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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ubject knowledge,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system has 
been changed from "subject center" to "problem guide", and the mode of personnel training has been 
also changed from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o "multidisciplinary education". So, the teaching reform 
of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become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subject development and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innovative personnel training. The discussion of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the 
design history course that the design compulsory course, Analyzing the reasons for teaching 
difficulties in design history course. Then point out the orientat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vision teaching 
in design history course, educational method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Then draw lessons 
from the right platform,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enlighten the design thinking and get design 
practice achievement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of design history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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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多学科视野下高校设计史论课程的教学策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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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学科知识的发展，知识体系的建设从“学科中心”转向“问题向导”，人才培养

的模式也从“专业教育”走向“多学科教育”，因此多学科视野的教学改革就成为了学科发

展的必然要求，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必然选择。本文从设计专业必须开设的设计史论课程入手，

对设计史论课程开展的困境成因进行了分析，提出在设计史论课程教学中的多学科视野教学

的定位、教学方法及实施策略，并借鉴合适的平台，激发学生的兴趣，启迪设计思维，形成

设计实践成果，提升设计史论课程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多学科视野、设计史论课程、教学、策略. 

1. 设计史论课程的演变及困境 

设计史论课程主要包括中国艺术设计史和外国艺术设计史两大部分的，是设计专业的专业理

论课程。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各大艺术院校和综合高校陆续在设计专业中开设了该课程，

其内容主要包括中、外设计思潮的产生与发展；设计理论的萌芽、形成、发展；及对后期社

会产生的贡献等。 

作为设计学科的必修专业课程，设计史论课程在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开阔视野等方面的确

有明显的效果，但在实际的教学中，该课程的重要性似乎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正如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世界艺术史研究所所长张夫也教授所说：在史论课程教学中，传统的讲授方式

及抽象的理论知识使得学生是被动的接受知识点，最终导致对人名、风格、流派等机械的记

忆，使得史论教学与设计实践严重脱节。设计史论课程在教学中往往缺乏与其它相关学科专

业的交叉联系，因而导致设计理论与设计实践的脱节，限制了人才培养的发展。 

此外，教材作为教学用书，史论教材经历着“体例雷同”、“规律总结不够”等情况。国内许

多“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的教材，基本依据教学大纲及教学要求编写而成，大多是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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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框架和相似的编写原则，案例、观点如出一辙，造成教科书内容低水平的重复。且国内的

大学一门课程一般只有一本教材，教材作为教师宣讲的蓝本，教师在教学中又占有主导地位，

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专业视野，阻碍了学习能力的提高。 

然而在设计学科的人才培养体系中，设计史论课程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其教学目的是要通

过设计领域的运动、事件、风格及思想的演变，培养学生综合分析的思考能力，树立创新设

计理念，为设计实践来提供丰富的养分，进而帮助学生形成自我的设计思想，进行输出。因

此，在这样的课程体系目标下，并基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的指导，史论课程的教学从“专

业单一教学”转向“多学科视野教学”刻不容缓，必将是史论课程教学发展的规律，创新型

人才培养的选择。 

2. 多学科视野是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机构，是以学科作为基础组织结构来分类的。尤其是近代，人们在

对各种类型的知识进行整理分类的细化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各学科的不断分化。就如本文

中以传统学科为中心的设计史论知识，因为受到朝代的约束及时间分段的特殊性影响，很容

易导致艺术流派的分类等同于历史的分期，进而忽视设计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将知识点强行

割裂开来，在学科内部就被分解，加剧学科间的隔离，不利于创新性的培养，所以，我们在

教学中提出应向多学科视野角度发展。 

而作为学科的多视野角度绝不是各专业知识单纯的叠加，它是需要从多个思维模式和视角上

去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著名物理学家海森伯曾认为:“在人类思想史上，重大成果的发现常

常发生在两条不同的思维路线的交叉点上。” 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通过多元化学科之间的

交融，拓展相互的知识层面，丰富研究方法及看待问题的视角，才能培养学生多维度思考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事实上，历史上许多设计方面的旷世奇才，他们本身不仅擅长艺术专业，还精通许多其他的

学科知识，例如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达·芬奇，他是艺术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同时还是

发明家、医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建筑工程师和军事工程师。再如米开朗基罗、乔布

斯等，我们都能发现许多跨学科的“通才”。不仅如此，现在许多世界一流的大学也已经将

“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方式视为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以美国杜克大学的“FOCUS”

课程为例，在制定课程目标与课程内容上都要求跨学科的特性，为学生提供人文、自然、社

会等各领域的学习机会。因此在史论课程的教学中，我们不仅应当设置普遍意义的交叉学科

课程，还应将多学科视野的跨学科专业、跨学科学位的知识运用列为课程教学的重要渠道。 

3. 设计史论课程教学方案的转变 

若将多学期视野的教学设定为设计史论课程的改革方向，我们首先要更正，设计史论课程的

教学绝对不是单纯的知识传递，而是设计意义重新构建的过程，是对设计史知识的自我转化

运用过程。但是实际教学中，以书面呈现的设计史论课程是远离学生的实际生活，是一种远

距离的隔离文化，这就需要学生具有多方面的个人认知检验，例如:人类发展的轨迹、社会文

化的背景、心理学基础、管理学原理等，才能真正读懂设计史论知识中的流派产生的原因、

意义、及在设计流派中符号、媒介、象征意义的应用。而这些认知经验，基本源于通识教育

知识，通过对社会通识知识的了解，将设计史论浸入社会文化，以人为出发点，关注设计事

件与当时社会之间的关系，不再生硬的读背，从学生的认知经验出发，突破现有的教学困境，

发挥他们的主动探究积极性，才能更好的与当下的设计文化相结合。 

在对通识知识的了解和学习训练之后，学生具备了良好的专业人文素养，逐步形成多角度的

看待问题的习惯。此时，为配合课程的实施，要利用多学科课程群对史论课程进行支撑，最

大限度的加强课程之间的联系，强调各课程中对史论知识点的运用与借鉴，优化课程内容，

形成彼此呼应的课程结构。同时，规避“专业”与 “学科”之间的间隙，在专业与专业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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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互动，扩展学习的深度与广度。在这个课程平台上，学生以兴趣为关注点，用轻松的心态

进行学习，就会带来接二连三的学习体验，设计思路将会不断打开。而教师通过多学科视野，

组建跨专业、跨学科的具有教学特点、学术创新的团队也就水到渠成了，甚至在教学中出现

的问题，在学术研究中加以解决，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形成教学与科研互为促进的局面。 

接下来，本着“意义构建、会话、实施、协作”的教学思想，建立合作学习课堂，用具体现实

方案实施来检查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将史论课程中的知识点，有针对性的进行项目技

能训练。从之前积累的通识知识入手，融合多学科视野下，与心理学、美学、哲学、生态学

等的运用，结合设计思想、设计语言、设计符号、设计风格、设计技术等知识，将所学的史

论知识应用于实际设计案例中进行转化，从而检验学生是否将史论知识变为自己设计思想的

一部分，并体现在自我的设计方案中。在这个环节中，一方面增大了史论课程的教学视野，

拓展课程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给予学生足够的自由度，鼓励他们个性发展，建立了史论

课程的新型教学模式。 

在此基础上，可以借鉴国外大学选择教材的方式，国外大学选择教材内容的涵盖量远远大于

国内所编的教材，例如：商务出版社出版的菲利普·李·拉尔夫等合著的《世界文明史》、

修·昂纳和约翰·弗莱明合著的《世界艺术史》，其内容非常详尽和广泛，是典型的“小课

时，大教材”的模式。因为在编著体例上没有受到严格的限制，书中对作品的选择与安排及

分析上，有些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做到“论从史出”，不会造成在学习的过程中变成枯燥

的理论说教，有些甚至与研究著作已经很是相近。这样的书籍不仅能帮助学生形成设计观点，

还提高了他们分析及独立思考的能力，就算作为教师用书，教师在课堂上将自己对书中内容

研究的成果作为讲课内容的也是可行的。 

4. 设计史论课程教学策略的实施 

课程实施是教师将规划的课程方案应用于实际教学行动，是一个将“字面”教学理论转化为

具体教学实践的过程。在教学中，许多教师通常认为课程实施是整个课程运作中相对简单的

阶段，特别是设计专业。由于课程本身的特点，导致课程的实施会出现很大的随意性，如文

中的史论课程，前期讲授照本宣科，后期考核又没有严格的评估机制，自然加深“读史无用”

的现象，因此，必须重视教学实施的过程，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 

根据设计学科知识先输入，后输出的特点，可将教学组织形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传统讲授

模式，教师直接进行知识技能传授，如讲授法，是现下使用最多的方法；第二类是在教师的

指导下，独立获取知识技能，教师再进行点评、总结，如指导探究法；第三类是学生直接通

过直观的感知获得知识和技能，如参观法。根据多学科视野史论课程的教学特点，运用第二

类和第三类相互辅助的方式更为合适。 

由于课堂时间有限，史论知识体系庞大，知识点的讲授不可能面面俱到，教师可先将学生进

行分组调研，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开课学期之前的假期，根据课程学习的安排，从特

定的视角，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撷取能反映设计作品的书籍、视频、公众号等，进行前期

的预热。如环境艺术设计的学生，在掌握设计史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世界现代建筑史部分的

内容，再通过学生个人的方向，找寻对设计案例起支撑作用的信息，了解社会发展中的设计

发展过程，增进理解，为后期的课程做准备。 

之后，运用学生探究与教师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其中教师一定要处理好大纲与讲义的关系，

大纲只是基本内容，讲义是根据课程实施进行的补充。据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第一、二届毕

业生回忆：当年担任中国美术史课程的王逊先生，每次课前必定发给学生大纲和讲义，他不

满足将教学固定在基本的水平上，在这些资料里既有宏观的论述，又有精辟的分析，而且还

逐年丰富提高，让学生更明确艺术理论的条理性和清晰度，以此激发大家学习民族艺术的热

情，与当年王逊先生任教相比，现在收集史论资料，查阅研究方法早已层出不穷。而我们就

是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导地位，所以每次课前教师再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品，让学生分析作品

的文化内涵、生产技术、产生至今对社会的影响，及专业人士、公众对作品的看法及评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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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组讨论、汇报形式制作文件，做出自己的综合见解，教师进行点评指导。国外许多的高

等学校早已在课堂上采用类似的探究讨论法，慕尼黑大学作为艺术史论教学的发源地之一，

将艺术史论学习分为基础阶段和高级阶段，想要申请高级阶段，必须具有基础概论及讨论课

的成绩合格证明，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探究性。汉堡大学更是在史论课程中设立的严格的

课程等级制度，分专业定向进行引导、入门、初级、高级研讨课程，层次分明，逐步扩展，循

循善诱。 

教师在各小组发表见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教学内容，重点对设计作品与当下本土的结合

运用进行分析。在每个阶段的课程完结后，就要考察学生知识是否完全吸收，变为自己设计

思想的一部分，此时，就要安排学生将设计史论课程中的理论知识与当下设计实践相结合，

进行创意设计作品设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连续的输入到输出的教学实施闭环。这个过程中，

教师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师在设计作品的选择、学生探究的导向、教学内容的重组，都

体现出教师对教学内容的深度审查，可以说学生探究活动的高度及有效性，都取决于教师对

教学内容的把握。 

最后，要扩展多学科视野，开展专业讲座、考察是必不可少的。聘请校外专家学者及社会人

士开设有关文化、科技等专题讲座等隐性课程，不仅能多角度拓宽学术视野，而且在实际社

会中接轨运用也是大有裨益的，像央视科教频道前些年的百家讲坛以及光明日报推出的专题

文化讲座，充分证明了讲座的可行性。通过专业考察，身临其境的感受书本上的遗迹和设计

案例，运用这种生动、直观的方法，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实事求是及锲而不舍的态度也是很

有必要的。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林树中教授在回忆恩师俞剑华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提到

俞老先生“四万”的学术特点，其中“行万里路”，尽可能的实地考察，才能“搜尽奇峰打草

稿”。鼓励学生经常到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遗迹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到现实生活中去，结

合所学的设计知识，了解设计师的生长环境和社会环境，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这也是多学

科视野教学有利的补充方式。 

5. 结语 

作为课程改革的新举措，多学科视野下的教学模式，改变了学生单纯接收课堂知识的学习方

式，提供多渠道自主学习的机会，培养学生多角度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将知识整合应

用于实践，重在提高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教学发展及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本文是根

据设计史论课程的特点及项目的研究方向，从教师教学及学生自学的角度做出了一些提议，

但作为多学科视野教学的发展，是可以再扩大到任何的专业教学甚至教研活动方方面面，我

们必将会继续在课题完结后的实际教学中坚持不懈的研究探讨，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这些

容待后文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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