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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建造

80 后青年建筑师论坛日程

—主办单位—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

新建筑杂志社

—协办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WCY 地方工作室

—媒体支持—

（排名不分先后）

—论坛导言—

在新的时代里，80 后建筑师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如何在纷繁多相的世界中挖掘和表达建筑本体的力量；如何

在技术进步，观念更迭的时代找出自己的表达方式；80 后建筑师一直致力于此。

根植于理性的价值理念，地景建造是非常重要的设计策略之一。

地景建造，借由场地本身的构成出发，找到设计与场地的契合关系；让建筑顺应地势、地形，而成为地形基因组构的延伸。地景建造

让建筑与景观一起，成为大地上整体的空间领域；它让建筑变得有理可循，它让设计依据与结果互为映衬和补充；它是符合人与自然

共生，人类造物与自然脉络共存的创作策略。

通过对原生地形、地势的响应，我们可以让建筑“生长”于场地，而非简单的置于场地，最大限度地减小建筑对原始环境的破坏，避

免建筑对原始场地脉络和基因生硬的割断，保存人们对场所的部分记忆，让自然环境与建筑之间建立起良性的、互相尊重的对话关系。

借由对场地本身的认识与解读，我们可以挖掘场所本身的特点，进而顺应和强化，从而烘托出场地与环境本身的优势，从而让建筑与

环境成为真正一体的、具有完整效应的系统。让设计的成果成为一个可被重新认知的场所，建筑成为优化下的城市节点，成为城市与

自然之间过渡的桥梁。

地景建造让设计从纷繁的风格、语汇中抽出身来，回归理性的设计，回到大地自身。

是我们——让建筑拔地而生，而建筑——也终将归于大地，回归“地景”。

有方空间 谷德网 建筑学报 UED·城市环境设计

西部人居学刊 AC 建筑创作 时代建筑 新建筑杂志

ArchDaily 中国 建筑学院 APP 国匠城 景虎景观

Ikuku 清华爬山虎 设计物语 每筑建文

凡益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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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排名不分先后，按照议题版块暂列）

程 艳 春 早稻田大学创造理工学研究科建筑学专攻博士，C+ Architects 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人，主持建筑师，北京建筑大学教师

王 宝 珍 北京大学硕士，因园工坊主持建筑师，郑州大学建筑学院教师

鲍 玮 南京墨森建筑设计总监

王 子 耕 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硕士，镜像调查局创始人，PILLS 杂志主编，东岸学社联合发起人，北京电影学院教师

王 斌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筑学硕士，个别设计建筑工作室创始人，主持建筑师

尹 毓 俊 哈佛大学建筑学与景观建筑学双硕士，普集建筑（Projective Architecture Office)联合创始人

宋 明 星 WCY 地方工作室设计师，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师，建筑系副主任

张 贤 铭 卡耐基梅隆大学 Bachelor of Architecture，印度 TERI 大学博士候选者，柏林自由大学未来学院访问学者，

P8 空间交互研发所联合创始人

青山周平 东京大学建筑学硕士，B.L.U.E.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北方工业大学建筑学系教师

段 安 安 深圳市华域普风设计有限公司建筑师，设计董事

宋 刚 美国康奈尔大学建筑艺术与规划学院获建筑学硕士，竖梁社事务所创办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师

—召集人—

赖文波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师，硕导，《新建筑》杂志特约编辑

—论坛嘉宾—

魏春雨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院长，博导，中国建筑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理事

李晓峰 《新建筑》杂志社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博导、教授，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

谭刚毅 《新建筑》杂志社副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博导、教授，建筑学系主任

褚冬竹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导，院青年学术委员会主任，Lab.C.[architecture]设计与研究工作室主持

徐 峰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湖南省建筑师学会理事，湖南省绿色建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冯 路 无样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建筑学博士 Ph.D by design (Sheffield)

陈 翚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办公室主任，国际被动式住房协会会员

胡鹏飞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总经理，湖南欧美同学会理事

—论坛日程—

2015年 12月 18日（周五）
14:00开始 报到及湖南大学校园地方工作室作品考察

报到地点：集贤宾馆

2015年 12月 19日（周六）
09:00—09:10 论坛开幕

开幕致辞 魏春雨 李晓峰

主持 宋明星

09:10—09:20 合影

09:20—09:50 青年建筑师作品展

09:50—10:00 茶歇

10:00—12:00 议题 1 主持 赖文波

对谈 /嘉宾 魏春雨；李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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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

程艳春 主题 旅行与设计

王宝珍 主题 三园之因

鲍 玮 主题 非学术建筑实践

王子耕 主题 我们为什么要做 pills

12:00—13:20 午餐·休息

13:20—15:15 议题 2 主持 胡鹏飞

对谈 /嘉宾 谭刚毅；徐 峰

演讲

王 斌 主题 广义地域

尹毓俊 主题 激进现实主义下的城市复杂性

宋明星 主题 参数化大跨教学实践

张贤铭 主题 黑空间

15:15—15:25 茶歇

15:25—17:00 议题 3 主持 陈 翚

对谈 /嘉宾 褚冬竹；冯 路

演讲

青山周平 主题 胡同改造与地域性

段安安 主题 普通地标

宋 刚 主题 未来小屋计划

17:00—17:40 报告：地方筑语——魏春雨

17:40—17:50 论坛闭幕

18:00—19:30 晚餐

—论坛系列活动—

｜展览｜

2015年 12月 14日—12月 18日 80后建筑师作品展预展

2015年 12月 19日—12月 25日 80后建筑师作品展览周

地点：湖南大学大学建筑学院负一楼展厅

｜学术讲座｜

2015年 12月 18日 （周五）19:00-20:30

主讲人：冯路

演讲题目：半透明性

2015年 12月 18日 （周五）20:30-22:00

主讲人：程艳春

演讲题目：勒·柯布西耶与日本

地点：湖南大学建筑学院一楼学术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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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组联系方式—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新系馆

电话：0731-88821470
传真：0731-88821912
联系人：宋明星 13548770006 杨振航 18684647828

80后发言人（排名不分先后，按照议题版块暂列）

程艳春 介绍：男，1985年。2003.9-2008.6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本科）;2008.9-2011.6北京大学·建
筑学研究中心（硕士）; 2011.9-2014.7早稻田大学（日本）·创造理工学研究科建筑学专攻（博
士）。工作经历：2006.7-2011.7方体空间工作室 /建筑师；2011.9-2014.7古谷诚章研究室（日
本）2014年与合伙人创立 C+ Architects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2015年 2月至今任教于北
京建筑大学。出版：《世界建筑旅行地图-日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年 1月。
发言题目：旅行与设计

王宝珍 介绍：1981年出生于河南宝丰，北京大学硕士、师从董豫赣教授，郑州大学建筑学院讲师，因
园工坊主持建筑师；2004年获“自然之屋”全国大学生设计竞赛第二名，2005年“城中村”设
计作品参加深圳国际建筑双年展，2007年获日本池下建筑奖学金，2008年获美国 SOM基金会主
办的设计竞赛第一名、并赴欧洲游学，2009年参加香港举办的 CHINA BECOMING（泛中华地区新
生代新锐建筑师）作品展，2013年“建构实验”教案在“全国高等学校建筑设计教案和教学成
果评选活动”中获优秀教案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

代表作品：容园、椭园、竹可轩+虎房
发言题目：三园之因

鲍 玮 介绍：出生于江苏南京，南京林业大学室内与家具设计学士；湖南大学建筑学硕士、师从魏春

雨教授；曾任《id+c》杂志副主编；中国室内设计学会会员；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高级建筑师；
2013年创办南京墨森建筑设计（MOS Architecture）；现任MOS设计总监
代表作品：南京玄武湖九号公馆建筑改造设计；素然服饰上海新天地店室内设计；南京浦口软件

园创新服务中心建筑设计；沭阳县档案馆建筑设计；途家网黟县宏村大理石厂地块酒店设计

发言题目：非学术建筑实践

王子耕 介绍：1984年.北京电影学院教师，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硕士，PILLS主编，东岸学社联合发起
人。曾就职于北京非常建筑事务所、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李兴钢工作室、筑博设计集团建筑工作

室。在普林斯顿大学，同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担任助教及客座教师。曾四次获得全国大学生建

筑设计竞赛优秀奖，FAIRYTALES 2015国际竞赛一等奖，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专业方
案设计一等奖，建筑专业方案设计一等奖等。作品参展 2014年北京大声展，威尼斯国际建筑展
及港深双年展等重要国内外展览。作品及文章发表于 Pidgin Magazine、DOMUS、archdaily、
gooood、design milk、《时代建筑》、《新建筑》、《新视线》、《城市中国》等国内外期刊和
媒体。

发言题目：我们为什么要做 pills

王 斌 介绍：男，1982年。苏州个别设计建筑工作室创始人，主持建筑师，苏州春上文旅总设计师。
获得东南大学建筑学学士学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筑学硕士学位，正在攻读同济大学建筑学

博士学位。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学习历史理论，希望通过挖掘到的理论价值来审视和开展自身

的实践，同时他用敏锐的洞察力与想象力探索着城市“新世界”，近年来完成了诸如新旧间、莫

干山御庭精品酒店等一系列优秀建筑实践。

发言题目：广义地域

尹毓俊 介绍：普集建筑（Projective Architecture Office）联合创始人,哈佛大学建筑学与景观建筑学双硕
士，任哈佛大学资深研究员及课程助理，哈佛大学院长研究基金获得者。2015深港城市建筑双
年展策展团队主题展策展人。研究集中在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城市环境中，建筑如何作为空间手段

介入并影响城市环境，创造出积极的公共空间和丰富的城市公共生活。其主要代表作品为深圳湾

生态科技城、布宜洛斯艾利丝艺术馆、深圳海纳百川高层设计，深圳下沙城市设计，深圳消防站

标准化设计等。

宋明星 介绍:湖南大学建筑学博士；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师，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副主任；在WCY
地方工作室从事建筑创作活动。长期以来关注人居环境复合化研究和地域建筑设计；探索大跨度

教学与参数化结合的教学方法。2012年“大空间大跨度建筑设计”教案在“全国高等学校建筑
设计教案和教学成果评选活动”中获优秀教案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

参与主要作品：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设计；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法学院建筑设计；郡原广场建

筑设计

发言题目：参数化大跨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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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铭 介绍：出生于 1986年。P8空间交互研发所联合创始人。获得卡耐基梅隆大学 Bachelor of
Architecture，印度 TERI大学博士候选者，柏林自由大学未来学院访问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建
筑与科技的交叉路口，数码制造、物联网、可持续性和模式语言，作品为虚拟建筑与新科技时代

规则诞生出的新类型的建筑空间：远大 2010上海世博馆，P8星球，长桥书肆等。
发言题目：黑空间

青山周平介绍：1980年出生于日本广岛，B.L.U.E.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合伙人。2003年以“最佳毕业设计
奖”毕业于大阪大学，并获第 10届 UNION造型设计大奖赛二等奖。2004年作为日本政府文部
科学省派遣留学生到布鲁塞尔 Sint-Lucas建筑学院及巴黎国家高等拉维莱特建筑学院深造。2005
年从东京大学建筑学系毕业并获“最佳硕士论文奖”。2005年起在 SAKO建筑设计工社任设计
师。2008年升任设计室长，同年获日本商业空间协会设计大奖赛银奖。2012年至今在清华大学
修读博士学位，2013年起同时任北方工业大学建筑学系教师。
发言题目：胡同改造与地域性

段安安 介绍：华域普风设计董事,湖南大学建筑学学士、硕士,深圳市规划和国土委建筑设计审查专家库
专家; 2006-2014年，法国欧博建筑与城市规划设计公司设计总监、部门经理。关注公共性并一直
致力于公共性的实现；尤其擅长公共建筑与公共空间的设计。10年中先后参与和完成公共写字
楼、城市综合体、文化设施、住区规划与居住建筑等多种类型的项目。

代表作品：深圳康佳研发大厦、深圳龙岗天安数码城、贵阳国际会议与展览中心、深圳文学艺术

中心、贵阳 201大厦、柳州华润凯旋门、丽江雪山小镇艺术家工作室、长沙华润置地广场。
发言题目：普通地标

宋 刚 介绍：竖梁社事务所创办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师,2004年，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获建
筑学学士;2006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获建筑学硕士;2008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建筑艺术与规划
学院获建筑学硕士

研究方向：建筑设计的数字生成方法与数字建造途径

发言题目：未来小屋计划

对谈嘉宾
魏春雨 介绍：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工学博士；湖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中国建筑学会第十二届

理事会理事，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理事会理

事，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教育评估分会理事，中国建筑学会中国当代百名建筑师。

多年来致力于地域界面类型研究，尝试对地域建筑类型进行类型转换，持续关注建筑与城市

中的复合界面研究及其地域场所表达。2011受邀参加超加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超轻
村项目，2012年受邀参加第 13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馆•异化。

李晓峰 介绍：教授、博士生导师，工学博士；《新建筑》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

院长，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建筑与文化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民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建筑学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住建部传统

村落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建筑遗产保护；聚落与乡土建筑；当代设计与传统意象。

获中国建筑教育奖（2014）；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1）以及华中科技大学“师表奖”（2010）。

谭刚毅 介绍：《新建筑》杂志社副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建筑

学系主任。中国建筑史学会民居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建筑与文化学

术委员会副秘书长。2010.12-2011.6香港大学访问学者，2012.7-2013.7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访问学
者。

研究方向：传统民居与乡土实践近代城市与建筑

褚冬竹 介绍：男，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学术委员会主任，Lab.C.[architecture]
设计与研究工作室主持人，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建筑理论与创作学组

委员，《新建筑》杂志特约编辑，《西部人居环境学刊》通讯编委，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荷兰代

尔夫特理工大学访问学者，现致力于可持续建筑与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公共交通介入下的高密

度城市空间响应等领域的研究与实践。

徐 峰 介绍：徐峰，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湖南省建筑师学会理事，湖南省绿色建筑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承担科研项目 20余项，其中包括主持国家“十一五”
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课题 1项；主持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子课题 2项；作为
主要研究人员完成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 1项和欧盟国际合作项目 1项。在相关学
术期刊发表科研论文 40余篇，出版教材专著 4本，担任可持续建筑系列教材副主编。
研究方向：传统民居生态适宜技术、绿色建筑设计方法及评价、跨学科的可持续建筑教育。

冯 路 介绍：无样建筑工作室创始人及主持建筑师，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建筑系首位“设计研究”博士，

南京大学建筑系兼职教授，建筑策展人，《城市空间设计》杂志编委，《建筑师》杂志特邀栏

目学术主持，《中国建筑教育》杂志特约编辑，《时代建筑》兼职编辑。在上海致力于设计实践

和学术研究工作，2013年出版学术文集《看不见的景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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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嘉宾
陈 翚 介绍：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办公室主任。国际被动式住房协会会员，

捷克建筑师学会外籍会员，中国建筑学会会员，湖南省设计艺术家协会会员，湖南省土木建筑学

会会员，布拉格国际建筑节中国区终身策展人，“布拉格”国际实验性建筑设计大赛终身评委。

主要研究方向：建筑创作理论及批判研究

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研究

建筑节能及被动式住房标准研究

胡鹏飞 介绍：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学士学位，米兰理工大学硕士，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湖南

分公司总经理，长沙从零到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湖南欧美同学会理事，湖

南海归协会常务理事

召集人
赖文波 介绍：日本九州大学艺术工学博士，重庆大学城乡规划学博士后。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讲师，

硕士生导师。《新建筑》杂志社特约编辑，共同主持“80后新建筑师”专栏。“设计物语”新媒体创办人，
“建言学术沙龙”发起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