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sinoss.net 

 - 1 - 

“人本主义”设计理念的思考 

 

刘松 1，赵钢 2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湖南，长沙 ,41008） 

 

摘要：在“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指导下，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生产出众多满足自己生活所需之物品，但
1
在

享用这些物品的同时，又给大自然留下难以消融的污染物。严重的环境问题触目惊心，因此我们必须扪心

思考人本主义的设计理念是否太自大、太自私！借鉴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建立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将设

计引向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万物和谐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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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以人为本”的理念诱使我们制造更多的物品来满足自己“与时俱进”的需要，推

动过度消费、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既浪费宝贵自然资源又加重环境净化能力和承载力，最终

导致了各种环境问题层出不穷，人类初尝了自酿的苦果。因此必须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以人

为本”设计造物活动的真正价值所在？我们应站在人类历史高度去思考设计的最终目的，并

且找到一种能够支撑人类持续繁衍生息的理论武器来支持设计活动。 

1.设计“以人为本”再思考 

“以人为本”溯源于西方源远流长的人本主义思想，人文主义强调重视人的价值，认为

人生来平等，将人看做万物的尺度，以人性、自由和人的利益作为价值评判的重要准则
[1]
。

设计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是指在设计活动中将人的利益与使用需求作为处理一切问题的出

发点，以人为中心，设计的产品必须符合人特有的生理与心理因素，并且将是否以“以人为

本”来作为评价设计活动的准绳。 

1.1 设计“以人为本”的积极作用 

人类制作器物以满足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设计在衔接物与人、物与物、人与人的过程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实现器物更好的服务于人类、从更高层次满足使用者的心理与

生理需求，这是设计需要积极考虑的。设计中“以人为本”的理念符合这种需求，在造物活

动中依据人的各种尺度进行设计，使器物的使用功能切合人的实际使用，从最简单的喝水到

航空潜海都一直在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 

21 世纪是科学与技术的世纪，人类在技术方面取得的进步使得各种器物的功能与表现

形式有了彻底地改变，同一物品能够赋予更强大的功能。如何解决高科技产品服务于人，而

不是人从属于技术将是设计面临的新问题。 

1.2设计“以人为本”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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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趋向于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将设计看作是资本牟利的工

具。它将人的需求放在了一切设计活动的中心，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满足人的各种需求，以

刺激扩大消费，创造经济效益。如轻便的塑料袋在被开发出来的时候被认为是上世纪伟大的

发明，它以其独特的性能很好的满足人类购物提携的功能，极大地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但

是塑料袋的原料是石油，这种资源也是有限的；是一次性消费品，回收利用废弃塑料时，分

类十分困难；塑料容易燃烧，燃烧时产生有毒气体
[2]
；人们丢弃的塑料袋没有统一处理，形

成“白色污染”，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塑料袋易燃并且会产生有毒气体，如果掩埋于地下，

降解则要经过几百年，而且会严重损害土壤结构，使土壤板结等等一系列的危害。再如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汽车“有计划地商品废止制”单纯是为了满足人们追求时髦的心态，浪费

宝贵资源加快汽车的更新换代，赢得商业噱头
[3]
。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人类的这种行为是

片面的、孤立的甚至于自私的，同时造成的危害也将是无法挽回的。回过头去看我们过去所

创造的文明时，发现在古老东方有着一种质朴、永恒的哲学——“天人合一”理念，如果在

设计活动中引入这一理念，则能够对于当前设计中所出现的问题做出科学、合理的理论指导，

并形成一种可持续、和谐的设计观念。 

2崇尚“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先贤把“究天人之际”作为重要的哲学思考问题，逐渐形成了以“天人合一”

为核心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观。 

2.1“天人合一”理念 

在中国的哲学体系中，历来提倡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辩证关系，即“天人合一”，这是

中国哲学所追求的终极理念
[4]
。中国古人将天、地、人看作是宇宙最重要的三个要素，天、

地、人相统一是对宇宙整体的最简单概括。中国最古老的经典《周易·系辞下》：“有天道

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立元神》：“何谓本？

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

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成一体，不可一无也。”再者中医名著《黄帝内经》提出

以一种系统、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思想去看病，主张人体与宇宙是统一的，人体是宇宙系统

中的一个小宇宙。总体来说，.“天人合一”作为描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高度概括，将人与

宇宙自然的关系看成是彼此相因、相互交感趋于无限的有机整体，注重观察多元结构中的差

异性、秩序性，能在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要素的变化过程中把握整体的和谐状态。 

这一传统思维模式广泛地运用到政治、军事、农业、经济、教育等诸多领域中。凡事只

要做到了天地人三者和谐，就能够“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蓄蕃息，国富兵强”，

就能“百事不废”
[5]
。而“以人为本”的思维模式就将人看成是世间万物的中心，以一种单

一、分裂的观点来看待以及处理周边的事物，结果导致了目前严重的环境危机。这也是“天

人合一”比“以人为本”更具有生命力、更具合理性的原因。 

2.2践行“天人合一” 

如果在设计中践行“天人合一”观念，那么我们不再仅仅只是单纯的考虑人的主观需要，

更多的是将人放入到一个大的环境中加以权衡、考量。从宏观上来看，把天地人三要素作为

设计考虑的三大方向，综合各方因素，在整体上把握设计造物活动方向的正确性与适宜性，

不至于设计出的器物只从单个人的需求出发而损害其它各方的利益。从微观上来说，设计中

考虑到天时、地利、人和三大主要因素，便于我们在设计制造过程中紧紧围绕器物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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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色彩、加工、运输、销售、使用人群、使用情境、回收、再循环利用等进行系统的联

结思考与规划，使得设计出来的器物宜人、经济、绿色、生态以及环保，用最少的资源消耗

与人力的投入来获得最大的效益，真正达到事半功倍。 

    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切的行为活动都可以依据上述原理进行思考与规划。举例来说，我们

平常使用的塑料手提袋是造成白色污染的源头。通过“天人合一”的观念来综合系统分析这

个问题，我们便能够见到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端倪。首先在塑料袋设计过程中，分析使用塑

料袋原材料的物理与化学特性，于设计之初便充分考虑塑料袋的使用人群、使用地点、时间

以及使用情境，初次使用后哪些情况下哪些人会再次使用，提高利用率。如果不会重复使用，

则要考虑其回收利用或者可降解的条件（使用地区的降雨量、水土的酸碱度、湿度、日照时

长、植被覆盖率等）降低其对环境的危害。将一些传统的盛物器具进行再开发设计如竹制品，

使其符合当下使用潮流，减少塑料袋的使用次数。其次，依靠科技进步，开发新材料来代替

塑料制品，比如开发可降解塑料，包括生物降解、光降解、生物光双降解塑料，如日本贸易

工业部已将降解塑料列为位于金属材料、无机材料和高分子材料之的第4种新材料
[6]
。对于

已经存在的污染，则要科学合理的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的减少污染带来的危害。第三，通

过行政命令和税收政策来调控塑料袋的使用。综合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依靠行政命令所取

得的成果是有限的，需要通过调高或者降低税收的手段来激励生产厂家、商场以及消费者，

做到有奖有罚。也需要公共权力机关进行环保宣传，提高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上述三个方

面综合、整体的从“天人合一”观念出发，将塑料袋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再思考与设计，较

为系统的提出了解决白色污染的可行性方案。 

3结语 

    设计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有力武器，是人类创造健康与诗意生活的工具。设计“以

人为本”的理念在某些方面满足了人类生活的需要，但是这种理念将人看成是宇宙的中心，

认为人能够主宰以及役使一切自然之物已经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在设计中引入“天人

合一”的哲学理念不仅仅只是一种理论上创新的需要，主要是它能够对设计活动起到良好的

指导作用，它让设计活动变得整体性、普遍联系性、可再生性，使得人类跳出了狭隘的以自

我为中心的观念，更加注重设计的最终目的，更加关注所有物种共存共生的地球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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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oriented design concept requires questi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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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concept of People Oriented, human beings produce a lot of 

implements to meet ourselves living needs by using nature resources.When we utilize those 

products,we put out pollutant which Is hard to melt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s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s dangerous ,we should rethink that the concept of People oriented is arrogant and we 

become selfishness .Consulted Chinese classical philosophy thought ,we should build a concept of 

Nature and Man in One in our design action,and let design become more scientific,sustainable and 

harmon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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