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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角度对设计美的分类研究
文/张

黔
从时间角度来看，
设计美可分为古典、
新奇和动感等类型。古典之美强调的是回到古代的经典样式

或重现古代设计的精神，
新奇强调的是超越时代的限制从未来获得灵感，这两者都体现出对当前的常见生
活形态的一种否定，
都有自觉的时间跨越性与对日常平均状态的超越性。而动感则更多地是直面当代的日
常生活体验，
是对此时此刻的人生的正面肯定，它源于机械之美，最终又超越了机械之美，而成为人之美的
外在显现。
设计美；
时间；
分类

对于设计美类型的研究，前人已有一些论

古典是与时间维度有关的设计美形态，它

述，李乐山先生曾对常见的现代审美观念进行

是指对象以对古代某类设计作品的形式特征

了分析，这些观念包括体量感、厚重感、张力

或更深层的内在精神的传达且以和谐为其内

感、动感、金属感、机器感、几何感、科技感等，

在诉求的审美形态。

这其实就是一种设计美的分类方法。 祁嘉华

从对象形态上看，古典可看作中和与时间

先生则将设计美分为线性之美、力量之美和含

维度结合的产物，因此中和所具有的“不大不

蓄（中和）之美三种。 笔者也曾对设计美进行

小”
的特征也正是古典的特征。同时，
与小巧、

过分类，将其分为大气、精巧、谐趣、动感、
华丽

华丽等不同的是，古典是一种比较低调的美，

并在
和从众等六种类型。 经过进一步的研究，

它不仅在体量上不张扬，在视觉效果上也是低

前辈学者陈汗青教授的启发下，笔者对设计美

调平和的。

[1]

[2]

[3]

的类型有了新的理解。设计美可以从天、
地、
人

从内容上看，
古典之美往往与主体对历史

等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分类，从时间（天）角度，

的传承有着内在的自觉有关，
是人的历史感在

设计美可分为古典、新奇和动感等类型；从空

设计审美领域的体现，它突出体现古已有之的

间（地）角度，设计美可以分为大气、小巧、中和

设计形式和内在意义在当代生活中的传承与

等类型； 从人自身这一角度，设计美可以分为

应用，体现出一种对过去事物的留恋之情。主

理趣、诙谐、
华丽等类型。这种分类方法可能比

体（无论是设计实践主体还是欣赏主体）都是

已有的分类法更为全面地揭示了设计美的类

有历史感的人，
但是并非所有主体都会自觉到

型，对其深化是笔者近期研究的一个方向。本

对自己所在民族、
地区的历史及历史中的事物

文试图从时间角度对设计美进行分析，以帮助

进行传承，
古典之美则体现出一种对历史的自

读者进一步理解设计美的多元性。

觉，
同时它也能帮助那些暂时失去历史感的人

1 古典

重新找回历史感，因而它具有积极的社会历史

[4]

张黔，哲学博士，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58

服饰导刊 2015 年 6 月第 2 期
FASHION GUIDE 服饰与艺术：设计理论

执
意义。但是古典也可能导致一个迷恋过去、

眼光去看待，或者会产生一种新奇感，从而获

迷于怀旧状态的消极作用，一个过于痴迷于古

得精神的愉悦。

典之美的人，可能会失去对当下的关注，甚至

2 新奇

将古典当作否定当下的标准，而无视历史发展

新奇也是一个时间性很强的设计美形态，

的方向，如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先驱们就在一

与古典相对，
新奇是指对某一特定的时空范围

味推崇中世纪设计风格的同时而将现代机器

内的人群而言，
从未感受过的、对当前的、
常见

大生产导致的设计之美一味否定。作为设计之

的设计样式形成鲜明的否定性特征的设计对

美的古典，不应是“古董”或“古董”的简单复

往往
象形态。在设计活动中普遍强调的创新，

活，而应是具有当下意识的古代形式与创造精

直接导致了新奇的审美效果。新奇的
“新”
强调

神的传承，它应该是基于应用层面的审美形

前所未有，闻所未闻；新奇的“奇”强调突破日

态，而非纯粹的审美对象，设计的应用性使古

常的平均状态。新奇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

典之美摆脱其“古董”状态或博物馆艺术状态，

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时间上的，当某个曾经新

而成为一种活生生的存在。

奇的风格反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后，
它就不再

在造型手法上古典与新奇是对立的，它需

具有新奇性；二是空间上的，对某一地区具有

要大量地借鉴古代曾有过的造型手法，
“古已

新奇性的某个设计形态，
对于另一地区的人们

有之”这一时间性成为其造型手法的来源和标

而言可能不具有新奇性。新奇的双重特性，意

准。由于时间性的被强调，因此，粗犷的、细腻

味着设计师在设计创造时，不仅要善于创造前

的这两类对立的手法都可兼容于古典之美中，

所未有的形式，还要开拓自己的视野，善于移

所以古典可以表现为基于粗犷的古朴，对象形

不仅要善于创造
植同时其他地区独有的形式；

态接近朴素的自然状态，或大刀阔斧，或略加

新的形式，更要善于延长这种形式的“保鲜

修饰，得自然之妙趣；也可以表现为基于细腻

期”
，通过各种设计手段尽可能地延长一个时

的古雅，体现出古人精致生活态度的当下传

间序列中产品的寿命周期。

承，一切都尽可能地精细，都与古人理想的生
活世界、生活态度有内在的联系。

从内容上看，新奇体现出人们对于进步
的、先进的事物的追求与渴望，也体现出人类

在审美效果上，一般来说，古典之美往往

审美意识与感知系统的求新求变的特征。新奇

满足了人们的一种怀旧之情，能暗示出对过去

可以是形式上的，
而在内容上可能并无多少新

时代的怀念与留恋，甚至能强化我们本应有之

的变化，这类设计往往是改进型的，其目的是

的历史感，能导致对时间根源与根据的遐想与

延长产品的寿命周期，也是最能体现出设计活

直觉。由于欣赏主体的个性差异，面对古典之

动的独立性和设计创造价值。新奇也可能是功

美的设计对象，有两类特殊的审美主体，一类

能 - 技术上的，新的技术的运用，新的功能的

是迷恋古代文化、以古代文化为荣的具有较深

产生，都可能让人产生新奇之感，而这一意义

厚的传统文化修养的主体，他们往往会无保留

上的新奇更多地是工程师或技术人员所做的

地同情与融入到古典之美中去，从而在对古典

工作，与设计师的工作关系不大，设计师更多

之美的欣赏中获得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另

地是给这种新技术、新功能设计出一个外观，

一类则是对古典之物了解不多，大量地与现代

而这个外观是否具有创新性都未必是最重要

设计形式和现代科技打交道，与传统文化断代

的。在技术与功能的发展遇到瓶颈的时候，形

的年青一代在突然看到古典之物时，或者他们

式上的设计就显得尤其重要，设计师在整个团

根本将古典之物视为古董之物而不以审美的

队中的重要性也就大大提高。如当代的手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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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产企业，在高度集成的电子技术的发展中，

仅引起审美注意，
到引起进一步的审美互动和

渐进入到技术上的一个相对停滞期，这时企业

更深层次的审美体验。

之间的竞争更多地体现在产品外观形式上。因

3 动感

此一些企业适时地调整了整体的经营策略，
由
技术为主导转变为以设计为主导。

作为设计美形态的动感是一个现代设计
美学才有的概念，
是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基

以形式创新为特征的新奇，其造型手法要

础上产生出来的与人类对速度的追求联系在

求突破常态，创造前所未有的形式或对于某一

一起的审美范畴，
其突出特征以随机曲线象征

地区的人们未曾见过的形式。因此，只有充分

追求速度的时代精神。动感是一个时间性很强

了解当地同类产品的一般形态后设计师才能

的设计美范畴，
它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当代性。

做出以否定这种形态为特征的新奇设计样式。

与古典的复古、新奇的超前等时间意识不同，

设计师可以在操作界面、作品体量、作品的比

动感体现出对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状况的肯

例、作品的外轮廓及线条、色调、色彩关系、材

定，
而不强调对当前的经验的否定。作为现代

质、生产加工方式等方面进行多方面的创新性

设计美学概念的动感最初是机器美学发展的

尝试，从而形成新奇的审美效果。新奇既与古

结果，是在现代空气动力学的最新成果的基础

典形成对立，也与中和形成对立。但是有时古

上形成对高速运动物体特征的集中表现。但是

典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条件下转化为新奇，
而中

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动感未必与高速运动的物

和则与新奇具有一种相互否定性。日常的平均

体有关，它所有的流线型特征被更多地与人自

状态是中和的标志性特点，却是新奇首先要否

身或高等动物的身体形态联系起来，而获得更

定的。但是从长远来看，新奇的设计形态被普

丰富的情感内涵。

遍接受后，它也会逐渐失去其新奇性，而成为

不容易与运
对称形具有稳定性和内向性，

中和之作，如摩托罗拉的超薄手机设计理念，

动产生关联，因而要让作品产生动感，就需要

在当时绝对是具有很强视觉冲击力的新奇样

能暗示运动的非对称形。国际著名美学家和心

式，但在今天已经成为普通的手机的设计语

理学家阿恩海姆认为：
“
‘运动性’首先取决于

言。但也有一类新奇，因为过于求新求变，
而远

比例。举例说，
当艺术由文艺复兴风格发展到

离了日常运用，甚至因为不具良好的功能性，

巴洛克风格时，
建筑艺术中所喜爱的形状就由

结果在审美上固然有了新奇之感，但却只能在

圆形和正方形转变为椭圆形和长方形”[5]，
从他

较小的群体范围内形成反响与共鸣，因而成为

的论述不难看出：对称性越强的形体，越具有

对
小众化的产品甚至是商业上不成功的产品，

稳定性，越不容易产生动感；而对称性越弱的

此设计师应该引起充分的注意。

形体，
越容易产生动感。所以非对称是产生运

新奇所引起的审美效果，最典型的特征是

动感的重要条件。而要让运动的轨迹接近
“流”

新奇在这种效
眼前一亮，
甚至发出惊叹。但是，

的效果，就需要借助流线型，而非一般的简单

应之后，也经常会面临着另一方面的问题：缺

的直线形。

乏审美后劲。要由这种眼球效应进一步发展为

动感之美具有特殊的社会内容，首先，它

审美效应，新奇还需要有内容做支撑，人们不

是快节奏的现代社会的象征，具有鲜明的时代

仅希望新瓶装旧酒式的新奇，更希望新瓶与新

性，
是一种容易引起对现代社会的快节奏有深

酒的统一，既有形式上的创新，又有工艺技术

入体验的人的较普遍的审美感受的设计美的

上的创新；既有视觉上的吸引力，又有操作应

形态。它来源于现代设计先驱对新时代的向往

用层面的称心如意。只有这样，新奇才能由仅

与讴歌，
体现出一种乐观向上的时代精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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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动感之美最初是在高速运动的机器如汽

一般不被理解为是流线型。

车、轮船、火车等上面得到体现，它们的速度和

由于动感之美所赖以产生的流线型在自

节奏具有新时代的突出特征。但是，很快这种

身的运用历史中先后获得过多重意义，这就使

动感之美扩展到其他设计领域，非高速运动的

得它的审美效果相应地较为复杂，
它既可以是

设计对象也被赋予了流线型，这是时代精神的

心理内部的下意识的运动，也可以是一种时代

进一步推广，
是其功能性内容向审美性内容的

象征导致的乐观与振奋，
还可以是仅仅因为发

扩展。其次，后来它被发现与人自身的随机曲

现对象形态与人自身形象之间的相似性而产

线有直接的相似性，甚至就是人自身的生命形

生的亲切，
也可以是这几者兼而有之。

态特征的外在显现，因而在高节奏越来越成为

心理内部的运动是动感之美的突出审美

现代都市人的一种沉重的心理负担后，流线型

效果，西方心理学用内模仿来特别指向这一效

并没有获得任何负面的评价，相反，它重新又

果。当对象在运动时，
我们内心也会跟着一起

获得了静态的内涵：与人的身体形态特征对

运动。而当对象并非真在运动但产生了一种对

应，让无生命的设计对象获得类似于人的生命

运动的暗示时，我们内心也会推测这一即将发

形态，对象也因此具有了生命的意蕴，流线型

生的运动的方向和轨迹。按内模仿这种观点，

在新时代重新建构出一种审美范式。再次，从

动感之美的审美魅力其实并不在于它客观上

功能上看，流线型相对回圆转的过渡，不止是

与运动的联系，
而在于它与人主观上就是一个

帮助人们摆脱了机器产品带来的冷硬感而具

运动者有关。我运动 （这当然是人的一个本

有温馨的情感暗示，它还有更方便操作、更有

质）， 所 以 我 希 望 周 围 的 对 象 也 有 这 个 特

利于对人自身的保护等特点，这也是它大行其

—其实这也正是由动力带动的各种机器
点——

道的原因。

得以产生的一个内在动力，对于即使不能运动

动感之美是通过舍弃细节的流线型来实

的物体，
我们也会虚构出、想象出它运动的“前

现的，舍弃细节，意谓它不需要装饰，也不需要

也实现
景”
，
从而满足了自我要求运动的愿望，

复杂的色彩变化，具有现代设计的单纯性。细

了对人的运动本质的确证。

节过多，会冲淡人们对流线型的整体接受，
甚

对于动感之美的心理学分析，我们不同

至让细节本身成为关注的焦点，毕竟细节在一

意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观点。他认为只要是知

定程度上形成了秩序的中断，而中断之处正是

觉形式就都内含着运动的趋势，这其中甚至

人们对其关注之处。因此除了必要的功能性元

不需要想象的参与，
“ 一切知觉样式都是能动

素外，流线型设计是不要其他细节的。不要细

的。而知觉式样所具有的这个最基本的特征，

节还体现在线条本身，虽有一定的起伏变化，

恰恰又是对艺术最有用的一个特征。”[5]他将

但都是大弧度的过渡而没有小圆弧的联接，
这

这种心理学现象还原为一种生理反应，
“我们

就使得这种线条整体感非常强，感觉较为大

在不动的式样中看到的‘运动’或‘具有倾向

气。

性的张力，’恰恰就是由这样一些生理力的活

在动感之美的造型语言的运用中，需要注

动和表演造成的。换言之，我们在不动的式样

意的是，它往往只在自身形态不对称情况下使

中感受到的‘运动’，就是大脑在对知觉刺激

用，
一旦对称，
其动感就会大打折扣。流线型就

进行组织时激起的生理活动的‘运动’
，就是

等于不对称的随机曲线。因此，在对称形的塑

大脑在对知觉刺激进行组织时激起的生理活

造中，一般是不用流线形这个概念的，如汽车

动的心理对应物。[5]对此我们认为，要求对象

的前脸设计，
需要严格对称，也会用到弧线，
但

具有运动的特征，是一种以己度物的价值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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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不赘述。

的积淀而变得更象是一种生理本能，但并非
就是生理本能，就象审美似乎也被简化为一

参考文献：
[1]李乐山 .美学 与设 计［M］.西安 ：西安交 通 大 学 出 版

种本能的直觉一样。
象汽车这类运动的机器，虽然它最终是在
运动中实现其功能的，但对其审美欣赏却是在
静止中欣赏的。因此我们并不是在欣赏汽车的

社，2010：14-21.
[2]祁嘉华.设计美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9：64-70.
[3]张 黔 .设 计 艺 术 美 学 [M].北 京 ：清 华 大 学 出 版 社 ，

运动中而感悟到其动态之美，相反我们是在其

2007：166-169.

静止状态、尤其是其侧面状态中才感受到其动

[4]张 黔 .从 空 间 形 态 角 度 对 设 计 美 的 分 类 [J].设 计

感之美的，这种心理感受，是运动本身所不能

艺术研究，2014（2）：1-5.

给我们的。

[5][美]鲁 道夫·阿恩海 姆 .艺术 与视 知 觉——
—视 觉 艺

动感之美带给我们的其他审美感受如振
奋、亲切等，在其他一些审美形态上均可见到，

术心理 学［M］.滕守 尧、朱疆 源译 .北京 ：中国社 会科 学
出版社，1984：578.

附表：基于时间角度对设计美的分类依据
对象的构成形态

对象的造型手法

客观的社会内容

客体与主体的关系

主体被确证的本质

审美效果

设计容易出现的
问题

古典

古代设计的元素
复古元素，装饰
或精神的应用

历史感，怀旧意 有怀旧意识的主
识，对 世俗社会的 体 与 复 古 风 格 的 复古情结、历史感
远离
对象的统一

认同感、归属感， 没 有 当 代 内 容 的
新奇感
古董

新奇

前所未有的设计
形式，对日 常状态 求新求变
的否定

面向未来的意 识，
有未来意识的主
商业社会的竞争
体 与 新 变 风 格 的 热爱新鲜事物
需要，对现实的否
对象的统一
定性

新奇感，认同感

动感

现代性很强的非
流线型
对称的流线型

以快节奏、高速度 自 得 于 这 个 时 代
活在当下，享受当
认同感、归属感
为特征的现代都 的主体与现代风
代生活
市生活
格的统一

没有技术和功能
作支持的纯粹形
式

无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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