%，
因此这样一个如此有创造力的国度

的职业化也是设计与商业消费交融发展到一

自称则不足为奇。
之前以
“世界创意工作室”

定阶段的产物。这时候的英国正处于经济与社

设计产业成为英国创意产业的重要环节，

会的转型时期，大力推进以设计产业为龙头的

在国际上极具竞争力。英国设计委员会的数据

创意产业。本文从消费的视角来探讨当时设计

表明，创意产业在英国的 GDP 总产值中贡献了

产业状况，对当前国家创新转型和“中国创造”

8%，大约 850 亿英镑，相当于 1600 亿美金，创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意产业在英国是仅次于金融行业的第二大产

1 设计产业：
创意引领社会发展

业，伦敦是英国创意产业的代表性城市，创意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创意产业”的国

产业的产值占总的 GDP 的 25%左右，约 210 亿

家，是欧洲创意产业的第一大国，也是当今观

英镑。英国的创意产业行业，分为 13 个子项，

察全球创意产业的指标性国家。从对联合国

其中设计涵盖非常广泛，包括零售、
广告设计、

2008 年和 2010 年世界创意经济报告的分析来

现在单单广告、
设
工业设计等。据英国的统计，

2012 年北京市留学人员科技活动择优资助项目
陈红玉，博士、
博士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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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电脑相关的游戏以及出版业这四个行业，

消费主义在英国
力。以设计业的成熟为背景，

在当年前三季度的生产总值已经达到 850 亿

的最终成熟就在这一时期。这一时期，包括设

英镑。[3]另外，英国有超过 65000 家的设计企

计产业在内的创意产业在政治、
经济策略中扮

业，75%的机构是小咨询公司和自由设计者，少

演了重要角色，
英国在时装、
电子、车辆等设计

数企业（只有 3%）的年营业额超过 100 万英镑。

领域以至整个文化层面，产品都是通过商业手

早在 1998 年，英国政府《创意产业专题报告》

段来推向大众，
媒体的发展与成熟也为这种商

显示，大约有 100 万人从事文化产业，约占劳

业和消费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为迎合

动力总数的 4%，到了 2004 年到 2005 年，英国

大众消费和商业利益，
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超

的设计产业产值达到了 116 亿英镑，其中设计

乎想象，
设计也面临着这些问题。

咨询业的产值就达 51 亿英镑，自由职业身份

当时英国的市场与消费环境决定了政府

的设计产业产值为 20 亿英镑，其中 54%的设计

对设计的大力支持与资助。20 世纪晚期经济不

公司认为本公司的产值还有望继续增长。

景气，而设计产业则成为英国的润滑剂，在国

设计产业的壮大与英国社会的消费环境

际严峻的竞争形势下，政府意识到必须复苏工

和传统分不开的。18 世纪英国爆发了世界瞩目

业，
而提高工业竞争力的最有力和有效的手段

的工业革命，伴随着机械化大生产，大众消费

正是优秀的设计。1982 年，
撒切尔夫人亲自主

首先发生在这里；19 世纪中后期，设计和设计

持英国工业的工作，在一次名为“产品设计与

在
师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走上历史舞台的，

市场成功”的工业设计研讨会上，她明确提出

大众生产的基础上，商业不断地刺激人们的需

重视工业设计以促进英国经济实力的政策，并

求和购买欲望，公众趣味的改变和广告的作用

针对现状制定了英国发展设计的长期战略和

改变了人们和消费对象之间的关系，艺术家则

具体措施，之后撒切尔政府对设计进行了大量

被鼓励为商业服务，设计被用来开发新产品以

的投资，
其中包括设计顾问的资助计划和扶持

鼓励消费和占领新的市场；20 世纪后期，英国

设计计划。仅用了 3 年的时间，在促进产品的

处于成熟的消费社会之下，设计师的职业化、

竞争力方面就卓见成效，
6 年时间获利为 5 亿

设计领军产业发展使设计成为社会政治、经济

英镑，
远远超过政府 2000 多万英镑的投资。从

以及文化中的内在动力和显性要素。从撒切尔

1982 年之后，
撒切尔政府还通过一个叫做顾问

政府开始，英国创意经济和文化政策改变了英

资助项目来激励设计，后来重新更名企业原

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设计产业与创意产业政策

创，
在开始的两年里，
政府花费了 10 万英镑在

给英国经济带来了活力。英国今天的设计产业

这 个 项 目 上 ，1984 年 项 目 的 资 助 计 划 达 到

体系连同其商业消费都可以直接溯源到 20 世

1500 多项，
项目同时也组织设计论坛和资助伦

纪晚期，当时的设计状况和设计产业直接影响

敦经济学院的设计管理教育和实践，当时，政

了今天英国创意产业的结构与体系。

府还期望到对设计的整体投资大幅度提高。

肇始于英国的设计产业及其政策体系，是

2 商业实践：设计的职业化

当时的设计与商业消费交融发展到一定阶段

在英国，设计的职业化是市场自身的选

的产物。20 世纪后期，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

择，
是商业环境的产物。在战后英国工业和商

义的过渡，反映了西方社会从传统的以“生产”

业领域中，
设计和设计师的职业化是最令人振

为中心向以“消费”为中心转变，后福特主义进

奋的事情。在波普艺术和设计运动之后，
设计

一步加快了消费的步伐，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

顾问职业的成熟，设计公司的成立以及国际化

消费形式，为消费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

设计业务的拓展是前所未有的景象。20 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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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的优势。

意识到需要设计和设计师去改变其公众形象

同时，
设计产业也是在设计师的职业化进

和销售新的技术产品，一些新型的设计公司逐

程中实现的。不过，
在这个过程中，
消费就像无

渐成立，它们大多一开始就受到美国的影响。

形帷幕一样，
是设计成熟的背景。自 20 世纪 70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设计成为英国工业部门

年代以来，随着设计业和消费社会的成熟，品

盈利最快的职业，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快速成

牌又呈现出新的意义。媒体把品牌、
设计师和

长的多数是大型设计顾问公司，设计师和设计

商业活动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媒介的作用，人

公司还逐渐把业务扩展了国际市场，并且国际

们对品牌有一种膜拜的感觉，
设计产品自然提

市场营业额占优绝对的优势。

升了其在人们心中的文化威望，更能体现它们

设计师因为大众消费而批量生产。为工业
和商业所培训的设计师与艺术家、手工艺人的

的价值体系，
人们则会因为品牌而固定消费某
一类产品或者狂热的追求品牌消费。

教育培训是不一样的。为了工业和大众生产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设计的发展使设计

要，大量地培训设计师，这是 20 世纪尤其 20

师逐渐确立了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
设计

世纪后期英国设计教育的任务。随着社会经济

在文化研究中逐渐被理解成包括广告作品和

重心从生产到市场的转变，早期顾问设计师的

市场等在内整个过程的环节之一，杂志、电视、

作用逐渐下降，设计也在设计产业的成熟以及

电影等大众媒体比以前似乎更为重要，设计能

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中重新界定了自身。

够创造特殊的身份，并连同设计的商品和图像

设计业的发展也需要设计人才，尽管在英国设

一道在市场中被消费。在这个过程中，
消费者

计教育 19 世纪就已经开始了，直到 20 世纪后

也在不断地确定自身，一旦有不满意的念头，

期，设计师培训才像设计所服务的大众消费一

轻易地迅速地选择其他消费对象，可见，设计

样进行大批量的人才生产。

的职业化，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相反总是

设计产业因设计的职业化而不断扩张。20

处于流动和变换的过程之中。20 世纪晚期，英

世纪 80 年代在英国兴起的设计产业意味着潜

国社会文化消费和商业之间的交织比之前更

在的商业机遇，大部分设计和相关的顾问设计

为紧密，
消费文化作为大众遍布社会文化结构

公司的经营方式是多元的，把设计和技术、市

和产业经济系统之中，文化消费成为时尚，文

场和金融联系在一起，甚至还涉足产品发展战

化创意产业逐渐兴起，在这一背景下，文化作

略、工业和消费者、模型制造、技术绘图、包装、

为产业被开发和利用，
设计不遗余力地成为文

展示设计、市场研究和人机工程研究等领域。

化创意产业的引领力量。

当时，很多设计公司都实施着类似的战略。它

3 政府引领：
下一轮竞争优势

们的业务涉及购物中心、娱乐公园和飞机场等

在英国，现代设计的发展从来就与商业消

场所，几乎囊括了大众的衣、食、住、行的所有

费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

方面，其多样化的服务让人大开眼界。据英国

艺术服务于商业实践的传统成为世界创意经

且
设计委员会的报道， 这种状况具有普遍性，

济发展史上的经典案例。在设计组织促进设计

呈上升趋势。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半以上的设

和商业发展的历史上，英国有着独特的看点。

计咨询公司已经诞生，其中四分之一拥有 100

由政府资助的“设计委员会奖”已经在企业和

名以上的雇员。这时，设计公司也在不断寻求

公众中深入人心，获奖的设计和产品在委员会

国际市场，纷纷在世界重要城市建立工作机

的设计展览中心长期陈列，
从而成为商家和消

构，这说明了英国的设计师和设计公司在国际

费者采购商品的指南，企业也把参选此项设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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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最好的商业促销手段。

这两
和设计教育也随着产业发展而不断完善，

作为政府的设计管理和财政主体，英国设

个方面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为英国的

计委员会为英国的设计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

设计发展和设计产业提供了成熟的环境。随着

的贡献 。享有 特 殊声 誉 的 英国 设 计 委员 会

博物馆的兴起，商业活动在以博物馆建设的基

（Design Council）是英国设计业内最早、最完

础上活跃起来，
这为英国其经济停滞带来了曙

善，也是最有实力的设计组织之一。设计委员

光，
而设计也在博物馆管理的革新和实验性活

会的前身是工业设计委员会（Council of In-

动方面则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 20 世纪 80 年

dustrial Design），成立于 1944 年 12 月，隶

代，伦敦领导着英国的博物馆建设，并采用企

属商业部（board of trade），由英国政府从贸

业的设计战略和文化创意用来指导城市建设，

易和产业部门拨款支持。英国政府对于设计的

通过城市修葺计划来进行，这个计划在当时受

潜在力量方面有着独到的认识，约翰·布彻

到美国和欧洲的影响，
不过执行时也只是地区

（John Butcher） 负责商业和工业部（Depart-

性的，一些明显的诸如购物中心、公共场所和

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的设计方面业

博物馆等，设计的商业元素都是其中不可分割

务，从设计委员会多年以来的努力和其他设计

的一部分。

拥护者所传达的信息，他认识到设计是影响英

鉴于与商业的密切关系，
位于泰晤士南岸

国产品获得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国家经济

的设计博物馆还被批评太过强调商业，
而失去

复兴的关键，
这一理念进而指导着他的工作。

对文化视野的关注，
这从侧面也说明了当时英

政府对设计的这种大力支持和资助政策

国设计产业以商业和消费为重的背景。20 世纪

极大地鼓舞了设计行业，这也是设计顾问公司

90 年代，设计师和博物馆联系在一起，同时博

在这一时期急剧增多的原因之一。佩尼·斯帕

物馆的商业操作模式带给这些设计师名气，设

克教授认为，
英国政府又一次在国内和国际商

计师很快地在英国甚至国际上闻名。他们逐渐

业的背景中对设计进行调查，并把设计作为工

发现英国国内市场对设计师的需求是有限度

具，
这对于设计业有着非一般的意义。[5]而且首

的，在国际上比在国内更能获得成功，因此很

相撒切尔夫人曾在道陵（Downing）街上还举行

多设计师在英国获得专业教育之后便在国际

了一次座谈会，让人们聚焦设计产业，并显示

商业环境中谋求发展，其中就有 Norman Fos-

出未来政府的兴趣所在，以及设计在未来稍近

ter、
Daniel Libeskind、
Zaha Hadid 和 Eva

阶段与大众消费纠合在一起的时尚风暴。政府

[6]
Jiricna，
他们的名气也跟随着他们所参与的

行动目的无疑是为了提高英国的产品在国内

博物馆设计项目计划而传播开来。

市场及海外市场上的竞争力。

政府还作为公共的购买者 （The public

政府的支持为设计产业提供了相对完善

sector as purchaser） 来实现它的经济和设

的设计环境与公共服务。众所周知，英国拥有

计政策，对设计发展来说，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世界上著名的博物馆、成熟的博物馆管理体系

帮助建立设计标准，
在激励设计方面有重要影

和博物馆学研究，这是英国设计产业的重要部

响。公众采购部扮演着客户或者消费者的角

分。同时，英国还拥有世界上著名的艺术和设

色，
作为巨大的消费力量，需求量大，可以带来

计院校、各类不同层次的设计教育机构和组

巨大的经济利润，因而这一点自然是促进和鼓

织。在 20 世纪晚期，扩张的消费主义，文化商

客户的要求最
励优秀设计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业化和产业化，博物馆和设计教育作为产业体

终会对设计和设计队伍的发展和成熟提出条

系中的一部分，成为文化产业的亮点，博物馆

件和要求。英国政府倡导设计引导经济的政策

服饰与产业：
产业观察

主持：刘岳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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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他们一直认为设计应该是经济投资的一

业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龙头将在这一创新转

个方向，而且设计是工业投资的一部分。

型中扮演重要角色。

4 结语
设计是创意产业的引擎，英国政府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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