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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批评价值观的反思与重建——
—评李万军的《现
代设计批评：人本主义维度》
杨

林

（南京工程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67）
摘 要院设计的现代性存在既是产品化的，也是语言性的，
它已广泛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话语中。现代
并为大众分辨传播媒介
设计批评的哲学研究因而十分必要，
它要为设计的价值判断提供原则与根据，
人本主义维度》是该方向的重要著述，
中的设计评论话语提供理性的范畴。李万军的《现代设计批评：
该书以
“人本主义”
为主线，
对现代设计批评的多维话语现象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对当代设计的享乐主
义、
技术主义、
虚无主义危机做出了前瞻性的诊断，由此提出了当代设计批评应有的伦理原则。人本主
义设计批评原则的价值观因此得到了深度的反思与重构，
凸现了该书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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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Values of Design Criticism: Comments on Li Wan-jun’
s
Criticism of Modern Design in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m

Yang Lin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167 China)

Abstract: Design is now present as a product, and also as a language which has been widely commented

on by the public. The research on the philosophy of design criticism is necessary, which should provide

principles and grounds for the value judgement of design, as well as the reasonable categorie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design comments. Li Wanjun’
s Criticism of Modern Design is such a book

that proposes the principle of Humanism should be used in the modern criticism of design. He
demonstrates the four dimensions of modern design criticism and states the potential crisis of Hedonism,

Technological Doctrine and Nihilism. Reconstruction of the values of Humanism, which should be the
basic perspective of design criticism, has been the most positive and creative content of the book.
Key words: design criticism；
modern design；
Humanism

当下，设计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普

媒等各个领域都集聚着设计的产物，同时表现

遍现象，它不仅仅表现为建筑、产品、环境、传

被越
为设计已经进入到当代人的日常话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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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的人所谈论。就设计的现代性存在属性

从广义
清现代设计批评的话语体系现象出发，

而言，它既是作为满足生活需求的创造性活动

的产品生成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展开。广义的产

的存在，同时也是作为语言现象的存在，前者

品，包括生活用品、建筑、广告、网页、景观、交

意味着设计必然具有一种“意向性”，它必然要

通工具、
通讯产品等各种样态，
形态多种多样，

指向他者及其欲求，后者意味着设计本身具有

但其生成过程却是共性的，
它们都不是一个孤

语言的属性，因为它早已不是机器时代早期那

立的、在那里的客观物象，而是要经历从无到

种简单的以功能实现为目的的造物活动，而是

有、从观念到物的创造过程，并且都要借助一

要在言说中实现特定时代的审美理解与文化

定的技术手段与生产方式，
要在消费使用的经

身份认同。

济过程中实现价值的转化。还原产品的生成过

从设计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人们围绕设

程，
现代设计批评话语现象的多维度特性因此

计作为改变生活的创造活动的本质规律、
创新

呈现出来。这即是该书在开篇“多维的设计批

方法、形态历史等问题著述颇多，相比较之下，

评”中所提出“机器生产维度”“消费文化维

设计作为语言现象却并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

。
度”
“视觉文化维度”
“女性主义维度”

而事实上，设计的可言说性渗透在人们的日常

不同维度的现代设计批评话语现象分析

生活经验之中，具有个体的感性、混沌的言语

不仅仅只是文本的导读，
更需要深挖内在的批

特性，它是设计批评的初级形态，潜藏着人们

评动机。机器生产维度的设计批评话语是在技

对生活世界以及民族、时代的价值判断，它可

产品艺
术变革与生产方式改变的社会背景下，

以通过向高级的、理论形态的设计批评转变，

术形式与技术手段的分裂所必然引发的设计

让批评的视角与原则从被遮蔽的混沌经验话

反思；消费文化维度的设计批评话语是在现代

语中显现出来。因此结合设计的语言现象与物

化生产手段带来产品过剩的社会背景下，产品

态现象，探究具有价值观合理性的设计批评原

的经济属性与伦理属性的冲突所滋生的设计

则，帮助人们分辨良莠不分的当代设计实践现

之辩；视觉文化维度的设计批评话语是信息化

象及其在传播媒介中被金钱利益所驱使的批

时代图像爆炸的社会背景下，产品的虚像景观

判话语现象，不仅是设计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应

世界与真实生活世界的矛盾冲突所引发的批

有方向，
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李万军的

评主题；
女性主义维度的设计批评话语则是在

《现代设计批评：人本主义维度》即是该领域的

现代社会新的政治民主思想背景下，产品的他

代表性著作。

者意识反思中的设计之争。对于现代设计批评

1 解读现代设计批评话语现象的多维度特性

来说，
这四个维度的时间性存在并非是严格意

在现代设计批评的哲学研究中，首先遭遇

义上的线性交替，而是一旦出现就不再从批评

到的就是设计批评自身的历史性存在。它如同

的历史舞台上退出，
各自沿着纵向的深度发展

设计一样，在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等外在因

方向往前推进。李万军对现代设计批评话语的

素的引导下，不断发生视角的转变、概念的裂

现象解读与批评动机分析，
无疑是深刻的。

变与新观念的产生，因此充斥着多样的话语形

然而，
现代设计批评的多维话语现象虽然

态。话语形态的复杂多样性虽然铸就了设计批

看起来纷繁复杂，细究其差异，却主要在于其

评的内在活力，但是在传播过程中同样也给公

指向的人的存在的多维性。机器生产维度的设

众带来审美理解上的诸多困惑与审美趣味提

计批评话语指向的是“生产的人”
，
它反对的是

升上的诸种难题。

人在生产中的异化存在。消费文化维度的设计

《现代设计批评：人本主义维度》一书从澄

批判话语指向的是“经济的人”
，它反对人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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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中的迷失。视觉文化维度的设计批评话语指

洞的概念，
其对现代设计的内在推动力量就无

向的是“感性的人”，它反 对现代 传播媒 介的

法得到清晰的理解。正如书中所说，
“人是设计

图像增殖带来的人的感官异化。女性主义维

的起点，也是设计的终点，只有用人的维度去

度的设计批评话语指向的则是“政治的人”，

衡量设计，
才能将设计的本性显现。对于具体

它反对 因为性 别 不 同滋 生 的社 会 身 份及 其

的设计实践活动而言，
人本思想也在现代设计

活动的不自由。因此，现代设计批评的内在

的不同阶段展现出不同的特点。现代设计中人

共性原则指向了“人本主义”。李万军从设计

本主义批评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梳理人本设计

哲学的高度，对设计批评话语表象与内在原

的整个生成过程，而且能够给予当代设计一个

则的关联进行了深刻的探讨，推动了我国设

自身的规定即符合人的人性。”[1]234

计批评理论研究朝着学理化、科学化的严谨

《现代设计批评：人本主义维度》围绕“人

学科发展方向前行。

本主义”
的哲学概念进行了思想的溯源。
“人本

“人本主义”
原则
2 透视现代设计批评的

主义”是西方近代哲学中明确提出的概念，它

就设计批评的原则而言，
“以产品为本”
与

强调作为主体的人能够通过自身的理性力量

“以人为本”是两条最根本的原则。因为设计是

实现自我规定。作为理性主体的人不仅能够凭

造物的活动，但是与此同时，它是人的造物活

借认知理性去把握作为客体的自然，
凭借实践

动，并且要为人服务。“以产品为本”的设计批

理性将自己导向道德的完善，并且能通过创造

设
评主要集中在对产品材料属性、结构理性、

力理性架构起心灵与情感的和谐。建立对作为

计表达、生产工具、工艺流程等不同环节的合

主体的人的理性力量的信仰是近代哲学的特

规律性的分析与判断。而“以人为本”的设计批

点，
却也是现代哲学体系普遍怀疑的对象。现

评则是从人出发，对一定设计观念支配下的产

代哲学的
“人本主义”思潮从批判“人是理性的

品创造活动是否带来理想的人的生活世界做

动物”这一古典命题为起点，将人在唯一的现

出分析和判断。这两种原则在现代设计批评的

实世界的存在作为主题，从超出理性之外的存

发展历程中是并行的，但是受到上个世纪世界

在、心理、符号等不同的维度去构建人的本源

范围内的战争、经济危机、环境危机等多种因

性存在及其理想化生成。后现代哲学关于人的

素的影响，
“以人为本”的批评原则占据了主

无规定性存在的思想则消解了“人本主义”的

导。如李万军所说，现代设计批评的发展“经历

内容，
以人在不同语境中的碎片化存在及其游

了从对机器生产的否定到功能理性的崇尚，再

戏规则的探究取消了一个整体的人的概念和

到人文情感的关怀，践行了设计服务于大众的

作为世界中心的意义。

社会理想，展现出‘以人文本’的设计思想的生
[1]
成过程。”

这种哲学的溯源对我们重新理解现代设
计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形而上的观念导引。但是

人本主义思潮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重

哲学的概念与设计的发展并不是直接的对应

要组成部分，
它推动了西方哲学的整体现代性

关系，它是借助在设计批评中的转化，来实现

转向。但何谓
“人本”
？在哲学中，
“人”是一个宏

对设计历史的间接影响的。现代设计批评中的

大的概念，可以在一个相同的语词表达形式背

人本主义原则的表现因此需要得到进一步的

后隐藏着抽象的人、作为民众的人、自然的人、

阐明，
但作为研究对象的批评文本需要在广义

理性的人、感性的人、具体历史形态中的人等

的范围内来确立。现代设计批评的文本不仅包

等完全不同的所指内容。因此如果对“人”
的所

括批评著述与文章，还包括大量的批评性设

指不加区分，
所谓的“人本主义”就成了一个空

计。易祖强就提出，
“设计批评不但应该提供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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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的视角、讨论的路径，也应该提供更具体直

止在私人利益的过度追逐中陷入享乐主义与

观的问题映射物，即批评性设计。它是一种特

欲望主义的泥潭。其次，设计在运用技术手段

殊的以直观呈现异象来提问的观念性实践”
，

的同时，同样需要为技术划界，防止在工具理

而将批评性设计纳入批评的总体体系，拓宽作

性至上的价值导向下，让技术成为环境、生态

为设计批评中的文本概念，是设计批评学科发

以及生产者的异化力量。再次，设计在传达一

展的内在要求[2]。因此，
《现代设计批评：
人本主

定的生活态度的同时，更需要有智慧的导引，

义维度》对“人本设计”的流变之梳理，立足于

防止消极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念将人的生存带

设计批评的语言形态，但将设计历史中有明确

向精神的颓废。

的批评态度的物质形态作品纳入进来，将研究

正是通过对设计实践所隐藏的现代性危

对象的不同呈现形态在广义的文本意义上相

机所做出的诊断，
《现代设计批评：人本主义维

互映射，无疑是有价值的创新。

度》 呈现出其对设计批评本性的深刻哲学判

3 重构“人本主义”
设计批评价值观

断。所有的批评都是建基于一定的立场与原则

设计批评研究作为一种学术上的探讨，
其

的，可以是审美的、科学的，也可以是伦理的。

终极的指向是一种伦理意义上的，即通过批评

这其中伦理的原则尤为重要，它应贯穿到设计

的理论体系构建来指导设计实践调和经济价

批评的审美原则与科学原则之中。伦理的原则

值与伦理价值之间的冲突。人本主义设计批评

是对人的生存理想的价值观的判断，尽管价值

原则是一个开放性的原则，其具体内容随着时

观具有个体性、地域性、时代性等多重变化的

代、技术、民族、地域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自我更

属性，但对一定的民族与社会而言，价值观有

新，因此如果固守其历史的内容，只会对设计

其共性的、
普遍的内容，它应当以实现民族、国

实践形成条条框框的束缚。只有根据具体的时

并且并不以让渡
家与社会的和谐为终极导向，

代性内容来重构新的人本主义设计批评原则，

个体的正当存在权利为代价。设计是指向他者

才能激活其理论的生命。

的，伦理的内容原本就应是其题中之义，价值

当下社会来说，人本主义的设计批评原则

观的设定、
植入与传播在设计的创造、生产、传

是要得到重构的，因为人对自身存在的认知已

播中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发生，
它需要借助设计

经超出历史语言的概括。该著作用现象学还原

批评的力量得以澄清。而批评本身的伦理立场

的哲学方法，将设计服务对象还原为人在唯一

与价值观内容因此成为前提与出发点，它决定

的现实生活世界中的身体存在。设计的伦理意

了批评的实践能否做出理性的判断。

义与审美理想是同一的，即通过设计的创造与

设计批评的价值观在我国当下是需要重

使用，实现人的欲望、技术与智慧在生活世界

构的，因为在中国人的当代生活中，各种西方

的和谐游戏。以人为本的设计批评原则是要判

现代的、后现代的设计都蜂拥而至，各种技术

断设计满足了人什么样的欲望、使用了什么样

化的新形态、娱乐化的内容、大众化的时尚审

的技术手段，而欲望满足与技术手段的应用是

美等等充斥于生活中，看似精彩纷呈，但潜藏

否能够构建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心灵的和

着道德判断迷失的危机。而中国本土的传统设

谐。

计批评因为与现代化生活方式与生活内容的
在这种清晰的视野下，当代设计的问题及

割裂，并不能直接套接到当代人的理性认知之

其应有的发展方向便呈现出来。这即是书中提

上。只有立足于当下生活世界的具体内容，以

到的，首先，设计作为为人服务的产品创造活

发展的精神来重构“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念，现

动，它必须满足欲望，但却应当为欲望划界，防

代设计批评的人本主义原则才能建立起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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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语境下的合理性根据。该著作在设计批

研究范式。在该著作的带动下，中国设计批评

评价值观的重构上，无疑是重要的开启。

将逐步走向理性的自觉。

4 结语
从现代设计批评的多维话语现象分析，到
“人本主义”批评原则的价值反思，再到人本主
义立场下的当代设计问题剖析，李万军的《现
代设计评判：人本主义维度》一书意味着中国
设计批评研究向着学理化发展又向前迈进了
一大步。设计批评是新兴的学术领域，它并不
像文学批评、美术批评那样已经有相对成熟的
范畴体系与方法，同时也不能完全照搬和挪移
文学批评与美术批评的既定范式。在设计批评
的研究领域，
亟需有设计与哲学交叉学科背景
的研究者，
建立该领域研究自身的学理体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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