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分享：
Michael Young
知名英国设计师，

2010年“100%设计”

上海展创意总监，现

居香港。此前与“100%

设计”共事愈十年，曾担任

东京“100%设计”创意总监， 

我18年前去日本时，那里的设计受

到英国的浓烈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日

本设计逐渐自成一格。我想不出任何理

由，同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中国。

在诸如“100%设计”这样的展览平

台上，除了高端品牌，还汇集了零售商和

普通观众，这样才可能将设计融入本地

人的生活，推动设计的发展。

当然，相比成熟的设计展，“100%设

计”上海展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希望更多本土设计公司能来参展，本

土设计师可以创造出属于中国文化语境

的风格，一起将“设计”这一信息传达到

城市各个角落，让展会不会沦为一场贸

易促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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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4日，一场名为“100%设

计”的室内设计展览在上海展览中心的

俄罗斯风格大厅里悄然登场。始于1995

年的“100%设计”，从英国伦敦国王路

上的小帐篷起步，现已成长为全球最有

影响力的当代室内设计展之一。不过，在

上海，这只是他们的第三个年头。

经历第一届初试牛刀、第二届金融

危机的萧条后，这一次，主办方励展博览

集团邀来曾策展东京“100%设计”的英

国设计师Michael Young“代言”，企图重

振声势。和往常一样，同期还举行了旨

在发掘中国设计力量的“设计在中国：瑞

士雷达表新锐设计师大奖”。而除了包括

h concept旗下原创品牌+d等诸多日本设

计公司参加外，捷克也派出了代表团。

但相比前两届，这次的参展商和观

众在数量和质量上并没有显著飞跃。至

于整场展览，仍如行业聚会一般，仅限于

在展会大厅中举行。一些我们熟悉的本

土品牌，甚至不再出现。

但对年轻设计师来说，这未尝不

是一件好事。走上展会二楼，专为推广

和发掘新兴设计师而设立的“100% 

Futures”令人驻足。这是历届“100%设

计”的传统，旨在于主展览之外，为前卫

和实验性设计作品提供一个展示舞台。

本土品牌Stuff Limited于10年5月刚

推出自己的原创设计，就在100% Futures

上倍受关注。这也是杭州品物流形的首

席设计师Jovana Bogdanovic第一次在中

国展出作品。“和米兰、伦敦的设计展相

比，‘100%设计’上海展的规模小得多。

然而，年轻设计师在米兰展上很难引人

注意，在这儿却很难不引人注意！” 

在RADO瑞士雷达表全球营销副总

Shanghai上海：蹒跚行走

1
961年4月，历经一年闭门造车的各国设计师们，纷

纷启程从世界各地赶赴意大利第二大城市米兰，参

加在那里举行的国际家具展，既一争高下，也互通

有无。而今，即将迎来50周年的米兰设计周仍是业界当仁

不让的麦加，但设计师们却正面临史无前例的纷呈选择。

从东边的上海、东京、莫斯科，到西边的伦敦、纽约、马德

里，甚至像荷兰埃因霍恩这样新兴崛起的二线城市，都相

继办起了设计展，在全球范围内上演一场年中无休的设计

嘉年华。

我们的重点并不在于悉数这场无间断的全球盛会，也

不在于对各地设计展打分排名。应当予以关注的，是在那

些展览举办地，设计赖以生存的语境。真正的主角，是参

与到设计展中的人们——设计师、厂商、买手、媒体、行业

协会和普通观众。观展之余，我们不妨观察和思考，在城

市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设计展是如何建立并壮大起来

的？设计师是如何在其间脱颖而出，探索、奠定继而超越

本国设计风格的？而这样的风格又如何飞入寻常百姓家？

最后对所在城市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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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编辑/李君  采访、文字/李君（上海）、樊宏烨（东京）、徐晓（伦敦、埃因霍恩） 
摄影/唐晓毅（上海）、赵海成、Luke Hayes（东京）、龙凌云、Susan Smart（伦敦）、Lisa Klappe、

Boudewijn Bollmann、Jo Oknim、Magnus Marding（埃因霍恩） 
图片提供/+d、品物流形、Takumi Ota、PEGA D&E、早川明男、Newsed、庶民创意协会、
株式会社西村意匠、高田设计、Bitplay、Studio Kiki van Eijk、KNOL ontwerp、Klaas Kuiken

裁Patric Zingg看来，“米兰设计展已日益

商业化，伦敦设计周也颇能吸金，反而是

上海这个才满三周岁的设计展，让人们

看到了更多可能性。中国设计界就好像

正在学步的小孩。”

诚然，作为这座城市中的一分子，

我们有必要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场

关乎设计但并不仅限于设计的展览，但

作为一名生活者，我们也要懂得享受品

质、消费设计，对脚下这片土地的设计

未来充满信心。

本页：1、ASIS思尚家具将板条箱置入展位，充满一种“设计在路上”的感觉。2、PEGA D&E
的新品“倚子”造型有趣。3、徐公伟的卷轴椅获得“设计在中国：雷达新锐设计师大奖”

专业组大奖。4、品物流形的Low Chairs系列在100% Futures上展出。5、比利时设计师

Sylvain Willenz为日本家具商Karimoku的New Standard系列设计的“Homerun座椅”。



2010年10月29日，迈入第25个年头

的东京设计师周（Tokyo Designers Week, 

TDW）在东京明治神宫外苑前盛大举行。

这是史上最大的一次TDW，拥有353个参

展单位，分成与环境相关的18个类别。

然而，早在前一届TDW落幕时，行家

们就开始议论，下一届怎么办？金融危机

后，TDW连续两年参观人数大幅下滑。

本届策展人、法国设计师Gwenael 

Nicolas的方法是：用蓝色而非绿色作为主

题色。“绿色仅能表现植被，而蓝色象征

了天空和海洋。我们不仅需要保护地球环

境，还有生活和心灵环境。从色彩开始，

他对本届TDW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一座直径30米的半透明穹顶建筑，

成为展览中心点，用于颁奖和会议。漫步

其间，犹如来到未来世界。当然，TDW的

的展出形式并没有被完全颠覆。备受争议

的“大帐篷”被保留了下来，在那里可以

看到精英汇聚的“专业展”、新锐设计师

云集的“Cube展”、贩卖自制创意设计的

“Tent Shop展”等“传统项目”。而企业展

示高科技的“集装箱展”和有35所院校参

加的“学生展”则在室外声势浩荡。

除此之外，这次主办方还允许设计

商店和艺廊就地“开展”，只需在店外立

一根标有TDW标志的充气塑料柱即可。

由于参展商店达到近百家，主办方又引入

了“自行车游城”活动。观众可以登记领

车， 自助环保地观摩全城展览。

除了TDW，一系列与设计有关的展

览齐齐亮相，化解了设计的学科界限，比

如同期在东京中城举行的Design Touch

展、Design Tide展、工业设计大奖G-mark

展。远道而来的荷兰设计师Suzanne 

Oxenaar还邀请十位荷兰和日本设计师，

设计Llove Hotel临时展览，再现日本爱情

旅馆文化。旅店8间造型迥异的房间，专

供设计师周期间到访东京的客人下榻。

不论是环保、科技还是爱情，这些日

常的元素，都能用设计语言进行表达，而

本届TDW的60万观众大多是“到此一游”

的普通人。设计对于东京人来说，已经像

柴米油盐一般成为生活不经意的组成。

专家分享：
川崎健二
日本著名策展人，

“东京设计师周”

非营利组织创始人，

任非营利组织Design 

Association理事长、综合

策展人。现居东京。

1986年武藤重远和保科正策划的

“东京设计周末”在东京举行，这是“东

京设计师周”的前身。那一年，可以算作

日本设计的元年。当时，日本的设计产业

尚未像现在这样得到诸多关注，也没有

和设计相关的媒体进行报道。所以，这个

活动几乎不为人所知，更像是行业内部

自娱自乐的B2B。

直到1997年，代表干事荒木孝首次

提出“东京设计师周”的说法，并锁定主

题为“室内装饰”，将参观人群的重点放

到女性身上，让人们自由装饰空间，活动

性质从B2B纯商业开始向B2B2C转变。

此后，这个“设计运动体”在不断成

长。东京人的生活也因为设计的介入而

变得更加丰富，主妇们开始为家里添置

坐起来更舒适的座椅和外表更美观的日

常用品。如今，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

我们以环境和设计为轴心，尝试新型的

设计运动，相信优秀的设计与艺术可以

让心灵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地球的环

境变得更加丰富。Tokyo东京：老瓶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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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1、日本公司Newsed采用废旧材料生产的

手提包。2、荷兰设计师Pieke Bergmans为Llove 

Hotel设计的308房间内，座椅、吊灯、洗手台纷纷

“拥抱”在一起，一切都坠入了爱河。3、台湾庶

民创意协会的展览《山寨Copycat》中旨在探讨

“山寨文化”，将山寨议题首次端上国外台面。

4、日本设计师西村森卫设计的Iris多宝格柜，

棚板和背板均使用废弃木材制成，透过缝隙将自

然光引入。5、日本设计师高田浩树以传统茶道

中的茶具为原形设计的竹椅。6、台湾设计工作

室Bitplay的BANG!台灯，用“手枪”作为开关，关

灯时需要击中台灯，灯罩还会如中枪一般歪向一

边。对页：7、本届TDW在半球形会场正式开幕。

8、Persons-chair是设计师早川明男对“坐”这

一行为的新思考。



专家分享：
Max Fraser
记者、策展人，著有多

部设计类图书。他是

“100%设计”评选委员会

成员，并在伦敦、米兰、纽

约为新兴设计师的展览担任顾

问。现居伦敦。

伦敦设计界在设计节开办8年以来

不断成熟，而设计节本身也衍变为吸引

大量观众的全城活动。尽管“设计周”

的形式在全球各大城市被复制，但伦敦

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能一直变化—这里

有一群喜欢挑战现状的设计师，不断为

已成熟的展会注入激动人心的新元素。

以往LDF的活动在全城铺得太开，

今年区域性更强，在诸如Shoreditch、

Clerkenwell、Brompton这些区域可以享

受步行的乐趣。我还和自行车品牌Tokyo 

Bike合作推出了“骑行导游”项目，效果

很好。

这次新涌出的“反设计节”让我充

满好奇，但最后感觉立意大过实质。给

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倒是，日本设计公

司Nendo在Phillips de Pury空间呈现

的细黑线框系列，以及Faye Toogood

策划的结合有机食物和家具的pop-up

店。调研近半年时间，我在Tent推出了

“Lab Craft”展，也受到了相当数量的

正面反馈。

2010年9月，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八位武装有

数控LED照明系统的机械战士，挥舞手臂，光影汇成

字母，书写收到的短信，由设计师Kram和Weisshaar

带来的Outrace这幕强刺激，正是你可以在伦敦设计节

（London Design Festival, LDF）期待到的。

更为悠久的“100％设计”展是LDF的基石，但其

在商业上的日益成熟，也构成局限，催生了LDF，这才有

了一桩桩发生在大街上而非展馆里“设计事件”。在设

计过热的批判思考下，反设计节的大旗被竖起，各种

名义组团的设计展正向非主流扩大。全速行驶了8年的

LDF，全城上下250多个展览和活动，散布在活动枢纽

V&A所在的Brompton区、由零售店EDC发起的Fitzrovia

创意区、Covern Garden新区和Moroso、Balthaup等大

品牌扎堆的Clerkenwell区、挖掘新生力量Tent展所在的

Shoreditch区，Tom Dixon在The Dock开辟的新根据地也

选择这个时机对外全面开放。

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主意的融合、衍生、沟通以开

放的形式发生着。设计组合James Plumb被邀来设计

只有一间房的概念酒店（One Room Hotel）的同时，奢

侈酒店Andaz选择与画廊Libby Sellers合作，植入Simon 

Heijdens的数码互动作品，将婆娑树影带到室内。带销

售性质的展览近来更倾向于情景十足的pop-up店，而

同样受欢迎的是“open studio”概念。除了Tom Dixon，

BarberOsgerby和Rolf Sachs也都打开了工作室大门。主

意的发想过程和产品的制作过程变得比设计本身更重

要，一批私人设计画廊用展览提示着这种趋势。Rocket

画廊的Tomoko Azuma个展和Aram画廊的Ineke Hans个

展，着墨于创作思维过程，而对Shoreditch区来说，旧

电站改建的新展览空间The Tramshed的首展中，家具

商Benchmark用workshop透明化了生产过程。

对于业内人士，100%设计、Tent、RCA、Kingston等

设计院校毕业展、Decorex International贸易展、Origin手

工展、Designersblock中的某几个，始终是寻宝重头戏。

至于不可尽数的外围展，则全年无休。这就是伦敦。

本页：1、Alex MacMaster为自己的品牌MacMaster设

计的Iris吊灯，在“100% 设计”上展出。2/3、韩国

设计师Sena Gu的cauliflower花瓶和cockatoo壶，

具有不落俗套的俏皮魅力。4、RUS in URBE设计的

Cage Clock在Tent London展出，结合了时钟和灯罩

的功能。指针被想象为两只绕着鸟笼转圈的小鸟。

5、荷兰设计师Ineke Hans的Relax椅在Aram画廊展

出。6、Furniture Magpie在Tent London的展位。

对页：7、设计师Paul Cocksedge在南岸中心空地

上，竖起了一枚巨人手掌中落下的磁石硬币Drop，路

人用袋中的零钱与之互动。8、中国设计师辛瑶遥

的作品在Tent London参展。9、One Room Hotel的
设计师、伦敦双人设计组合James Plumb的作品。

 London伦敦：动力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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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dhoven埃因霍温：实验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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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件资产，让埃因霍温这座城市与

众不同，Philips和DAE。1891年，Philips兄

弟在这里建立了最早的灯泡厂，这座城市

的生命力从此注定了来于实验与创新。格

局变迁，Philips空置出的厂房逐渐挪作他

用，埃因霍温设计学院DAE在1997年入

主了Philips原位于市中心的办公楼。每年

秋季，荷兰设计周（Dutch Design Week, 

DDW）最重要的节目——学院毕业秀就

在这里上演。在Philips的雇员从250,000

削减至9,000人的这10年间，以DAE为代

表的学术机构是这座城市新的造血机。

埃因霍温大概是唯一一个汽车必须

让行自行车的城市，在这里，超前的思维

和讲求实效的处世方式并行。DDW期间，

沃尔沃公司为公众提供活动场所之间免

费的出租车服务，步行街上的部分商家，

会有意识地申请将橱窗免费提供给设计

师陈列新作品，这些现象与意识形态紧密

相连，早已成了DDW的优良传统。

根据DDW总监Hans Robertus介绍，

初始于一小撮急切展示作品的设计师，自

下而上发起的DDW至今已有9个年头，始

终保持了当初非政府、非盈利、无商业集

团操控的草根性。所以，在DDW你见到的

不是大品牌新品轰炸，而是刚出炉的被具

象化的新想法。无法工业化生产的限量设

计，可以从画廊和博物馆获得支持。

政府甘于为DDW提供服务，不限于

寻找资金，还有更多无形的支持。热门展

览“Matter of time”算是典型案例。在政

府工作的Fancy van de Vorst被告知地下挖

出了600年前的城门，她首先想到的是找

设计师参与进来做些什么，而找来的设计

组合Dutch Invertuals也没让人失望。

DDW无疑带动了城市的再生进程。

大批空置的Philips厂房被重新分配和改

造，用于设计师展出。政策，让设计师能

用廉价的租金获得宽敞的空间，也激活了

和设计有关的上下游产业。为设计新生代

提供舞台只是开始，消除行业藩篱，鼓励

新型的跨背景合作是DDW新的野心。

专家分享：
Ilse Crawford
知名室内和产品

设计师、品牌顾

问，《家居廊》英国

版创刊编辑。自2010年

起担任荷兰埃因霍恩设计

学院策展人。

相较于其他设计节，荷兰设计周

更轻松活跃，且发展势头强劲。这次

的设计周强调，设计是一门用途广泛

的语言，设计师在当代社会中正扮演

着各种角色。归根到底，设计是我们用

以构建有意义的现实的过程。此外，

最近几年，设计和食物的关系日趋紧

密，如果你见识过厨师背景的本科生

Lucas Mullie的毕业作品和今年若干

类似“Eat Drink Design”这样的pop-

up空间，你会明白我的意思。

在我看来，荷兰设计周日后应当

继续关注独立设计师，以及设计在社

会中的作用。设计需要主意和实质性

的内容来驱动，而非任何贸易展或知

名品牌。像埃因霍恩这样的小城因其

创新力量而能成为焦点，很令人激动。

这也说明，好事儿未必都会被大都市

占去。

本页：1、夜晚的埃因霍温，街边灯箱亮着DDW

的海报。2、伦敦设计师Sam Wilkinson为Hulger

公司设计了灯泡Plumen，弯曲的造型颇为独特，

并耗能量比一般的灯泡少80%，寿命却是普通

灯泡的8倍左右。对页：3、Lucas Maassen的展

览“可见,所见即所得”在DDW之后前往纽约展

出。4、设计团队BCXSY为EiC设计的Coil。5、在
Designhuis，展览“光之解放”探索如何用LED改

变世界。6、Kiki van Eijk与威尼斯的玻璃制造

商Murano合作的系列“Drink! Eat! Fun! Rest! 

Think! Dream! Love!”中的“Love!”。（www.

kikiworld.nl）7、Klaas Kuiken设计制作的玻璃

瓶系列在“Eat Drink Design”的空间中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