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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 日袁参加苏州国际设计周
的专家和媒体人从苏州姑苏区出发袁
一路到苏州吴江区的天空之城尧浙江
嘉善西塘的良壤酒店和上海青浦的
章堰村参观遥

孙群说袁这趟一天跨越 4 个地点
的旅行袁野是想让大家知道苏州国际
设计周的一个大背景院长三角地区特
别是核心区袁在短时间内袁就能够实
现交通尧交流遥 冶他表示袁疫情造成全
球发展放缓袁但区域经济会越来越活
跃遥 长三角区域有很多城市已经加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的网络袁
上海是野设计之都冶袁苏州和杭州都是
野手工艺和民间艺术之都冶袁 南京是
野文学之都冶袁扬州是野美食之都冶噎噎
由此他们提出了在长三角推动城市
创意联动的想法遥

这个上海苏州两地共建的野长三
角创城网络冶XPORT 国际乡创中心袁
计划落户在由娄永琪指导下进行改
建的章堰村袁这里不但具有卓越的区
位优势袁而且将着力进行古村保护和
更新袁 打造上海乡村振兴的样板袁并
将建设创意和行业交融尧 高科技和智力密集型企业结
合的野中国的硅谷冶遥

苏州市姑苏区经科局负责人介绍说袁野今年的设计
周根据相关国家战略袁主动对接上海袁融入长三角遥 今
天我们设计之旅的几个点袁 都是长三角上具有代表性
的地点遥 冶野火星上的小苏州冶所在的吴江袁正是苏州跟
中国渊江苏冤自贸区苏州片区的连接点袁也是苏州和上
海的连接点遥

苏州国际设计周的眼光袁一直放得很远袁始终
坚持以国际化视角袁努力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示苏
州魅力袁彰显苏州设计品牌遥 作为苏州国际设计周
每 年 的 重 点 板 块 袁2020 主 宾 城 市 巴 黎 成 功 落 地
XPORT窑小公园和巴黎蒙马特袁 进行了系列文化交
流遥苏州国际设计周今年还成功加入世界设计周城
市网络袁 有效推进与威尼斯双年展等的多渠道合
作遥

今年苏州国际设计周主题论坛野人类与人类袁人与
人冶是 2021 年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主题展览的预演遥 论
坛邀请了十余位来自世界不同领域的设计师尧建筑师尧
艺术家和学者袁线上共话疫后设计野新常态冶遥 大家认
为袁后疫情时代袁人际交流不同往昔袁但更加重要曰人与
人群策群力袁是人类发展之道遥

未来袁 苏州国际设计周将不断提升自身影响力和
吸引力袁助推苏州向野设计之都冶加快迈进遥

阴苗春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6 日袁 第三
届苏州国际设计周举行袁来自海内外
的各种设计作品令人大开眼界遥苏州
国际设计周由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袁
自 2018 年创办以来袁 与北京国际设
计周进行战略合作袁坚定野设计之城尧
产业之都冶的目标定位袁为推动苏州
野文化新经济建设尧文化高质量发展冶
发挥了积极作用遥

苏州国际设计周院

古韵今风 流光溢彩

苏州著名商业街观前街西
口袁 矗立起一个巨大的粉红色盒
子要要要野多彩宝盒冶袁它没有门袁数
百根橡胶管形成野墙冶袁你随时可
以从任何位置破墙而入袁 感受自
己既在野室内冶袁又在广场的公共
空间曰 在观前街新华书店仓库袁
800 块透明 PET 塑料板以榫卯式
框架组装起互动艺术装置 野璀璨
迷宫冶袁参观者将喝完水的瓶子插
入格子里袁逐渐形成装置的外皮袁
它大约能收集 10 万个瓶子曰在观
前公园袁10 个一人多高的玻璃盒
子组成野游牧王国冶袁光怪陆离尧色
彩缤纷的写实或写意动物尧植物尧
几何形状等袁 在盒子里或静止或
运动袁或肃穆或闪光噎噎

这些仅是设计周观前 野设计
新消费冶主会场中的一小部分遥此
次设计周有超过 27 场展览尧25
场活动尧3 场设计直播和 16 个分
会场的精彩活动在全城上演袁主
办方在姑苏城处处为观众埋下了
宝藏遥

苏州市副市长王飏介绍袁作
为展示姑苏古城形象的新窗口尧
文化产业赋能的新引擎尧 国际交
流合作的新平台袁 今年的苏州国
际设计周立足野设计之城尧产业之
都冶定位袁紧扣野产业赋能尧城市互
联冶主题袁设置了文化新经济尧设
计新消费等 9 大板块袁活动众多尧
亮点纷呈遥

记者感叹院 在当下生产生活

中袁野设计冶可谓包罗万象袁无处不
在遥 这正是本届苏州国际设计周
野大设计冶的理念遥

设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遥 世
界设计组织每 10 年会更新一次
设计的定义袁2015 年的定义是院
设计是一种战略性的解决问题
的方法和流程遥 苏州国际设计周
执委会副主任孙群说院野我们可
以用设计帮助解决在城市更新尧
产业创新尧民生改善等方面遇到
的问题遥 冶他表示袁野苏州有一个
得天独厚的优势要要要耶精致爷袁城
市精致尧工艺精致尧生活更精致袁
所以我们要用好设计周这个城
市场景袁来探讨当代中国的生活
美学遥 冶

苏州有 2500 多年的建城史袁
创造出许多不朽的传世设计作
品袁古典园林尧苏绣尧宋锦尧核雕等
在海内外享有盛誉遥设计周期间袁
野无语看波澜要要要新园林故事冶在
沧浪亭尧可园举办遥策展人杰瑞米
将 40 余件来自世界各地的当代
艺术作品与古典园林结合要要要很
容易和真正的秋天落叶混同的陶
瓷枯叶袁为古画配的现代书法袁系
在树枝上的黑白草叶摄影袁 竹林
里像绒毛团的圆形玻璃装置噎噎
这些作品袁表达了设计师对消费尧
环境尧建筑尧科技的思考和探问遥
园林这一古城经典文化符号与当
代艺术相碰撞袁 缔造出令人惊喜
的文化场景遥建于宋代的沧浪亭尧
始建于五代十国的可园与时俱
进袁 被引入 21 世纪的当代语境袁
催生出过往与当下尧 艺术与自然

的对话遥
沟通传统与现代甚至未来的

作品袁在设计周上还有很多院比如
野四时应物要要要亲爱的 传统 文
化冶展览袁中秋传说互动装置袁
关于牛的丝绸袁 基于非遗音乐
的野声音罩冶袁源自捕鱼生活的
首饰噎噎展示了海内外艺术家
基于不同民族传统文化做出的
探索遥 在野繁华姑苏院新经济尧新
设计尧新生活冶展上袁以姑苏优
秀在地传统文化为起源袁 紧扣
大运河文化尧 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主题袁联动颐和园尧中国探
月尧黄山好礼等合作伙伴袁展现
出姑苏区获批国家文化新经济
开发标准实验区两年多来的工
作成果曰在分会场吴江袁正在建
设中 的 社 区 野火 星 上 的 小 苏
州冶袁设计师们用家喻户晓的传

统民间故事和各种缩微苏州名
胜地进行演绎袁集商业尧酒店尧
服务型公寓尧 文化展览馆于一
体袁蟹王庙尧月老阁尧小鹊桥尧喜
鹊庙等别具特色袁 美术馆尧书
店尧剧院尧能量泳池等建筑也都
出自著名设计师之手袁 未来或
将成为苏州的网红新地标遥

野对传统需要有开放的认识袁
传统不是阻碍我们创新的枷锁遥冶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娄永
琪告诉记者袁 就像民乐团的不少
乐器其实并不是汉族的袁 很多是
我们消化吸收其他民族的袁 最终
变成了民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遥
野国外的设计思潮在苏州呈现袁成
为帮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清什么
是苏州最骄傲的文化传承的契
机遥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袁我们要
不断创新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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