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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ir Terence Conran是英国设计

上的传奇人物，他也是设计博物馆的主

要创办者

历经4年，伦敦设计博物馆
（Design Museum）位于
伦敦西区肯辛顿高街 (High 
Street Kensington)的新
址重新开馆。新馆选址前联邦
研究所（Commonwealth 
Institute），这个研究所的历史
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如今，这
栋建筑交由OMA和Allies and 
Morrison两大著名建筑事务所
负责翻新，而内部空间设计则委
托给了极简派室内设计师 John 
Pawson。整栋建筑占地超10000
平方英尺，除了拥有临时和永久性
展览空间外，新馆还包括一家餐馆、
一家咖啡厅、一个学习中心、一家图
书馆、一个礼堂以及礼品商店。与原
先坐落在泰晤士河岸的庞大建筑相
比，新伦敦设计博物馆的面积是原
来的三倍，参观者们一走进馆内，就
会看到一个气势宏伟的中庭——
Conran，也被称为“设计的大教
堂”。这栋建筑用木材和混凝土勾勒
出了设计者从图形到工业层面的理
念。它的设计清新明快，既经典又深
深扎根于21世纪。我们受邀与英国
设计史上的传奇人物、设计博物馆的
创办者Sir Terence Conran会
面，听他讲述对新设计博物馆的期许
与对当下设计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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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 Terence 
Conran 
科技的确在
带领改变， 
但我们还有
很多 “正常
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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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设计博物馆的开馆展览，一楼正在举办的临时

展览“恐惧与爱：对复杂世界的反应”（Fear and 
Love: Reactions to a Complex World）将一直

展出至到2017年4月23日，这个展览突出反映了很

多当代问题——从信息的传播到互动设计，再到新

科技、时尚甚至是现代恋爱约会方式，聚焦了新时代

下设计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二楼的展览墙展出的是

由公众选出来的展品，这些展品在这个博物馆正式

开馆之前就已经选定，其中包括《Vogue》的一期封

面、伦敦的地铁标志“Underground”、一双Stan 
Smith鞋、一 把 Eames椅 子 和 一 个“Salif”——

Philippe Starck的榨汁机……这些具有标志性的

品牌物品——一部旋转式电话、一把电动螺丝刀、一

个塑料桶、一个纸袋甚至是一把拖把，它们都在提着

我们，设计无处不在。

新的设计博物馆非常清楚公众对此次重新开馆

所抱有的期待。在正式开馆前，特地邀请部分媒体到

馆内餐馆。当各路记者都在忙着记采访笔记、观察建

筑细节与寻找最佳拍摄角度的时候，我被工作人员

悄悄带到了一个私人房间，与这个博物馆的创办者

Sir Terence Conran会面。屋内的 Sir Terence 
Conran刚刚吃完午餐，对于从厚木门外传来的热

闹的人群声响，他显得非常兴奋。他的装扮十分得

体，却希望能躲开人群安静地与我交谈。这位85岁高

龄的老人，是Habitat家具连锁店的创始人，他曾经

写过50多本设计类书籍，凭借自己的财富实力，他是

原设计博物馆的创始人，并继续向这家新博物馆捐

赠了1,750万英镑。他此刻兴奋的表现，就像一个刚

刚拥有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的小男孩，迫不及待地想

要骑上它出去遛一圈。他显然盼望早点测试这个“新

玩具”（他的新博物馆），我们并肩坐着，Terence爵
士握着我的手，亲切地感谢我的到来。他如此优雅的

礼节并不是必要的，但也从很大程度上显示出这位

男士身上具备的一种将大家凝聚在一起的力量。或

许正因为他拥有的独特见解、他的和善和谦逊，才让

他从一个聪明的设计行业的商人转变成了这个领域

的世界级领导者。

MM: Sir Terence Conran，我很荣幸能来到这里

庆祝新设计博物馆在Kensington的设立。这栋建

筑本身就非常美，能先向我们介绍一下这栋建筑吗？ 
STC: 我对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非常自豪。John 
Pawson的室内设计工作做得非常棒！我们希望能

呈现的是一种简单明确的、有点类似泰特现代美术

馆 (Tate Modern)那样的风格，能够吸引和容纳大

量的观众。之前的旧馆已经达到了可容纳人数的极

限，而我们期望这里每年可接纳40万名参观者。馆长

Deyan Sudjic在整个过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他和很多团队一起努力，为这个博物馆及其展出



2. 伦敦新设计博物馆搬到西伦敦的

前联邦研究所，OMA和 Allies and 
Morrison两大著名建筑事务所负责

翻新工程（摄影：Gravity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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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极简派室内设计师 John Pawson
手稿，他负责设计了新设计博物馆的

室内空间 4.开馆展览“Fear and 
Love”中展出的 Andres Jaque的

的内容做出了很多贡献，创造了一种和谐的氛围。

MM: 新设计博物馆的使命是什么?   
STC:  我们的目标是要给大家讲述设计的故事，讲述物品是

如何制作出来，如何使用的，同时也给年轻的设计人才提供一

个平台。我们没有太大的兴趣去展出那些特别出名的作品系

列，以此来博眼球。现在，我们有了更大的展览空间，我们可以

每年举办六次展览，而且我们要一直记住，这是我们和观众之

间的一种积极的对话交流！还有谁能做到这一点呢？ 

MM: 您第一次尝试向大众展出设计物品是在1981年，当

时是在伦敦V&A博物馆的 Boilerhouse 。当时想到要这

么做的初衷是什么？ 
STC:在我职业生涯的初期，我常常会去米兰看三年展的展

览。我很喜欢米兰三年展，当时觉得为什么在英国就没有这样

为设计而举办的场所。我们很擅长于赞美我们辉煌的历史，

但我却看不到任何关于现在和未来的设计。我想为此做点什

么事。当时我刚好让Habitat上市，因此也攒了一些钱，所以

我与设计协会（Design Council）的会长Paul Reilly——

也是我的导师谈到了这个话题。他建议我可以建一个博物

馆。当时的V&A博物馆馆长Roy Strong主动提出来可以把

Boilerhouse给我们用。文化评论家、艺术史讲师Stephen 
Bayley后来就成了第一个策展人。当时我们拥有的展出空间

只相当于现在拥有的很小一部分而已。 

MM: 您的博物馆很快就从 V&A搬到了泰晤士河南岸的

Shad Thames，然后在那里一待就是27年，直到现在又

再次搬到了我们所在的伦敦西区。您觉得这几次搬迁会带来

什么影响？会不会设计展览的形式也会有所变化？ 
STC: 当我刚开始从事这一行的时候，我被称为“工业艺术

家”，后来“设计师”这个词才开始慢慢出现。不过这是一个

会产生误导作用的词，因为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人们还以

为这个词与法语里的“dessin”有关，指的只是绘画。他们

当时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个词的含义，也不明白它和生产制作

之间其实有着很多关联。我们使用的一切物品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都是经过设计的。而法国在这方面则领先于我们，他

们有像Philippe Starck这样的领军人，还有蓬皮杜博物馆

（Pompidou Museum）。我记得我还曾和那里很受欢迎的

Prisunic连锁店合作过。我觉得就在那个时候，设计变成了

整个商业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只是少数几个人。人

们开始明白，设计无所不在，所有人都离不开设计。我们一直

都在努力将这一理念注入我们的项目中，当然也包括不断加

入这个领域出现的新事物和发展元素。

 
MM: 谈到发展这一话题，设计师原本所强调的是“形式大

于功能”或是“功能大于形式”。但是如今他们似乎更关心当

代社会所涌现的挑战，比如说我们的环境问题和科技进步等

等。您觉得这种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原因为何？  
STC: 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是新科技发展所带动的。现代人

都对网络十分着迷，一切都离不开互联网。电脑软件、社交媒

体和其他沟通形式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设计师自

然就会开始创作一些可以放到网上的视觉表现形式作品。老

一辈的设计师可以接受这种形式，但这种形式可能并不会让

他们感到舒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第一个展览会叫做“恐惧

与爱”的原因。它突出表达的正是，人们因为与科技接触程度

的高低不一而表现出的差异和细分。 

MM: 在这些新的科技发展中，您觉得哪种科技发展对未来

最具关键影响？ 
SCT: 机器人技术，很显然是。只要看看那些飞翔在叙利亚上空

的无人机就知道，它们是由远在英格兰赫特福德郡的基地所遥

控的。人们的战场远在数千英里以外的地方，但他们其实是舒

适地坐在英国乡村的办公室里。在我看来，这就是未来。 

MM: 我们以前倾向于把设计与美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您

是否认为，科技正在慢慢改变这种认知？设计将变成一种完

全不同的概念？ 
SCT: 我不这么认为。科技的确在带领一些事物发生改变，但

还有很多与日常生活物品有关的“正常的”设计。人们总会希

望拥有一个新的水杯。设计师就需要解决这一问题，设计出新

的、方便使用的杯子。比如说，为什么不设计一个当我们不小

心摔到地上的时候会弹回来的杯子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新博

物馆，就是展示类似物品的最完美的地方。

 
MM: 在职业生涯初期，很多设计师都对您产生过影响，比如

Eames夫妇，但后来您也成为了能够影响他人的标杆人物。

在获得过很多奖项和殊荣之后，1983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

世还授予你爵士勋章。可以说，您现在已经是设计领域的大

师。您希望人们最记得您的什么？ 
STC: 恩，我希望能把设计博物馆留给大家。我也希望大家记

得我的故事，记得设计师应该如何坚持追求他们的梦想。当我

刚起步的时候，根本没人在乎我设计的产品是什么。 

MM:为什么会这样呢？ 
STC: 我接受的是纺织品设计师培训，我也很喜欢这门学科。以

前我每个星期都会去V&A博物馆的纺织品展览区参观两次，

只是为了去学学历史，去看看那里展出的纺织图案，等等。当我

完成学业之后，我开始对家具产生了兴趣——主要是因为我的

宿舍家具用品太丑了，我觉得我该为此而做点什么。我在学校

里学过焊接技术，所以自己动手给自己做家具，后来慢慢开始

卖给一些私人客户。我甚至还卖过两把椅子给毕加索！ 

MM:您知道这些椅子后来怎么样了吗？  
STC: 我在一个活动上遇到过毕加索的女儿，我和她谈起这两

把椅子的时候，还画了它们的图给她看。她看见图片后说：“我

记得我坐过这两把椅子！” 它们被放在她父亲的工作室里。不

过可惜的是，我居然把它们卖了换钱，而不是换他的画！开玩笑

归开玩笑，说实话，像毕加索这样的人愿意买我的家具，我感到

非常荣幸，而且它让我更有信心在设计工作上尝试更多的创作。

不久之后我到了诺福克的一个新工厂，在那里设计了我的第一

批家用家具系列“Summa”——和宜家现在做的模式有点像。

我当时到国内各个地方推销我的设计系列，但当时的零售店都

很丑，店内空空没什么产品。商用家具很成功，但家用家具系列

刚开始却做得很失败。我当时就承诺自己，总有一天我能拥有

自己的一家店，在里面销售我自己设计的系列产品。

MM: 于是Habitat就于1964年诞生了？  
STC: 没错。我把从商用家具系列赚来的钱投资到家用家具

系列上。1950年代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名叫Elizabeth 
David，她是一位地中海美食专家，对法国和意大利的美食有

非常独到的研究。在她的书作中，她还会写到各种厨房用品，

比如漂亮的炊具和各种锅碗瓢盆等等，同时她也提到，为什么

英国没有这些漂亮的厨具。这就让我想到了Habitat的发展方

向：它可以成为一家拥有丰富存货的厨房用品百货店。精美的

瓷器、美丽的玻璃杯，还有最重要的——便携式的家具。我希

望设计出让你可以轻松放入汽车后备箱的东西。于是我在伦敦

西区的切尔西开设了我的第一家店铺。随着David书中推荐的

国外美食在英国走红起来，我的店也越来越受欢迎。当大家学

会如何使用各种调味品的时候，突然间，大家都开始需要拥有

可以存放类似干面条这种食物的容器，或者是一个压蒜器，而

我们正是能够满足这些市场需求的唯一一家连锁店。

MM: 有趣的是，即使是在法国，Habitat也是非常受欢迎

的店，您在法国有很多分店。除了食物之外，还有什么事物给

您的设计理念带来了影响？ 
STC: 法国教会了我很多。我第一次去法国是和一个在

Condé Nast工作的摄影小伙一起去的。他在那里有很多认

识的人，于是我们一路开车开到了法国南部。我们还在多尔

多涅河附近待了一段时间。那是一段美妙的旅程。我在食品市

场了解了很多，各种食品如何生产，如何陈列，如何售出。后来

我也将这些模式复制到我的店里。那是一段改变我人生的经

历……你知道吗？我对法国的爱一直都在持续。 

MM: 或许您应该在新开的博物馆里举办一次和法国有关的

展览！ 
STC: 没错，我可能真的应该办一次！

MM= Maïa Morgensztern   
STC =Sir Terence Con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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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Intimate Strangers”（图

片版权：©Andres Jaque) 5.开
馆展览“恐惧与爱：对复杂世界的反应”

（Fear and Love: Reactions to a 

Complex World）积极回应了当前

设计界科技发展对于设计行业带来的变

化（展览摄影：Luke Hay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