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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GN
                      AS    
               SOLUTION
设计解决问题

2021 Shenzhen Design Week aims 
at breaking the boundary and 
communicating with the world 
to promote the level of design of 
Shenzhen. Sponsored by Shenzhen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and undertaken by the Publicity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S h e n z h e n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it is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a rd  of  S h e n z h e n .  I t  w i l l  b e 
starting from December 25, 2021 
and ending on January 3, 2022. 
Based on the theme of “Solution 
by Design”, it is going to present 
the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value 
of  integral  design in  solving 
problems. The major exhibition hall 
is located in Shenyeshangcheng 
Real Estate. Wit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ajor exhibition hall 
and the global star exhibition hall, 

Shenzhen Design Week is going to 
hold a carnival for design of urban 
landscapes and the designers 
within the whole city to create 
“party of design”, “exhibition hall 
of the frontier” and “collection 
of original ideas”, thus revealing 
the charisma, energy,  vitalityand 
creativity of the metropolis of 
design.

2021 深圳设计周，立意打破边界，

对话世界，推动深圳设计抢占国

际制高点。深圳设计周由深圳市

人民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承办，

是深圳重要国际文化名片。2021

深 圳 设 计 周 于 2021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2 年 1 月 3 日举办，以“设

计解决问题”为主题，呈现融合

设计在解决问题中的实践和创新

价值，主展场设在深业上城，并

通过主展场加全域星展场，联动

全市构成设计城市图景和设计师

嘉年华，打造“设计的派对”“前

沿的展场”“创意的荟聚”，展

现设计之都的魅力、动力、活力

和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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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康《鲲鹏》



ACADEMIC
                  COMMITTEE 
         DIRECTORIES                             
                  深圳设计周
          学术委员



国际平面设计大师、
靳埭强设计奖创办人

原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
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WDW 世界设计周城市网络
国际执委、北京科意文创创始人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
师、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广东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学院副校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

同济大学副校长、设计创意
学院院长、瑞典皇家工程
科学院院士

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
国际著名建筑师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长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KAN
TAI-KEUNG
靳埭强

YUNG HO
CHANG
张永和

WANG
MIN
王敏

LOU
YONGQI
娄永琪

HAN
XU
韩绪

WANG
SHAOQIANG
王绍强

ZHU
RONGYUAN
朱荣远

SUN
QUN
孙群

MA
QUAN
马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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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JIAYING

中国著名设计师，国际平面设计联盟（AGI）会员

中央美院城市设计学院、西安美院

中国美院创新学院客座教授

曾荣获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大奖金奖

福布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设计师”

中法文化交流贡献奖

作品收藏于包括 V&A 博物馆、汉堡工艺美术馆

瑞士 Für Gestaltung Zürich 美术馆在内的

英国、德国、瑞士、法国、丹麦、日本、中国等国家的艺术机构。

2003 年举办《天涯》杂志系列海报法国个人展

2007 年担任《FF 空间》首届中国杯帆船赛主题活动策展人

2010 年担任《无中生有——书法·设计·生活展》策展人

2012-2014 年举办系列个展 “镜像 • 韩家英设计展”（北京、上海、深圳）

2012 年担任首届中国设计大展平面策展人

2014 年担任第一届深港设计双年展视觉创意总监

2016 年受邀参加华沙海报双年展 五十周年特别展“50/50/50”

2016 年德国红点设计奖评审

2017 年担纲故宫百年大展《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策划及设计

2019 年担任纽约 ADC Award 评审

2019 年担任《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策划及设计

2019 年担任“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视觉创意

2020-2021 年举办系列个展《SH- 始：5000X50X500》装置作品展、

《映：此时此地 GLASS》

韩家英
深圳设计周联合策展人

      SHENZHEN
              DESIGN WEEK 
CO-  CURATORS
         深圳设计周
                  联合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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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US 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合伙人、主持建筑师

坪山美术馆馆长

深圳设计之都推广促进会首届会长

深圳 / 香港城市 / 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学术委员

2016 伦敦设计双年展中国馆

“DenCity. 一个可见的深圳乌托邦”等

2017 深港城市 \ 建筑双城双年展

2019 深圳（坪山）国际雕塑展

LIU 
XIAODU
刘晓都
深圳设计周联合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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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城工作室（ARCity Office）创始人 / 主持设计师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研究员（本原设计研究中心副主任）

诗人、策展人、建筑 / 城市 / 艺术评论人

东南大学建筑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建筑与环境艺术委员会委员

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评论学术委员会理事

住建部城市设计专家委员会委员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SUSAS）学术委员会委员

深港城市 / 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发起人、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之一

同时还担任 UABB 学术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双年展公共艺术基金会理事长

未知城市：中国当代建筑装置影像展（2019）

时光漂流：沙井古墟新生（2019）

重新发电：沙井电厂新生（2020）

坪山造物：艺术新能源（2021）

ZHANG 
YUXING
张宇星
深圳设计周联合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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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设计师、靳刘高设计合伙人

香港设计师协会副会长

亚洲设计连理事

香港十大杰出设计师

广州美术学院客席教授

真心应物－当代佛教生活美学展（2020）

香云见萩－国家非遗香云纱跨界艺术展（2021）

创艺互联－大湾区艺术设计展览系列（2020）

与星星孩子同画画 - 关爱自闭症艺术共创展（2021）

HONG 
KO
高少康
深圳设计周联合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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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DESIGN
                                    SPECIAL
       INVITATION
EXHIBITION
                  当代设计
                          特别邀请展



CHU
CHIH KANG 
朱志康
鲲鹏

HE
JIANPING
何见平
EMOJI-TION

HONG KO
高少康
闪亮吧！
穿越古都的孩子！

KARR YIP
叶小卡
互动深圳

LIU
XIAODU
刘晓都
主题阐释展
探索的田野与瞭望之塔

MANFRED 
YUEN
阮文韬
顽皮的仙山

SHI
DAYU
石大宇
竹跃 
竹嬉，憩

ZHANG
DALI
张达利
横看成林侧成峰
哈以拉

YUNG HO
CHANG
张永和
明堂与暗道

( 以姓氏首字母排序 )



KUNPENG
鲲鹏

「鲲鹏」取自于道家学说《庄子·逍

遥游》：「北冥有鱼，其名曰鲲。

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

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

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

天之云。」鲲鹏是象征中华民族

志向高洁信仰的上古神兽。鲲鹏

自遥远的北海而来，张开的翅膀

就像天边的云彩。当海风起时，

鲲鹏就会随着海上汹涌的波涛向

南飞翔。艺术家运用 tensegrity 

structure 张 拉 整 体 结 构， 让 装

置艺术不需悬吊，自体悬浮在空

中，配合风吹飘动白金色布料。

CHU 
CHIH KANG  
朱志康
1997 涉足室内设计，至今已有 20 年

空间设计经验 

2007 成立朱志康空间规划 

2017 加入心＋设计学社社员 

2018 受邀担任金点新秀设计奖 - 空间

设计类评审召集人 

2018 受 邀 担 任 马 来 西 亚 Asia Young 

Designer Summit 评审 / 论坛讲师 

2017 Interior Design China 2017-2018

年度封面人物 

2017 台 湾 《PRESTIGE》5 月 号 封 面

人物 

2017 入选新台湾之光 100, 远见出版社 

2016 入围 PRESTIGE 品杂志 40 

UNDER 40 获得年度风云人物奖项 

2015 中国 AD 100 全球在中国最具影

响力的建筑设计菁英 

2015 包含国际 AD 评为世界最美书店

之一的「成都方所书店」 

2014 全中国第一座冰雪基地「内蒙古

冰雪试驾基地」 

人们在下方仰望时，能感受到鲲

鹏装置艺术与风结合的视觉、听

觉、触觉的震撼，体会「鲲鹏之志」

视野的高远。鲲鹏装置艺术座落

于深业上城，朝向笔架山，迎风

展翅，气势磅礴，犹如腾飞的深

圳举世瞩目。



1973 年出生中国富阳，现居柏林。

平面设计师和自由出版人。1991 －

1994 年曾就读中国美术学院，获学

士学位；1997-2001 年就读柏林艺术

大学自由艺术专业，获硕士和博士学

位；2011 年获得柏林自由大学文化

史博士学位。曾任教柏林艺术大学、

中国美术学院。

作品曾获华沙海报双年展金奖、德意

志国家设计奖金奖、德国红点奖全

场大奖、奥地利 Joseph Binder 金奖、

纽约 ADC 金奖、伦敦 D&AD 黄铅笔

奖、 伊 朗 国 家 艺 术 家 协 会 Mortezá 

Momayez 荣誉奖等奖项。

2006 荣 获 德 国 Ruettenscheid 年 度

海报成就奖。他的个展曾在中国、

德国、日本、斯洛文尼亚、波兰、

伊朗和马来西亚等地举办。

如果将设计和深圳相联，这座城

市，因为地理位置和改革契机，

是将当代设计引入内陆的源头。

物理有机体的城市外，在网络虚

拟空间中，深圳的影响力也一样

浓墨重彩。腾讯开发的 Emoji 影

响了人类的表情倾述，人的情感

Emotion 有那么千变万化的微妙

差别，在网络情感中，竟可以被

腾讯的 Emoji 简约为那么几种简

单的类别。这种简约式的归纳，

EMOJI
         -TION

HE 
JIANPING
何见平

在我看来，更是一种设计的哲学。

我被这些有着归类化的 Emoji 情

感吸引，细细想来，在不同人的

相同 Emoji 后面，有着各种不同

语境的情感差别，但它的面相都

一样，差别存在于上下文的语境

中，我将这种同类型 Emoji 的不

同语境中的事实戏称为“Emoji-

tion”。“Emoji-tion”的差别被

掩藏起来后，也令我们的网络空

间因此而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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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插画师。广州美术学院视

觉传达学院硕士毕业。小盒子工作

室创办人。

于广州、上海、北京、香港、东京、

德国法兰克福、柏林等地举办多次个

人展览与艺术家联展。以驻地艺术

家的身份旅居欧洲和美国等地，加

入多个当地的艺术家驻留计划。曾受

邀参与商业合作的品牌有：康佳集

团、英菲尼迪、亚洲航空、保利地产、

合景地产、欧珀莱、班晓雪等。

HONG 
KO
高少康

DI
PIAN
邸翩

著名设计师、靳刘高设计合伙人

香港设计师协会副会长

亚洲设计连理事

香港十大杰出设计师

广州美术学院客席教授

真 心 应 物 － 当 代 佛 教 生 活 美 学 展

（2020）

香云见萩－国家非遗香云纱跨界艺

术展（2021）

创艺互联－大湾区艺术设计展览系

列（2020）

与星星孩子同画画 - 关爱自闭症艺术

共创展（2021）



GO SHINING
             KIDS PASSING 
THROUGH THE
                    ANCIENT CAPITAL                       
              闪亮吧！
穿越古都的孩子！
2021 年春天，我收到西安城墙

的邀请，为「2022 西安城墙灯

会」设计一组花灯，总长度预算

有一百米长！诚惶诚恐之际，我

在五月份就飞到西安城墙考察。

西安丰富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底蕴

让我产生无限灵感，在思考如何

用创意穿越这百米走廊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如果与小朋友一起设

计共创会不会更有趣？

于是我邀请了艺术家邸翩老师与

她的「小盒子工作室」小学员们

一 起 共 赴 西 安， 开 展 了 7 天 的

历史文化艺术游历营。小学员

们将旅途中的所感所想化作十多

个时空穿越的绘本故事：在博物

馆里醒来的黄金狗头；兵马俑们

上演的滑稽戏；保护着古城的细

小神明；在屋顶上飞檐走壁的灵

魂……小学员们开脑洞的故事，

在古都记忆里萌芽的创意，将我

们带到更远的地方。

在 2022 年春节西安城墙灯会将

会闪亮呈现我与十多位小盒子

学员共创的「穿越古都的少年」

故事花灯，这次有幸获得深圳设

计周与西安城墙公司的支持，首

先在深圳展出花灯群中最核心的

「闪亮的不老之树」。通过设计

共创，让不同年龄的大小艺术家

共融共长，以不同形式表达国潮

文化，闪亮着古都与新城！

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的西安城墙

灯会，承载着无数中华儿女的年

节记忆和匠心精神，是对古城西

安 30 余年来不变的坚持与守护，

更是对千年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守

护。

西安城墙灯会自从 1984 年开始

以来，成功举办了 34 届，已成

为西安知名文化旅游活动、全国

重要的节庆庆典活动之一。也承

载着无数西安儿女的节年记忆。

每逢新春灯会，雄伟古朴的城墙

被盏盏花灯点亮，西安城墙仿佛

穿越千年。盛世长安的繁华盛景

再次重现。 

此次展示的花灯，是即将到来

的 2022 年 第 35 届 西 安 城 墙 新

春灯会的【闪亮吧！穿越古都的

孩子！】其中一盏「闪亮的不老

之树」。2022 年的新春灯会于

2021 年 3 月开始探索，西安城

墙携手著名设计师高少康老师、

艺术家邸翩老师，参与到 2022

新春灯会的策划中。希望通过与

设计师和艺术家的合作，为新年

的花灯增添一道明亮的风景线。

设计师与孩子们来到西安，感知

千年古都的历史文化，创作“眼

前一亮”的西安。经典“兵马俑

滑稽戏”、多彩“保护着古城的

神明”将再现唐都上元不夜城；

即将呈现一场集文化、艺术为一

体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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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 一道文创创办人
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硕士 
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研究文凭 
美国哈佛大学行政教育文凭
香港设计师协会会长
香港设计中心董事
香港工业总会设计委员会副主席
香港智慧城市联盟文创组长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讲师 
香港深圳建筑双城展筹委会
香港文化博物馆顾问 
PERSPECTIVE 40 UNDER 40 评委
香港十大名牌评委
中国室内设计领军人物作品奖 
FRAME 年度设计大奖
纽约 Interior Design 年度大类
北京华腾中国 10 大最俱影响力设计师
日本 JCD 设计大奖
DFAA 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大 CIC 香港
十大设计师
 A' Design Award 大奖
HKDC 香港青年设计才俊大奖 

深圳在在高速发展 , 整个城市处

处都可见文化和设计的影子，融

合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从高楼、

商场、商店、展览、品牌、产品、

平面设计、广告，处处都看到设

计师的心思、设计师的坚持、设

计师的梦想，因着这些理念的支

持，整个城市都散发出创意与魅

力。

KARR
YIP
叶小卡

深圳是世界级的城市，是包罗万

丈的载体，极具包容性，无论你

是从那里来到深圳，你的参与、

你的付出，都一点点地为城市添

上一些色彩，添上一些笔触，整

个城市都与大家互动着，文化碰

撞着，散发出新时代多维度中国

设计之城的魅力。

INTERACTION OF    
               SHENZHEN
互动深圳



GROUNDWORK 元 新 建 城 创 始 人、 

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注册建筑师。

阮文韬毕业于香港大学及剑桥大学

建筑系，并获得一级荣誉。 曾担任

奥地利蓝天组 Coop Himmelb（l）

au 驻 中 国 项 目 统 筹。 并 曾 兼 任 于

英国金斯顿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及

香港大学。   阮文韬曾获 " 世界建筑

下一代的建筑大师 " 之 45 位 40 岁

以下特色世界建筑师之一 ;2011 年

入 选 Perspective Magazine「40 骄

子」;2014 年 获 选 为「 香 港 杰 出 义

职人士」，南华报业集团「CEO OF 

THE YEAR 奖」及入编《亚洲华人领

袖名录》。 其极具创新意识的建筑，

空间及展览设计作品，目前分布在

多个国家和地区。  

THE NAUGHTY 
FAIRY MOUNTAIN
顽皮的仙山

2018-2020 年期间，我们一直在

研究公共游乐空间及设计学校。

受委托，我们对现有的公共游乐

场进行了研究并改进，开始了一

系列备受好评的【建筑是玩具 •

玩 具 是 建 筑】 项 目。 不 同 于 传

统的设有固定玩法的儿童娱乐装

置，例如秋千、滑梯、攀爬网，

我们所设计的软空间艺术装置希

望让孩子自己去探索空间，自己

去发掘玩具的可玩性。2018 年

以来，Groundwork 元新建城开

始了一系列实验性项目，用充气

艺术品充满空间，把原本硬邦邦

MANFRED 
YUEN
阮文韬

的空间转变为柔软的可以玩的巨

大空间玩具。秉持着建筑是玩具，

玩具是建筑；艺术可游乐，游乐

可艺术的理念去探索。运用建筑

空间美学，创造或改造出一些柔

软的、安全的、没有明确功能性

的空间，融入灯光、音乐、多媒

体动画等艺术，提供一个能跑、

跳、弹、滑、追逐嬉戏、探索冒

险和互动交流的环境，让大人回

归小孩角色，而小孩仍是小孩，

使所有人沈浸其中，自在地享受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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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INTEPRETATION 
                         EXHIBITION 
            FIELD AND TOWER
                        FOR
EXPLORATION
                             主题阐释展 
             探索的田野
                       与瞭望之塔

2021 深圳设计周主题阐释展寓意“探

索的田野与瞭望之塔”，空间化展现设

计过程中思想蜿蜒至明朗的过程与对深

圳设计未来的展望。故事的展示体验横

纵展开，水平方向以设计周主题 logo S

与问号交织为观展小径，2D 平面延展

为三维空间，各板块内容自然流淌其中。

垂直望楼指引设计周各个展厅的方向，

也愿为设计之路建立灯塔，拨开云雾，

解决问题。



LIU 
XIAODU

URBANUS 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

合伙人、主持建筑师

坪山美术馆馆长

深圳设计之都推广促进会首届会长

深圳 / 香港城市 / 建筑双城双年展

（UABB）学术委员

2016 伦敦设计双年展中国馆

“DenCity. 一个可见的深圳乌托邦”等

2017 深港城市 \ 建筑双城双年展

2019 深圳（坪山）国际雕塑展

THEME-INTEPRETATION 
                         EXHIBITION 
            FIELD AND TOWER
                        FOR
EXPLORATION
                             主题阐释展 
             探索的田野
                       与瞭望之塔 刘晓都

都市实践刘晓都工作室

URBANUS 都市实践创建于 1999 年，

是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独立建筑

师团队之一。都市实践既是一个事

务所，更是一种理念，旨在从广阔的

城市视角和特定的城市体验中解读

建筑的内涵，紧扣中国的城市现实，

以研究不断涌现的当下城市问题为

基础致力于建筑学领域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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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跃》绝大多数人的童年，在

刚学会走路时，都有在弹簧床上

又蹦又跳的刺激经验，体验靠自

身的力量，高高跳起上天入地的

快感，脱离重力的瞬间，会让我

们有一种莫名的刺激和愉悦，有

种“飞”的感觉，自由而快活。

因此我们设计了这款弹跳椅。利

用竹子的刚性、弹性、韧性和可

塑性加上麻绳、棉绳；以传统的

捆绑方式以及最精简的结构来实

现。座面由回收的传统老圆凳的

凳面组成，用最少的材料实现最

诚实的设计装置和朴素的审美。

坐在弹跳椅上，双脚蹬地而腾升，

寻回记忆中久违的惊奇。

        BAMBOO DANCE
BAMBOO PLAY, STILLNESS
              竹跃
                   竹嬉，憩
如今世界的设计趋势，环保永续，

已成为设计工作者必须遵循的纪

律。竹，属于绿色环保的天然材

料，与竹相关的产业，绝大多数

具备永续环保之特质。中国竹林

面积占 601 万公顷，竹林面积、

竹材蓄积、竹制品产量和出口量

均居世界第一。

此次设计提案，石大宇所选定的

材料为精选毛竹，也是最具经济

效益的竹材。其保留了竹的特质、

特性以及天然的色、香。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人类在游戏、

玩耍的状态和过程中是最放松，

最有创意，最具学习能力和学习

效益的。石大宇这次的设计提案

将围绕在因竹而生的玩耍、游戏

和身、心的放松。期待人与竹互

动的玩乐下所产生的身、心状态。



《竹嬉，憩》竹林，在五感上总

给人带来可细细品尝的各种感

知，其综合是一种生命律动，又

因宁静使人的直觉变得特别的敏

锐。风穿过竹叶的沙沙声和竹秆

相互碰撞的清脆声响，阳光透过

竹叶与枝条所撒下的光影，空气

中特有的清香皆使人忘我，惬意

舒适而有诗意。这件设计，横向

SHI
DAYU
石大宇
著名产品设计师、设计生活品牌“清

庭”创办人暨创意总监。

石大宇钟情于竹与天然材质，致力

发展根植于中华文化的设计观，将

材料、工艺、精神内涵等合为一体，

从当代对应环境保护、不忤逆大自

然的传统工艺中汲取灵感，探索和

解决现代人生活中的疑问和环保议

题。凭借有影响力的设计推动工艺

技术和科技的突破 , 迄今有 30 余件

作品夺得设计大奖（德国设计奖、

德国红点设计奖、德国 iF 奖、中国

设计红星奖、香港 DFA Award 亚洲

最具影响力设计金奖、台湾“金点

设计奖”、EDIDA 国际设计大奖等），

使中华优质原创设计获得世界瞩目。

堆积参差不齐的竹管，提供了小

坐休憩的平面空间，而立面是竖

向排列参差不齐的竹秆，企图营

造出竹林的氛围，同时将空间一

分为二，“弹椅”和“球筐”各

置一边。因为原竹的弹性和韧性，

篮球筐会随机“摇摆”，一个会“摇

摆”的篮筐，想投进球，更加有

技术难度，会让您的玩兴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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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设计系，

1995 年成立张达利设计有限公司 /

任创作总监

2005 年创立大象空间 / 任创作总监，

国际设计师联盟 AGI 会员、深圳市平

面设计协会学术委员、GDC2013 平

面设计在中国大赛评委、深圳数字

创意多媒体协会创始人之一，西安

美术学院客座教授、纽约艺术家指

导俱乐部会员。

奖项：2012 年香港环球设计大赛金

奖、评委奖、优秀奖等；2008 年“首

届中国设计艺术大展”铜奖 2 项；

2005 － 2011 年“ Ｇ Ｄ Ｃ 平 面 设 计

在中国”大赛铜奖及优秀奖；2003

年“ＧＤＣ平面设计在中国”大赛全

场大奖、金奖 1 项。评审奖：1997

年“第三届波兰国际计算机设计艺

术双年奖”全场大奖。

《横看成林侧成峰》横看成林侧

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杆子是

一节一节联接、重重叠叠、组合

成林与山的意向。  

《哈以拉》 维族传统民居由房屋

和院墙围合成庭院，维吾尔语称

“哈以拉”。我们选择了三栋优

秀历史民居进行解构重组，并结

合幻影成像技术，展示出当地多

元文化融合的建筑艺术特色 和

原住民居浓郁而热烈的传统生活

场景。

MULTI
       -ANGLES
横看成林
           侧成峰

ZHANG 
DALI
张达利



BRIGHT HALL   
              AND DARK   
         ALLEY
              明堂与暗道

YUNG HO
CHANG

现代抽象绘画和古典绘画并非泾

渭 分 明。 从 德 拉 克 罗 瓦 开 始，

风格化的“笔触”出现在古典油

画 中，“ 作 者” 的 意 识 开 始 觉

醒， 画 因 此 具 有 了“ 绘 画 性” 

（painterly）。这种绘画性延续

到了现代抽象绘画中，画家通过

笔触，将内在的精神呈现于画布，

使之区别于印刷的几何符号，创

造了一种画的“物质性” 。

1977 年考入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现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1981 年赴美

自费留学，先后在美国波尔州立大

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建

筑系分别获得环境设计理学士和建

筑硕士学位。他是中国著名建筑师、

建筑教育家、非常建筑工作室主持建

筑师、美国注册建筑师。并担任北京

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教授；

2002 年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丹

下健三教授教席；2005 年 9 月就任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筑系主

任。2015 年，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

境学院招收建筑设计及其理论方向

博士生。

张永和

展览空间是另一种形式的“物质

性”建造，建筑师用材料作为颜

料，用空间作为画布，为观者构

建了各种与身体体验的关系：大

与小、内与外、上与下、动与静、

看与被看……在这个展览空间

中，建筑与绘画互动，观者与展

览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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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火眼实验室

远大科技：离网 off grid 不锈钢芯板

3D 打印花箱及座椅系列

仿生救援辅助工具

AwayVirus- 儿童防疫教育积木 / 气味记忆保险

ONE 韧性纽约

冬铝花园 + 纸盒插件家

URBAN
                       EMERGENCY 
EXHIBITION        
                           城市
                                应急展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设计创新研究院

执行院长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设

计实践型教授、博导、中共党员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协理

城市规划博士，注册规划师，德国

达姆施坦大学兼职教授

“火眼实验室”气膜负压抗疫隔离

空间产品体系主创设计师

擅长跨学科、跨尺度的人工智能城

市的策划规划及其城市内部智能空

间产品和服务体系的创新设计；在

绿色生态可持续智能家居设计、模

块化房屋建造及供应链整合方面，

拥有多项全球落地案例、专利及转

化。全程参与上海 2010 年世博会的

规划和设计，参与了安哥拉、赞比亚、

俄罗斯近 10 个国际城市的规划项目。

担任同济大学创新孵化器以及多家

机构及公司的创新导师，多次面向

政府及企业进行相关演讲及培训。

SU
YUN
SHENG
苏运升

HUO YAN   
         LABORATORY 
OF TONGJI 
      UNIVERSITY
      同济大学
火眼实验室

火眼实验室（气膜版）灵感来自于“基因——细胞——人”和“人——

建筑——城市生命体”的同构关系。传统核酸检测实验室的建筑结构和

负压空调系统存在实施成本较高、建造周期较长、安装难度高、无法打

包储备的问题。本产品采用模块化设计，双层密闭充气拱结构，新风系

统实现正负压转换。运输时将气膜压缩折叠打包，通过空运送达需求地，

搭建时只需充气成型，放置好实验设备后便可投入使用。目前已在全球

9 个国家落地 26 座，现还在持续迭代升级。本产品已获 2021 红点奖“最

佳设计奖”、2021iF 奖等十项国内外大奖，在应用期间接受了当地政要

和行业专家的检阅，被海内外多家知名媒体报道，作为中国科技诠释“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硬核载体，助力全球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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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暖、新冠疫情和灾害

性天气频发，印证了人们的生活

环境正在快速变化的事实。公共

安全话题重新成为日常，当面对

变化的周遭时，人们会经历一个

由恐惧、接受到逐步应对的过程。

或许最好的方式是预先建立意

识，本次展览试图借用应急的话

题来探讨“离网”(off grid)，通

过增加鲁棒性和感知力，以一种

自由的状态去应对不确定未来。

离网本身具有几个不同方面的含

义。首先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资

BROAD 
       TECHNOLOGY: 
OFF-GRID  
                STAINLESS 
STEEL-CORE 
                  PLATE
                远大科技：离网
off grid 不锈钢芯板

远大芯建是远大科技集团全资子公

司。远大科技集团是全球环保、节

能与下一代建筑科技的领军企业，

也是低碳工业重要的创新推动者。

30 年以来，远大的创新推动了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在世界各地让人们

在健康、环保和安全的生存环境方

面得到不断地改善。

BROAD 
CORE 
DIGITAL
远大芯数字

源自循环的模式，必须具备面对

恶劣环境危机的影响时的强适应

性，其中包括空气病毒和极端气

候等。其次，科技的发展极大拓

宽了选择的界限，借助工业力量

解放出来的生产力让事情变得简

单和快速，人们逐渐脱离与对传

统生产关系的依赖和绑定。更重

要的是，离网的属性契合感知力

的提升，在新的环境下，人与人、

人与环境的关系值得被再一次思

考。试问：人能在城市中离网吗？



本展品选自深圳宝安 3D 打印公

园项目中运用的 3D 打印花箱和

座椅。深圳宝安 3D 打印公园位

于国际会展中心片区，是宝安

区探索城市智能化建造的重要项

目。项目引入的机器人 3D 打印

混凝土建造技术，是一种创新型

房屋及环境智能建造技术：它基

于数字建筑设计及机器人自控系

统，将 3D 打印技术与特种混凝

土材料技术相结合。

这一创新为清华大学科研成果，

3D PRINTING 
           FLOWER BOX 
AND SEAT 
              SERIES
      3D 打印花箱
                    及座椅系列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系主任；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国家一级

注册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

分会数字建筑设计专业委员会主任；

XWG 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XU
WEIGUO
徐卫国

由建筑学院及深圳国际院未来人

居院徐卫国教授跨学科团队自主

研发。技术目前正在进行产业化

应用，并首次在深圳宝安区实现

了世界规模最大的 3D 打印混凝

土绿化公园建设尝试。花箱颜色

各异并且具有不同的曲面花纹，

由机械臂整体打印而成，平均每

打印一个花箱用时不到 2 小时，

可以根据需求定制多种样式和不

同颜色的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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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
秉持设计行为合情理的介入设计议
题之中。专注于探索个体和群体的
网络社交行为与背后复杂系统的被
塑造关系，研究社会问题机理的路
径与方法以及探索在互联网社会下
数字工具与模式对社会问题解决的
杠杆效应。

现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专

注于不断尝试用变换的图像与图形

作为视觉语言与外界对话，对未来

具有敏锐的触觉和单纯的创作热情，

坚持理性和感性相结合的创作思维。

短期内将继续研究视觉传达设计与

创新设计。

弹舱 · 危机中的创新设计
随着时代的变化，当今我们所面
临的危机与问题越发复杂，很
多时候难以从单一知识体系的角
度来应对。因此，除了需要领域
内的“专家”，也需要培养跨越
领域的创新者。通过结合设计、
人文、科学与商业的方法，形成
对复杂问题敏锐的分析和洞察能
力，综合性地开展创新实践，成
为了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创
新设计」方向研究与探讨的议题。
当人们谈论创新的时候，往往关
注的是科技驱动创新或市场驱动
创新。关于创新的方法论从经济
学、管理学、自然科学、人文社
科、艺术学横跨到设计学，「创
新设计」从综合角度切入复合型
问题，形成具有前瞻性的解决方
案或捕捉潜在的创新机遇。在过
去的三年里，以危机应急、感知
延展、行为预测、健康生活等为
研究对象进行设计。本次参展作
品从个体健康感知到群体的危机
应对展开，期待与您共同探讨危
机中的创新设计。

—— 程书馨，中央美术学院设
计学院创新设计召集人。

BIONIC 
          RESCUE AIDS
           仿生救援
辅助工具

LI
XINXIANG
李鑫祥

REN
YUQING
任宇晴

灾害频发常态化下我们对目前国
内的救援现状进行深入调研与研
究。我们设计方向聚焦于目前灾
害应急救援系统如何更好面向未
来？了解椋鸟群转向信息迅速发
送与传递机制、群体协同觅食最
优路径计算机制、群体信息共享
机制来探索生物算法技术赋能未
来应急救援系统应对突发灾害时

的韧性发展和快速响应。并尝试
提出设计介入未来应急救援系统
中新的可能。
利用中国式社交网络救援行动的
涌现，洞悉其特征与潜在力量来
进行网络化救援创想。通过将生
物群协同智慧与应急救援协同特
征相结合来进行生态系统化跨组
织创新。



现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 -

创新设计方向，“关系、连接、感知”

是我的关键词，我的项目专注于感

知与建立对象与其他对象之间的联

系：人与物与人。专注探索设计驱

动的创新，探索多学科跨领域协作。

项目关注儿童教育、可持续的食物

系统以及环境感知等。

QI
XIANG
齐祥

AWAYVIRUS-
                     BUILDING
BLOCKS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EDUCATION OF 
             CHILDREN
AWAYVIRUS
          儿童防疫教育积木
Awaryvirus 是一款儿童教育工具，帮助父母更好地教育他们的学龄前儿

童了解什么是病毒，并建立适当的自我防护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同时加强父母和学龄前儿童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该工具包括两个部分 : 组合模型和教育卡片组合模型可以组合为 : 病毒 ;

水龙头 ; 洗手液 ; 门把手 ; 电梯按钮。

气味记忆保险是一款以气味为媒介的服务，

帮助人们从嗅觉感官出发，通过储存气味胶

囊，通过嗅觉感官的方式影响人的记忆与情

绪体验。从聚焦疾病的治疗到聚焦预防。1-5

岁的气味对唤醒与增强深层记忆具有重要意

义。五年内分别保留直系血缘 / 喜好 / 生活

环境 / 玩具 / 宠物的气味，通过设备放大气

味从而增强记忆转换情绪。

 INSURANCE
FOR ODOR   
       MEMORY
记忆气味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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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Architecture ＆ Urbanism（ONE）

是一家屡获殊荣的阿姆斯特丹和纽

约设计与规划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ONE 致力于通过设计解决复杂的经

济、技术和生态问题。我们的专业

领域包含大规模的韧性规划和基础

设施设计。在创始人 Matthijs Bouw

的领导下，ONE 在全球范围内的复

杂、多角色的规划开发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在过去的五年中，ONE 在纽约、波

士顿、旧金山、东南亚和中国开展

了多个致力于适应气候变化的大型

韧性项目，尺度覆盖从城市和区域

规划，到单个基础设施。除了设计

驱动、可实施的方案之外，我们还致

力于打造当地合作伙伴关系，建立

社区参与和应对对策略，关注政策、

投资环境和当地价值，创建长远的

社会和经济韧性架构。

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海平面上升已经成为全人类迫在眉睫的威

胁，尤其是对于人口密度较高的沿海城市。海平面上升将对珠三角区域

的城市和生态造成严峻的挑战。ONE 韧性纽约分为两部分，首先通过互

动装置和数据展示在不同碳排放情况下未来海平面上升的高度及其珠三

角的影响。

在第二部分，我们以 BIG U 项目为例，探讨如何通过设计提升城市韧性。

BIG U 将防洪基础设施与城市公共空间结合，保护了曼哈顿 16 公里长的

低洼城市海岸。在 BIG U 赢得竞赛的 7 年中，愿景逐渐成为现实，项目

根据不同社区的具体需求分为若干子项目，正在分阶段实施。

          ONE
RESILIENT
          NEW YORK
韧性纽约

One
Architecture
& Urbanism



西萨佩里（Cesar Pelli）1985 年

设计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冬季

花 园（The Winter Garden），

成为公共空间典范，市民享受其

中的阳光与活动。

冬铝花园（WintAL Garden）是

用铝架快速组装而成的公共空

间，上有彩旗绿植遮阳，下有各

异的休闲座椅。供行人活动休息。

阳光明媚通风良好的公共空间是

更为健康生活之所需。

在设计周期间，备受好评的众

建 筑 纸 盒 插 件 家（Cardboard 

Plugin House）活动也将在其中

举行。

铝架将在设计周后拆移至深圳某

校，重被组装为新的公共空间。

JAMES
SHEN 
沈海恩

ZANG
FENG
臧峰

众建筑 / 众产品联合创始人与主持建

筑师之一。 出生于浙江金华，国家

一级注册建筑师，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硕士。任清华大

学建筑学院开放课设计导师。

众建筑公司由何哲、James Shen ( 沈

海恩 ) 和臧峰于 2010 年创立，分别

于北京和波士顿设有办公室。团队成

员来自海内外，包括建筑师、工程师、

产品设计师和规划师。我们以“设

计为大众”为原则，在居住，办公、

教育和城市更新等领域，通过城市、

建筑、产品等多学科交叉的创新设

计方式实现社会影响力。

众建筑 / 众产品是亚洲首家获得 B 

Corp 认证的建筑设计机构，成为社

会创新的一个范本。Domus 将众建

筑 列 入 2019 世 界 最 佳 建 筑 事 务 所

名 单， 快 公 司 (Fast Company) 将

众 建 筑 评 为 2018 世 界 十 大 创 新 建

筑公司。作品屡获世界大奖 , 入围

2019 年 阿 卡 汗 建 筑 奖、 入 围 2018

年 瑞 士 建 筑 奖， 获 2016 年 意 大 利

Archmarathon 年 度 大 奖 以 及 WAF

和 A+ Awards 等。曾参加威尼斯建

筑双年展、鹿特丹国际建筑双年展、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展览 , 并现身纽

约、伦敦、米兰、首尔和香港等地

的展览活动。

众建筑 / 众产品联合创始人与主持建

筑师之一。出生于美国加州，产品设

计学士，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硕士。

2017 年哈佛大学 LoebFellow 学者 , 

2018 年 MIT“未来中国城市实验室”

访问研究者，目前在哈佛大学设计

学院与麻省理工学院建筑部门任教。

众建筑 / 众产品联合创始人与主持建筑

师之一。出生于甘肃兰州，国家一级注

册建筑师，北京大学建筑学硕士，北京

市西城区突出贡献人才。任清华大学建

筑学院开放课设计导师。

HE
ZHE
何哲

WINTAL GARDEN      
              + CARDBOARD 
PLUGIN HOUSE  

冬铝花园 + 纸盒插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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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CKS AND TILES: 
                      SPECIAL
EXHIBITON OF
                            SHENZHEN
                     PUBLIC
BUILDINGS      
              砖瓦之间：
              深圳
                    公共建筑特展



公共建筑
国际演艺中心

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

深圳金融文化中心

深圳科技馆（新馆）建筑工程

深圳湾口岸综合服务楼建设工程

深圳湾文化广场

新校园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重点实验室集群项目

罗湖未来学校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校区（一期）工程

深圳中学（泥岗校区）建设工程项目

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

医院
南方科技大学医学院项目

深圳市大鹏新区人民医院

深圳市吉华医院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二期



建筑的概念纯粹，形象飘逸自由，

造型优雅。两个大小不同的蛋形

结构形式与水平延展的屋顶所构

成建筑的总体特征，其形式感清

晰，有强烈的公众识别度。空间

整体流畅，层次丰富，室内外空

间连续性强，服务流线组织较为

合理，设计将大量辅助功能置于

地下，消减了建筑的体量，与环

境形成更友好的关系。

Ennead Architects LLP （美国）

+ 亦建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

司

通过其明亮和半透明的立面，该

作品将成为一个展示和宣传改革

开放成就的“窗口”，一个欢迎

重要来宾的场所，一个收集证据

和研究材料的机构，一个展示城

市创新和国际化现代化的地标，

是展示深圳公共文化和城市文明

的载体。

株式会社藤本壮介建築設計事務

所 + 陈东华建筑设计咨询（深圳）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金石叠山”既是镌刻深圳金融

中心成长历程的“时代金石”，

也用“叠山”意向传达“长久稳固”

的金融业愿景。简洁且动感的线

条沿深南大道勾勒出一艘全球科

创中心蓄势待发的“未来旗舰”，

朝向香蜜湖山海通廊是展示中国

金融生态系统的“国际视窗”。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 肃木丁建筑设计咨询（深圳）

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PERFORMING 
ART
CENTER
国际演艺中心

Shenzhen Reform 
and 
Opening up 
Exhibition Hall
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

Shenzhen 
Finance
and 
Culture Center
深圳金融中心

策展人 张宇星

助理策展人：钟凯雯

空间场域设计：趣城工作室 （ARCity Office）

协办单位：深圳市建筑工务署



PUBLIC 
BUILD
-INGS

位于光明科学城内的深圳科技馆

将成为广州 – 深圳科技创新走

廊的明珠，也是学习和探索科技

力量、了解它们对我们生活的影

响和未来的重要目的地。深圳科

技馆将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机

构，与中国各地的大学，学校和

创新中心相连，并与其他设施一

起组成世界一流的科学城。 科

技馆将展示并巩固深圳作为全球

创新技术领先的中心地位。

Zaha Hadid Limited+ 北 京 市 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 深圳市

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Shenz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New Museum)
深圳科技馆（新馆）
建筑工程

本项目地点位于南山区科苑大道

东侧、东滨路南侧，处于深圳湾

口岸出入境的交通枢纽中心，交

通便捷。西面为最近公交在东边

500M 以内的深圳湾公交站，而

往西 1000M 以内为 2 号线地铁

登良站。口岸通过深圳湾公路大

桥只需要 15 分钟的车程。深圳

湾口岸综合服务楼的建设将大力

促进出入境服务的效率，同时有

助于提高深圳湾口岸的形象。

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

限公司

MAD 团队致力于创造出一种超

现实的氛围，让在这里休闲和锻

炼的市民有一种与远古和未来对

话的可能性，时空被并置拉开，

有些失重，想象力得以开启。他

们将较大体量的标准展览空间、

公共教育场地、图书馆、接待大

堂、咖啡厅、配套商业等功能放

置在首层并覆土，屋顶形成绿地

与城市直接连接，构成这个区域

面积最大的公园。

顺应建筑的曲线，屋顶坡度自然

发展，柔和回落大地，接壤之处

被设计成数个下沉庭院，高低相

合，延绵不断。

MAD 建筑事务所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Service Complex of 
Shenzhen Bay Port
深圳湾口岸
综合服务楼建设工程

Shenzhen
Bay 
Culture 
Square
深圳湾文化广场

公共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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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未来学校新建工程采用全新
的大代建模式，在建设过程中克
服了依山而建的地质结构复杂、
建筑结构复杂、表现形式复杂，
采用了多种新技术新方法。
整个校园以丰富绿色立体花树构
成的空中花园与山融为一起；全
国独一无二的“透明”教室，让
学习“可见”，学生在充满童趣、
真实的环境中更好地展露自我、
彰显个性；学校退台式设计提供
更多灵活可拓展的体验与实践空
间；习场无处不在：岩场、声场、
水场、草场、林场、体育场、科
技场、艺术场……同时引入了 5 
G 智联、物联技术，构建新型智
能化的未来习场。

株式会社日比野设计

Key Laboratory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enzhen)  Group Project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重点实验室集群项目

Luohu 
Future School
罗湖未来学校

NEW 
CAMPUS
新校园

本项目以 " 高效、兼容、绿色 "
为设计核心，科教兴国和人才强
国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
战略。为了引领全球科技创新发
展趋势，自主创新掌握核心科技，
在科技领域抢占战略高地，哈尔
滨工业大学与深圳市政府携手共
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重点
实验室集群。集群建设采用 " 一
室两区 " 的模式跨空间延展哈尔
滨工业大学本部国家级重点实验
室的研究积累与影响力，促进南
北地区成果转移，将为哈尔滨工
业大学（深圳）一流学科建设提
供重要的实践、展示与互动平台，
并为深圳市科技创新奠定重要基
础，促进哈尔滨工业大学
学与深圳市在科技领域的共同发
展，共同进步。通过建设国家级
重点实验室集群，哈工大（深圳）
能够更好地与深圳未来布局的人
工智能、生命科学、智慧制造、
生态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
点领域以及空天科技等未来产业
的重点领域实行对接，引领产业
结构的再升级再优化，助力深圳
打造成为产业化能力最强、市场
化环境最优、国际化程度最高的
" 中国硅谷 "。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校区项目位
于深圳大学城西校区东南部预
留发展用地，场址位于体院馆
东侧、学苑大道以南、留仙大
道以北、丽水路西侧，可研批
复面积 156827 平方米，投资估
算 126417.24 万 元。 建 设 内 容
为教学、科研实验、行政后勤、
会议展示及生活配套。清华大
学深圳国际校区作为我国最前
端的合办院校，凝聚了清华大
学与加州伯克利学院两校悠久
的历史和文化传承。园区的主
体建筑方正而不失灵动的布局，
厚重而不乏多变的形式，以红
砖为基调，体现出学院的深厚
历史底蕴和独特文化意蕴。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校区（一期）
工程

Phase I Project of Shenzhen 
International Campus under 
Tsinghua University

按照“一心两轴三区”的规划理
念，“一心”指中庭核心景观区，
“两轴”指南北向精神仪式轴和
东西向活力启智轴，“三区”指
教学区、运动区及生活区。重点
打造轴线的院落景观，将校园分
为教学区、运动区及生活区，营
造一个融于山水、充满岭南书院
气息的，具有外传统、内现代、
高水平、高品位的学校。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校园位于生态敏感地带，校园试
图最小化建筑及交通占地，使得
新的建成肌理与自然更好地交织
融合，因而采用紧凑组团式布局，
这样的策略也为各个组团在未来
的潜在扩展留出可能。国际交流
中心、图书馆等公共组团紧邻街
道，方便与社区共享，塑造积极
的城市界面。三院一体的校园组
团则位于东侧自然边界，底层架
空，最大程度保护生态本底。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 
北京临界空间建筑设计咨询有限
公司 & 瓦地工程设计咨询（北京）
有限公司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Shenzhen Mid-School 
(Nigang Campus)
深圳中学（泥岗校区）
建设工程项目

Shenzh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中国科学院
深圳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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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
医院

南方科技大学医学院是一所国际

化、高水平的研究型医学院。学

院瞄准健康发展战略需求，借鉴

国际一流医学教育模式打造医学

人才培养基地，以培养具有国际

视野的医学领军人才为使命。

设计理念为“山水动脉”——旨

在探索人、自然和空间之间的联

系。依托项目绝佳的地理位置，

以山水为灵感，形成“山水动脉”

的设计理念；建筑结合山水自然

元素，形成有机整体，相互缠绕，

犹如人体的动脉结构般，体现开

放、共享又相对自由的空间关系。

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

限公司 & （盖博建筑设计事务所）

Project of Medical College of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南方科技大学
医学院项目

深圳市大鹏新区人民医院遵循现

代、简洁、流畅的原则，强调空

间、形式与功能的高度统一，注

重空间的阳光感、流动感与体量

感，努力打造园林式的现代化医

院，为城市空间带来更加愉悦的

视觉享受。

方案设计单位：深圳市建筑设计

研究总院

施工图设计单位：深圳市联合创

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吉华医院作为香港中文大学（深

圳）直属附属医院 , 将由香港中

文大学（深圳）按照国际一流的

标准进行规划、设计、运营和管理。

项目建成后将更好地服务周边市

民 , 极大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的问题。对推动我市加快建成全

国重要医疗中心 , 促进湾区医疗

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Dapeng New Area 
People’s Hospital
深圳市大鹏新区
人民医院

Shenzhen 
Jihua Hospital
深圳市吉华医院



设计团队秉持着“宜人的生态微

循环系统”这一重要设计理念，

将自然光引入设计中，将有一系

列宛如空间容器的下沉庭院，为

医院各处带来风、光和宁静的花

园；在综合住院楼中植入两个庭

院，使阳光可以深入到建筑内部，

保证所有病房及医生办公区均可

获得良好的采光和日照。打造一

个生态和谐型医院，为患者营造

更优美舒适的疗愈环境。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Hospital Phase II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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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新校园”是发轫于 2017

年迄今的一系列空间设计和管理

的精准创新实验。本次三季联展

首次向社会完整呈现这四年三季

活动的全景图，包括深圳福田区

和龙岗区 29 所校园共 74 个方案，

这些作品展示出参与建筑师和城

市管理者们如何以专业热情、智

慧和坚守，为以往效率至上而失

“走向新校园”
             进行时
——“深圳新校园行动计划”
             三季联展

却童趣的校园范式注入了全新的

活力和想象，让祖国的未来真正

地赢在起跑线上，为大城市的学

位问题奉献出前沿思考和探索成

果 , 新校园行动计划也已成为国

内最具影响力的校园建设倡议和

思想平台，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

在软硬件层面上的深度改革。

"ADVANCE TO THE NEW            
     CAMPUS” IS GOING  
ON- THE 3-SEASON JOINT 
                  EXHIBITION 
OF “SHENZHEN NEW 
CAMPUS 
               ACTION PLAN"



ZHOU
HONGMEI
周红玫

第 1 季：

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 | “8+1”建筑联展

第 2 季：

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 | 新校园新社区五联展

第 3 季：

龙岗新校园行动计划 | 书院营造六联展

特别版块：

轻型建造体系

新校园行动计划总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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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季：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 | “8+1”建筑前奏

福田中学 

红岭实验小学 梅丽小学 石厦小学

新洲小学

红岭中学高中部 红岭中学石厦小区 红岭中学园岭校区

人民小学 深圳福田机关第二幼儿园

景龙小学 新沙小学

贝赛思双语学校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福强小学



第 2 季：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 | 新校园新社区五联展

爱华小学 笔架山中学 梅红小学

侨东学校 荔园小学（众孚校区）

第 3 季：龙岗新校园行动计划 | 书院营造六联展

创新学校 深圳中学龙岗初级中学

五联上艺小学 下雪村小学 南约第二小学

南门敦学校

特别版块：轻型建造体系

梅丽小学腾挪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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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R “S” 
                 SUPER SYMBOL 
                 INVITATION 
                 EXHIBITION 
                 OF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粤港澳大湾区
设计师“S”超级符号
邀请展



DESIGNER “S” 
                 SUPER SYMBOL 
                 INVITATION 
                 EXHIBITION 
                 OF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粤港澳大湾区
设计师“S”超级符号
邀请展

海报展
22° 32′ 29″ N 114° 03′ 35″ E- 欧俊轩
SHENZHEN SUPER!!!- 区德诚
设计磁场 - 邓远健
GREAT LEAP FORWARD- 黑一样
这很深圳 - 高少康
上善若水 - 蒋华
深圳设计 - 靳埭强
无题 - 梁铨
S- 刘庆元
YES ¥ £$- 刘晓翔
大 S 喜 - 刘治治
城市的演变 - 刘华智
腾飞 - 欧阳鹏杰 -OY
SHEN ZHEN- 朱砂

装置展
S- 柏志威
ALI & WEIWU- 杜峰松
大小 S- 戴耘
S+CITY – 吕达文
BOND BETWEEN II- 刘小康
S 竹灯 - 何潇宁
SJJSJQ 时间就是金钱 - 黄扬
寻找深圳的超级符号 S- 廖波峰
流动的 S- 刘钊
刻度 - 沈少民
S 概念翻页装置 - 孙磊
深圳深圳 - 薛峰
SHENZHEN'S SPRITS- 曾军
SD 之书 - 赵清
桃花源 -S- 周力

( 以姓氏首字母排序 )



22°32′ 29″ N 
114°03′ 35″ E
现今世界互联网发达，在城市急

速发展的时代，创意人需要不

断连结不同人和事进行合作，团

结把不同领域创意力量集结，才

能有不一样的发展和互动，用设

计创造更多对社会发展有意义事

AU
CHUN
HIN
欧俊轩
欧 俊 轩， 澳 门 设 计 师，UNTITLED 

MACAO 创办人。设计风格前卫独特。

擅长利用准确定位，简约但具象的

风格，强而有力的视觉，为客户带

来全新的形象。在执行的过程中考

虑周全，关注每一个细节，创造难

忘的体验。   

设计作品经常获邀前往各地参展，

并收录于许多的设计出版物。曾荣

获多项国际及亚洲奖项，如 Young 

Guns 17 国际青年设计大奖，日本东

京字体指导俱乐部 TDC 奖、第 97 届

纽约艺术指导协会年度奖 - 铜方块，

德国设计大奖等。

情！就像深圳设计周把不同创意

人集结在一起，把美好的设计展

现在大众市民眼中！把美好的社

会一步一步建设起来！

海报展



SHENZHEN   
      SUPER ！！！
一个地方能够变得 SUPER，是

因那地方的人的努力所致，我将

S 字型作点变奏而成 Superman

标志的外型，是隐喻深圳的朋

友对我犹如钻石般的珍贵及他

BENNY
AU
区德诚
AmazingAngle Design 设 计 总 监。

九十年代中将其设计带到东京、大

阪等地展出，与新力及日立合作，

发展原创产品系列及广告制作。专

注于平面设计及展览策划项目；并

从环保角度实践设计理念；是少数

对纸张及印刷工艺有深入认识的平

面 设 计 师。 区 德 诚 于 工 作 室 开 设

miniminigallery， 邀请世界各地的

创意单位参与展出。

区德诚除经常获邀参予国际性设计

展览外，亦不时为国际性设计比赛

及设计论坛作评选委员及演讲嘉宾。

作品被国际多间美术馆收藏。

们 做 事 总 有 超 乎 常 人 的 坚 毅

和 创 意， 共 同 成 就 一 个 Super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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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磁场

深圳因其开放多元、创新进取的

城市文化，如同一个传递着设计

磁力作用的场。

DENG
YUANJIAN
邓远健
邓 远 健  UNDESIGN 联 合 设 计 创 始

人及创意总监、二〇〇五年荣获深

圳市平面设计协会颁发的 SGDA 会

员 奖。 二 〇 〇 六 年 受 邀 参 加 在 北

京 举 办 的「 深 圳 平 面 设 计 十 五 人

展」以及在吉林长春举办的「深圳

设计师十九人展」。二〇〇八年受

邀 参 加 英 国 伦 敦 V&A 博 物 馆 主 办

的「 创 意 中 国」 当 代 中 国 设 计 展

［China Design Now］。 二 〇 一 二

年担任靳埭强设计奖全球华人设计

比 赛 专 业 评 审。 二 〇 一 四 年 入 选

「ASIAN CREATIVES」 亚 洲 创 作 人

一百五十人。二〇一五年作为中国

设计师代表获邀赴日本大阪市参加

「UnknownAsia」 亚 洲 艺 术 展，

二〇一八年参加「AGI CHINA」特别

邀请展单元。

邓远健从二〇一一年至今参与策划

组织了多届中国最权威最公正最具

影响力之平面设计竞赛 GDC［平面

设计在中国展］。二〇一七年担任

MAGNETIC FIELD        
       OF DESIGN

China TDC 2017 ［文字设计在中国］

策展人。二〇一九年担任深圳设计

周重点项目「粤港澳大湾区设计展」

联合策展人。



GREAT LEAP 
FORWARD

海报的文字底纹与金币排布形态

是致敬了库哈斯和他的研究团

队在 2002 年出版的珠三角城市

发展报告《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的封面和封底，该

出版物探讨了珠三角地区发展急

速的都市现况，提出不能用西方

现成的知识定义中国，要从中国

的现实出发了解城市与设计。金

币上的内容则是本次深圳设计

HEI
YIYANG
黑一烊
SenseTeam 感观体创建人兼创意总

监、想得美艺术机构创建人兼主持艺

术家、工作涉足品牌推广，艺术策展，

空间设计和文化出版 ，是当今中国

最活跃的文化交流先锋之一。致力于

将平面、当代艺术、广告、建筑空间、

城市、社会等各种媒介，在不同领

域间融会贯通，为有趣、有意义、

有价值的作品赋予最佳的表达方式。

周的主题形象以及五大核心板块

的 icon。海报的一层寓意是创

意与设计的可以被量化、被估值

吗，是繁荣的经济促进了设计的

发展、还是设计促进了经济的繁

荣？ 另一层寓意是无论从城市

建设与发展进程、还是设计的角

度，都是要把握发展的潮流与趋

势，在实践中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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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VERY 
SHENZHEN ！
这很深圳！
「眼前一亮」是一個在高少康的

职业生涯中经常听到的词，更多

是被要求达到的目标。他希望以

一個符号去歌頌它。不单冲击我

们的视觉，更立体地把这个信息

HONG
KO
高少康

强化。围绕深圳首字母缩写“S”

展开创作。他认为视觉表达呈现

上，就很“深圳”，冬天都像夏

天，热热闹闹，一闪一闪的。

著名设计师、靳刘高设计合伙人

香港设计师协会副会长

亚洲设计连理事

香港十大杰出设计师

广州美术学院客席教授

真 心 应 物 － 当 代 佛 教 生 活 美 学 展

（2020）

香云见萩－国家非遗香云纱跨界艺

术展（2021）

创艺互联－大湾区艺术设计展览系

列（2020）

与星星孩子同画画 - 关爱自闭症艺术

共创展（2021）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

视觉传达设计方向主任，

未来汉字实验室负责人，

AGI 国际平面设计联盟会员。

JIANG
HUA
蒋华

上善若水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

要像水，我的朋友。（李小龙）

上
善
若
水
，

水
善
利
万
物
而
不
争
。

处
众
人
之
所
恶
，

故
几
于
道
。  

老
子
「
道
德
经
第
八
章
」

要
像
水
，

我
的
朋
友
。  

李
小
龙

BE

MY

WATER

FRIEND

深圳SZDW 2.indd   1 2021/12/10   下午6:10

THE HIGHEST  
              GOOD IS LIKE 
THAT OF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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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幅平面图形背对背吊挂自由旋

动，表现”S”（代表深圳设计力量）

由柔韧转变为繁荣的强烈奔放视

觉意象。

国 际 著 名 设 计 师 及 艺 术 家， 于

一九六七年开始从事设计工作，曾获

无数殊荣，其中包括香港十大杰出

青年 (1979)，市政局设计大奖 (1984)，

首位华人名列世界平面设计师名人录

(1995)，香港特区颁予铜紫荆星章勋

衔 (1999) 及银紫荆星章勋衔 (2010)，

香港设计师协会终身荣誉奖 (2016)。

靳氏热心艺术及设计推展工作，现

为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荣

誉院长、香港设计师协会资深会员、

国际平面设计联盟 AGI 会员、康乐

及文化事务署艺术顾问及香港艺术

馆荣誉顾问。

KAN TAI-
KEUNG
靳埭强

SHENZHEN 
DESIGN
深圳设计



无题
用彩色表现大湾区的美丽和活力。

梁铨，1948 年出生于上海，祖籍广

东中山，1984 年任教于浙江美术学

院 ( 现中国美术学院 ) 版画系，2008

年退休于深圳画院。现工作和生活

于深圳。

LIANG
QUAN
梁铨

THE
 UNTIT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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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以黑白木刻结合数码微喷技术，

回应 2021 深圳设计周所讨论的

主题，讨论传统艺术在解决问题

中的实践和创新价值，并且探索

LIU
QING
YUAN
刘庆元

XIE
LINGHUI

广州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副院

长兼实验艺术系系主任 , 广东省美协

实验艺术艺委会副主任，广东省美

协版画艺委会委员。

广州美术学院

跨媒体艺术学院实验艺术系

21 级研究生

木刻在当代设计中的更多可能性

与包容性。

谢凌慧



S → YES;

YES → ¥ES → ¥ £S → ¥ £$;

S.

中国出版协会书籍设计艺术工作委员

会主任、国际平面设计联盟（Alliance 

Graphique Internationale）成员、高

等教育出版社编审、中信出版集团视

觉总顾问、XXL Studio（刘晓翔工作室）

艺术总监。

LIU
XIAO
XIANG
刘晓翔

Y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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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形态的 S 构成海报，每一组

都是四个 S，一共四种，S 的发

音中文的“四”，故名“大 S 喜”。

LIU
ZHIZHI
刘治治
刘治治，平面设计师，毕业于中央美

术学院，AGI（国际平面设计师联盟）

会员，设计机构“立入禁止”联合

创始人，任教于中央美院设计学院。

BIG S  
      HAPPINESS
大 S 喜



文化与商业发展融合，

设计城市的演变。

2013 年创办 CHIIIDesign 澳门。 从

创立之日起刘华智致力于用创意设

计思维提升商业乃至社会的发展。先

后在美国、日本等国以及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和中国内地不同城市担任

众多国际设计大赛评审筹办者及推

动商业品牌设计，成立致今作品已遍

布世界各地超过 30 个城市，通过商

业设计把作品带入英国、美国、瑞士、

德国、加拿大、葡萄牙、日本、菲律宾、

越南、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中国

澳门、中国内地城市等商业市场，

并于 2019 年创办 ChiiiDesign 上海

团队。设计源于生活，并服务于社会，

刘华智透过自身的影响推动两岸四

地及海外的创意文化艺术与商业界

成功接轨，推动设计教育的进步，

为社会培养创意人材。

MANN
LO
刘华智

EVOLUTION 
      OF CITY
城市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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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飞

知名画家，插画师、OYART 插画（深

圳）工作室创始人，新一代中国钢

笔画领军人物，深圳插画协会专业

会员，微博知名美学博主，站酷网

1000 万 + 人 气 插 画 师，Adobe、

Wacom 特邀插画讲师，特仑苏、洁

柔等一线品牌包装合作插画师；曾

获 2021 美国 MUSE 国际插画金奖，

出版《OY 手绘》等系列图书，作品

展览于国内外知名美术馆及艺术展；

被新华社、人民网、中国日报等多

家媒体专访报道；参与湖南卫视、

江苏卫视、天津卫视等多档电视节

目录制。

OY
欧阳鹏杰

TAKE OFF

神龙腾飞，深圳正以不可思议的

速度缔造都市神话。

【回望过去】

从贫穷的边陲小镇到国际化大都

市，深圳的历史变迁，从南头古

城开始，穿越千年城墙，南山荔

枝缀满枝头，勒杜鹃竞相怒放。

这里的人拼搏进取，像拓荒牛一

样默默奋斗；勇往直前，像那大

梅沙的鸟人；理想高飞，但依然

脚踏实地。春天的拖拉机，乘着

东风，开出两百迈的速度一路向

前，不断追赶时间。时间就是金

钱，效率就是生命，改革创新让

小渔村迅速崛起。

【立足现在】

是他，在这迈开改革开放的新步

伐，画一个圈，埋下一颗种子，

从此迎来奇迹般的百花齐放，捧

出万紫千红的春天。与世界接轨，

从容不惑，“大鹏”展翅高飞，

见证渔船变巨轮，乘风破浪；见

证火车变高铁，直冲云霄；见证

一代代人拼搏筑梦，把理想变成

现实；见证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

用速度刷新高度。

【展望未来】

时代的列车不断向前，童年的纸

飞机驶向太空，探索宇宙的尽

头，在一双创世手中，虚拟和现

实碰撞出想象的火花，点亮遨游

天际的恢弘梦想。踏在这方土地

之上，科技和创新缔造了昨日奇

迹，亦将书写明日传奇。未来如

何开启？东方的神龙腾飞，续写

都市神话，年轻的城市正给出它

的答案。深圳奇迹，一同腾飞。



SHEN
      ZHEN

ZHU
SHA
朱砂
朱砂，是一名平面设计师，曾在巴

黎以自由设计师的身份，从事艺术、

文化、公益等领域的设计工作。朱

砂与王咪一同成立一千遍工作室，

合作方包括中国公益基金会、中国

电影导演协会等。

深圳意味着什么呢？大概是改革

开放和高速发展，这是自深圳诞

生起就充满的希望和承诺。相对

而言，那些历史名城多少处于疲

态和明显的怀古之中。白猫黑猫

无疑是对这部分最直观的描述，

海报则让其披上一层隐喻的外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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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平面上利用不同的 S 字体拼

贴以动态的方式增加与删减，以

表达个人对于深圳的经验感受。

其中包含的概念词：发展、建筑、

包容、多元、变迁、先锋、试验。

S

工作生活于深圳 ，从早期专注平面

设计逐渐投入到当代艺术领域探索。

他曾获取《福布斯》中国最具潜力设

计师称号，其作品至今在国际上参

与众多展览与获得奖 项 ; 其中包括美

国、法国、波兰、日本、瑞士、芬兰、

英国、德国、捷克、俄罗斯、 韩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保加利亚等。

BAI
ZHIWEI
柏志威

装置展



ALI  &WEIWU
“大力和威武”：两个友好又不

服输的伙伴在弯道“S”上开始

自己智慧和力量的竞比，最终看

谁将胜果收入囊中。

深圳正在着力打造“儿童友好城

市”，因此，深圳设计周不能让

孩子缺席。

1965 年 出 生 于 古 都 西 安，DuDo 

DESIGN——深圳市杜峰松设计有限

公司创始人 / 创作总监，深圳市平面

设计协会 (SGDA) 顾问。

DU
DO
杜峰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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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大小Ｓ》作品将创作元

素 S 造型，从平面拉升到距地面

90 厘米处，在中间 45 厘米处再

镶嵌一圈尺度更大的Ｓ造型，生

成观者可坐可栖的作品。

       THE SIZEOF S       大小 S

戴耘，1971 年出生于西安， 1995 年

任教于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2000

年调入深圳雕塑院。现工作和生活

于深圳。

DAI
YUN
戴耘



FRANKIE 
LUI
吕达文
吕达文先生成长于香港多元化及高

密度的城市空间，对相关的建筑、城

市、人文都作出深刻的见解与观察，

后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建

筑与城市设计，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

肯尼游学奖学金（WilliamF . Kinne 

Traveling Research Fellow ships）

和 Lucille Smyser Lowenfish 纪念大

奖 – 最佳城巿设计，及成为美国绿

色建筑协会「能源及环境设计领导」

认可专业人士 (LEEDAP)。学成归国

后，他于香港创立 Atelier Global（香

港汇创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一直坚持尝试建筑设计与艺术领域

的新可能性，致力于探索跨界思维

下的设计实践。多年来，他带领团

队于全国和境外完成并参与了众多

公共建筑项目，同时也荣获多项国

际权威设计大奖殊荣和受邀参展多

个国内外艺术个展，包括威尼斯建

筑双年展、伦敦建筑节等。

S+CITY

作品的设计概念源于对本次展览

议题“设计解决问题”的解读，

在功能和外形上赋予其作为超级

符号“S”的特别意义。

设计起点

深圳，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

也是“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

“回形针”和“书签”是在书籍

阅 读 中“ 解 决 问 题” 的 经 典 设

计，故设计以此为起点，通过相

同的“折”手法对回形针的形态

进行解构，以得初始的“S”形

态，并结合被提炼出的“深圳天

际线”，成为展现深圳精神内核

（sharp、speed、super） 的 超

级符号“S” 。 

装置设计

“S+ City”展现深圳“开拓生长”

的精神面貌，错落的形态就如不

断生长的城市高楼，并呈现出超

级符号“S”。装置上的小“S”

可被逐一取下，随之光影从中透

出，如同点亮城市一般；而取下

的 S 亦可让观者带走用作书签或

回形针，进而与最初始的概念相

呼应，再次强调“设计解决问题”

的议题。

076
    077



BOND
       BETWEEN II

人都总有着不同的棱角。人与人

要沟通，就得于棱角之间找到

缺口，找到话题，找到彼此感觉

舒畅的对话方式。我于 2008 年

创 作 的 Bond Between 所 探 讨

的是二人之间的沟通，那是比

较简单而直接的对话。而 Bond 

Between II 则探讨群体之间的沟

通，甚至社会之中的沟通，所涉

及的人多了，更复杂了，要成功

沟通，似乎需要大家都抱持更自

由开放的态度，更耐心地发掘共

同话题与对话方式。在大家小心

FREEMAN
LAU
刘小康
刘小康先生 1958 年出生于香港，于

香港理工学院（香港理工大学前身）

毕业，现为靳刘高创意策略创办人。

自 1984 年起，刘氏获奖超过 300 项。

他积极推动设计，投入有关设计的

公共服务，并透过设计参与公益活

动。他在设计上的成就亦在社会上

得到肯定，获得“全港十大杰出青年”

（1997）和“铜紫荆星章”（2006）

等个人荣誉。

翼翼地经营、互不触犯对方棱角

的情况下，愿对话得以持续、紧

密地发展下去。



SJJSJQ
时间就是金钱
将 SJJSJQ 几个字母进行字型设

计并竖向组合成一个设计艺术装

置， 用 今 天 的 网 络 语 言（ 比 如

YYDS）可以将其解读为“时间

就是金钱”的“新时代标语”。

SJJSJQ 同时也是一个书架的设

计，具有摆放书籍的实际功能，

“ 时 间 就 是 金 钱” 和“ 书 中 自

HUANG
YANG

平面设计师，黄扬设计工作室创建合

伙人，创意总监。明天见贸易有限公

司创建合伙人。工作和生活于深圳。

2008 年入选德国 TASCHEN 出版的

《同时代的平面设计师》。2013 年“平

面设计在中国” 初评评审。2015 深

港城市 \ 建筑双城双年展龙岗分展场

特别影像单元联合策展人。2018 年

参加“AGI CHINA”特别邀请展单元。

有黄金屋”在此成为 SJJSJQ 书

架装置一体两面的双重识别和涵

义，希望 SJJSJQ 引发更多有关

深圳与文化与设计与生活的思考

和讨论。

明天见
X 黄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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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FOR   
                             SUPER
        SYMBOL OF 
SHENZHEN
            寻找深圳的
超级符号 SLIAO

BOFENG
廖波峰
廖波峰，平面设计师，1986 年生，

有料设计（LiaoDesign）创始人兼创

作总监。

个人作品大多采用手工的方式完成，

希望可以带给人从视觉延及心灵的

新鲜、生猛、直线的触动，通过有趣、

灵性的创意来表达生活探索和社会

参与。

作品荣获：纽约 ADC 银方块奖 1 项、

铜方块奖 2 项，英国 D&AD 石墨铅

笔 2 支， 东 京 TDC 提 名 奖 1 项，

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银奖、GDC 

Award 提 名 奖 5 项， 评 审 奖 1 项、

SGDA 协会奖、SGDA 新人奖。

发动深圳市民在多个区寻找 “s”

图形 , 将回收来的图片经过整理

后，分别对应放置由九个立方体

抽屉组成的“S”造型中，聚合

成深圳这座城市的超级符号“S”。



国 际 平 面 设 计 联 盟（AGI） 会 员、

深 圳 市 平 面 设 计 协 会（SGDA） 副

主 席、another design 联 合 创 始 人

及创意总监。2014 年与詹火德组建

another design。2018 年 获 得 纽 约

TDC Ascenders 奖， 该 奖 意 在 表 彰

35 岁及以下，在设计和字体方面有

杰出成就的年轻设计师。同时，作品

也获得了多个国际奖项，其中包括：

2021 东京 TDC 奖；D&AD 银铅笔奖；

纽约 ADC 铜奖；DFA 设计奖银奖、

铜奖；GDC 设计奖两项金奖等。

LIU
ZHAO
刘钊

S  IN
MOTION 

流动的 S
深圳是一个海滨城市，也是一

座人口流动非常快速的国际都

市，我把“SHEN ZHEN DESIGN 

WEEK 深圳设计周”的文字想象

成一个单个的个体，通过海浪的

流动带动每个文字的变化形成一

个个不同的“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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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沈少民，当代艺术家，现生活﹑工作

于中国北京、深圳和澳大利亚悉尼。

擅长多领域、跨媒介创作，作品涵

盖装置、影像、纪录片、观念绘画、

诗歌、互动公共艺术等。参加过诸

多有影响力的国际展览：深港城市

建筑双城双年展（2019）；香港巴

塞尔公共项目“艺聚空间”（2017）；

釜山双年展（2016、2012）；首届

基辅双年展（2012）；广州三年展

（2012、2005）；上海双年展（2012）；

悉尼双年展（2010）；利物浦双年

展（2006）等。近年大型个展《这

里没有问题》广州红专厂当代艺术馆

（2015）。拍摄纪录片《我是中国

人》《一个人的寺庙》等；深圳市

民中心国际艺术家版灯光秀总导演；

深圳大学本原设计研究中心新媒体

公共艺术研究所主任；作品被国内

外诸多知名艺术馆、大学、基金会

及私人收藏。

SHEN 
SHAO 
MING
沈少民

刻度
将 S 做成一个钢板尺，刻度关乎

于设计的严谨，而 S 弯曲的形态

是感性的艺术的象征。《刻度》

这件作品，让设计与艺术交融，

理性与感性的结合正契合了设计

周的主题：设计解决问题。



孙磊，男，1969 年生，现任飞亚达
精密科技股份公司总设计师，研究
员级高级工程师、高级工业设计师、
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中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
号航天表设计师。
沈阳航空航空航天大学兼职教授、
陕西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深圳市宣
传文化基金、发改委、重庆市经信
委等多个部门的工业设计评审专家；
国际设计联合会（IDF）大中华区分
会常务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旅
游工艺品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深
圳设计与艺术联盟副主席、深圳市
工业设计协会副主席、深圳时尚设
计师协会副主席、深圳市形象设计
协会副会长等职。
曾多次荣获德国红点设计奖、中国国
家专利奖外观设计金奖、红星奖等
奖项。并获 2019 年国务院特殊津贴、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 40 位“创
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中国
工业大奖、2019 年南山区“十大创
新工匠 "、2012 年深圳市十大创意
人物、2005-2006 年光华基金会组织
的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深
圳市委宣传部在深圳特区成立三十
周年评的“三十位优秀人物 "、光华
龙腾特别奖“广东设计 70 人”、光
华龙腾“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设
计 70 人”提名奖。

SUN
LEI
孙磊

S-CONCEPT    
        PAGE TURNER

纯机械感的翻页装置，外框的设

计灵感来自航天员头盔面罩，通

过画面部分翻页动画表现本届深

圳设计周主 logo 两种 S 字体的

形变，由大变小，又从小变大的

两套循环，这种大小变化形成一

种由远到近或由近到远律动的空

间感，充满趣味，让观者流连忘

返。

整个装置旋转的动力来源依托左

上的一个电机驱动，经过调速设

置每秒钟可以实现翻页 3 张，共

计 48 张图片，96 个页面持续翻

滚循环，完美诠释本届深圳设计

周倡导的主题。　

主体结构的金属部分由实体铝合

金材质打造，按照制表行业的材

质和加工精度制作，工艺考究，

各部件独立制作并做了倒斜角处

理，又完美配合在一起，各外露

面都经过精心打磨处理后再进行

阳极化处理，同时为了突出主体，

外围框架用枪色，显示外圆环用

铝合金本色，转动页面的显示部

分主调用白色，更加突出律动画

面的主题。

S 概念翻页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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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深圳
XUE
FENG
薛峰
薛峰，艺术家，1973 年出生于浙江，

1997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

并任教于美院，2017 年起工作和生

活于深圳。艺术家近期的个展包括：

香港唐人艺术中心举办的个展“修

拉研究：打印机和显示屏”（2021 年），

深圳坪山美术馆举办的个展“迢迢”

（2021 年），上海赛森艺术空间举

办的个展项目“高山平原大海”（2020

年），纽约博而励画廊举办的个展“象

形”（2019 年），北京博而励画廊

举办的个展“地理叙事”（2018 年），

香港安全口画廊举办的个展“无边”

（2017 年），北京博而励画廊举办

的个展“寂静”（2016 年）、“包围”

（2013 年）、“延伸的风景”（2011

年）。

SHENZHEN
     SHENZHEN 

深圳设计正在塑造着当代深圳，

深圳正在塑造着当代设计。

作为艺术家的工作方式，试着把

图形、图像和内容对应着深圳城

市的特点展开想象，我选取了城

市的两个特点，即一是由山城海

三个部分组成的城市特点，分别

由三个色块构成，绿色的山地、

暖色的城市和蓝色的海洋，象征

深圳这座城市形象的基调。二是

贯穿深圳东西走向形成深圳城市

形状的深南大道、滨海大道和北

环大道等三个主干道，用三根垂

直的直线对应，分别使用红黄蓝

三原色，三种颜色能生成千变万

化的色谱，象征城市生命线的川

流不息的活力。

深圳设计周 LOGO 的各种笔触排

列堆砌，正是艺术家用熟知的工

作方法传递图像风格，就像每个

人都有一个对深圳的不同理解。



在设计解决问题的议题思考

中，选取了生活中经典，通过

提炼深圳的城市符号“s”，演

变成回形针的造型，分别代表

Speed,Sharp,Solid,Super……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副教授

同济大学深圳 NEEDS Lab 未来需求

实验室副主理

深圳市平面设计协会顾问

ZENG
JUN
曾军

            SHEN
    ZHEN'S  
             SPR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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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BOOKS
SD 之书
从书卷里呈现出来的美是当代电

子阅读无可替代的。纸张的颗粒

质感，颜色表达，字体的排布与

呈现，都贯穿着设计师们的审美

与情绪。所以我们很珍惜每一次

纸本设计的机会。能够感受到一

本书带来的触动，更多的是书籍

设计师身份在这其中感受到了共

鸣。当我们为那些在有限背景下

的视觉构成承担了一份责任，就

已经跨出散播美的第一步了，这

也是我相信纸质书会长久存在的

原因。很多真实的触感与渴望，

是冰冷屏幕无法企及的。雅致平

ZHAO
QING
赵清

赵清，国际平面设计联盟（AGI）会员，

2000 年创办“瀚清堂设计有限公司”

并任设计总监。. 凤凰江苏科学技术

出版社副编审，南京艺术学院设计

学院硕士生导师，二十几年来坚持

致力于平面设计各个领域的实践与

研究推广。

实而充满书卷之气的美感，就像

是一个纸本时代的回声，让人感

受到平静而强大的设计力量。书

籍设计的内涵，有时也远不止于

纸面。

深圳既是“设计之都”也是一个

提倡阅读的“阅读之都”，试着

用纸本书来表达主题，用字母“S”

与“D”形成从深圳到设计的层

层递进，中式线装也勾勒出“S”

定义，设计周的“S”也打下了

深深烙印。



TAOHUAYUAN-S
桃花源 -S

这 件 作 品 名 为“ 桃 花 源 -S”，

是艺术家周力为 2021 深圳设计

周量身创作的公共装置。“S”

是深圳设计的标志，而作品的粉

色则源于周力著名的“桃花源”

系列绘画中的代表色。这种粉

色综合了玫瑰等不同花朵的自然

粉色，精心调色后形成渐变。作

品材质为 PVC 牛津布气模，由

2.5mm 的淡水鲨鱼线固定，拥

有柔韧且充满活力的质感。作品

身上的字母拼出“Shenzhen”，

ZHOU
LI
周力 

周力于 1987 年至 1991 年在广州美

术学院油画系接受系统性的绘画训

练。1994 年 起， 周 力 旅 法 创 作。

2001 年 她 首 次 在 中 国 举 办 个 展，

2003 年回国后在深圳定居并创作至

今。2017 年，周力先后迎来了余德

耀美术馆 “周力：白影”和在蜂巢

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生生如环”

两场大型个展，并参与多个“盒子

艺术空间”项目，包括“旁听——

回到直觉”及 2017 深港城市建筑双

城双年展“深圳工业站”等。

而位于 S 形两端的“D”与“W”

则是“Design Week”的缩写。

粉色代表花朵的情感，以及与之

对应的，人内心的爱与希望；而

作品的整体造型与线条犹如一只

正在跃起的神兽，既有抽象之气

韵，又有时尚的律动，表现了深

圳柔美与刚韧并存的城市气质。

“桃花源 -S”将深圳的自然、人

文与城市气质凝聚为一个整体，

表现了 2021 深圳设计周的主题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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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潇宁 / S- 竹灯
设计师·策展人｜ D&H 顶贺设
计联合创始人

HE
XIAONING何潇宁



          NEW BIRTH OF DESIGN 
WITH NEW BIRTH OF   
               THE CITY —THEMATIC 
EXHIBITION OF
NEW BIRTH OF DESIGN FOR 
SHENZHEN   
           DESIGN WEEK 
           城市新生，设计新生
           深圳设计周
《设计新生》主题展

主题展主要呈现的是以《设计新

生》国际青年空间设计大赛为主

体，以当代艺术设计大师为向导，

以新锐设计力量为视角的概念影

像。传递年轻、活跃、创造力的

前卫艺术设计态度，打造一部属

于中国新锐设计的形象宣传片。

此次主题展影片邀请《设计新生》

节目导师评委代表，以先锋的视

角分享用设计改变生活的经验，

贴合深圳设计周定位与活动理

念。通过深圳设计周活动树立《设

计新生》节目有艺术、有创意、

时尚前卫的品牌形象，以及通过

设计更新城市生活美好的愿景。

《设计新生》国际青年空间设计

大赛是一档国际阵容专业空间设

计赛事，把握十四五政策契机，

让设计为核心地段主题空间赋

能，同步进行的影像记录，将在

全媒体传播。大赛将在城市更新

改造中增强设计元素，旨在“艺

术创意”与“城市空间”的完美

结合，让老建筑、老厂房焕发新

生，重新成为城市文化标杆业态。

大赛将挖掘 10 位最有潜力的青

年设计师，拍摄记录他们改造主

题空间全过程，用专业的记录式

拍摄手法深入设计领域，同步输

出新锐设计理念，通过对空间多

维度的洞悉和观察去展现丰富的

行业生态，让观众沉浸体验设计

与艺术的魅力，在从无到有的创

造中汇聚设计亮点，讲述设计让

城市焕发新生的故事。

大赛宗旨是推动城市更新、传播

城市美学、重构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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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ARE    
                YOU?你是谁？
你是谁？或许我们每个人单单只

是一个思想体，只有精神，没有

实体，并非真实存在？然而，这

似乎又是永远解不开的谜团。“你

是谁”以 8 个包裹的人台为创作

基础，利用各种材质的面料加以

构建，创造出各色形态的有形世

界，在虚实之间相互转换，对比

SU
ZHITING
苏芷庭，深圳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教授、博士后导师。

助理设计师
LIRUIBING
李瑞冰

助理设计师
XUXIANFENG
徐贤峰

无形的人的本体带出思考，我们

究竟从哪里来？整体呈现有如苏

菲的世界引发的哲学拷问，又如

现代版的爱丽丝梦游仙境，曲折

蜿蜒，探秘寻宝。
苏芷庭



助理设计师
YE WEICHENG
叶伟城

助理设计师
ZHENG TAO
郑韬

助理设计师
ZHENG TAO
郑韬

《USE OF THE    
                   USELESS》SERIES
              《无用之用》系列

随着当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

类不断通过环境的破坏、资源

的过度开发满足自我欲望。“无

用之用”系列以深圳独立设计师

废弃的样衣及陈旧的库存为原材

料，通过再次的解构与重组，创

造出一个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空

间。通过空间艺术传达出设计师

对服装前景的反思，以及对社会

形态的人文关注。用废弃的资源

再次创作，以设计周的粉色元素

警醒人类对于环保理念的重视，

以可持续创造作为更长远的设计

理念，为绿色地球凝聚丰富的环

保设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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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梅 数 植 于 北 京 创 立 了

702design，并担任艺术指导。他从

生活中寻找新鲜和趣味，使设计在

生活中发挥更多的可能性。作品曾

获得 New York ADC 96 届金立方奖，

Tokyo TDC 2019、2020 TDC Prize， 

DFA 2019 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特

别奖大奖、金奖，GDC 2017、2019 

Best Awards、 评 审 奖， 第 九 届 全

国书籍设计艺术展金奖、评审奖，

HKDA 2019 香港 设计师协会环球设

计奖金奖等。作为发起人并联合策

划展览包括 “超级图片” 展、“大，

不小”展等。

MEI
SHUZHI
梅数植



展览以三个品牌设计项目和两个

文创设计项目来构建时尚品牌设

计的涉及方面，这几个项目是上

海 的 时 尚 品 牌 Klee klee、An Ko 

Rau、ZUCZUG 4M36 和 ZUCUG 没

事儿。我们以生活的想象力为设

计原点，设计上即表现了轻松与

有趣的同时又具有时尚和日常性。 

KLEE KLEE
     AN KO RAU
                    ZUCZUG
4M36 和 ZUCUG
                   没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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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MUZUO
锡木作

BIMOFANG
笔墨方

曾令波，“慢物质”民艺创研体创始

人，SGDA 会员，“Senser design”

设计顾问机构及“山田土”茶品牌

创始人。

纯锡质感柔润，璀璨而温和，
所制器物因其极佳的安全性、
散热性及密闭性。在中国手工
业世上，至少 1500 年前，锡已
经作为日用器物的常用材料，
被历代工匠研究、创作。
作 为 人 类 最 早 发 现 的 金 属 之
一，千百年来，锡工艺形态纷
繁复杂，前人成果灿若星河。
站在文化裂变与时代快进的路
口，设计师还能做些什么？
事实上，锡远比我们想象的更
为神秘，有趣。如果放弃传统
的造物经验，让锡仅仅作为锡
本身，以孩童之心去观察、解
放它的物性本能，这一定是意
见很酷而有意义的事。
对锡的多材质实验，包括锡与
其它材料的融合、对锡材料进
行编织、缝纫、捶打、着色、
金属混合、以及使用各种方式
去压出纹理等，还包括更多不
可思议的创作方式，比如把一

ZENG
LINGBO
曾令波

MOMAGI 
慢物质

块融化的锡放锡与木头的融合
是我们耗时最久的实验。该项
目旨在探索通过新的加工手段，
实现对废弃木材的重新利用。
我们尝试将锡融化填入残破木
材内部，使之融合成一个全新
整体，经过层层打磨，填入部
分的锡在深色木头上呈现出不
奔放而狂野的自然笔触。
“笔墨方”为慢物质旗下独立
品牌。“笔墨方”迄今推出 10
余件极具当代设计面貌与传统
人文气息的产品，其中“笔墨
方花梨文盒套装”一经面世，
即引发广泛关注，被誉为当代
文 房 界 划 时 代 的 作 品。2020
年，笔墨方再次推出现象级产
品——“小管”系列自来水毛
笔，登录一条生活馆展开众筹，
众筹额度 4 周超过 100 万，行
业再次震动，一个全新的文房
时代正在被拉开。



MOONLIGHT –     
                     SMALL
UNIVERSE

中秋节是中国人生活中重要的团

聚之日。在 2020 新冠疫情背景

下，我们该如何庆中秋节？

“月光 - 小宇宙”月饼包装盒，

希望通过一个礼物，激发每个用

户的内心力量，传递光和希望。

全黑的素色礼盒，封套由密集的、

模拟宇宙大爆炸的光线构成，光

线内部藏着一个奔跑的人——将

盒子平放，从斜 45°的角度去看，

才能发现这一秘密。设计师以此

寓意，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个

拥有无穷能量的小宇宙，当人类

面临不可预知的灾难，必须释放

强大的内心力量，重新寻找到光

明。

CHINESE NEW 
YEAR PAINTINGS 
RESURRECTION

“茶画会”为慢物质旗下独立品

牌。2016 年， 慢 物 质 民 艺 行 走

发起年画复活计划，同步成立独

立品牌“茶画会”，在全国范围

内行走，拜访年画手艺人及相关

艺术家，并以当代设计介入，创

作更有时代气息，更令现代人喜

闻乐见的年画作品。迄今，成功

推出“茶画会 - 木刻年画茶礼”、

“财源滚滚 -DIY 滚印年画套装”、

“神来运转 - 旋转灯筒年画”系

列产品，让古老的年画手艺，以

全新的面貌在当下生活复活。

月光 - 小宇宙

               年画
 复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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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JIAYING
韩家英
中国著名设计师，国际平面设计联盟（AGI）会员

中央美院城市设计学院、西安美院

中国美院创新学院客座教授

曾荣获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大奖金奖

福布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设计师”

中法文化交流贡献奖

作品收藏于包括 V&A 博物馆、汉堡工艺美术馆

瑞士 Für Gestaltung Zürich 美术馆在内的

英国、德国、瑞士、法国、丹麦、日本、中国等国家的

艺术机构。

JIAYIBINGDING:   
                          DESIGN 
EXPERIMENT 
   OF CHINESE   
              SYMBOLS
     甲乙丙丁：
               传统符号
               的设计实验



从中国古代的皇家元素，到民间

传统的纹样图腾，多年来，HAN 

DESIGN 设计团队一直致力于中

国传统元素的设计研习。从皇家

和民艺的传统符号中，提取如故

宫龙、狮子、麒麟、鱼、怪兽、

角楼、灯、门坊、客家围屋等自

然元素，结合当代设计的场景应

用再创作。通过传统图案设计实

践，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从自然

中发掘灵感，挖掘中国文化背后

博大精神内涵，探索中国元素的

当代设计表达，将中国文化发扬

光大， 以推动中国新国潮设计

趋势下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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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ENCE 
       W SERIES
寂 W 系列

在理论的基础上，尊重伦理关

系，不是理性跟感性的对话。一

种成熟的结构体系是创作生成的

根源。反对装饰，并不放弃装饰，

而是对过度装饰的一种检讨。结

构、造型、工艺、材质并不是一

件作品完成的平面步骤，而是分

别立体垂直有节奏的。完成一件

WANG
JUSHENG

王聚胜，知木工作室主理人，当代艺

术家具设计师。结构设计专业毕业，

从事传统结构研究、设计 、制作十

余年。从早期的阵、环玦、禾、观复

到现在的“寂”系列家具，王聚胜

都致力于一条中国家具的现代之路。

出版：《欣於所遇——长物与造物》、

《其寂寥寥——空间经验与家具创

作》。

王聚胜
作品的过程是对应每一个环节不

断地出手，将打破的边界再平衡，

直到形成一个环。在严谨缜密的

结构逻辑中控制自己的情绪，将

最感性的一面真诚的袒露在作品

里。 幻想很重要，这时候记忆

和潜意识里那些模糊的思维慢慢

地浮现，给我最重要的创作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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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
SILIANG

景德镇陶瓷大学景观雕塑专业

2013 年创始一夕品牌

多年来一直探索在自然、历史遗迹

中，以不同音乐、艺术形式融合在

地饮食、人文、手工艺再对话。

已在西藏林芝、香格里拉、隋唐洛

阳城遗址、苏州昆山金砖窑遗址、

艺术在浮梁等呈现不同自然饮食文

化场景。

袁思亮

            DESIGN                 
DINNER
  TABLE
               设计餐桌

一夕餐桌成立于 2016 年，其目

的是为了探索中国饮食文化，尝

试通过食物与餐桌，推动和解构

传统文化，并以带有“根”的记

忆的一个全新的方式展现出来，

希望能给当下的城市和乡村及偏

远山区之间的发展关系带来一个

新的思路。本次设计周一夕餐桌

选取坡面地形，因地制宜来呈现

自然与设计，并且尝试以设计的

语言，结构曲水流觞这一从汉代

流传来的传统习俗。曲水流觞，

其意为距离之下的欢聚、祈福，

团结。疫情当下，我们希望通过

这样一种方式，表达我们对于城

市与山野关系的思考，并通过设

计餐桌，呈现风、水、阳光等自

然元素，把中国自然大地与人文

带入语境，彰显文化自信。



文字设计在中国
      DESIGN IN 
CHINA

中国文化是我们的母体，字体是

母体文化的核心，要发扬好母体

文化，文字设计的精彩多元性、

开放独立性变得尤为重要。《文

字设计在中国》汇聚当代全球文

字设计佳作、中国近现代字体应

用文献与超语境国际文字设计论

坛实录，打破文化、语言之界限，

开启文字世界之全景，共同探

究文字设计与应用、发展趋势与

未来可能，具有划时代之历史意

义！

召集人 张昊 

深圳市平面设计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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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GER
LOVES
             TO DANCE

         老虎
爱跳舞

JIANG
HUA
蒋华

YAN
YONGLIANG
严永亮

中央美院设计学院副教授，视觉传

达设计方向主任，CAFA 未来汉字实

验室负责人，AGI 国际平面设计联盟

会员。

字体艺术家，仓耳屏显字库（tsanger.

cn）的创始人，仓耳今楷、仓耳玄三、

仓耳云黑、仓耳明黑等家族字库的

设计师，主要从事汉字屏幕显示字

体和可变字体的设计研究。

汉字之美，美在其形，美在其音，

美在其意。通过可爱的老虎，我

们希望致敬汉字之美。用心感悟

汉字之美，用心设计汉字之美，

用心传播汉字之美，让汉字能喜

闻乐见，让大家能被老虎鼓舞，

被汉字触动，被点亮内心。《老

虎爱跳舞》的诞生，对我们来说，

也意味着一个为期 12 年的项目

的诞生，期待每年相逢，重新出

发。我们相信，汉字的正大光明

气象，能照亮心灵深处。因为汉

字，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我们的设计
         超级国潮

OUR DESIGN
        SUPER CHINA 
COOL

《我们的设计：超级国潮》是《我

们的设计》的特别单元，展示中

国设计如何助力中国制造、中国

品牌的崛起，中国设计如何不忘

中国情怀铭记大国自信。以新理

念新态度新技术重新构建传统文

化，紧扣当代审美，通过设计让

中国品牌成为人们心目中高品质

产品的代名词，通过设计让中国

文化传承复兴以及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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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OLUTIONARY     
          PATH: MODERNIST   
 DESIGN IN BRAZIL   
        AND INDIA

策展人：曹峰  二十世纪画廊

我们一场展览将奥斯卡·尼迈耶

（Oscar Niemeyer） 和勒·柯布

西耶 （Le Corbusier） 在此联系

起来。奥斯卡·尼迈耶，他是来

自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伟大建筑

师，设计了 20 世纪一些最著名

的现代主义建筑。勒·柯布西耶，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现代主义建筑

风格的旗手。

上世纪中期，远离了现代主义运

动的中心欧洲和美国，巴西和印

度都在各自突飞猛进的城市化进

程中，开拓了独树一帜的设计风

格。两个历史背景各异、文化截

然不同的古老城邦，都因法国现

代主义先驱建筑师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的到来而走上

了变革之路。无论自然资源匮乏

或丰盛，用材奢华或平凡，这一

系列家居设计品都见证了现代主

义风格的深远影响。

巴西的现代主义设计深受欧洲的

影响又跳脱出程式化的欧洲设

计，蕴含了南美人的奔放热情，

如同他们那野兽派建筑一样厚重

宽大的比例系统同时又加入了欧

洲设计的精致细巧，而巴西的珍

稀木材又为这样的设计增加了精

彩的一笔。

而昌迪加尔项目是在条件艰苦的

印度，柯布西耶和他的堂弟皮埃

尔·让纳雷 (Pierre Jeanneret ）

的昌迪加尔造城项目，不仅是他

个人的伟大作品之一，也在二十

世纪建筑史上留下了辉煌一章。

该项目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成功

变革之路：
        现代主义设计
                   在巴西与印度

将纪念性建筑、文化发展和现代

化结合起来的总体城市规划。皮

埃尔·让纳雷跟随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建 造 的 这 座“ 美 丽

之城”—— 昌迪加尔，也是一

座通往人类现代文明的乌托邦之

城”。柯布西耶离开后，让纳雷

也继续勤恳地经营着这个庞大的

建筑项目并根据印度本地木材和

藤设计的众多的室内家具。

现在，这批带有传奇色彩的设计

精品，带着历史的痕迹与文化的

荣光，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被聚

集在同一空间中。被刻在椅背上

模糊不清的代号和古老的印度手

工藤编，呼应着巴西玫瑰木诱人

的光泽和轻松舒适的设计语言，

辉煌的现代性在此时此刻此地得

到重生。



参展设计师：

Oscar Niemeyer 奥斯卡·尼迈耶

Joaquim Tenreiro 华金·特雷罗

Sergio Rodrigues 塞爾吉奧·羅德里格斯

Ernesto Hauner 埃内斯托·豪纳

Jorge Zalszupin 豪尔赫·扎尔苏平

Jose Zanine 旧塞·赞尼

Carlo Hauner And Martin Eisler 卡洛·豪纳和马丁·埃斯勒

Le Corbusier  勒·柯布西耶 

Pierre Jeanneret  皮埃尔·让纳雷 

Chandigarh Collective 昌迪加尔建筑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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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OF CAA” 
— SPECIAL SESSION   
                         OF SCHOOL 
               OF INNOVATIVE 
DESIGN, CAA

CAPITAL 
CLOUD•CHINA CODE

“资产云 • 中国码”设计理念来

自于中国最古老的算筹这一器具

和符号，他启发了菜布尼茨，启

发了计算机二进制算法，这是来

自中国最古老的文化源头的一个

回馈，而这个古老的文化在给今

天的数码时代赋能；同时今天的

数码技术也在给我们古老的文化

赋能，所以这是我们东方的智慧

和今天最新的数码科技之间的一

种双向的赋能。这种双向赋能使

这个以古老的算筹为主要意向的

图形系统出现了，但这个图形系

统不只是图形图像，他是符号，

他是语言，某种意义上来说资产

云的图形代码系统实际上是重新

资产云 • 中国码
给世界万物命名。这种对事物的

重新命名，使每一个事物都有一

个代码，一个新的名称，他无穷

的延伸，可以覆盖所有的事物，

重新理解日常生活，重新发展我

们的社会。

      “国美创新”
                    —中国美术学院
        创新设计学院专场



NOAH TRIBE
诺亚部落 

方正国美
进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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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IN THE 
           SAME GAME 
2021

"WE ARE IN THE SAME GAME 

2021”《设计运动力》亚洲创意

展是由 ubies ASIA 联合会启动项

目，透过展览连接艺术与运动的

关系，邀请来自亚洲各地的两百

位顶尖创意人创作作品向运动员

们传递鼓励的信息。透过互动的

展览体验，用艺术的手段激发大

众对运动价值的思考，一起参与

艺术接力，超越语言和国界，为

运动健儿们送去鼓舞与支持。

我们根据艺术家作品的风格、设

置了乒乓球桌与篮球架两种展陈

方式，希望观展者通过竞技运动

的互动体验触发更多不同的观展

感受。我们设置了不同高度的乒

乓球桌作为海报作品主要展陈媒

介，并根据作品的特征形成对弈

的状态，意在透过对话的形式展

现亚洲各地的艺术家为运动员们

共同发声的力量。

《设计运动力》
                  亚洲创意展



SPRING WOODS
           AUDITORIUM OF 
                   POEM
                     春沐源小镇
     诗之礼堂
作为首个落地中国的安藤忠雄礼

堂、睽违多年的系列新作，「诗

之礼堂」建筑模型首次亮相。「诗

之礼堂」位于广东春沐源小镇两

条溪水交汇之处，正是诗意与生

活的相逢之时，是一个可同时容

纳 400 人、兼具多功能厅与咖啡

功能的礼堂设计。“绿”与“水”

是安藤忠雄本次设计的重要元

素，绿色本身可以带给人们心灵

的慰藉，大自然的变迁也将投影

于建筑，希望创造出一个可与周

围环境相融共生的场所。安藤忠

雄一直用“从未遇到自然资源这

样好的场地”来形容它，当建筑

与自然融合，将呈现超越以往，

“只有在这里才能出现”的建筑

作品。

春沐源小镇的科学家“镇长”郭

德英始终欣赏安藤忠雄的建筑精

神，安藤忠雄也倾心于小镇的自

然禀赋和营造理念——两位“跨

界顽童”的高度精神共鸣，是「诗

之礼堂」诞生的契机。「诗之礼

堂」作为春沐源小镇的精神建筑，

是建筑符号化的小镇营造理念：

“一个人的精神湾区”。作为“精

神湾区”的春沐源小镇，开辟于

大湾区物理空间中，是一片释放

精神、吸收养分的美学山谷，也

将成为未来粤港澳湾区的艺术文

化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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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
建筑影像
          场域叙事

HUAWEI      ARCHITECTURE                 IMAGE PLACE&STORY

深圳设计周搭建了一个产业创新

发展平台、创意人才孵化平台、

美好生活体验平台，华为深圳终

端本次与设计周合作，用华为手

机摄影展方式展示建筑影像，同

时 搭 建 了 Harmony OS 装 置 作

为打卡点，传递鸿蒙万物互联的

概念。

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影像主导一

切的时代，一座建筑“看上去如

何”，往往是我们评价它的唯一

重要的依据。但是，建筑，不一

定要和它“看上去怎样”有关，

而是要看它与它所在场所的地

景、气候和光线是如何结合的；

AC
陈冠宏

建筑师，摄影师，房车旅行者，生

活工作在深圳。

获奖：

SDA 深圳环球设计大奖

NEXT 华为新影像大赛 叙事者优胜奖

RIBA 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 全球建筑

摄影大赛 亚洲及澳大利亚区 冠军

APA 世界建筑摄影大奖 单元冠军

周大福丝路任我行 全国三强旅行者

2019-2021 房车自驾 7 个国家：新西

兰、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摩纳哥、

美国、中国，总里程 5 万 + 公里。

看它的空间是如何组织的，如何

妥善地容纳发生在其中的各种活

动；看它是如何建造的，结构是

怎样的，采用了哪些材料。所有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影响着建筑

的“面目”，即人们在其中的体验。

在这个展览，我们尝试用影像的

方式，讲述在建筑中的体验，在

不同的地域，场所，环境中的建

筑“面目”。同时欢迎观众使用

平板创作，记录当下的心情，通

过平板与智慧屏的联动再次呈现

更宽广的视界，也可以通过打卡

旁 边 Harmony OS 装 置， 将 自

己的感受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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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CENT
               《AI IN DESIGN》
LOVE IN DESIGN

设计中的爱：

微光行动  腾讯天籁  银发青松助手  腾讯心益  

设计中的 AI：

保护雪豹  绝艺  AI 水墨画  AI 书法写春联

腾讯
《设计中的 AI》              LOVE IN DESIGN



118
    119



BYD X-DREAM
                 比亚迪
             X-DREAM

比 亚 迪 崭 新 的 概 念 车 —— 

X-DREAM，在车中首次采用中国

结元素，这款作品是比亚迪继王

朝车型后在国潮设计方向的全新

探索，将比亚迪进一步探索国风、

引领新潮的想法公开。中华文化

的独特魅力与科技美学是如何相

辅相成的，让设计细节告诉我们

答案。

X-DREAM 带来了全新一代龙脸，

贯穿式的发光龙须及龙嘴造型，

并引入中国结元素，将大灯与中

国结造型的格栅灯光结合，塑造

新时代的龙脸造型。

大灯主体元素来源于中国结，与

格栅内的每个单体中国结灯光形

成呼应。大灯内设有气道通向引

擎盖，带来了更好的气动性，也

赋予了大灯更加深邃的效果。

尾灯设计上，取消传统的灯罩，

采用立体式的中国结尾灯，展示

不规则的立体灯壳边界，突破常

规。每个中国结之间深邃渐进的

氛围灯光效果，与前大灯遥相呼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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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JI
DRONES
                  大疆 无人机

御 2 航拍无人机拥有专业版和

变焦版两个版本。专业版采用 1

英寸 2000 万像素传感器配备哈

苏相机；变焦版采用 1/2.3 英寸

1200 万像素传感器，配备 2 倍

光学变焦镜头，支持一键滑动变

焦功能。两个版本同样拥有长达

31 分 钟 的 续 航 时 间，72 公 里 /

小时飞行速度，8 公里 1080p 图

传，全向环境感知，移动延时摄

影等出色特性，堪称便携无人机

领域的巅峰之作。

DJI Air 2S 搭载一英寸影像传感

器，拥有 12.6 档动态范围，可

拍摄 5.4K 超高清视频。O3 图传

最远控制距离可达 12 公里，全

新大师短片功能，可自动拍摄多

组炫酷运镜并完成剪辑配乐，大

片随手可得。支持上、下、前、

后四向环境感知，并适配 DJI 穿

越遥杆和 DJI FPV 飞行眼镜 V2，

带你体验身临其境般的高沉浸度

飞行。

DJI Mini 2 延续了轻小折叠的机

身设计，轻于 249 克的起飞重量，

外出携带更从容。1200 万像素

航拍相机，最高可录制 4K/30fps 

视频；31 分钟最长续航，5 级最

大抗风等级，4000 米最大起飞

海拔，无论是海边漫飞还是高原

驰骋都不在话下；OcuSync 2.0 

图传，抗干扰能力更强，高清图

传距离最远可达 10 公里，在多

种飞行环境下都能轻松操控。

01《Mavic 2》 02《Mavic Air 2s》 03《Mavic mini2》



机甲大师 S1 是一款为严肃教育

而设计的专业机器人。它在配备

光、声、力等多种传感器的同时

拥有强大的中央处理器，结合定

制无刷电机、全向移动底盘和高

精度云台，让你在游戏竞技的同

时，学习专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知识。

灵眸口袋云台相机配备三轴机

械 增 稳 云 台 相 机， 轻 巧 便 携，

重量仅有 116g，单机连续视频

拍 摄 时 间 长 达 140 分 钟。 它 拥

有 1200 万 像 素 1/2.3 英 寸 传 感

器， 最 高 可 拍 摄 100Mbps 的

4K/60fps 视 频。 通 过 1 英 寸 触

摸屏，用户可以直接完成云台相

机的基础设置，拍摄模式选择等

丰富的操作，还可以体验 FPV 模

式、智能跟随、人脸跟随、轨迹

延时和自动全景等智能功能。

DJI FPV 是大疆首款到手即飞的

穿越飞行套装，主打人机合一的

沉浸式体验。拥有 150° 超广视

角，搭载 O3 旗舰数字图传，28 

ms 低延时，双频段抗干扰，航

拍又稳又流畅；进阶式飞行挡位

操控简化，创新型穿越摇杆支持

以手部动作控制飞行器，交互更

直观；采用 RockSteady 增稳，

最高可录制 4K/60fps 视频；飞

行模拟器让你足不出户练就更多

技能；配备一键急刹悬停、智能

返航等安全功能，保障周全，飞

行更安心。

04《RoboMaster S1》 06《Osmo pocket》

05《Osmo Mobile 4》

07《DJI FPV》

DJI OM 4 手机云台，采用全新磁

吸快拆设计，让手机安装变得更

加简单；三轴机械增稳技术在拍

摄时消除画面抖动；便捷易用的

分身全景、智能跟随、延时摄影

及动态变焦等智能功能，助您轻

松记录日常生活的精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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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DMuseum/ 设计驱动型品牌

博 物 馆， 将 以“ 博 物 馆” 高 度

简 洁、 朴 素 的 展 陈 方 式， 呈 现

出 23 个设计驱动型品牌带来的

73 款好设计。他们以卓越的创

新理念、高超的设计水平与清晰

的品牌定位，创造了真正打动用

户的产品及服务，在聚焦的行

业、产业领域里营造了品牌影响

力。这些航行于国潮商海的佼佼

者聚集在一起，完美诠释了本次

BDDMuseum 的主题—“世界最

美好的产品正来自中国”。

           BDDMuseum
设计驱动型
                 品牌博物馆

TONG
HUIMING
 策展人
童慧明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国家二级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BDDWATCH（设

计驱动型品牌观察）发起人。



124
    125





         AEROSPACE 
WATCH DESIGN       
                           SERIES
                 航天表
                      设计系列

舱外航天服表，作为航天计时装

备伴随中国航天员完成多次空间

站出舱任务。多项功能与航天任

务紧密结合，转圈可以实现 7+1

孙 磊， 男，1969 年 生， 现 任 飞

亚达精密科技股份公司总设计

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高级

工业设计师、高级工艺美术师，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中神舟五号、

神舟六号、神舟七号航天表设计

师。

沈阳航空航空航天大学兼职教

授、 陕 西 科 技 大 学 客 座 教 授、

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发改委、

重庆市经信委等多个部门的工业

设计评审专家；国际设计联合会

（IDF）大中华区分会常务理事、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旅游工艺品专

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深圳设计与

艺术联盟副主席、深圳市工业设

计协会副主席、深圳时尚设计师

协会副主席、深圳市形象设计协

会副会长等职。

SUN
LEI
孙磊

出舱的计时功能、45 分钟计时

以及便于天地互通的 AP/PM 功

能等，可以直接面对外太空严苛

的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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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
   的居家生活方式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人们的生

活方式也经历了重大的改变。居

家隔离成为了这个时代所有人共

同的经历，人们对住宅的需求上

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我们生活

的一切从未如此依赖住宅。

长期的居家生活，家庭成员朝夕

相对，起居衣食等多重需求都在

同一个居所中完成，使得居住体

验的重要性被无限放大。 疫情

高孝午 / 不倒翁《梦想 - 虎》
著名雕塑艺术家

周宸宸 / KUAN 椅
产品设计师、策展人｜ FRANK 
CHOU DESIGN STUDIO 创始人

一定会随着时间过去，但人们生

活方式和居家生活需求的转变已

经悄然发生。后疫情时代，如何

重新思考大众居住需求的变化，

并从设计角度做出回应，将成为

未来一段时间内设计界思考的课

题。 以“开放 ‧ 兼容 ‧ 创新”

为主题，集合两岸四地名家及青

年设计师，通过主旨演讲、作品

展示等形式，分享他们的“湾区

家居生活方式提案”

POST-EPIDEMIC    
           LIVING
STYLE

策展人 何潇宁

D&H 顶贺设计联合创始人



方振鹏 / 桌子
高级工业设计师，I-FANG 品牌创始人

张灿 / 剑门关雄关悠谷度假酒店
CSD·DESIGN 创始人 / 创作总监

TANGO / 猫打针装置、阳光的阴影 
AR 猫作品 
著名漫画家

琚宾 / 章堰文化馆
设计师、创基金理事、水平线设
计创始人兼首席创意总监

张雷，CHRISTOPH JOHN，
JOVANA ZHANG / AN 鞍 - 椅
品物流形和融设计图书馆创始人、
主设计师

蒋友柏 / 山之间
橙果设计、常橙文化创意
创办人、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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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才 / RMA OFFICE、宋·川菜
RMA 共和都市创始人 & 创意总监

杨东子 & 林倩怡 / 浮廊
万社设计联合创始人

郑铮 / 《远古生物》
K11 MUSEA 一尚门买手店艺术
装置
立品设计创始人

崔树 / X-BOX
CUN 寸 DESIGN 品牌创始人

李想 / 深圳钟书阁
建筑师 / 唯想国际创始人

吴敏文 & 阳建勋 / 万科湾区生活新
五式
吴敏文 超级平常创始人｜创意总监
阳建勋 超级平常创始人｜技术总监



DEVIL CAT × 
ARTCLOUD ART 
             CO-BRAND   
       SERIES
               魔鬼猫 
              ×ARTCLOUD
艺术云艺术联名系列
魔鬼猫是来自未来一个编号为

ZC66 星球暗黑之星的外星人。

在 2666 年被横行宇宙的僵尸军

团侵占了家乡，并感染上了僵

毒。在逃离魔爪的过程中，通

过时间黑洞穿梭到了现在的地

球。因其外形上酷似地球的猫

咪，所以被地球人成为魔鬼猫。

它们族群天生患有 ZC 恐血症，

所以虽然成为了僵尸却不能吸

血，而转化为吸食人类的负面

能量和负面情绪。这也是为什

么人类和他在一起会莫名变得

乐观、积极、阳光的缘由，是

人类的正能量小伙伴！

YUHI
雨海（猫爹）

猫爹雨海 YUHI，魔鬼猫 IP 创始人，

本 土 潮 流 艺 术 P 国 际 化 践 行 者。

1985 年生于中国大石头，毕业于吉

林艺术学院视觉传达专业，纽约帕

森斯进修艺术管理，现生活于深圳。

“2021 国际潮流艺术家排行榜”第

61 位。作品主题多以时尚潮流、戏

剧冲突、怪奇实验为主。将其个人

的各种生活感悟与奇思妙想通过同

一个伊作为传递载体，以简约抽象、

视觉独特、配色鲜艳、创意大胆的

手法，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脉络，

并坚信不疑地实现着中国当代潮流

尸艺术家的梦想。

ARTCLOUD 艺术云，是国内领

先的公共艺术整体解决方案服务

商，已经发展了从 SAP 艺术大奖，

新媒体艺术工作室、线上数据库、

线下艺术馆、艺术管家团队，同

时联合港中文大学人工智能院，

深圳大学本原设计研究中心成立

了科学艺术联合实验室，形成了

完整生态，通过调动全球艺术创

意文化资源，为客户提供文化内

容打造，艺术 IP 输出，为文旅

项目、城市综合体、城市公共空

间、酒店、零售时尚品牌，进行

艺术文化赋能与塑造，成为艺术

文化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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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RIGONI  
               DESIGN AND    
        PAPER
                佛捷歌尼
设计与纸张

自 1888 年以来，佛捷歌尼始终

被定义为卓越的特种纸张及生

产工艺。佛捷歌尼集团是欧洲最

大的，生产和销售用于包装和平

面设计的各种高附加值纸张以及

不干胶材料产品的企业。佛捷

歌尼集团在全球拥有 4,000 名员

工，25000 种 产 品， 于 132 个

国家进行直销或经销。由于近期

的一系列收购行为，佛捷歌尼集

团成为全球第三大不干胶生产

企业。集团的纸张事业部还囊

括 了 Cordenons 集 团、 和 具 有

悠 久 历 史 的 知 名 品 牌 Fabriano

飞碧纳，以及不干胶事业部的

Arconvert、Manter、Ritrama

（ 自 2020 年 2 月 起 购 入）、IP 

Venus（自 2020 年 12 月起购入）、

Acucote 和 Ri-Mark（自 2021 年

6 月起购入）等品牌。美国分销

商 GPA 也已成为集团下属企业。



& CITY 
   OF DESIGN 
SHENZHEN
                MAGAZINE

《设计之都深圳》是一本遵循国

家政策导向、倡导行业有序发展

的刊物，由深圳创新创意设计发

展办公室主办、深圳市设计与艺

术联盟承办、深圳市艺湾文化有

限公司执行。《设计之都深圳》

以专业、先锋的设计理念对设计

行业进行多维度的探讨和解读，

努力搭建专业交流平台、持续引

发城市公共话题、激发创新设计

活力，致力于呈现深圳国际化城

市建设进程中的文化力量和设计

成就，促进深圳“设计之都”城

市品牌和创新创意设计产业的优

质发展。

& 设计之都
             深圳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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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
策展人
专家咨询团名录

DIRECTORIES



ACADEMIC
COMMITTEE 
         DIRECTORIES         深圳设计周
学术委员

    SHENZHEN
            DESIGN WEEK 
       CO-  CURATORS
         深圳设计周
         联合策展人

KAN
TAI-KEUNG
靳埭强

YUNG HO
CHANG
张永和

WANG
MIN
王敏

LOU
YONGQI
娄永琪

HAN
XU
韩绪

WANG
SHAOQIANG
王绍强

ZHU
RONGYUAN
朱荣远

SUN
QUN
孙群

MA
QUAN
马泉

国际平面设计大师、靳埭强设计奖创办人

中国美术学院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国际著名建筑师

HAN 
JIAYING
韩家英

LIU 
XIAODU
刘晓都

ZHANG
YUXING
张宇星

HONG 
KO
高少康

中国著名设计师，
国际平面设计联盟（AGI）会员
中国美院创新学院客座教授

URBANUS 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
合伙人 / 主持建筑师
坪山美术馆馆长

趣城工作室（ARCityOffice）
创始人 / 主持设计师

著名设计师、靳刘高设计合伙人
香港设计师协会副会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原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
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WDW 世界设计周城市网络国际执委、
北京科意文创创始人

同济大学副校长、设计创意学院院长、
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长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广东美术馆馆长



    SHENZHEN
            DESIGN WEEK 
       CO-  CURATORS
         深圳设计周
         联合策展人

MUI 
KINOSHITA
木下无为

KARR
YIP
叶小卡

FREEMAN
LAU
刘小康

LI
XIANGNING
李翔宁

PANG
WEI
庞伟

ZHAO
JIAN
赵健

FAN
LIN
樊林

YOU
GUOZHONG
尤国忠 

FENG
ZHIFENG
冯志锋 

ZHU
DECAI
朱德才 

LIU
HENG
刘珩 

SUN
QIJIE
孙奇杰 

SUN
LEI
孙磊
 

YANG
BANGSHENG
杨邦胜

YANG
JINGWEN
杨景雯 

WU
HONG
吴洪

WU
FENGHUA
吴峰华 

HE
XIAONING
何潇宁
 

ZHANG
HAO
张昊  

ZHANG
ZHONGYANG
张忠阳
 

CHEN
XIANGBO
陈湘波

中国著名设计师，
国际平面设计联盟（AGI）会员
中国美院创新学院客座教授

URBANUS 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
合伙人 / 主持建筑师
坪山美术馆馆长

趣城工作室（ARCityOffice）
创始人 / 主持设计师

著名设计师、靳刘高设计合伙人
香港设计师协会副会长

FIELD EXPERTS
                SCHOLARS
     专家咨询团

香港设计师协会副主席、DXT 设计 X 科技主席、
GDA 环球设计大奖前主席

香港设计师协会会长、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讲师、
香港文化博物馆顾问

香港设计及创意产业总会主席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

著名景观设计师

上海大学博导、澳门科技大学博导、中国
美术家协会平面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高教学会设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原广州
美术学院副院长。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
策展人（建筑——室内——景观）

LUO
ZHENG
罗峥

 
ZHENG
ZHONG
郑忠 

ZHAO
RONG
赵蓉   

HU
HONGXIA
胡洪侠 

QIAN
YUAN
钱源
 

LUAN
QIAN
栾倩

HUANG
NAN
黄楠 

JU
BIN
琚宾 

 
HAN
ZHANNING
韩湛宁 
 

HE
YIYANG
黑一烊 

CAI
JIE
蔡洁

YAN
WEIXIN
颜为昕 

PAN
MING
潘明

深圳市家具行业协会会长

朗图设计创始人

英途联盟创办人及创意总监、
深圳市前沿艺穗艺术中心发起人

南沙原创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哈佛博士

海上世界文化中心招商文化副总经理

飞亚达总设计师

YANG 设计集团 创始人 & 总裁

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执行副会长

深圳市服装设计协会主席

TTF 高级珠宝品牌创始人

D&H 顶贺设计联合创始人

深圳平面设计协会主席

深圳市插画协会会长

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馆长

深圳市时尚文化创意协会会长

CCD 创始人 / 董事长

设计互联总监

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晶报总编辑

万科城市研究院院长

深圳市设计与艺术联盟副主席

万科南头古城项目运营公司总经理

HSD 水平线空间设计 | 北京 | 深圳 |
首席创意总监、高级建筑室内设计师

知名平面设计师

Sense team 感观体创建人兼创意总监

深圳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秘书长

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馆长

深圳市服装行业协会会长



   设计的派对
前沿的展场
        创意的荟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