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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上世纪 80年代

近年来，设计界迎来了怀旧和复古的风潮，纷纷推出向老物件致敬的新设计。同时，不少老品牌、老字号试图强势回归，玩跨
界、玩联名，不时引爆网络。

但由此也引发了热议：如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老物件，讲好它们的故事？在设计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当下，如何发挥设计
的力量，助力老品牌以更主动、更轻盈的姿态面向市场、走向年轻一代，擦亮“上海购物”品牌？

前不久，静安区图书馆以“父辈的设计”为主题，展出了 51 件与市民生活相关的老物件。上月，上海当代艺术馆艺术亭台又迎
来了“阅读城市———上海风景南京路”展览，30 余件上世纪 60 至 80 年代被带往全国各地的上海货，得到市民、游客的齐齐点赞。

解放周一记者专访了上述两个展览的策展人之一、平面设计师姜庆共，倾听他心目中上海老物件的“重生之路”。

如何讲好上海老物件的故事
■ 本报记者 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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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典老物件，你认得吗

夜间经济
展示城市的深度内涵

■ 张锐

◇ 观察 ◇

老物件的设计背后
是审美、情感和流动的历史

解放周一：您是长期关注城市文化的“老
上海”，这次怎么想到要办上海老物件的展览？

姜庆共：这可以溯回到我 2009年刚开始做
《上海字记———百年汉字设计档案》时。我一直
从事平面设计工作， 对视觉角度比较敏感，当
时为了研究字体设计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其
中的插图也很值得研究。于是，我按照儿童、科
学、 商业和文学这四大类开始搜寻 20世纪的
上海插图。随后，我发现很多商业插图其实是
印在物件和产品上的，这引发了我对老物件的
关注。

我希望通过收集老物件来呈现 20世纪上
海平面设计和产品设计的基本情况。而在此过
程中， 我产生了一个疑问，“我收集的这些东
西，是大家都觉得重要的吗？”进而，我有了办
展的想法。我想先把这些人们日常生活中用得
到的老物件以展览的形式“甩”出来，看看观众
的反应和反馈，再决定进一步要关注什么。

解放周一：已经展出的 81件展品种类非常
丰富，几乎涵盖了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最
初是怎么确定这些展品的，策展思路是什么？

姜庆共：我了解到有学者也在关注这些老
物件， 并从工业设计发展史的角度进行梳理。

但我是想做一个普及读物， 角度不那么学术，

却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收集的时候，我第
一是关注视觉， 譬如这个产品的造型如何，平
面设计的构图好不好；其次，是看这个产品的
设计是否反映了时代特征，对当时社会是否产
生了影响；还有，就是看这个设计背后有没有
情感。 虽说这些老物件很多属于单位创作，并
不属于个人，但我们还是能看出设计师想要表
达的情感。也就是说，这些设计不是生硬的，而
是有审美和感情的。

解放周一：可否举例谈谈？

姜庆共：比方说，光明牌精白粉鸡蛋面包
的包装纸，这应该是一个上世纪 60到 70年代
的设计。无论是画面中人物的造型还是背景的
蓝色天空和水面的配色，又或是曲线的花体英
文字设计，都让人觉得非常美，同时又令观者
精神振奋。 这种面包很多老一辈的人吃过，当
时大家叫它“枕头面包”。以前学校春游，家庭
条件好一些的同学就会带这个面包。它是承载
着一代人童年记忆的设计。

又比如， 上海牌水粉画颜料的包装盒，大
约是上世纪 70年代的设计。 这种由当时的上
海美术颜料厂生产的颜料，延续至今日，成了
上海人耳熟能详的马利牌。很多学过画画的人
一看到这个盒子，就觉得非常亲切。虽然现在
的颜料盒包装结构和字体都改掉了，但上面的
两朵月季花一直保留着。用花卉来表现色彩之
美，来传递一盒颜料背后的巧心思，现在看来
还是很美的。

对于这些设计，书籍设计师吕敬人老师道
出了我的想法。 他说：“插图成为历史的见证
者。这些图不仅以其优美、生动的画面为人共
飨，人们还通过这些画面直观地感觉在每一个
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画家们把握人物、场景的
功力，文字用词的语境，时代文化的索求……

管窥一条流动的历史线，可以让今人加深对社
会变迁的理解和记忆。反过来，优秀的插图，也
能深深吸引人们去感受画家们这一社会行为
是如何促进诗意生活的功能与价值。”

上海设计、上海制造
曾经为何能够引领全国

解放周一：曾经的“上海制造”全国闻名，南
京路更是引领时尚的购物目的地。“阅读城市———

上海风景南京路”一展的导语，也提到“上世纪 60

至 80年代的上海货，很多都是从南京路被带往全
国各地， 同时也带去了上海设计及生活方式。”在
您收集的展品中，这一点是否有所体现？

姜庆共：这次在南京路展出的 30余件展品中，

有 18件是从重庆、辽宁、新疆等地收来的。大家
一直都说上海设计、上海制造远销各地，佐证是
什么？这就是。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有一件上世纪 60年代
设计的塑料花篮，是我们借来的展品，它的主人
是一位当时从上海出发到辽宁建设石油工业的
老人，名叫武宝生。今年 5月，曾有沪上媒体向读
者征集老物件的线索。 武宝生老人看到后很激
动，辗转联系到了我们，说自己当年离开上海前，

专门到南京路买了两个热水瓶带走，用到现在还
没坏。当时，他还在国际饭店旁边的上海工艺美
术用品服务部购买了一个塑料花篮， 亦保存至
今。征求对方同意之后，我们把这个花篮从辽宁
借过来展出。

解放周一：在您看来，当时，上海的审美和生
活方式为何能够引领全国？

姜庆共：我曾梳理 1953年至 1983年上海成
立的、与美术设计相关的教育机构和公司。结果
发现，这些美专、美院以及轻工业学校、印刷学校
在内的教育力量，对于提升上海的设计水平和老
百姓的审美水准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无
论是当年的玩具厂、手表厂，还是口琴厂、金笔
厂，这些工厂的技术小组都在积极地探索，用他
们的各种研究和试验丰富着当时的上海产品设
计和制造。比如，这次展出的葵花牌盒式录音机
就是由上海玩具元件厂生产的。这些厂的贡献不
能被抹去。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年上海支内、插队到

全国各地去了很多人。我记得，我父亲的 5 个兄
弟姐妹就分别去了新疆、广西、贵州和山东。这批
人到了那里，也把大量的上海产品和上海生活方
式带了过去，慢慢地就在当地传播开来。回上海
的时候，很多当地人都会列张单子，请他们帮忙
带一些上海的衣服、鞋子和日用品。等到改革开
放之后，随着出门旅游的人多了起来，全国各地
的人也就直接到上海南京路来购物了。

在研究过程中，其实我也有个遗憾：人们似
乎过于关注上海， 而忽略了国内其他地方的设
计。比方说，我想查阅在上海推出一个设计或者
产品时，同时期的北京、广州有些什么创新？可惜
的是，我暂时还查不到这样的资料。中国幅员如
此辽阔，如果各地研究者都能好好地梳理自己所
在地域的设计史，那人们对老物件及其文化价值
的认知才会更丰富、多元、完整。

设计带有强烈的本土文化印记
无法随意国际化

解放周一：如今，复古和怀旧似乎成了一种
潮流，关于老物件的展览不少。您是否有所关注？

姜庆共：对。这两年我看过很多此类题材各
种规模的展览，很热闹，观众看到这些老物件也
很容易兴奋。但我个人对这样一类展览总是不太
满意： 它们对于老物件的呈现方式比较布景化，

除了把旧物搜集起来放在那里，什么信息都没有
提供；观众看完之后，除了发个朋友圈，似乎什么
都没留下。

当然，策展方要提供相关背景信息，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我在整理老物件时也发现，找到
物件的设计者特别难，因为这些物品上一般不会
印上设计者的姓名，生产厂商后来也会因为历史
沿革发生很多变动。但当年他们所做的这些产品
设计和平面设计， 其实是为所在城市做了贡献
的。如果找不到他们是谁，是非常遗憾的。这也促
使我在展览主题中提出了问题———谁的设计？我
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更多人一起加入寻找的队

伍，把当年的设计者找出来，把他们设计背后的
故事更完整地讲述出来。

现在“策展”这个词很热，策展人也越来越
多，但策展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从某种意
义上说，策展人从事的也是种“编辑”工作———这
些展品到底是什么来历，哪个年份生产，有什么
特点和时代特征，都需细细梳理。也许，回答好了
这些问题， 我们才算真正了解了上海老物件，才
能真正讲好它们的故事。

解放周一：近年来，从故宫文创到一些老品
牌、老字号的跨界合作，引发了关注，也让很多一
度沉寂的品牌重新“翻红”。对于老品牌、老字号
如何以更主动、更年轻化的姿态重回舞台，您有
何建议？

姜庆共：目前有一些老品牌复兴和跨界合作，

让人感觉是快闪似的营销，噱头大，但设计不扎
实，收割一波点赞就跑了，未必是出于长久考虑。

这种模式也许现在行得通，但过个两三年，大家
热闹都凑够了，也会觉得疲惫、乏善可陈。

真的要复兴，就必须请到优秀的设计师，根据
品牌的历史、文化和特色，慢慢研究、扎实设计。这
其实对厂家的档案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浏览
过一些老品牌的官方网站， 对于自己的历史梳理
得并不清楚。 我手头有好几套关于上海制造品牌
的书，对一些品牌的发展史也不乏“各说各话”的
情况，让人不知道听谁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与此同时，品牌厂商应该意识到，设计是带
有强烈的本土文化印记的，且这种记号无法随意
国际化。之前，曾有某知名老品牌邀请一位法国
著名设计师做了新的形象设计，结果做出来的东
西大家一看，哪里还有记忆中熟悉的影子，根本
认不出来。事实上，每个地区都有本地区的特色，

到另一个地方又会有不同的印记。就像一些国际
知名出版社如果在伦敦和纽约分别出版同一本
书，封面设计一定会有所不同，会根据当地的受
众和文化特色，请当地设计师来操刀。我们也必
须在设计中体现本土文化特质。

解放周一：不用迷信大牌和国际知名度？

姜庆共：不用。我们的老品牌本身就是大牌，

还要迷信什么？迷信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现在有些年轻设计师特别推崇国外的设计，

我认为欣赏和学习国外优秀设计没问题，但看了
以后再激动，那也是人家的东西。设计师要有自
己的思想，要从文化角度思考如何在设计中保持
和体现自己的地域性。 如果做的是上海设计，那
么人们看了以后能不能从中感受到上海特色，就
非常重要。

另外，设计师也不能盲目依赖电脑和网上的
素材。要搞清楚，电脑只不过是帮助我们完成设
计的工具，它本身是不会帮人去做设计的。

解放周一：有人说，相比于过去，现在人们越
来越崇尚设计的力量， 设计师也普遍受到尊重。

您怎么看？

姜庆共：的确，社会上有关设计的讨论越来越
多，设计改变生活的理念也逐渐深入人心。但我认
为，设计的作用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到。比如，现在
很多公共产品、公共图标的字体、式样和颜色的设
计都没有经过精心设计，缺乏质感和说服力。

同时，在有些方面，我们也不能高估设计师
的作用。比方说街道设计，不能光设计师说了算，

应该由政府部门、居民、设计师以及社会学、人类
学相关的专家一同参与进来。在一些注重城市设
计和公众参与的国家，优秀的街道设计，大都源
于设计师前期花了大量时间深入社区生活。没有
对当地生活的深度参与与感受，做不出接地气的
设计。

姜庆共认为，上海老物件真要复兴，必须请到优秀的设计师，根据品牌的历史、文化和特色，慢
慢研究、扎实设计。 资料图片

在弄堂口买一支奶油雪
糕，约邻居、朋友到活动室的乒
乓球桌来上两局……在上海，

很多市民都有过类似的生活记
忆。

随着时间的流逝， 有些老
品牌、 老物件依然可以在市面
上觅得， 有些却已经逐渐消失
在人海茫茫之中。如今，其中一
些曾陪伴几代上海市民、 给大
家带来喜悦与欢乐的老物件
“重出江湖”， 以展览的形式与
人们再度相见。

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不
少物件当年由谁设计、从产品
设计到包装设计经历了怎样
的酝酿过程……这些对回溯、

梳理上海制造观念史、上海产
品设计史非常关键的问题，暂
时还没有找到答案。

此前， 姜庆共通过媒体报
道等多种渠道找到了一些老物
件的设计者和设计背后的故
事。 但他的核实与寻访之旅仍
在继续 （部分物品线索如右图
所示），老物件的故事等待着今
天的我们去续篇。

最近，北京正在布局“夜京城”，打造“夜
京城”地标、升级“夜京城”商圈、培育“夜京
城”生活圈，一个京味十足的“皇城”夜间经
济轮廓浮出水面。作为国家的首都，北京在
夜间经济的赛道上跃马扬鞭，必将带动全国
各地许多城市在夜间经济的竞夺中争先恐
后地排兵布阵。

“夜间经济”一词是上世纪 70 年代英国
为改善城市中心区夜间空巢现象提出的经
济学名词。数据显示，此后，夜间经济已经为
伦敦创造了 130 万个工作岗位， 可贡献 660

亿英镑的年度收入，并且仅伦敦一个城市的
夜间经济就创造了英国全国总税收的 6%。

从最初的餐饮和购物行业延长夜间服
务时间 ，到后来的酒吧 、KTV、迪厅 、舞厅等
多种业态推行以夜晚为主、白天为辅的营业
方式，再到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音乐厅、

影视厅、体育馆等纷纷开辟或扩大夜间活动
区域，及至夜间观光、夜间旅游等综合性夜
游产品的开发与涌现，随着消费需求与层次
的不断升级，国内城市夜间经济也完成了从
1.0 到 2.0 的升级。

对此，笔者深感：美丽景观是夜间经济
的标配，时尚生活是夜间经济的主题，文娱
赛事是夜间经济的亮点，现代艺术是夜间经
济的品质， 高雅文化是夜间经济的灵魂，拉
动消费是夜间经济的主脉。最近，美国布朗
大学教授戴维·威尔等 3 位经济学家依靠卫
星记录下的中国夜间灯光亮度与铁路货运、

耗电量等指标建立了一个经济模型，得出的
结论是，“一个地区夜晚的灯光亮度和它的
GDP 成正比。”

其实， 夜间经济对于城市的能量释放并
不仅发生在消费层面。 夜间经济还显示着一
座城市的活力与朝气。 中国旅游研究院的数
据显示，“80后”“90后”在夜间旅游消费中的占
比分别达到 40.0%和 19.8%；如果扩展到整个
夜间消费， 年轻群体的消费占比至少达到了
60%。他们代表的是时尚生活方式的兴起。

夜间经济更是一座城市历史底蕴与文
化丰富度的显示器。北京的三里屯、上海的
新天地 、南京的秦淮河 、成都的春熙路 、香
港的兰桂坊、 澳门的威尼斯人……这些地
方的夜间繁华，已然成为城市名片，也是一
座城市的文化之窗。人们流连其中，感受到
的是一座城市的深度内涵 ， 触碰到的是一
座城市的岁月脉动。历史钩沉与文化品位都
在月色之下被点亮，城市的软实力由此得到
释放。

当然，夜间经济也需注重活跃而有序、愉
悦又健康的打开方式。 对食品安全、 噪声扰
民、灯光污染以及垃圾处理等问题，有必要发
挥行业自律以及民间自治方面的作用， 在平
衡好夜间经济相关群体各自诉求的基础上，

谋求所有参与主体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人们为何不满于
“官员救灾不打伞”

■ 廖德凯

有这么一道选择题：官员在途中临时遇
到灾情，应该是就地指挥抢险，还是考虑到
舆论影响，先回去弄一身行头，打扮得“像个
救灾的样子”再来抢险？

近日，贵州黎平县九潮镇副镇长杨瞡就
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他在返回扶贫村路上遇
到洪水，有一辆车遭遇险情。穿得“不像救灾
的样子”的他现场指挥车辆抢险，并劝止群众
过河。当时雨下得很大，有群众帮他撑伞。那
把伞还是三个人共享。这段视频放到网上后，

“领导自己不打伞耍官威”的言论充斥网络。

网络对官员耍“官威”警惕和零容忍可
以理解。遇到这种无头无尾的视频，出现误
解也可以理解，官方或当事人应该及时解释
清楚当时情况。但问题是，即便事实已经得
到了澄清，网上的恶意抨击还是不断，更有
一些“理性”声音称：要想避免出现此类舆论
风波，需要政府公务人员时刻注意自身的形
象与影响。

乍看起来， 这句话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但在实践中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这起
舆情为例，这位副镇长遇到灾情现场组织指
挥抢险，是不是应该先回去换上合适的“抢
险套装”？是不是雨再大，都要拒绝群众或下
属伸过来的雨伞，把自己淋成落汤鸡？

这样看起来似乎是注意形象，像抢险的
样子了。然而，这不过是形式主义的变种，从
“不注意影响和形象 ” 变成了 “另类的作
秀 ”。 公务员在公务行为中如果事事考虑
“舆论影响”，处处注意“镜头形象”，有意迎
合舆情中那些不太合理的期待，这同样是一
种形式主义。

此外， 公务活动的时间有其不确定性，

遇到突发情况，需要没有做好准备的公务人
员临时“顶上去”。在这种情况下，公务人员
首先要考虑的是行为的实际效果，而不是考
虑如何展示自己的“镜头形象”。穿着合宜重
要，但不必太过在意，西装革履未必不能出
现在救灾现场。群众撑开一把伞，没必要因
顾虑被指“耍官威”而躲来躲去。在特殊情况
下，最好的着装就是当下的着装，最好的形
象就是坦然、自然、不做作。

从这个角度说，在紧急公务中 ，公务人
员没有必要太过在意是否会被别人误解，一
心投入工作中就是最好的解释和最有力的
回应。既然是“误解”，就有解除误会的机会。

在紧急公务中，不可本末倒置，不能先考虑
“形象” 再考虑抢险。 群众为这样的官员撑
伞，舆论更应为这样的官员撑腰，而不是用
看似理性的评论，把官员搞得无所适从。

（摘编自上观新闻“公务员论坛”栏目。

组稿：洪俊杰）

光明牌奶油雪糕
约上世纪 60年代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

海鸥牌收音机
上海无线电三十五厂
约上世纪 70年代

金鸡饼干
约上世纪 70年代

国际饭店
火柴盒
约上世纪
80年代红双喜乒乓板

上海乒乓球厂
约上世纪 80年代

上海蓝棠皮鞋包装纸 蓝棠皮鞋商店
约上世纪 80年代

向阳牌保温瓶 约上世纪 80年代

（以上图片均 姜庆共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