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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认识一座城市，要看设计者

的格局。2017年的最后一天，黄浦江两

岸45公里滨江公共空间贯通开放，3年之

后，苏州河两岸42公里滨水岸线串成

“项链”，描摹“一江一河”的写意画笔，

绘出“可漫步、可阅读、有温度”的水

岸空间。设计，放大了“人民城市”的

内涵。

有人说，认识一座城市，要看它的日

常细节。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一支

笔、一瓶面霜，在工业设计的创新驱动

中，改变着产业格局，也塑造着未来

认知。设计，共铸城市品牌，点亮美好

生活。

大到一座城市，小到一支笔，设计的

力量不可小觑。2010年，上海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授予“设计

之都”称号。过去十多年来，上海创意与

设计产业取得长足发展，赋能产业创新，

提升城市能级，构建生态体系，改善市民

生活，让世界更加了解锐意创新、海纳百

川的上海，也让“上海设计”不断走向世

界，讲述中国故事、上海故事。

十年磨剑，上海“设计之都”已然成

为一张亮丽的名片。

设计赋能产业创新，打
造领先优势

“没有设计，就没有未来。”上海家化

研发资深总监贾海东用一句话点出设计所

蕴藏的能量。上海家化拥有国家级工业设

计中心，在设计总监徐军看来，设计对产

业的促进，在于给企业带来人才培养、科

研投入、行业地位上的更大突破。上海家

化旗下“佰草集”品牌刚刚推出全新太极

肌源修护系列，产品在内含乌药专利的基

础上，设计上创新采用“日晷”概念逆时

针设计，将中国传统美学文化与现代设计

理念巧妙结合。

无论是工业设计、时尚设计，还是建

筑设计、数字设计，一个品牌要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设计是最能讲述产

品价值观、阐述创新力的语言。过去十余

年间，上海涌现出一批知名设计企业，成

为上海“设计之都”建设的中坚力量，12

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一架飞机，工业设计如何赋能？日

前，国产大飞机C919完成取证试飞，跨

过又一个里程碑，其驾驶舱就是由中国商

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设计的，曾入选

2018年中国优秀工业设计金奖。“大国重

器”中的“上海设计”，拉动上海工业设

计总产值提高到去年的1955.90亿元。

一支笔，能有多大能量？晨光文具给

出答案：包揽全球四大工业设计奖，产品

远销50个国家和地区。设计的背后，是

对研发创新的高要求。晨光文具每年投入

超1亿元用于新品研发和设计创新，最近

推出的一支“植物残渣笔”，由甘蔗皮、

小麦秸秆、杉木等制成，可替代约四分之

一笔杆材料，在新材料、新工艺的探索中

诠释绿色可持续的设计理念。

十余年来，上海创意设计产业发展规

模持续增长，总产值从2012年的4724.61

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6211.36亿元，年

均复合增长率超过10%。市经济信息化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工业设计、时尚设

计、建筑设计、数字设计、服务设计等领

域，上海继续保持着全国领先优势，发挥

设计赋能和驱动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市民高品质生活和城市高效能治理。

设计赋能城市软硬实
力，提升城市能级

经济决定城市发展的速度，文化决定

城市发展的深度，设计则将城市的速度、

深度甚至温度，用更温柔的形态呈现在世

人眼前。

日前，黄浦区“大豫园片区”整体建

设拉开帷幕，成为城市更新的又一鲜活案

例。在豫园股份总裁倪强看来，这个更大

的豫园至少有三层设计理念：于产业扩容

而言，这里将串联起外滩金融集聚带和淮

海路、新天地商圈，打造成意涵东方生活

美学的全球时尚文化秀场；于历史文化的

传承保护而言，“大豫园片区”将通过设

计，为老城厢地区带来跨时空建筑风格的

融合以及片区整体审美“步调”的和谐；

于民生而言，设计则着力解决交通不畅、

公共空间不足等“顽疾”，努力把这里打

造成重视人本价值、体现人民城市魅力的

实践区。

“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

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

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在深入践行人民城

市重要理念的当下，上海正努力打造硬实

力、提升软实力，更加高瞻远瞩的城市设

计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以“一江一河”设计为例，黄浦江两

岸诞生了多个城市新地标和公共艺术空

间，上海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因为坚持绿

色低碳、生态环保、以人为本的设计理

念，获得了LEED-ND铂金级认证。作为

参与设计方，在华建集团副总裁周静瑜看

来，推动上海建设世界一流“设计之

都”，就要做设计的“引领者”和“探索

者”，将上海理念、设计梦想传向世界。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提出，要建设“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

文之城、生态之城”。中心发力、“五个新

城”、一江一河……上海将设计作为构筑

城市未来发展优势的战略方向之一，以

设计打造活力城市空间、以设计优化城

市公共服务、以设计点亮民众美好生

活，持续提升城市能级，打造设计创新

型城市典范。

设计赋能生态体系构
建，提供创新动力

一本书，如何跟“冰”产生联系？在沪

全球500强企业当纳利采用创新技术制

作了一本“冰书”，用一个特殊的隐喻，让

阅读者直观感受到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消

融的变化。

这本“冰书”有着创造性设计：它以热

敏材料为纸张、以变温油墨印刷。读者阅

读之前，需要把它放进冰箱冷冻15至25

分钟，才能看到上面的图像和文字；而在

拿出来阅读后，随着周围温度的不断上

升，原本色彩鲜艳的图书内容又会慢慢褪

色，直至完全消失。

据介绍，“冰书”的印刷历时4个月，

在变温油墨技术基础上，当纳利又研发了

一整套五色油墨方案，并用繁复的丝网印

刷法手工操作制作。

插上设计的羽翼，产业得以构建并

延长价值链和服务链，新服务、新体

验、新模式竞相迸发，设计的发展空

间也由此拓展。市经济信息化委相关

负责人透露，上海聚力“四链”协同，

构建价值链以拓展设计发展空间，做强

产业链以夯实供给基础，培育创新链来

聚合内生动能，提升服务链来激发行业

活力，并以此构建扎实的设计创新生态

体系。

过去十多年，上海持续优化设计类

产业园区空间布局，为创意设计发展提

供载体，提升创意设计集聚带的能量。

截至目前，上海共认定149家市级文创

园 区 、16家 示 范 楼 宇 和 28家 示 范 空

间。2020年，园区总建筑面积已达836

万平方米，入驻文创企业近2万余家，

带动就业70多万人，税收贡献超过300

亿元。

同时，依托区域资源和高校院所，

上海打造了环同济建筑和创意设计、环

东华时尚设计、环交大数字设计等一批

“设计之都”特色设计产业集聚区，引进

和培育了一批国际和国家级专业设计大

师、设计领军人才、青年设计师才俊，

设计创新人才梯队不断完善，为创新提

供不竭动力。

首届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今天启幕

“上海设计”共铸城市品牌点亮美好生活

如果仔细梳理全球一流城

市，巴黎、纽约、伦敦……它们都

有一个共同的标签——世界设计

之都。设计之于一座城市的重要

性，可见一斑。

在2022世界设计之都大会

启幕之际，记者采访了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创意城市上海推进工作

办公室副秘书长潘瑾，她曾全程

参与上海加入联合国“创意城市

网络”的申请工作。十多年前，上

海为何从“设计”入手加入“创意

城市网络”，十多年的“设计之都”

建设，上海做对了什么，又如何赋

能城市“长大”？这位见证者有着

她自己的独到见解。

十多年前上海“入网”

很少有人知道，上海是中国

最早与联合国“创意城市网络”接

触和互动的城市之一。作为见证

者，潘瑾对此记忆犹新。“创意城

市网络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04年推出的一个项目，2005年

上海已经介入这一项目。”

2009年，上海申请加入联合

国“创意城市网络”。潘瑾透露，

“创意城市网络”下设很多主题，

上海基于自身特点和优势综合考

虑，选择了设计方向，因为“设计

所带动的产业关联度最大”。申报

时潘瑾做了整体梳理，发现设计在

上海有着深厚积淀，比如，中国第

一个建筑设计所、第一个工业设计

事务所都在上海。另一方面，上海

自2009年开始加速产业转型，原

来的轻工业逐步向长三角区域迁

移，同时发力先进制造业，“产业附

加值的增长靠什么，我们觉得，设

计能为产业升级带来新生价值，

也有助于长三角一体化的联动”。

“当时，我们在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交流和沟通过程中，所有

人对上海加入‘创意城市网络’都

持非常欢迎的态度，大家非常看

好上海的未来。”潘瑾说。2010

年，上海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创意城市网络”授予的“设计之

都”称号。那一年，全球只有20个城市“入网”。

放在城市发展的高度来“设计”

对比国内外很多城市，潘瑾认为，上海在“设计之都”

建设中最成功的一点，在于明确了战略发展方向，把设计

放置于城市发展的高度来考量，放置于经济发展的广度

来考虑。

“从规划中可以看到，上海‘设计之都’的规划没有偏

科，在工业设计、时尚设计、建筑设计、数字设计、服务设

计等领域多维发展。”潘瑾表示，上海一直致力于推动创

意设计发展与城市发展并行，同时搭建了很多公共服务

平台，比如，很早就推出上海国际设计周，每年推出“上海

设计100+”，如今又升级举办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将多元

资源有效整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上海还有国际合作交流的优势。潘瑾介

绍，上海是资源要素聚集之地，也是人才汇聚之地，很早

就制定了让“上海设计”走出去的计划，与巴黎、伦敦、纽

约设计周有紧密沟通，也善于把上海设计师作品推向国

际顶尖奖项。而在人才层面，上海几乎所有的高校都设

置了艺术专业，与国际顶尖艺术类高校都有设计交流的

互动，人才梯队层次分明，引领着专业设计领域的发展。

“从十多年的发展来看，设计对产业创新发展、打造

城市空间、优化公共服务、点亮美好生活、共铸城市品牌

等城市各个功能板块的赋能作用巨大，很好体现了城市

软实力，也有助于上海以设计讲好中国故事，更好融入全

球叙事网络。”潘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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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字号品牌老凤祥每年“上新”

约1000多件新品，这两年，老凤祥设计中

心主任、首席设计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黄雯最满意的作品之一，是一顶名为“凤

舞九天”的金凤冠，9只凤凰或展翅或俯

视，在凤冠上惟妙惟肖。在小红书等平台

上，这款产品被年轻人追捧，更由此带动

“喜事国潮风”成为黄金珠宝行业内的一

条新赛道，把路走得更宽了。

在黄金珠宝领域，优秀的工艺设计是

消费者买单的决定因素之一，因此，设计

早已成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黄雯认为，

设计之于百年老字号品牌的意义更为深

远，一方面，它与工艺技术相辅相成，有助

于驱动产业能级持续提升，扩大上海品牌

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设计与文化自信休

戚相关，是彰显大国风范和城市品格的无

声载体。

设计与工艺互动，锻造品
牌核心竞争力

“凤舞九天”的最新一次亮相，是在第

三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的首届钻石珠宝

文化节上，很快就成了全场“C位”。在黄

雯看来，设计从不是单一而孤立的，设计

的天马行空与艺术能力的落地，是对新技

艺、新材料的挑战。

设计“凤舞九天”的时候，团队大胆创

想：能否用同一种材料来展现凤冠的华丽

与美。足金无疑是最好的材料，但足金较

其他材质更软也更重，难以固形来呈现全

新设计。黄雯介绍，设计团队最终采用了

足金硬化工艺，这是品牌与上海交通大学

材料实验室最新开发的“新技能”，通过微

量元素的调整，达到更硬足金的需求。团

队还创新采用“幻彩拉丝”技艺，通过激光

的不同频率来敲击打磨，让黄金刻面呈现

五彩光泽。

“无论是工业设计还是时尚设计，要

达到一定独特性，必须由新工艺和新材料

来支撑。”这是黄雯的感触，两者的相辅相

成，便是一个品牌核心竞争力的具象体

现。老凤祥的“进化”之路也是如此，最

初，老师傅手拿一支毛笔，为客人设计高

定款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系于一人。如

今，这个老字号品牌的原创团队已扩容到

100多人，由设计师和工艺师相互配合，设

计环节也越来越细分，从而形成了品牌

的核心竞争力。

设计与文化交融，在国潮
中彰显文化自信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老凤祥很“老”。

从“年龄”看，这一品牌从1848年创立至

今，已横跨3个世纪。但最近的一份消费

者调研报告显示，产生购买行为的消费者

年龄段，比想象中年轻得多。

这一顶金凤冠的火爆就是最好证明，

设计成了老字号“减龄”的关键因素。去

年，这一高价值产品就卖出了100多件，

主要用于婚嫁喜事。黄雯说，在设计这

款产品时，团队就考虑到年轻人对于中

式婚礼的需求，“近年来，国潮崛起带给

年轻人文化自信，而优秀的设计是一种

无声的语言，能表达年轻人对国潮的价

值观和自信感”。

设计与文化自信的关联，从表面看是

一顶具象的凤冠，内涵则来自对传统文化

的挖掘、提炼与重新演绎。黄雯说，在翻

阅古籍设计“凤舞九天”的过程中，团队深

刻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由此又生

发出大量灵感，最终决定开辟“凤祥喜事”

系列产品。从一顶凤冠起步，老凤祥的

“凤祥喜事”已带动“喜事国潮”成为整个

黄金珠宝行业的新风向，在商业之路越走

越宽的同时，将文化自信润物无声地融入

产品之中。今年，老凤祥还首推“凤祥喜

事荟”，向“国潮”“国风”“国韵”方向发力，

让老字号引领新潮流。

老凤祥设计中心主任、首席设计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雯：

从一顶金凤冠看设计赋能“老字号”
■本报记者 徐晶卉

设计，共铸城市品

牌，点亮美好生活。大到

一座城市，小到一支笔，

设计的力量不可小觑。

2010年，上海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

络”授予“设计之都”称

号。过去十多年来，上海

创意与设计产业取得长足

发展，赋能产业创新，提

升城市能级，构建生态体

系，改善市民生活，让世

界更加了解锐意创新、海

纳百川的上海，也让

“上海设计”不断走向世

界，讲述中国故事、上海

故事。

十年磨剑，上海“设

计之都”已然成为一张亮

丽的名片

百年老字号品牌“老凤祥”带来贵金属

设计制作的新风尚。

本报记者 摄辰亮摄

域展览核心区域，“眼来之眼”动周互动VR力验吸引观众前来一探设计的独特魅力。
者报记者 摄辰亮摄 图图：洁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