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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设计观的差异及其对现代设计的意义

周敏宁
(江南大学太湖学院，江苏无锡214122)

摘要：儒家的设计观建立在“规定”的基础上。对“善”、对“礼”的重视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设计的出

发点。道家的设计观是摒弃人内心的欲望，顺从自然；否定一切的规定。要人们回到原始的、无争的状态之

中。“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是道家设计思想的集中体现。避免儒道两家设计观冲突的办法便是“竟合”，道家

的设计观点必须建立在儒家“规定”的大厦之上，对于人类、对于设计本身才是和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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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核．儒家和道家的

思想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着长期的影响。现代设

计的最终目的是构筑更趋合理的生活方式，分析儒

道两家的造物思想，对于理解今天的设计现象以及

推进现代设计的健康发展，具有强烈的本土意味和

现实意义。

一、儒家的设计观及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如儒家的哲学一样，儒家的设计观也是建立在

“规定”的基础上。对“善”、对“礼”的重视是以孔子

药代表的儒家设计学的出发点。儒学主张以“礼”治

国，《周礼》中对于。礼”在器物上的贯彻有着详细的

规定。这种规定从阶级上来看，上到天子，下到平民；

从器物种类来看，大到皇城，小到碗筷，覆盖了人们日

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设计原则具有非常明显的

宣传伦理道德的功利性倾向，即所谓“主次分明，秩

序井然”的位序观。在装饰风格和设计中一直充满

着隐喻和暗示．设计者刻意追求物品的象征意义，

在设计中无不显示高下尊卑、上下通达、强大、过分

复杂破碎的设计理念．用物品达到设计者想要的设

计目的。人们也用物品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尊贵。

现实中更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电脑的配置，

通常部门最高领导或老板的电脑配置最高，价格也

最贵．但这位老板也许只会打开电脑玩个扑克牌游

戏或听个歌曲。老板之所以可以使用最好的电脑，

理由是他的级别和待遇是最高级的。由此展开，还

有那华而不实且大的惊人得办公桌，价格不菲的纯

红木办公用品，报价数十万的诺基亚VERl’U商务

手机，8缸耗油量但却用不着高速行驶而只在市区

行驶的高级轿车。早在唐朝时。自居易曾作诗讥讽

日“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

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城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

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丈

毯，干两丝。叫1】56正是儒家的讲究秩序、注重等级的

原则及“主次分明，秩序井然”的位序观使这些不必

需的产品有了合理的存在地位。

儒家设计观的作用在于为人们规定或设计出

方向，并且通过设计实践再证明和反作用，从另一

个层面上说，儒家设计观和儒家学说一样，具有强

烈的宗教性。在这种宗教性的指引下。正确的路线

可以得到良好的执行，错误的路线也一样。实践对

于错误的反作用力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较多的

空间才可以纠正。

现代设计领域反映出的各种现象都能追溯到

儒家设计观对于礼仪规范、等级形象等的重视上。

在建筑上．过去辉煌的宫殿建筑建立在“礼仪”

的基础上，从宫殿到平民建筑，各级别的建筑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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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规定。今天虽然明显的等级制度已经淡化，

但是财富的多寡、人性中的彰显欲使得彰显阶级财

富的风气仍充斥着整个住宅设计，使得区区居民小

区都有灯火辉煌的观光电梯、蜿蜒的人工小溪、堆

砌的假山、用电运行的瀑布喷泉，甚至有热带的棕

榈树和椰子树。城市广场公园也同样是唯气派至

上．各种景观场景及元素都让入感觉到巨大二字的

含义。如城市景观中对整个亚热带地区“改头换

面”：把落叶乔木换成常青树。乡土“杂灌”换成“四

季有花”的异域灌木，“杂草”换成国外草坪草，自然

地形改成人工假山等等。形象工程更是如此，一掷

数亿的豪华办公楼、辽阔的广场、奢华的装饰、眩目

的装修、非常不环保的大理石地面及玻璃外幕、另

人咋舌的每日中央空调和照明的消耗。在过去的正

确规定到了今天或许就变成了错误的，制度、观念

也应该因时而变。等级制度的消失不会带来人们等

级观念的消失。于是金钱和长官意志变成了建筑设

计的“制度”，从而造成了建筑设计的混乱。

在产品设计上，反映在普通设定的有年限的产

品，使用了不相适宜的材料。如更新换代极快的U

盘，居然用白金、钻石、金链子做装饰。普通的女士

手袋，使用的却是国际拍卖所得的上等牛皮。经过

上百道纯手工工序，制作完成。而订购这个手袋的

女士，往往需要等待大半年才可以收到产品。但是

只使用了与等待这件手袋到货差不多的时间，它便

被弃用了，因为换季，女主人需要其他的手袋来搭

配衣服，这就具有了讽刺意味。这种追求至善至美

的想法并没有因为原材料日益紧缺及价格上扬而

停止，可见人们的功利性已经到了可笑的地步。再

如某品牌纯净水经过27道过滤，品质完美；一条名

牌西裤经过108道工序完成。尽显尊贵。人们日益

生活在至善至美的臆想中不可自拔。

儒家的设计观建立在人性基础上，没有人性的

欲望就不会有儒家的设计观念。儒家的设计观念是

以人为本的。是设计行业进步的基础。难以想象设

计者不去为人们服务而都去满足自己的想象。会让

设计变成什么样子。但儒家设计观的局限性在于其

实践的反思作用到理论的空间距离和时间跨度太

长、太大，造成了目前过渡阶段的规则真空与规则

混乱。这就说明，其需要外部力量和外在理论的推

动和帮助。

二、道家的设计观及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老子认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

斯不善矣。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

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

恒也。”泖“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是道家设计思想的

集中体现。

现代设计领域反映出的各种现象似乎从一个

侧面印证了老子的许多观点。

在设计人才培养领域。这个社会充斥着高学历

高收入的思想，人们盲目追逐被崇尚的高学历与海

外留学背景，高等教育费用被炒得一高再高，满社

会的进修班，满书店的复习考研资料。人们纷纷进

修着自己的学历．为的是有一天成为贤能。争得功

名。于是人心浮躁，学术也变得浮夸，蓦然回首才发

现并不一味追逐众人所喜的学术学历而投身基础

制造业的技工人员反而变成香饽饽，事物总是保持

着辩证平衡的规律。

在设计界．全中国的设计师开始研究如何从

“中国制造转型到中国设计”，却没有发现国外已经

由“国外设计转型为国外研究”。崇拜权威不如觉悟

自身，追逐已知不如思考未来。

在时尚领域。大家都以难以得到的贵重物品为

奇，世人争相竞逐。像换衣服一样换手机，紧盯着商

店的更新速度更换电脑的配置。每季度更换上千上

万元的手袋。只因为原来的已经被好多人看到过

了。更罔论奥斯卡红地毯上走过的女明星身上上万

上十万一件的豪华礼服．一旦上过镜便弃之如蔽

履。人们已经不是因为需求而去消费物品。更多的

是为了档次或所谓的时尚潮流才开始不择手段的

敛财以得到自己“以为贵”的物品。社会的舆论导向

变得迷惘和混乱。其实老子早巳揭示了一个道理：

天下都以为美就是美，这就不好了；都以为善就是

善，这就不善了。

在环境设计领域，人类生存的大环境——人、

自然和入造物共同栖息的环境中，威胁环境的无疑

是人和人造物。如何解决人一物一环境三者之间的

关系，成为解决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和自然保护问

题的关键，这正是“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在环境设

计文化方面的体现．其思想也被西方许多现代艺术

家和设计师认为是“最大的人本思想”和“最符合可

持续发展的思想”。

设计首先要考虑如何满足人的需要，同时人、

社会与环境。也就是古人经常讲的天、地、人三者之

间。要有一种十分和谐的关系。老子认为“咎莫大于

欲得。”没有什么比贪心更惨痛的不幸了。设计师使

人脱离艰苦的劳动，脱离恶劣的室外环境、减轻生

理的病痛，但他们却接刮脆弱的环境建立一个更加

脆弱的“温室”以满足人们日益膨胀的贪欲。

道家的设计观是指设计要摒弃人内心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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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从自然：否定一切的规定，要人们回到原始的、无

争的状态之中。庄子说伯乐相马其实害了马，要将

马上的一切饰用全部拆除才算。道家这种否定一切

规定的观点其实已经否定了设计，放在今天的时

代，却正好可以弥补混乱带来的迷茫和规定带来的

否定。也就是说，道家的“放弃一切才会得到一切”

的观点必须建立在儒家“规定”的大厦之上。才会体

现出其价值。

三、儒道设计观的竞合对现代设计的意义

对于崇尚进步文化但经济过度膨胀及消费盲

目的中国社会和全面爆发的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危

机现状。道家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虚其心、实其腹、

弱其志、强其骨⋯⋯使夫知者不敢为也。”⋯这听起

来似乎是拖动社会后退。使人意志消沉，不过在这

过度消费的社会。这番言论却有着积极的意义。人

们设计的纷繁复杂的精巧机器不断消耗着世界的

能源、破坏着世界的环境。还妄图用设计的产品修

复支离破碎的环境与世界环境和平共处；而在一半

利用现代文明醉生梦死的人群身边，挣扎着在饥饿

贫困线上在受污染环境中濒死的人类，他们就是富

足人群奢华生活的牺牲品。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阳“知足之

足，常足。”【聊“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即45在设计中，
应该放弃个人风格的追求，停止时尚潮流的更新，

或者脱离为了刺激消费而产生的新旧产品的更替，

提倡适度设计，并保留残缺，使物品的寿命得以延

长。还应该寻找最合适的素材、加工方式及商品式

样，在“朴素”和“简约”中寻找价值观和审美度，努

力省略掉不必要的生产过程，但也并不拒绝新的技

术。

从历史和当今的现实可以看出，儒家的进化生

存观和“规定”设计观是符合人性的，是社会发展的

大趋势．但这种大趋势有可能使人性中欲望膨胀而

导致社会的失衡，选择和等待受儒家影响的设计观

的自我纠正需要时间的等待成本；而道家对规则的

否定虽然不能绝对意义地作为人的发展方向来使

用，但如果建立在儒家设计观的基础上，道家设计

观则立竿见影地发挥了作用．帮助儒家完成否定之

否定的过程，从而节省大量的社会成本，避免可能

的社会失衡。

所以，避免儒道两家设计观冲突的做好办法便

是“竞合”。正如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那样，儒道两家

的竞争不是为了打倒对方．而是为了同样的目

标——人类的幸福．儒道两家设计观终将走向互

补，并且不断合作完成这样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只有这样。对于人类、对于设计本身才是最有利的。

做设计的最终目的不是去追求“这样最好”或者“那

样更好”，而是“这样就好”。唧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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