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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界决定宽度，
格局决定高度，
脚步决定速度，
观念决定未来 !



■ 立志（远虑）—— 格“局”
（围棋-系统）；

■“事”的研究（抽象思维）

—— 建立“目标系统”；

■“外因系统”（语境、情境、意境）；

■ 实事求是 ——智慧。



太阳围绕地球转吗？

市场上的盛景犹如海平面上的冰山，如若没有海平面下巨大

的支撑，将瞬间消失。这看不见的就是人类社会的组织系统和结

构机制，乃至建立这种社会结构的目标、观念、理想之引导。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吗？



1987年我提出：《四品说》
——《共生美学观》“格局”
制造、流通、使用、回收
产品、商品、用品、废品

统一在社会产业链中



“大学”教育的目的是通过不同的

作业、课程、专业的载体（仅仅是

机会、过程），培养抽象思维能力！

鱼？渔？

不断获取知识的能力；

综合表达思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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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计”的争论

科学的还是艺术的，

方法的还是经验的，

分析的还是直觉的，

逻辑的还是形象的，

感性的还是理性的，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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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左脑司“逻辑思维”，

右脑司“形象思维”。

难道人类在思考时，“逻辑”

或“形象”会“有先有后”？

孰不知“抽象思维”能力的具备

才是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也是“举一反

三”、“风马牛效应”的创新基础 。









在这个时代，企业的新陈代谢比以往哪个时
代都来得更快。如果说当年企业的新陈代谢，
是按一种线性的速度进行；现在企业的新陈代
谢，则是一种指数级的狂飙突进 ！

柯达胶卷被数码相机消灭了；
索尼随身听被CD机消灭了；
CD机被MP3消灭了；
数码相机被手机替代了；
地图被GPS系统消灭了；
诺基亚手机被“苹果”消灭了；
出租车则正在被“滴滴”消灭；
.......



机场，不可以成为最重要的社交中心么？

比如：变成国际化的社交平台！

酒吧还是酒吧么？

咖啡厅还喝咖啡么？

酒店就是用来睡觉的么？

餐厅就是用来吃饭的么？

美容业就靠折腾那张脸么？

肯德基可不可以变成青少年学习交流中心？

银行等待的区域可以不可以变成新华书店？



一张文凭用一辈子 ？一个单
位呆一辈子 ？
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

不去改变脑袋，就无法改变未
来…… ！

今后的世界，“跨
界”将重构产业！



跨界的，从来不是专业的，
创新者以前所未有的迅猛，从
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

门缝正在裂开，边界正在
打开，传统的广告业、运输业
、零售业、酒店业、服务业、
医疗卫生等等等等，都可能被
逐一击破。



历史上，曾经产生过许多
伟大的设计，在时间的流
逝中技艺随之流失。
古罗马建筑的穹顶设计

后来失传，才有了哥特式
建筑的“飞肋扶壁”，才
有了布鲁内莱斯基的“圣
母百花大教堂”穹顶设计
。





“设计教育”是培养能跨界、能整
合复杂的社会系统结构的人才，以
创新！
生物人——生理学、人机学；
社会人——心理学、人类学、

社会学、美学；
合理、健康——科学、技术、

材料、环境；
生存——生态链、可持续、共生、

Need ——“衣食住行用
交流”、科技、商业 。



设计的目的是人类为了
更合理、更健康地生存！

这是一个“复杂系统”。
需要设计具备交叉、边缘、

综合、整合的认知能力（观察、
分析、归纳、联想的分类、评价
的抽象能力），并且能举一反三
的设计思维能力——真正理解
“基础”与“实践”的本质。



今天的设计师第一条就是要有
抽象思考的能力，不善于抽象思
维的设计师不是好设计师。
第二条是能够创新，不能要求

今天的设计师都像达芬奇一样发
明创造，但是好设计就不能离开
创新。
第三条是要贴近生活，研究社

会，这样才能把握时代脉搏。



每一次产业革命都是“基础研

究”的厚积薄发！

只有长期重视“基础研究”，

才有工业的强大，

只有长期重视“基础教育”，

才有“产业创新”的人才土壤。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金字塔”？“对角线”？

还是“鱼骨刺”型基础？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知识与技巧、经验与理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基础
改良或
颠覆型
的创新

显

隐

隐

书本 + 记忆——知识型

手 + 眼 + 脑——技能型

实践 + 思考 + 反馈——能力型

书本 + 实践 + 思考 + 交互 + 整合

手 + 眼——技巧型
“砖、石”

“结构”

素质型

《
外
因
》
的
差
别



解读并理解世界经典设计的社会系统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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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从感知（自发）

——到理解、创新（自觉）的过程

经历、思考、致知、格物——规律、理论

科学是致知、格物的过程，但“创新”呢？

是对“格物”的再研究——
探索、实践、抽象——
“再”格式化——
设计“创新”！



作坊式实践

实验室实践

社会综合实践

方法论实践

目标、规模、条件、
层次、结论
的区别

实践 专业实践

《
外
因
》
复
杂
程
度
的
区
别



“目标系统”与“外因”

设计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

设计活动总是在某些特定的限制下进行的，在某一时

代，某一地域文脉，特定技术条件，甚至人们思想观念的

局限下，设计活动表现为一种为适应外部环境

（外因）而采取的有限合理的选择。

设计合理性其实就表现在对环境的适

应性，是当时条件下的最佳选择。



这是个设计思维的逻辑关系！
研究、认识并建立这个“实事

求是”的思维的过程，就是在
“观察、分析、归纳、联想、
创造、评价”的基础上的“事
理学”的“目标系统法”。

这是设计的“思维
逻辑”。



思考的起点不是“物”
——名词，而是“事”
——动词（人、行为的语
境、情境、意境）。

设计的智慧是打破艺
术与实用之间过于简单的对
立关系。



解决“问题”的结果，往往是代

价昂贵的平庸。

新事物不可能生来完美，持续优

化，多元更精釆。

创造机遇更胜解决问题。

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艺术家 见自己
科学家 见天地
设计师 见众生



真 善 美
我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就提出

“真善美”是个递进关系，“真”
是追求真理，而人探索、认知真理
是应该朝向“善”方向的发展的，
只能在真与善的基础上，才谈得上

“美”。



“基础教育”是人才成长的起
点，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在教师
的“讲台”上完成的。

让教师成为最伟大、
最美的职业，成为优秀
青年的向往，用最优秀
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 ！



超以象外
Beyond the Form

得其圜中
Take the Hub



Developing 
a better future 
for China

中国的
未来会更好

Developing 
a better future 

f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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