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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0版）
自小喜欢绘画的林存真， 并没有

想到自己此时能有这样一个 “突如其
来” 的机会。 对她而言， 这是一次异
乎寻常的经历， 让她终身难忘。 同时，
她更把这一次挑战， 看成是作为一位
中国设计师的责任和担当。

2008年北京奥运会， 她参与了一
系列景观设计。 此后， 她又先后参与
了 2014年南京青奥会 会 徽 的 设 计 ，
2015年北京田径世锦赛吉祥物的设计。

时间来到了2015年7月31日， 马来
西亚吉隆坡， 北京申冬奥成功， 举国
欢腾。 而此时， 林存真的心里却暗暗
琢磨着一件大事： “既然要办冬奥会
了， 那就一定是要有一个会徽的， 我
是不是能再设计一个？”

也许， 很多人还不知道， 北京申
办冬奥会的标志， 也是林存真设计的。

已经设计了申冬奥标志， 如果再
能参与冬奥会会徽的设计， 这对于一
个设计师来说， 既是无上的光荣， 也
是一次艰难的挑战。

时间很快来到了2016年7月31日，
北京冬奥组委在纪念北京申冬奥成功
一周年活动中， 正式面向全球征集北
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会徽设
计方案。

改稿曾感到崩溃

当设计会徽这项工作被提上日程，
林存真面临的困难才刚开始，首先就是
选择会徽构成基本元素的问题，林存真
设计的申冬奥标志是以一个汉字的
“冬” 字为图形基础。 冬奥会会徽和冬
残奥会会徽，是否要延续这样的思路？

“当时就想做新的， 就是应对新
的技术发展 ， 更未来感的一个设计 ，
放在五六年后也不落伍的一个设计。”
在林存真看来， 中国的书法是一种运
动， 滑冰滑雪也是一种运动， 如何把
两者结合起来？ 于是她在工作室里不
停地写 ， 换了各种笔 ， 毛笔 、 板刷 ，
快的、 慢的， 找各种感觉。

“在奥运会这么大的一个国际平
台上， 怎么展现中国， 其实汉字和书
法， 是规避不掉的。” 考虑了许久， 和
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经过了充分的讨论，
林存真终于开动设计。

2016年11月30日是会徽设计方案
征集的最后一天。 这天下午， 林存真
带着学生们来到会徽设计征集办公室
提交作品。 “截稿的头天晚上才做完，
我这拖延症实在太严重了”， 林存真轻

描淡写地回想着那段经历。
“说实话第一版的作品并不是最

满意的， 因为时间有限， 但是我把会
徽里应该要表达的东西， 应该要体现
的元素都放进去了， 其实设计也有理
性的， 也有研究性的东西在里面。”

会徽设计征集， 收到了4506件作
品 。 2017年1月23日 ， 农历腊月二十
六， 年味儿渐浓。 正要进入放假状态
的林存真 ， 收到北京冬奥组委通知 ：
“801号作品入围了 ”。 最终林存真的
801号作品 “冬梦” “飞跃”， 在4506
件作品中获得初选第一名。

设计完成，人生迎来高光时刻

短暂的入围喜悦后， 林存真的真
正考验来了。 在通知801号作品入围的
时候， 北京冬奥组委同时也提出了修
改要求和时限， 而第一次交修改稿的
截止日期就在元宵节后。 2月6日， 正
月初七， 由时任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
院院长的王敏教授担任组长的修改小
组， 与林存真等四位教授两位助手一
起， 开始了会徽方案的修改。

接下来的工作， 其煎熬程度远超
乎想象。 林存真和修改小组， 收到的
意见不计其数， 每条意见， 林存真都
会仔细研究琢磨。 就在这样反复修改
过程中， 林存真一度有了 “崩溃的感
觉”。 要交第一次修改稿的时候， 随着
时间的临近， 她还没有改出满意的效
果。 “希望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 但
改来改去老觉得跟原稿脱离不开。” 林
存真说， “加上还要继续PK， 改得不
好可能就要被刷掉， 压力很大。” 有一
天晚上到了11点， 林存真看每一张修
改图都很难看， 感觉快要崩溃了。 室
内气氛非常压抑， 跟着一起修改的助
手都不敢说话了。 这时林存真意识到
自己状态不对 ， 便果断关上了电脑 ，
说： “大家回去吧， 我们明天再改。”

如今， 回忆起当时的崩溃， 林存

真说： “你是什么状态， 你的设计作
品就是什么样子。 感觉不对的时候就
不要硬撑了， 改不好的。”

最终， 设计完成。
在这巨大的工作量里， 有一组数

据很明了： 两个硬盘， 338个文件夹，
2499个文件， 总共14.34G。 每张修改
稿所占据的容量仅为不足300kb。

考虑到未来运用的各种可能性 ，
她设计的会徽， 无论从立体感， 还是
颜色的选择， 都经过了上次的修改推
敲。 “未来雕塑类型的、 产品类型的、
AR、 VR超现实的标志也可能会在你
面前立起来 。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 ，
形式有立体转折关系的， 我们还坚持
了一些渐变颜色。 今后他一定会有更
广阔的空间， 尤其是动起来了以后。”

三种身份

现在的林存真， 有三种身份： 老
师、 设计师、 收藏爱好者。 她说， 三
者看似不相关联， 但是却相通。 收藏
老物件， 可以让她把中国传统文化元
素融入设计中， 她将这种传承， 传递
给学生， 将传统赋予新生———

喜欢老物件

课堂之外的林存真还钟情于收藏。
刚回国时， 她与老公购置家具的时候，
竟不约而同地挑选了一些风格古老的
家具， 为了能在眼花缭乱的新老家具
中慧眼识珠， 林存真不由自主学习研
究古家具的历史、 制造以及种类等等，
日积月累林存真将这爱好延伸到工作
中， 参与了 “可乐马” 古典家具博物
馆 的 策 划 设 计 以 及 实 施 和 美 成 在
久———金丝楠艺术展的策划与实施 ，
获得了博物馆领导以及业内的一致好
评， 其中美成在久———金丝楠艺术展
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后备受欢迎， 曾三
次延长展期。 林存真还为古家具设计

画册， 其中 《凿枘工巧———中国古卧
具》 被评为2012年 “中国最美的书”。

2017年8月28日， 林存真在 “人人
都是创意家” 项目中， 发布了她的最
新设计作品《重生》。在“造物为良”的中
国设计思维方式主导下，林存真与工艺
师们一起沉浸于传统材料与工艺，运用
湖田窑古瓷残片 （宋瓷）呈现出传承与
创新并存的当代设计艺术品， 让古老
的艺术在当代重新焕发出生机。

最爱讲台

从德国毕业回国后， 林存真思前
想后， 最终没有回到设计杂志的岗位
上， 而是转而投身教育的讲台， 她希
望把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设计理念传
递给更多人 ， 尤其是现在的青年人 。
她将课堂带出教室， 带学生钻进北京
胡同， 与老艺人聊天， 设身处地欣赏
感受民间设计。

林存真说： “因为我认为， 设计
并不是将学生关起门来读书， 需要带
他们出去开眼界， 去行万里路， 这样
有利于他经历的培养 ， 眼界的培养 ，
一个人的历练越多， 积累越多， 他的
设计就会越好。” 她还锲而不舍地致力
于改造项目 “大栅栏更新计划”， 将现
代的设计思想与古老的胡同碰撞。

林存真对学生采取的教育方式是：
“我是一直在坚持对思维的培养， 对方
法的培养， 我发现其实从中小学教育
来看， 学生的思路都受到了禁锢， 设
计本身需要打开思想， 从一个古板的
状态到一个富有创意的状态， 这其实
是需要训练的， 再加上学设计的有很
多是文科生， 而设计本身又需要很强
的逻辑性，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注重
学生这方面的培养。”

同时， 作为设计师， 也需要有同
理心。 “因为设计不同于艺术， 设计
是要最终应用于生活。 这是我被调到
北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 负责北京奥
运会形象景观的设计以及管理后， 由
一个设计师的身份转变成 ‘甲方’， 慢
慢了解到这个道理的。” 现在， 林存真
的课上 ， 也会强调让学生用同理心 ，
去对待客户或设计应用方。 “很多设
计师都蛮有艺术家气质， 但大部分设
计师的作品是要投放到社会中的， 别
人要拿着你的设计去应用， 所以设计
师需要倾听需求。 有很多设计师会吐
槽甲方意见不专业， 但我觉得要学会
同理心， 换位思考需求， 这是一个设
计师应有的素质。” 林存真说。

▲在2018年北京设计周主展 《中国
设计40年》 现场进行布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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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存真设计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