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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璞境·羊盟杯”设计大赛 

总叙 

 

一、 大赛基本介绍 

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三十年间，城市和乡村经受着“大拆大建”和日渐凋敝的发展

阵痛。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城市和乡村的管理者和设计者越来越感受

到宏大粗线条的城市乡村开发模式的弊端，随着新建活动的减少，城市和乡村将走向精细化

微观的再造之旅。 

    本赛事广邀海内外知名设计院校，包括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央美术

学院等共同参赛，并邀请来自两岸四地以及海外的专家作为大赛评审。以中国·英德英西峰

林旅游区内黄花镇为设计蓝本，用国际化的视野打造中国美丽乡村。 

 

二、 大赛发起背景 

羊城设计联盟是 2012 年初由广州本土民营设计企业联合发起的民间非营利组织，迄今

已集结了三十六家在华南地区具知名度的空间设计机构，从业人员超过 6000 余人。会员单

位业务涵盖：建筑与规划设计、室内设计、园林景观设计、其他（照明、幕墙、基坑设计等）

等。羊城设计联盟致力于推动华南地区设计力量的整合和发展。 

羊城设计联盟牵手 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广州市竖梁社建筑设计有限公司、SPDG

汉森伯盛国际设计集团、尚诺柏納空间策划联合事务所等多家协会会员单位，通过 2016 年

举办的一系列学术活动，旨在推动“微观再造”观念在学术界的普及。第一届“璞境•羊盟

杯”设计大赛，作为此系列活动的互动参与单元，既是高校设计水平的展示窗口，也希望激

发社会各界对中国美丽乡村改造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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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赛主题 

微观再造-彩村民宿 

“微观再造”意味着，城市和乡村更新过程的尺度的转变。从超大尺度的图面上的建筑

学走向微小尺度的在场营建。当尺度发生转变时，城市和乡村的建造活动开始有了人文关怀

的细致温度。 

“微观再造”意味着，城市和乡村更新过程的视角的变化。从关注效率的城市基础设施

的建设转向放慢脚步的景观装饰。当视角发生改变时，城市和乡村的建造活动开始有了凸现

艺术特性的精度。 

“微观再造”意味着，城市和乡村更新过程中设计师素质的变化。设计师已逐渐从单一

专业性的技术工程师，转为大设计领域的综合专业参与者。与互联网的结合，跨学科跨专业

的合作，城市和乡村的建造活动开始有了综合的社会经济内涵。 

 

四、 大赛目标 

1. 集结国内外优秀的景观、建筑、规划、艺术设计师及学生，一起为美丽的黄花镇群

策群力，“微观再造”乡村风貌。  

2. 发现黄花镇旧村的存续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3. 延续乡村风貌，唤起人们保护乡村文化的意识，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4. 提高黄花镇的知名度，促进地方旅游发展。 

 

五、 大赛参赛要求 

1. 参赛者必须是在校学生（包括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国籍不限  

2. 设计大赛共分为三个专业组别，分别为：A. 规划+景观组； B.建筑+室内组；C.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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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艺术组。 

3. 参赛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擅长领域进行报名，必须组队参赛。每个参赛小组需配

指导老师一名： 

A. 规划+景观组人数限定在 3-5 人之内 

B. 建筑+室内组人数限定在 3-5 人之内 

C. 彩绘+艺术组人数限定在 1-3 人之内 

 

六、 大赛报名方式 

1. 手机移动终端报名。通过关注“羊城设计联盟”公众号（账号：YCDA-2012），

点击右下方“羊盟杯”，直接跳转至 H5 进行微信报名。 

2. 官网报名。前往大赛官网 www.ycdacup.com.cn 进行 PC 端报名。 

3. 邮件报名。通过填写《报名表格》（《报名表格》请到大赛官网下载），并发送

到大赛指定邮箱 ycdacup@ycda.com.cn。 

4. 报名截止日期：2016 年 8 月 1 日。 

 

七、 大赛奖项设置 

（一）单项奖 

    一等奖：3 名（A、B、C 每个专业组别各一名），奖金￥20000 元（含导师指导费 5000

元）及证书和奖杯 

二等奖：3 名（A、B、C 每个专业组别各一名），奖金￥10000 元（含导师指导费 2500

元）及证书和奖杯 

三等奖：3 名（A、B、C 每个专业组别各一名），奖金￥5000 元（含导师指导费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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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证书和奖杯 

优胜奖：若干名，证书及奖品 

（二）特别奖 

最具网络人气奖：1 名，奖金￥1000 元及证书 

（三）获奖者有机会获得 

（1） 获奖作品有机会获得投资落地的机会 

（2） 获奖者将拥有被推荐给羊城设计联盟旗下成员单位工作的机会 

 

八、 大赛项目任务书 

1、题目解析及要求： 

1) 规划+景观组：英德市黄花镇黄洞水库及周边区块包括水库小岛、山地森林、

村落农田，相对独立，环境优美，适合发展乡村休闲、康体养生旅游。依循旅游发展趋

势做旅游项目策划，根据虚拟的项目，结合场地景观条件做概念性景观规划。规划内容

应贴近地方风土人文条件、充分展现场地利用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同时给游客独特的旅

游体验。 

2) 建筑+室内组：黄花镇溪村整体处在峰林与农田之间，环境优美而独特，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随社会经济发展，溪村逐渐空心化。竞赛选取溪村当中一个传

统民居及周边环境作为设计对象，根据红线范围进行建筑改造设计及建筑周边景观概念

设计。设计目标是改造为民宿群或一个乡村野奢酒店，参赛者可尽情发挥想象空间对主

题予以诠释。每组作品需包含酒店的基本功能元素，在经济合理以及空间趣味中找到平

衡点，布置合理数目的客房，配套设施如大堂、餐厅、厨房，其他配套可由参赛者根据

设计需要增添，具体面积由各参赛组确定。尽量保留原有建筑，延续原有村落风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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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拆除 30％左右的老建筑，和新建不超出原有建筑面积 30%的

建筑。 

3) 彩绘+艺术组：黄花镇附近一个村落，新建的一组普通两三层的民房，建筑外

观与地方传统村落风貌不协调。根据美丽乡村建设及发展乡村旅游需要，创意做彩绘美

村，以艺术的途径打造新的景点。设计要求在这组新建的民房沿公共开放空间及宅间道

路创作墙体彩绘作品，题材应与当地自然人文结合，并赋予鲜明的主题。 

2、请登录大赛官网 www.ycdacup.com.cn 下载： 

1) 第一届“璞境·羊盟杯”设计大赛总介绍 

2) A/B/C 三组别详细项目任务书 

 

九、 大赛作品提交内容 

1. 图纸电子版：  

（1） 请以 A0(841mmx594mm)图纸版面竖向排版，每项作品须由 1-5 幅图纸组

成 ( A. 规划+景观组图幅为 3-5 幅；B.建筑+室内组图幅为 2-4 幅；C. 彩绘+艺术组

图幅为 1-2 幅；） 

（2） 图纸电子版需能充分表达作品创作意图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透视图、

相关分析图解，以及 500 字以内的设计说明（可组合于版面之中）等，比例不限；所

有图文表现须中英文双语；比例与尺寸一律采用公制单位。 

（3） 需在每幅图纸电子版的右下方标注：第一届“璞境·羊盟杯”设计大赛+组别

名称（A/B/C)。 

2.  个人资料： 图纸版面中不得出现任何有关作者姓名和所在院校的文字或图案，

提交作品文件夹里须附有一个以“YCDA-组别名称（A/B/C）+组长全名”命名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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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T 格式），包含参赛小组所有成员的姓名、学校及院系专业全名、电子邮箱、手机

号码、指导老师姓名及联系方式、作品名称及设计简要说明。 

3. 身份证明：参赛小组所有成员需附加可辨认的身份证明扫描件（中国大陆地区

参赛学生提供身份证扫描件，中国港澳台地区和国际参赛学生提供护照扫描件）和学生

证电子扫描件。 

4. 不符合规定者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十、 大赛作品提交形式 

根据各组别任务书的指定要求提交电子版，大赛作品提交内容请打包发送至大赛邮箱

ycdacup@ycda.com.cn，邮件标题及打包文件命名请使用“YCDA-组别名称（A/B/C）+

组长全名”命名。 

 

十一、 大赛时间表 

在线报名截止时间：2016 年 8 月 1 日 

作品提交截止时间：2016 年 9 月 12 日 

评审时间：初审 2016 年 9 月 13 日 

          网络投票 9 月 14-22 日 

          终审 2016 年 9 月 23 日 

颁奖典礼及论坛：2016 年 9 月 24 日 

 

十二、 大赛评委顾问 

大赛特邀泰国著名建筑师 Ongard Satrabhandhu 为评委会主席，并邀行业内具声望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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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担任评委。 

 

A 规划+景观组： 

佐佐木叶二 日本景观设计大师／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教授 

王向荣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院长 

朱育帆 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景观学系副系主任 

周剑云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方晓风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院长助理 

赖文波 重庆大学副教授／日本九州大学博士 

彭涛 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创始人 

彭勃 澳大利亚 IAPA 设计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叶劲枫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设计总监 

 

B 建筑+室内组： 

Ongard Satrabhandhu 泰国著名建筑师 

魏春雨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院长 

Pirast Pacharaswate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建筑系主任 

冯国安 间外工作室主持建筑师／香港中文大学兼任助理教授 

冼剑雄 广州市冼剑雄联合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广州瀚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建筑

师 

盛宇宏 SPDG 汉森伯盛国际设计集团创始人／总建筑师 

陈宏良 天萌国际设计集团总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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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英凯 汤物臣·肯文创意集团董事 / 设计总监 

王贇 尚诺柏納空间策划联合事务所董事 

 

C 彩绘+艺术组： 

冯峰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著名艺术家 

陈展辉 著名策展人／建筑之外创始人 

刘泉 明日大师艺术机构创始人 

Kristof Crolla 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 

黄薇 独立艺术家／设计师 

冯燕云 IVY.蔓视觉影像机构创始人／著名空间建筑摄影师 

叶敏 广州市扉越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创始人／总建筑师 

许牧川 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广州维川设计机构设计总监 

宋刚 广州市竖梁社联合创始人／华南理工大学 

 

十三、 大赛组织机构 

策展人：宋刚 

主办方：羊城设计联盟 

冠名单位：广东璞境旅游管理有限公司 

承办方：英德市黄花镇人民政府、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广州市竖梁社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SPDG 汉森伯盛国际设计集团、尚诺柏納空间策划联合事务所 

协办方：广州市冼剑雄联合建筑设计事务所、华阳国际设计集团广州分公司、澳大利亚 IAPA

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天萌国际设计集团、汤物臣·肯文创意集团、TCDl 创思国际建筑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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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广东卓艺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媒体支持：腾讯大粤网、新浪网、羊城晚报、搜狐网、凤凰传媒、新楼盘、景观设计、景观

中国网、房地产导刊、Interior Design 

 

十四、 法律与责任 

1. 参赛者需同意并遵守本大赛内容及大赛规则；大赛组委会对大赛规则拥有最终解释权。 

2. 参赛者拥有参赛作品的版权，但大赛组织者与出资单位有权行使参赛作品署名权以外的

其他版权权利。 

3. 参加过其他大赛的作品，或使用他人曾经在公开场合发表过的创意的作品不允许参加大

赛。 

4. 大赛评委不得作为指导老师指导学生参赛，违反规定者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