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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设计的通识性分析及其实现途径
郝米嘉
（中原工学院，郑州 450007）
摘要：根据殖民心理依旧和视觉设计民族语言逐渐弱化的现状，论述了平面设计在通识性方面的要求，介绍了平面
设计通识性的地域性与国际性的辩证关系。在国际通识的视觉语言、彼此的文化互补和精神关怀的基础上，提出了
平面设计通识性的可能性实现途径。为现代平面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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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al Analysis and Its Realization of Graphic Design
HAO Mi-jia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engzhou 450007，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the colonization psychology and visual design ethnic language is
weakening, it discussed the requirement of graphic design in universal aspects, introduce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 graphic design. Based on the culture complementary and spirits care of visual
language, it proposed the possibility of realizing universal language in graphic design,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modern
graphic design.
Key words：Chinese visual symbols；visual design；universal international language

“中国符码”反映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体现

传播和现代设计的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了国家尊严和精神的独有形象或图式，是民族灵魂的
视觉具体化。认知中国传统符号在变革环境中呈现

1 平面设计的通识性要求

的浅薄化、边位化态势，对于重寻中国视觉符号的精
神指向具有战略意义和精神价值。
中国国际通识语言的基础是中华语言，它源自本
土意识和文化，但其解读必须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

“平面设计”是指因审美需要而有选择、有计划
地，对具有形式美感的可视形象的人类创造性活动，
它有别于区域性美感。

发音，建立高坐标的独有符码，站立于人类共有时空

“国际通识语言”，是指在视觉设计领域中，各民

维度、思想跨度和理念高度去眺望远望，方能突破地

族以各自语言解读人类共有的思想维度或高度（维度

域的局限性。

包容差异才具有稳健的高度），是人类在共有美学认

笔者以为，形成世界公认的视觉形态，解析以民

识基础上具有的视听共识共赏，是人类生存状态、文

族语汇为本源的中国元素，以无障碍的视觉语言链接

明共荣、普世价值等宏观共性课题的关注点和研究终

地域性、民族性符码，找寻、明晰不同肤色、不同信仰、

点，是国际化思维的传达，是同一或不同角度解读人

不同文化均能识读的国际化视觉设计语言，使国家精

类文明发展进程与脉系的进步思想和文化。

神和民族灵魂在更拓展的清晰视域中，无障碍地传

国内建立西学，引进先进科技与文化的变革，已

递，即研究平面设计的通识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有 100 多年，多元文化在包容中并存。一个坚毅、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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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历经磨难的民族，容纳百川、汲取不同文明营养的

3）以“现代化”否定、断裂历史，自卑的被殖民心

同时，处于自我文化价值认知的不确定中，逐渐将自

理通过模仿西方设计得以翻版、外延。新文化是文明

我文化符号和语汇从记忆中进行了弱化。在殖民心

延续基础上的高屋建瓴，固守过去或以新知否定原点

理依旧和审美无意识的今天，伴随着价值评价体系的

都不是智慧。平面设计“本土化”，不以复古为己任，

浑沌，这个问题变得尤为突出。

也非设计“土”化。珍视传统，又不沉溺于一元化的审

历史的存在和延续由物质呈现出视觉反映和视

美情感。新文化特质的中国视觉设计过程，是传统改

觉记忆。可是，历史未能在当代精神和文化视野中留

良、西方语言本土适应与交融的双向过程，是与世界

下清晰烙印，人们视而不见或者误读了其价值。从视

文化互为作用，相依存，相交融，是选择性地借西学之

觉设计要素认知上，对于传统的理解常滞留于地域性

风，熔优秀文化传统，构成中国文化尊严的大视觉艺

审美习惯：原物象朴素形态、原始色彩机械移植和采

术，构成具有世界共享性和时代特征性的视觉艺术。

集，局限于某一区域性文化的半封闭状态，难以让区

视觉设计的中国符码在丰厚的文化浸染中，具有审美

域外的族群所识读。认知障碍，严重影响了人类共有

高度的自觉仰望、通透理解和娴熟的母语设计，才能

精神的交流。

建立跨越种族、语言、宗教、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国际

在历史长河呈现的拙朴传统元素和深厚文化结

化视觉语言。我们需要人类共认的国际化“现代视觉

构、中国文化背景蕴含的深层图像，透射出了一个民

设计”有多种表达语言，需要蕴含融古通今的思考，需

族共认的灵魂，是思维观看的光源，是当下变革过程

要多文化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文明体现，人们

中国家精神的重现；超越时空使我们换位思考，视觉

可以在相互关怀中共享思想和视觉快乐。理性、成

记忆与思维观看惯性所反映的特定地域性文化。这

熟、开明的民族，既尊重本民族与他民族的审美习惯

些都体现了一个民族独有的审美意识，这是历史沉淀

并竭力维护、捍卫它，又从容面对、接纳多元文明的来

下来的 。只有当我们了离开本民族文化和生活的环

临。这是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以向世界彰显着

境，以宏观视角在多维尺度立体回望，也许对固有符

民族当代性的凤凰卫视台标为例，图形借“喜相逢”元

码蕴藏的亲近给予理性、清晰的客观再认识，才能全

素，凤鸟相向，动态旋转，内涵同生、互依、吉祥和向

面解读已经提炼并置换为国际通识的中国符码的文

善。总构成或局部纹饰汲取中国民间美术之拙朴，并

化内涵和形态。

赋予了新态，得到了世界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情感接

[1]

纳，
见图 1。

2 平面设计的通识性分析
2.1 当下对平面设计通识性的误读
新生代出生于民族意志、国家精神、价值观念、关
怀博爱相对模糊或群体无意识的思想环境中，成长于
人文学科、审美教育、中华语言相对遭漠视的教育环
境中，对中国文化的符号与图像少有亲和力和主动认
知，视点狭隘，理解表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视觉设计表象、单薄，仅仅是民族原始图形优
秀断面的盲目裁切，地域性、民俗性元素的机械堆积，

图 1 凤凰卫视标志
Fig. 1 Logo of Phoenix TV

“民族化”被浅译为民间、民俗、方言、俚语、地方小调，
少有精神厚度支撑，与当代视觉审美和观看维度相去
甚远。
2）各语种混声杂调，仅仅将西方文化和设计机械

2.2 地域性与国际性的辩证关系
一代代传承者不断注入自己新的认识和新的创
造，才可能使一个民族的艺术真正存活于当代人的生

移植与组合，或“旧瓶装新酒”的“中国装饰+西方结

活中，充分显示了其独特的美学价值与精神力量 [2]。

构”的视觉符码拼凑。

关注传统，在承继过程中把握现代视觉设计中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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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才能使视觉设计有一个稳固的根基。
艺无疆界。视觉艺术从初始就在寻找人们的共
同、共通因素，这是人类思想交流、心灵共鸣的前提和
基础。全视角艺术家越过地域、种族、语言阻碍，以文
明社会的共通性理念，设计出使受众心灵达致互通、
精神达致统一的产品。
人们可以透过不同的元素符号来领会其所表达
的文化价值，从而体会一个民族深刻的内涵。这些都
源于他们不同的审美意识造就的价值观念[3]。在中华

图 2 北京申奥标志

文明滋养、浸染中成长，价值观与思想体系的构建自

Fig.2 Beijing 2008 Olympic bid logo

然与情结（尤其地缘情结）发生因果关系。但某一地
域、某一民族文化和艺术尚未汇入世界的发展脉络，
在为丰富而多元的人类文明补充养分和资源，自身却
无法越过新高，面对人类时代精神从容的平等对话、
同步对话、无障碍对话。人们已有意识“世界的”使
“民族的”具有活力，但如何意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决定了人类当代精神的差异化能否通畅解读。
意识高度和视觉语言的确立源于自悟和自醒。中
国传统文化整体、辨证、循环始终的思维方式，强调事
物各方辨证统一与彼此关联，思维过程重综合、重归

图 3 中国传统文化展系列海报
Fig.3 Series of pos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纳。高远的意念能超越人类之间的固有差异和阻碍，
达致登高望远的视觉层次。自悟和自省是中国视觉设

的“视觉设计”，因汉字具有平面构成所需的点、线等

计和中国图象进入国际视野不可或缺的前提之一。

基础元素，通过平面结构，依照人类认知的共同审美
理念营造至今。
“ 这种先后的次序反映的是一个民族

3 平面设计通识性的实现途径

艺术的生命力，反映的是一个植根于这个民族的艺术
家或设计师的想象力”[5]。努力突破现有的平面化视

当代中国需要新的图形语言向世界阐释民族灵

觉节奏，尝试构成形式再运用，用心书道的法度控制，

魂，即要做到视觉设计的通识性，其实现主要可以通

关注空间张力，走出固有定式。
《白鸽涂附磨具》海报

过下途径。

作品见图 4，取“磨”字书体作为主题元素，动态节奏的

3.1 形、色的打散重构与
“气”的呈现
形态上，将采集到的自然资源尝试多重的打散重
构，以抽象之虚带物象之实，提出新结构主体；色彩上
通过归纳、梳理素材主题，强化、重建色相秩序，再构
符号文化象征和精神指向；注重“气”的呈现，犹如中
国园林，
“园林中的景不仅仅在于呈现自身，它只是一
个起点，一个勾起人们想象的空间”[4]。2008 北京申奥
标志见图 2，中国传统文化展系列海报见图 3，它们以
文化形态构成预期外的新形象与预期内的适应，被世
界不同民族所共同认可。

图 4 涂附磨具海报设计
Fig.4 Poster design for coated abrasives

3.2 合理利用独有的文化载体
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汉字构成了中华民族严谨

抽象形态，映射民族企业的生机勃发和蒸蒸日上，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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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具象的产品摄影，在线性排列或点式强化主体中，
折射出了其严谨秩序与精良品质。

4 结语

3.3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7]
“人的行为和意识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

力求调动现代视觉资源，呈现视觉上的三维空
间扩张。
“ 中国的空间形式作为审美主体创作的结

在脚下具有悠久灿烂文化史的这片沃土中，中国的平

果，它所包含的决非只是形式本身，而是包括了艺术

面设计应以中学为本，西学为体；以源为主，源流结

家和欣赏者在内的审美情感活动，……是文化与审

合。梳理中外各自审美艺术特征，以新视角和高度认

美的创造 ”。2008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呈现的卷轴

识自我，从中找寻民族灵魂独有的符码与心窗，建立

（见图 5），是以张艺谋等艺术家组成的团队，借用现

各民族都能识读、接纳的具有中国元素的国际化视觉

[6]

形象与审美价值新语境的通识语言，为本土文化面向
和融入国际社会构建平台。思维方式和理念的重新
认知，是实现上述设想的前提，中国设计元素、中国符
码的确立“有赖于每一位国民个体的国家精神、民族
[8]
意志和自我创造意识的觉醒”
。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平面设计行业要
善于从国际化的角度进行思考。具有国际通识性的
设计作品，可以传递、输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对国家的设计产业发展和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
图 5 2008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图像

意义。

Fig.5 Image of 2008 Beijing Olympics opening ceremony

代技术资源、手段和当代语言，将中国元素和精神符
号以前所未有的视觉张力和气度诠释给了世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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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而不是存在于博物馆的玻璃柜中。三种典型

手绘、贴图和建模 3 种方式，这 3 种方式各有不足：手

的竹藤编织产品的风格走向，客观上代表了不同文化

绘和贴图都难以准确和精确地表达编织结构，而编织

的价值取向：欧美的商业化、日本的回归自然、中国的

结构的手工建模是一项复杂耗时的工作，甚至完全无

回归传统。希望我国的竹编工艺能够从欧美和日本

法实现。因此编织产品发展式微的重要原因之一可

同类产品的风格发展中找到可借鉴的元素，走出自己

以归结为设计表达手段的落后。对此笔者进行了一

的有生命力的发展道路。

些基于 CAD 技术的探讨，力求通过开发相关辅助软件
让设计师能够更好地设计并表达自己的创意方案，以

参考文献：

促进其创新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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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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