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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 渊

▲文具

企业晨光的

展台前，一

支巨型笔模

型颇为吸引

眼球。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外滩·

中央项目玻

璃穹顶细部。

（受 访
者供图）

非夕高负载自适应机器人Rizon10。

（受访者供图）

首届世界设计之都大会（WDCC）今

天揭幕。位于中国船舶馆内的主题展，

大到公共艺术装置，以及象征“国之重

器”的15万总吨级大型邮轮模型、风云

四号微波星，小到一支笔、一把椅子、一

个胶囊射频美容仪……一系列“宝藏好

物”整装待发，以“脑洞大开”的设计演绎

着“设计无界、相融共生”主题。

围绕设计赋能产业发展、设计打造

城市空间、设计优化公共服务、设计点亮

市民生活、设计洞见未来5个维度，展览

总面积近2万平方米，展出品牌总数超

过110个，展品系列超过300个，其中国

际品牌占比20%。记者昨天在展览现场

发现，设计已然激发出全新的思考方式，

设计的跨界融合、创新驱动和广泛赋能

成为主题展的关键词。

跨界：法国设计师设计新
作在上海、巴黎同步首发

在本次展览的法国专区，一组色彩

鲜艳、人物表情生动而传神的椅子、长凳

和地毯组合吸引了来往观众的目光，这

是法国设计师品牌MaisonDada与法国

艺术家、时装设计师让 ·夏尔 ·德卡斯泰

尔巴雅克最新合作的MISEENSEINE

系列新品，这组作品也在2022年巴黎设

计周展出，实现海内外同步首发。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艺术家的设计

灵感源于日本作家江户川乱步的猎奇小

说《人间椅子》，作品讲述了主人公为了

亲近别人而变成椅子的故事，艺术家将

剧场精神及戏剧台词融入设计中，椅子

成为人物、地毯作为场景，向大家展示了

剧院场景中充满创新的超现实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MaisonDada品牌出

自法国设计师托马斯 ·德瑞尔之手，这位

出生于法国艺术世家的设计师，2006年

来到上海便爱上了这里，当年24岁的他

在上海创立了自己的室内设计事务所，

在法国设计传统和上海独特设计文化的

浸润下，他于2016年推出家具、灯饰品牌

MaisonDada，很快在业内打响知名度。

据了解，本次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还

将与2022巴黎设计周、米兰时装周、中

法品牌高峰论坛等联动，在巴黎市中心

约瑟夫艺廊同步举办海外展，打造中西

文化交相辉映的国际盛会。

创新：老字号焕发新生，
传统文化熠熠生辉

十里红妆，凤冠霞帔，创立于1848

年的民族品牌老凤祥，在展台入口处展

示了一顶精美的金凤冠。“它采用了古法

制金工艺结合现代精工科技创新研发，

有我们老凤祥专利的黄金硬化工艺，还

有特殊的3D打印和激光打印技术，凤冠

上七彩斑斓的黄金光泽就源于此。”老凤

祥设计中心主任、首席设计师黄雯一边

向记者介绍，一边打开手机里的App，颇

为自豪地对记者说。

“老凤祥设计的DNA，源自百年传承

的创新之魂。”黄雯18岁就进入老凤祥工

作，由老师傅手把手传授技艺，与此同时，

老凤祥的工艺大师们和原创设计室新锐

设计师们致力于不断开发新品、开拓市

场。此次大会现场展示了5位老凤祥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作品，也带来了更多年轻设

计师的创新作品，尽显“国潮时尚风”。

在设计点亮市民生活的“大师匠人

专区”，一个巨型蓝色“魔方”占据C位。

这是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施森彬与施君

携手为大会创作的艺术雕塑作品“方寸 ·

万象”，作品以水为创作元素，一半为琉

璃、一半为珐琅，既隐喻古人以二十四节

气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也向历史悠

久的传统文化致敬。

赋能：高颜值的城市家具，
点亮生活无限可能

设计能为路边司空见惯的公交车站

带来哪些新灵感？上海先恩城市更新建

设有限公司将一个自主研发设计的新型

“智慧车站”搬到了现场，它由城市导示

系统、街景家具、智能公交站牌等模块组

合而成，还能叠加口罩机、AED除颤仪、

雨伞机等贴心装置，而这些城市家具都

能如搭积木一般按需“组装”。

“城市家具是城市创新能力和文化

内涵的集中展现，通过细节改造提升城

市精细化管理水平，高品质的城市家具

有助于塑造有品位、有特色、有活力、有

魅力的城市公共空间。”上海市城市更新

研究会常务理事、先恩公司总经理许勇

表示，目前上海已在局部试点城市家具，

未来这一市场存在巨大潜能。

颜值高的智慧车站，也注入了更多功

能。比如，街边休闲座椅和自行车停放点

巧妙结合，可供骑行者休息、甚至充电，对

慢行交通十分友好；叠加无人零售车、咖

啡售卖机等模块，车站也能变成休闲驿

站、城市会客厅。许勇提到，当5G通信、

智能终端、人工智能（AI）技术、电子支付

等新技术全面融入生活，在面向未来城

市规划中，城市家具还将有更多可能性。

跨界融合、创新驱动、广泛赋能成为首届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主题展关键词

“脑洞大开”设计无界，“宝藏好物”相融共生

这些“上海设计”，让人刮目相看

 上汽带来飞

凡R7新能源汽车以

及比例模型。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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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大豫园片区】

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项目之一，

大豫园片区建设拉开序幕，将打造成

为一个极具东方生活美学魅力的全球

时尚文化秀场。未来，大豫园片区将

串联起中心城区多个核心商圈，给城

市经济注入新动能，对海派文化之根

进行保护与重塑，使一批凝聚上海历史

文化精髓的海派建筑瑰宝得到系统、科

学的修缮保护，并围绕“东方生活美

学”理念注入新生机。

设计背后
打造超级文化商业综合体

大豫园片区将是一个总建筑面积

超过100万平方米的超级文化商业
综合体，涵盖文化、商业、办公、旅
游、休闲、娱乐、居住等诸多功能。

其设计理念中很重要的一条，
是突出浓郁的传统文化、海派文化
特色，夯实该区域原有的文化产业
优势，同时，着力补充和做强时
尚、创意等新兴产业，积极布局元
宇宙建设，以实现中西融合、传统
出新。

【代表作：磁悬浮缓冲中
性笔】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的

一支磁悬浮缓冲中性笔，是2022世

界设计之都大会展区的C位产品，

曾获2021德国iF设计奖。别看只是

一支笔，它首创性地在笔握处加入

磁力缓冲装置，运用“同极相斥”

的原理，缓解书写压力并 保 护 笔

头 。 在 设 计 上 ， 这 支 笔 造 型 简

洁，笔夹的形态融合了中国传统的

阴阳之道，与磁场原理相得益彰，

彰显国风美学。晨光文具希望借助

这支笔和笔头内部拆解，向观众

展示“上海制造”的匠心，以及

将温度感和科技感注入产品设计

的理念。

设计背后
由研发和设计共同驱动产品创新

设计与创新强关联，超前的设计
意味着在材料、工艺上的不断创新，也
是构成现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
素。如今，晨光文具由研发和设计共
同驱动产品创新，每年推出上千款新
品，已拥有专利超过900项。

【代表作：飞凡R7汽车】

R7是上汽集团飞凡品牌推出的首

款高阶智能纯电SUV，基于Aura概念

车的高顶量产版，后者于2020年获

得德国红点大奖。该车搭载飞凡Ris 

ingOS智舱交互系统，和一体式玻

璃封装的43英寸宽幅真彩三联屏，

共同定义未来智能座舱的新风向，让

汽车实现更好的人车交互。飞凡智驾

团队500多人历时两年半打造行业首

个全融合高阶智驾系统RISINGPI 

LOT，整车布局33个高性能感知硬

件，将功能与设计外观完美融合。

设计背后
以国际化视野赋能汽车设计

飞凡R7汽车以“不繁，即非凡”
为设计理念，以“集成、本质、生命
力”为3个设计关键词，从设计角度演
绎对高阶智能纯电移动空间的理解。上
汽设计中心总部具备完整的从产品概念
到设计发布的正向全流程设计能力，建
立起前瞻设计与战略、外饰设计、内饰

设计、数字化设计、模型制作、色彩纹
理设计、HMI设计等全体系设计工
作，并拥有来自全球各地、逾300名
心怀汽车设计梦想的优秀设计人才。
落子全产业链出海，上汽还成立了伦
敦、慕尼黑、东京3个前瞻设计工作
室中心，以国际化视野赋能汽车设计。

【代表作：高负载自适应
机器人Rizon10】

6月20日，非夕机器人科技有限

公司自主研发的高负载自适应机器人

Rizon10获得2022年红点奖产品设计

组别的最高奖项。

Rizon10采用了产品实用性与美

学并重的设计思路，以深空灰为主调

的外观设计搭配可显示力矩强弱的关

节灯带，在打造未来科技感的同时，也

增强了产品的易用性和人机交互友好。

设计背后
兼具产品实用性与设计美学

非夕科技的工业设计负责人、获
奖作品的主要设计师李学森表示：
“Rizon10经历了数次迭代，以取得
功能和审美的平衡，让它可以很好融
合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工业设计

【代表作：外滩 ·中央项目】

外滩 · 中 央 项 目 ， 即 南 京 东

路179号街坊成片保护改建，位于

中华商业第一街与万国建筑博览群

交汇之处，街坊内现存中央商场、

美伦大楼、华侨大楼、新康大楼4

组上世纪 20年代建成的老建筑，

以及两条独特的十字形内街。该

项 目 的 更 新 ， 通 过 穹 顶 、 拱 廊 、

十 字 街 、 中 心 广 场 等 建 筑 元 素 ，

加 上 丰 富 的 景 观 设 计 与 空 间 营

造，形成集高端商业、金融办公

和文化旅游于一体的多元复合 24

小时活力街区，为都市生活创造

更多可能。

设计背后
以设计带来全新生活理念和方式

该项目出自国内建筑设计龙头企
业华建集团之手。近年来，践行人民城
市理念，围绕上海“一江一河”建设规
划、“五个新城”建设、城市更新、“双碳”
等重点领域，华建集团主动探索和实
践，以建筑设计带来全新的生活理念和
生活方式。

时尚设计

【代表作：ME.X数字藏品】

ME.X是得物App自主研发的数

字藏品头像系列，基底风格为 3D

卡通人形，呈现年轻、潮流、积极

的形象。他们是一群来自未来世界

的时尚潮人，喜欢音乐、钟情运

动、热爱潮流，“忠于自我”是他

们的态度。

设计背后
在数字化融合中探索增值效应

作为一家同时带有时尚标签和互
联网基因的企业，得物App一直在
探索将数字化运用于设计创新过程，
从而实现增值效应。

此次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上，得
物App将展示自主研发的虚拟时尚
消费品，用虚拟服装、虚拟鞋、虚
拟配饰以及3D数字头像设计，将数
字经济与时尚产业创新融合，用更
有趣、多元化的互动玩法与内容，
让人与人之间感受更有温度的社
交，加深情感联结，以年轻创意让
更多人感受上海开放、有温度的城
市文化。

数字设计

建筑设计

【代表作：中法品牌高峰
论坛暨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巴
黎展】

法国当地时间9月14日，第七届

中法品牌高峰论坛系列活动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主论坛以“国

潮不止一面”为主题，中国品牌的设

计师与全球设计师、艺术家们汇聚一

堂，展开艺术对话。

本届中法品牌高峰论坛也是

2022世界设计之都大会的海外联动

活动。以此为纽带，一批上海品牌

包括百雀羚、回力、上海牌手表

等，与来自上海的优秀设计师一

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向全

球展示最时尚、最先锋、最全球化

的“上海设计”。

设计背后
打造“品牌创造力资产”

负责组织此次中法品牌高峰论坛
暨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巴黎展的中法品牌
美学中心，是一家来自巴黎的艺术设计
机构，汇聚了全球千余名设计师和艺术
家，通过为品牌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内
容、研发新产品，为企业打造“品牌创
造力资产”。
（本报记者 徐晶卉 周渊 张天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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