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所在院校

Jack Payne 昨天明天

Professor Nic Clear,

Hyun Jun Park, Vijay

Taheem

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所在院校

李阳 日出山海天未来水世界 周炯焱 四川大学

黄紫东 斜杠青年公寓 续昕 四川大学

胡智越、王佳琦、沈志伟、解建国 观想园——禅意文化空间叙事性探究设计 胡月文 西安美术学院

Jonathan Pateman 打印宫殿

Professor Nic Clear,

Hyun Jun Park, Vijay

Taheem

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朱彦、谢威、孙慧慧、何衍辰 村城悖论关于乡村近未来建筑的一种可能 谭人殊、邹洲 云南艺术学院

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所在院校

黄忠臣、叶莉 “呼吸自然”——与环境共栖的心灵都市 陶雄军 广西艺术学院

吴杨、郑崇海 解忧乡愁 贾思怡、边继琛 广西艺术学院

周海仪 磨庄村民活动中心 贾思怡、边继琛 广西艺术学院

黄轩、章奇峰、党林静、康文、邱

鑫、王浩

光明永续——民居保护与再生的转型性老年

人空间创意设计
孙鸣春、屈炳昊、李建勇 西安美术学院

林宏瀚、陈静、杨冉 境象·榆林沙地民俗博物馆 华承军 西安美术学院

李桂楠、段锐、傅童彤 台崖窑壁 华承军 西安美术学院

吴雅婧、罗武豪、孔灏元、范文奕

、彭琼靓、闵仔瑞、王思雨、姜皓

天

双山岛灯塔民宿设计 陈新 云南艺术学院

吴雅婧、范文奕、王思雨 云南大理绿玉农贸市场改造设计 陈新、张春明 云南艺术学院

秦晋、丁曼、杨志、罗英敏慧 “壹木乡源”云南楚雄咪依噜民居设计 杨春锁、张一凡 云南艺术学院

周晓菲、张群瑶 年华.里 杨春锁、张一凡 云南艺术学院

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所在院校

果楠
“轴”非理性主义反叛——西安大华1935原

址项目设计改造
蔡安宁、邓雁 广西民族大学

赵国柱、钟汉良 缝隙记忆 涂照权 广西艺术学院

建筑设计类获奖

优秀奖

金奖

银奖

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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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雨晴 叶茂归根——磨庄的叙说 贾思怡、边继琛 广西艺术学院

张宇驰 下河记忆 周炯焱 四川大学

梁银肇成、杨成通、王明、周煜 四川艺术学院建筑改造设计 周晗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甄言、刘文鹏 陕北窑洞建筑设计 张纪军 西安理工大学

严静仪、彭佳煜、耿晓丽
YC²——关于青年艺术家新型生活空间模式

探究
石丽、张豪 西安美术学院

黄俊翔、屠仁静、付新佳 伴茶伴水伴江山——焕古镇村落更新改造 华承军 西安美术学院

张京伦、韩强强、慕青 互助活跃型创新养老建筑空间设计 石丽、张豪、濮苏卫 西安美术学院

傅昱橙、徐大伟、田楠 回坊，回访大皮院38号建筑空间更新设计 石丽 张豪 西安美术学院

李尚璐、贾鑫磊、吴俊杰 净音息止 王展 西安美术学院

刘浩天、谭陈扬、何家伟 年轮·黄土地上的乡建 濮苏卫 西安美术学院

刘巧莉 散点叙事策略下的住宅设计 周靓 西安美术学院

王钰莹、李艳龄、李律 新生——渭南205库棉花厂改造设计 刘晨晨 西安美术学院

廖雅琪、汪灵悦、陈田枫 稚趣·造下——儿童地下探索体验乐园 张豪 西安美术学院

陈曦、魏雯慧 新生土——生土博物馆建筑与展陈空间设计 郭治辉 西安欧亚学院

伏昶嘉、李晋莹、王灵梦 让乡土系得住乡愁乡村民宿建筑及空间设计 曾筱 西华大学

朱一帆 河北长寿村游客中心建筑设计 肖锟 新疆师范大学

麦麦提艾力、李剑峰、苏钦喆 方糖文化艺术馆设计 马利广、张琳娜 新疆艺术学院

唐洁
酒窖酒酿·低醉情怀——四川丰谷酒业酿酒文

化空间设计探索
费飞 西南科技大学

罗玉春
消费升级背景下的文化诉求——以丰谷酒业

老厂区改造设计为例
费飞 西南科技大学

Hung Thanh Dang 多样性和共栖所的庇护
Prof Adrian Pitts

Dr Yun Gao
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段紫苑、梁川 万物生于土——而终归于土 施宇峰 云南民族大学

刘凯
“四方记”军民总管府历史风貌恢复及建筑

特色研究
杨春锁 云南艺术学院

李睿琦 触木盲人展馆设计 王锐、邹洲、李异文 云南艺术学院

肖洒 圵·圷——红酒文化体验空间 王锐、杨春锁 云南艺术学院

杨杰、肖梓凌、金元元、万子蜻、

钟孜珑、景晓宇、杨瑞雄
呈贡老城更新概念规划设计方案 李卫兵、王睿 云南艺术学院

李丹彤、王宇华、李湾仪、马衎、

黄圆正、杨洋
弥勒虹溪古镇再生更新概念规划设计方案 李卫兵、王睿 云南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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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嘉奇、刘家兴 影所 马琪 云南艺术学院

范太朝、杨娜 云南弥勒太平湖摄影绘画基地规划设计 马琪 云南艺术学院

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所在院校

王雯、张潇予、徐晨照、袁敏、彭

梅平、薛啸龙、邹鹏晨

花载时分倚东风——弥勒市东风韵花海景区

民宿景观设计
杨春锁、穆瑞杰 云南艺术学院

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所在院校

李梦诗、李和、郭映、刘星月 林盘艺术居所设计 周炯焱 四川大学

汤昊朗 木林森·城市树空间设计意象 吴兵先 四川大学

张雅雯、程树梅 同形异构——萤火谷生态种植农业体验基地 黄红春 四川美术学院

曾雅丽、邓宇婷、王义颖 山绿——网络互助生态补偿计划
王娟、海继平、李建勇、

金萍
西安美术学院

李金铭、李淑君、王代君、陈年妍
预见未来——基于过去百年景观发展下的对

未来二十年景观设计发展研究
孙鸣春、吴文超 西安美术学院

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所在院校

郑智嘉、杨旭、刘延东
知否，知否。田园将芜胡不归？——南宁市

刘圩镇罗坡村景观规划方案
林海 广西艺术学院

王方圆 共生·罗城古镇滨湖区景观设计 段禹农 四川大学

王一平
旧宇唤新知·重庆市石柱县中益乡关口岩农村

院落环境修复与利用设计
赵宇 四川美术学院

牛云
模术——重庆市石柱县中益乡龙河村生土再

生景观设计
赵宇 四川美术学院

周姝伶、沈悦、肖骊娟、张园茜 巷世界 李媛 西安美术学院

王淑铭 甘肃玉门工业废弃地生态修复与景观改造 刘凡祯 西安欧亚学院

陈红 侧坐莓苔草映身 李群 新疆师范大学

孟贺雪琳 大芬艺术博物馆景观设计 姜丹 新疆师范大学

曾莹、王晓华 太平湖湖滨艺术游览区景观规划设计 马琪 云南艺术学院

景观设计类获奖
金奖

银奖

铜奖

3／21



杨雅淇、刘弋莉、陆馨怡、李松俊

、宋丽艳、张海、查丽桃、王金秋

、张玉良、赵志霖

野生蛮长 杨霞、彭谌 云南艺术学院

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所在院校

梁杰、黄寿屏 耕耘丨树艺 莫媛媛、黄一鸿 广西艺术学院

彭英颇、蒙金钊、张珂玮 栖于壮乡 莫媛媛、黄一鸿 广西艺术学院

王冠英
“重拾芳华”——成都钢管厂三区适老性环

境更新设计
周炯焱 四川大学

孙旖旎、唐瑭、王兴琳、肖洒、廖

素冰

“文化与传承·一桥一故事”——四川遂宁桥

梁主题设计
龙国跃 四川美术学院

张方舟、王雪凌、罗紫月 根脉2049 韦爽真 四川美术学院

梁倩、雷丽 乌托邦日记 赵宇 四川美术学院

孙旖旎、唐瑭、夏瑞晗、秦涵钰、

王子豪

渝韵江风·行桥之路——重庆江北市政人行天

桥景观照明设计
龙国跃、张倩 四川美术学院

赵砚博、冯宇航
云峦记——华蓥山矿业遗产生态公园概念设

计
黄红春 四川美术学院

刘子晨、魏欣冉、王佳祯 “如见天水”传统民俗街区改造 苏义鼎 西安理工大学

石军军、曹新月 “时光逆旅”纪念空间的叙事性表达 乔治 西安理工大学

吴雨泽
西安水寨新村走失的“记忆”基于微更新理

念下的社区公共空间改造
黄君怡 西安理工大学

侯燕玉、蔡丽云、李智飞
“深呼吸”——基于疗愈景观理念下的山地

景观初探

金萍、海继平、王娟、李

建勇
西安美术学院

李佩垚、朱志浩、刘骕、刘航 待到山花烂漫时 郭贝贝 西安美术学院

王灵、居雯静、于一凡 唤古听今
海继平、王娟、李建勇、

金萍
西安美术学院

解颜琳
脉·落城市共生平台——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高架景观概念设计
孙鸣春、余玲 西安美术学院

吴奕璇、张靓、杨依睿、张帅
闪闪红星哈达铺长征历史文化街区景观设计

改造
乔怡青 西安美术学院

左洵、吴浩平、潘一楠、吴韵琴
微世大美——西安下马陵传统社区微更新改

造
李媛 西安美术学院

杨丰铭、王钦、马怡荷
新人居环境下基于城市高层间垂直空间再利

用设计
吴昊、华承军 西安美术学院

王双双、刘伟男、阳娜、赵颖雪 原力生长——西北妇女儿童医院景观改造 孙鸣春、吴文超 西安美术学院

武阳西茜 再回延安——卷烟厂旧址改造设计 华承军 西安美术学院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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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得虎、张紫轩 重生之境 刘凡祯 西安欧亚学院

周启明 新疆生土乡村共栖空间构想 李群 新疆师范大学

张琪、潘燕珍、曹畅、邹绍成、窦

丽娜、张发萍、唐风云
云南哈尼文化创意产业园 余玲 云南师范大学

张晨昕、章诗庭、王德富 可邑小镇民宿设计 杨春锁、穆瑞杰、马真 云南艺术学院

朱志裕、窦世宇、杨璐鲒 弥勒太平湖生态湿地规划设计 谷永丽、张琳琳 云南艺术学院

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所在院校

邓子铭 山韵——商旅空间概念设计 易亚运 桂林旅游学院

梁靖洁、吴巧妮
百色市田阳县巴某村加旭屯乡村旅游规划设

计
莫媛媛、黄一鸿 广西艺术学院

王政，黄鑫，何宗蔚，陈欣滢
超越极限，回归自然——南宁极限运动与自

然露营主题休闲公园
曾晓泉、刘媛 广西艺术学院

梁好、黄琛、覃秋曦 花洲夜月——南宁市滨水景观规划设计 曾晓泉、刘媛 广西艺术学院

韦利秋、蒋莹莹、唐萍 南宁市老年主题公园概念设计 曾晓泉、刘媛 广西艺术学院

刘耀霖 山趣——基于城市双修的双向互动设计探索 黄文宪 广西艺术学院

刘耀霖 忆新之所 黄文宪 广西艺术学院

潘存旺、郭宏、郭理
无痕设计体系下的黄河兰州段滨河湿地景观

设计
曹峻博 兰州文理学院

张丽 古韵流萤休闲生态公园 李欣沂 四川传媒学院

宋静怡 星球主题公园景观设计 李欣沂 四川传媒学院

任笑寒 校园快递站项目——枝与叶的驿站 彭宇 四川大学

高体、廖素兵 融·生——徐家山郊野度假区淡季景观设计 李勇 四川美术学院

张郭璇子、周卓睿、田智文 戏语小城下涞滩古镇的更新与保护设计 赵宇 四川美术学院

徐家奇、万芳、祖亚雯 “庐州毓秀”合肥科学岛沿岸景观提升设计 贺春、李华 西安工程大学

徐哲、韩小帅
灞水·印象——蓝田县杨岩子村沿河景观提升

改造方案
胡星哲 西安工程大学

张梓良、刘铖飞、郭子昱 原尚峣·伯鹿民俗设计 谢迁 西安工程大学

杨翌、张转转、武艳捷 社会难民危机背景下城市空间的反向改造 徐娅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景俐、何贞莹、文聪
乡土激活·人地共生——“EDI”模式下的陕

北川道型城镇的弹性修复与人居环境提升
张鸽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张轩、王瑞琪
公共生活视角下的西安市明城区城市空间活

力营造研究
李皓 西安理工大学

入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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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博晗、承志豪、何其美
基于宜居视角下的西安市明城区新型生活圈

规划
李皓 西安理工大学

陈世豪、张铭锡、张栋林、谢楠
“活体工业·景观——运行状态下的景观提升

设计”
孙鸣春、吴文超 西安美术学院

齐婴、刘旋、赵怿茗 “微世界”寓教于乐景区设计 秦东 西安美术学院

赵晨佳、刘艺琳、黄雅睿
2129联结揭示视界——以焕古镇为例浅析山

水自然和人工技术的三重境界

李建勇、王娟、海继平、

金萍
西安美术学院

贺坤华、沈修远、胡蕊 白鹿原秦灞庄园生态景观设计 秦东 西安美术学院

于静林 适寒·唤活 孙鸣春 西安美术学院

梁晓雄、刘锦航、田笑轩、林艺璇
隐于市——西安市西仓传统社区更新改造设

计
李媛 西安美术学院

周璇 驻景——本色 濮苏卫 西安美术学院

李涵、罗毅敏、林亚男 中华文字博物馆 李敏 西北大学

赖亮亮 “高低之博弈“下沉式主题景观规划设计 姜丹 新疆师范大学

张昊泽 南山阳光景观种植体验园 姜丹 新疆师范大学

谭琦
校园户外公共设施设计——新疆师范大学“

笃园”设计
王磊 新疆师范大学

李杰 工业旧址公园景观更新设计 王玮、胡剑忠 西南交通大学

袁珺 乐享城购物中心公共空间互动景观设计 胡剑忠 西南交通大学

邹乐玲、徐洁 城市后花园 梁珍珍 西南科技大学

张宇迪 出山 梁珍珍 西南科技大学

张子薇、黎婕、魏鑫宇、李盼盼
昭化土门子——百灵康养生态园概念规划设

计方案
费飞 西南科技大学

尚可 灼•园 殷辉 西南科技大学

姚成星 昆明市“霁风朗月”滨河景观规划设计 包蓉 西南林业大学

陈泽、文国亮、蒲智慧 守望青稏之蝶 沈丹 西南林业大学

史钧文、王雪涛、卢珏帆 峨山县塔克冲村景观规划设计 安星霖 云南民族大学

殷安枞、尹好、孙梦麒、郑小亮 沧皖晓色——生态河岸恢复性景观概念设计 余玲 云南师范大学

杨磊、于政、徐林鑫 古道旁古村落的老宅新生 李宏 云南师范大学

李宁宁、于淼、邢少琪、王梦琴、

黄承恩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广场设计 余玲 云南师范大学

樊娟、李亚、赵靖阳
寒武•Brownfield——帽天山化石科教基地

棕地修复生态景观设计
余玲 云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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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芬、张鑫星、刘奕萱、黄一昊、

肖涛

回乡茶驿•基于乡村复兴背景下的“云南通海

大回村”建筑更新文化景观重构
李宏 云南师范大学

田娜、殷安枞、徐林鑫、何佳佳 域脉·童乐——生态湿地景观概念设计 余玲 云南师范大学

郑博、王俊峰、刘璐 轨 邹洲、张永宁 云南艺术学院

高景辉、王凯、王震、孟鑫 可邑小镇门户形象设计 杨春锁、穆瑞杰 云南艺术学院

李加明、卢尚、韩娇娇 可邑小镇跳月广场商业街景观设计 杨春锁、穆瑞杰 云南艺术学院

杨永伦、孙艳、李占宁 可邑小镇文化传习区景观设计 杨春锁、穆瑞杰 云南艺术学院

陈萌、许阳洋、米粒儿 昆明呈贡化城村村落环境设计 谷永丽、张琳琳 云南艺术学院

李吉宇、闵成燕、杨贤、陈熊云、

黄明杰、高茂棋、罗燕录、陈晓霞

、赵伟

弥勒东风韵艺术小镇花海片区景观设计 谷永丽、张琳琳 云南艺术学院

龙嘉嘉、高胜寒、李元勋 弥勒太平湖木屋酒店景观设计 谷永丽、张琳琳 云南艺术学院

江卓山、刘妍婷、李彦奇、索潞遥 弥勒太平湖小太平村规划设计 谷永丽、张琳琳 云南艺术学院

李亭亭、周宜葶、钱佳妮、毛丹 水韵商街时代与空间设计 彭谌、杨霞 云南艺术学院

王复涛、李旭宇、江雪、向雪菠、

安瑞琪、王意芳、刘雪柯、蔡蕾、

杜翔宇

万溪冲梨花纪酒店景观设计 彭谌、杨霞 云南艺术学院

孙顺福、刘华林、曾旗、麻娇、韩

克、陈豪亮、崔梦宇、岳伟、施建

兴、麻雪

渔印留声——乌龙浦古渔村村落规划设计 杨春锁、穆瑞杰 云南艺术学院

许俊杰、张子威 云南弥勒东风韵度假酒店设计 彭谌、杨霞 云南艺术学院

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所在院校

何嘉怡、王梓宇、赵睿涵 成都地铁18号线天府新站室内设计 潘召南 四川美术学院

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所在院校

寿亦安、海萌
环纽之域——重庆轨道交通重庆西站地铁站

室内设计
龙国跃 四川美术学院

张美昕
纤纤繁华梦——基于“chinoiserie”风格研

究下的售楼处设计
潘召南、颜政 四川美术学院

刘雨琳、刘浩然、孙菲、黄臻 小隐于野，大通于物 周维娜、胡月文、周靓 西安美术学院

室内设计类获奖
金奖

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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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加伟、张建松
体验——云南师范大学美术馆室内空间展陈

设计
何浩 云南师范大学

谢海龙 Cinderella餐饮空间设计 甘映峰 云南艺术学院

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所在院校

沈理、吴柳红、吴雨溪、刘海珍、

向明珠
陶艺体验店——觅陶 高小勇 重庆文理学院

孙雪婷、李滋鑫、何温南、蓝天敏

、马雪莹、方园、陶思钰、梁婷
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 韦红霞、赵悟 广西民族大学

陈鑫、赵梦熙、王馨、张璐瑶 成都市曹家巷社区文化活态博物馆设计 周炯焱 四川大学

杨蕊荷 阆中桂香书院设计 张宇峰、潘召南 四川美术学院

文一雅、刘倩 蚂蚁 许亮、刘曼、方进 四川美术学院

洪梦莎、王琼建、江子印、唐小渡 b612心心特殊儿童发展中心更新改造计划 石丽、张豪、濮苏卫 西安美术学院

李博涵
驿站往事——西凤酒文化主题餐厅——遗址

改造再生空间设计研究
周维娜 西安美术学院

杜晓鹏、吴苑、李禹天、王聪 镇海角闽南艺术馆空间设计 周靓、周维娜、胡月文 西安美术学院

程琳、安琪源 “奴”与“权”以女性为题的展示空间设计 耿暖暖 西安欧亚学院

骆汨、张盼盼
防患未燃——体验性消防安全教育展示空间

设计
何浩 云南师范大学

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所在院校

陈清宇、王渊、杨嘉文、周宣曳、

冉锋
钟表展销艺术空间 周鲁然 重庆文理学院

李琴
山与水的抽象化表达——桂林阳朔独立图书

馆室内空间设计
李俊、刘文雯 广西民族大学

李奕静 纸板奇遇记 韦红霞、赵悟 广西民族大学

白悦、武泽琴 广西茶馆设计——茶舍 罗薇丽、韦自力 广西艺术学院

黎雅蔓、徐卓、宋梦如、刘彦铭 广西三江侗族餐厅 韦自力 广西艺术学院

马雯静、闻可欣、王聪颐、徐帅 科沃斯扫地机器人特装展示设计 江波 广西艺术学院

徐卓、宋梦如、黎雅蔓、刘彦铭 山不语广西桂林文化餐厅 韦自力 广西艺术学院

陈馨、覃保翔、宫存颖、刘曜珲 壮族红袖影城大厅设计 韦自力、罗薇丽 广西艺术学院

冷雨润 归.术 美术馆主题空间设计 姜一 四川传媒学院

石蕥熔 社区托育中心——以成都市金城社区为例 续昕 四川大学

优秀奖

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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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骏 竹里——手工艺图书馆空间设计 侯沙杉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颜继 微光留守儿童照料中心 罗德泉 四川旅游学院

刘洋、王钦可 归山野老年康养中心 许亮、刘蔓、方进 四川美术学院

闻翘楚 空集——安远康莱博酒店设计 肖平、潘召南、孙乐刚 四川美术学院

孙旖旎、唐瑭、王兴琳 耆俊之居——适老化家居空间设计 龙国跃 四川美术学院

邓千秋 重庆云山雅筑民宿改造 杨吟兵 四川美术学院

冯雪、刘恒 万物生长 孙昕 西安理工大学

石桂霖、秦月、冯可儿 “传之衍“ 周维娜 西安美术学院

李阳、吴思凡、邓姝琪 安全阀未成年负情绪管理空间设计 张豪 西安美术学院

刘竞雄 共享场所精神探析——山亭茶语话晴岚 周维娜、孙鸣春 西安美术学院

许美玲 微观·城市呼吸 周维娜 西安美术学院

苏月 “晋味人间“主题餐饮空间设计研究 王磊 新疆师范大学

叶鹏飞 “构色”色彩空间设计 毕飞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刘紫薇
室内环境中的纤维艺术设计应用研究以甘孜

藏族自治州绮想曲民宿为例
赵菁 西南交通大学

李宜航 四丰红落民宿酒店设计 胡剑忠 西南交通大学

朱霞 寻度主题餐厅室内设计 胡剑忠 西南交通大学

李盼盼 寻南雨主题餐厅设计 费飞 西南科技大学

罗鸿、张宇琦、邓依依 人猫共处主题酒店空间 李刚 西南民族大学

张慧聪 溯源生态温泉酒店设计 甘映峰 云南艺术学院

李胜、陈孔金 云伴·山舍民宿空间设计 张灵 玉溪师范学院

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所在院校

刘佳欢、杨立鹏
百工技艺——长乐塬·申新纱厂原生活片区建

筑空间的微更新设计
马劭磊 宝鸡文理学院

王尔鹏 米易傈僳族文创空间改造设计 廖倩 成都理工大学

王洁、邓皓、李姝昀 陆·茶 杨玥、李颖 重庆工程学院

邓婷、胡友钦、徐文杰、张玉洁 醉墨书斋 方凯伦、杨玥 重庆工程学院

杨严乔 归属回归空间——阳光房子设计 梁轩、张晓鹏 重庆工商大学

施林 死亡体验馆——向死而生 周鸣鸣 重庆工商大学

董世鑫 养老院室内空间设计 朱珠 重庆科技学院

入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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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丹 野奢理念在花园餐厅设计中的运用 李莉 重庆科技学院

温龙凯 重庆鹅岭旧仓库度假酒店改造设计 欧潮海 重庆科技学院

刘宝兰、陈柏安 椿树园 周鲁然 重庆文理学院

丁鑫 、王又巧、 张智睿 、刘玉洁

、 巩艳萍
高山鸡蛋 高小勇 重庆文理学院

管念、陈清宇、陈柏安、蔡玉蓉 快捷酒店 高小勇 重庆文理学院

丁鑫、 戴超明 沙坪坝区社区健身房 高小勇 重庆文理学院

梁健宁、黎雪婷、赵燕妮、代奇 雾茶——石笋山民宿改造设计 高小勇 重庆文理学院

张慧玲、李美育、吴雨溪、刘海珍

、  向明珠
约茶 高小勇 重庆文理学院

张希贤 柒浔 彭辉华 大理大学

蓝红连 “动物救助站”——餐饮空间概念设计 赵悟、韦红霞 广西民族大学

姜文娟
方寸之间——北京菊儿胡同四合院艺术工作

室设计
赵悟、韦红霞 广西民族大学

黎力超 青漾石舍 李宏、胡文丽 广西民族大学

尹铮、潘荟如 “自宅”主题民宿设计 林海 广西艺术学院

王聪颐、闻可欣、马雯静、徐帅 APARTMENT DESIGN 江波 广西艺术学院

金晶 Popstreet特装展位设计 江波 广西艺术学院

白悦、武泽琴 废旧公交车利用——移动图书馆 罗薇丽 广西艺术学院

孟仕英、张晓迪 山丹长城博物馆设计 曹峻博 兰州文理学院

魏雨竹 会筑办公空间设计 黄静怡 四川传媒学院

陈欣怡 浮翠流丹餐饮空间设计 王敏 四川传媒学院

张洪 吉普科技LOFT办公空间设计 范增 四川传媒学院

万思慧 锦华万达现代风格餐饮空间设计 周渝 四川传媒学院

田雨、王炫懿、李阳 WOOH HOTEL足球主题酒店设计 周炯焱 四川大学

马凝儿 实验Yi类Art&Cafe空间设计 周炯焱 四川大学

符建川 独具匠心——传统木作工艺体验馆概念设计 韩立铎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谢源 泸定海子山民宿酒店设计 项勇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文菲 弄·影四川民俗文化餐饮空间设计 王凤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林虹 一盏浮生——建阳历史文化茶工坊概念设计 韩立铎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何仪 “予舍”书屋 姚平、周宇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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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玲、梅敏、吴健慧 赤然 齐海红 四川旅游学院

张兆才 天铭茶楼 姚平、周宇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詹术艳 “小人国”亲子活动中心 罗德泉 四川旅游学院

李静 空间重构——大学生公寓户型改造设计 覃祯 四川旅游学院

肖梅 遂宁会龙镇养老院优化改造设计“归” 宋晶 四川旅游学院

谢梦蝶 熊孩子——宽窄巷子儿童活动空间设计 宋晶 四川旅游学院

陈立 宿里——大学生公寓公共空间改造设计 覃祯 四川旅游学院

李文姗 悦享——共享图书小站设计 张菁、唐湉 四川旅游学院

温雨欣
浮·趣——旧工业建筑改造多功能阅读空间设

计
张倩 四川美术学院

张亚婷、白东林、郭翊来
军工记忆——重庆环线地铁谢家湾站主题文

化设计
龙国跃 四川美术学院

黄一鸣、胡代松、钟子明 南果坊加工体验式度假酒店 许亮、刘蔓、方进 四川美术学院

谢雨晴、黄愉玲 融·桃花村敬老院与幼儿园设计 张倩 四川美术学院

胡洁、徐瑞清 适暖空间 杨吟兵 四川美术学院

夏瑞晗、刘玉妍、李杨 童伴·同伴 龙国跃 四川美术学院

卢睿泓
以史而新——川南大安寨民居风貌承续与再

生设计
余毅 四川美术学院

秦涵钰、王艺涵、张哲坤 治愈小屋 龙国跃 四川美术学院

李春燕、沈珍珍、何丹丹 纵航缘起 龙国跃 四川美术学院

朱良慧、李静婷、李抒韩 “林中涧”汉代文化体验馆
晋朝辉、傅璟、申明、卢

一
四川音乐学院

王雪 寻·幼儿园空间设计实验 赵建国、傅璟 四川音乐学院

何玉琳、卢琳、徐钢 “伴”校园语境下的公共家具设计 胡月文、周维娜、周靓 西安美术学院

梁伊璇、郭倩、晏鑫梅
“茗光·筑影”——永川茶竹文化图书馆室内

设计
方进、许亮、刘蔓 四川美术学院

徐瑞清、陶梓玥 C社区生活在历史上 杨吟兵 四川美术学院

金鑫、周璇、吴劭元 溯宇山居 周靓 西安美术学院

任思哲、宋雨丹、孙若男 爿墙之间——艺术家工作室空间设计 胡月文 西安美术学院

朱芳仪、高篓篓、朱佩琪、林志鑫 半土·共生——生土窑洞新民宿综合体设计 郭治辉 西安欧亚学院

胡楣杰 叙述之间——情感体验空间设计 胡璟 西安欧亚学院

何鑫悦、廖琳莉 公主岭玉米销售设计 舒悦 西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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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欣悦 景德镇陶溪川”匠心“民宿设计 舒悦 西华大学

王浩冲、李昭庭 梅坞 舒悦 西华大学

黄鑫、刘瑞鹏 折·MIX 舒悦 西华大学

秦婷婷 “柯南”主题咖啡厅设计 衣霄 新疆师范大学

李广 喀纳斯概念酒店设计 郭文礼 新疆师范大学

李晴晴 沙辽所生土建筑商业空间设计 闫飞 新疆师范大学

孙薇 川藏线雅安站站前旅游餐厅 胡剑忠 西南交通大学

刘雅婷
室内环境中的纤维艺术设计应用研究之编织

艺术在民宿陈设中的应用
赵菁 西南交通大学

韦国桦 夏日婆娑 李英 西南交通大学

盘吉玲 长安云脊中餐厅 刘永黎 西南交通大学

帅杰 海之三部曲 费飞 西南科技大学

李盼盼 见鹿居住空间设计 费飞 西南科技大学

唐钰 东二院宿舍改造 王兢 云南大学

俞婷 浸入式展演空间设计 王兢 云南大学

尹泽宇、秦思敏、韦海珊
“昔与今的对话”西南联大博物馆展示空间

设计方案
何浩 云南师范大学

黄晓萍、邓荣星
悦读.成长——共享互动体验性社区儿童图书

馆设计
何浩 云南师范大学

王喜轩 呈贡区集装箱度假酒店设计 王飚 云南艺术学院

何祖桥 东风韵·红酒主题博物馆 甘映峰 云南艺术学院

左烨婷、雷建雄、张塞、王林锋 云南大理龙龛村回迁民居室内设计 甘映峰 云南艺术学院

李本荣、岩伞稳、杨宏杰 、赵兵 “谷·悦居”花腰傣特色酒店规划设计 徐曹明 玉溪师范学院

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所在院校

于晓彤、孙宁鸿、楼弈
慢讯·共生——基于“离散型”村落发展下的

信息体衍生设计
王娟 西安美术学院

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所在院校

综合设计类获奖
金奖

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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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毅 观山舍——模件化禅院设计 潘召南 四川美术学院

石桔源、田雨阳
往来试验——探索城市公共空间的多种可能

性
潘召南、刘贺玮 四川美术学院

杨子贤、邹一玮、马莎莉、魏琴、

高兴宇、王亚东、李杰、李琢越

云岭遗珍：云南滇西北独有少数民族民居的

建筑人文与新营造
邹洲、谭人殊、杨景淞 云南艺术学院

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所在院校

王乐、郭洋洋、刘岩、王冬华 浮游——海面浮城 刘林钰 安徽工业大学

韦礼礼、余宥君、赵芬芬、李飞凤

、赵星星、钟咏怡
桂花儿·落——特装展位 江波、贾悍 广西艺术学院

龚奎达 吃在重庆 龙国跃 四川美术学院

佟抱朴 侗·桥——从江二桥改造设计 龙国跃 四川美术学院

王雯、张潇予、徐晨照、袁敏、彭

梅平、薛啸龙、邹鹏晨

花载时分倚东风——弥勒市东风韵花海景区

入口景观设计
杨春锁、穆瑞杰 云南艺术学院

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所在院校

Celma Boa 垂直虚拟现实拱廊

Professor Nic Clear,

Hyun Jun Park, Vijay

Taheem

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Nic Clear、Hyun Jun Park 合成空间 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Adrian Pitts、高芸 提供舒适环境的多样性住宅设计 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所在院校

郁明洁、郑炜焜
新工故线——宝鸡申新纱厂薄壳工厂空间的

重生与激活
马劭磊 宝鸡文理学院

楚修涵、杨颖 翟家坡村民居聚落的迭代性改造设计 马劭磊 宝鸡文理学院

杨斌、刘宇杰、望剋、王晓雨、钟

欣名、刘方颀
拾玖里——特装展位设计 陈秋裕 广西艺术学院

张祺、范炀、余亚玲、张慧玲 清水亲邻繁荣昌盛 范昭平 贵州民族大学

周正祥、李俊，合余虹，吴鹏，周

根孝

大理云龙诺邓古村景观提升与改造——一颗

印景观改造设计
郭静姝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杜若宣
“耍叁”邻里之家——张家巷21号院老建改

造
周炯焱 四川大学

秦瑾 开放式学校设计 周炯焱 四川大学

刘彬和 温暖的盒子建筑工地创意居住模块设计 韩立铎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入围奖

优秀奖

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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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 鲜果驿站升级改造设计 覃祯 四川旅游学院

周志亮、邱承雨、戴宇恒 “再见”传统菜市场改造
傅璟、卢一、晋朝辉、申

明
四川音乐学院

李晨璐 观.筑——中华山森林疗养地景观设计 孙鸣春 西安美术学院

崔智航 奔驰4s店空间景观设计研究 肖锟 新疆师范大学

李泳裕 乌鲁木齐救助站空间设计 李群 新疆师范大学

朱欢欢、胡全熠、姜涵予、韩菁、

李君杰
弥勒市东风韵城市设计 温军 西南民族大学

Donal Fitzpatrick 空气和水的怀旧回忆 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吴佳航 南山墓园空间设计 李沁 云南大学

肖洒 姚·观 古镇共享空间改造 王锐、邹洲 云南艺术学院

刀娅、张猛、杨群、张发艳、杨婉

佳、张诚志、张俊、秦瑞、阮文娟

、刘飞、吴文鑫、黄馨怡、周欣熠

、谭展、李思颖

云岭遗珍：滇南傣族干栏式民居建筑人文与

新营造
邹洲、杨景淞、谭人殊 云南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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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院校

Adrian Pitts 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Hyun Jun Park 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Nic Clear 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Vijay Taheem 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Yun Gao（高芸） 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毕飞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边继琛 广西艺术学院

蔡安宁 广西民族大学

曾筱 西华大学

陈新 云南艺术学院

邓雁 广西民族大学

段禹农 四川大学

方进 四川美术学院

费飞 西南科技大学

甘映峰 云南艺术学院

高小勇 重庆文理学院

耿暖暖 西安欧亚学院

谷永丽 云南艺术学院

郭贝贝 西安美术学院

郭治辉 西安欧亚学院

优秀指导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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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教师奖

海继平 西安美术学院

何浩 云南师范大学

侯沙杉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胡剑忠 西南交通大学

胡月文 西安美术学院

华承军 西安美术学院

黄红春 四川美术学院

黄君怡 西安理工大学

黄一鸿 广西艺术学院

贾悍 广西艺术学院

贾思怡 广西艺术学院

江波 广西艺术学院

姜丹 新疆师范大学

姜一 四川传媒学院

金萍 西安美术学院

李刚 西南民族大学

李建勇 西安美术学院

李俊 广西民族大学

李群 新疆师范大学

李卫兵 云南艺术学院

李异文 云南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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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教师奖

李媛 西安美术学院

林海 广西艺术学院

刘晨晨 西安美术学院

刘凡祯 西安欧亚学院

刘贺玮 四川美术学院

刘林钰 安徽工业大学

刘曼 四川美术学院

刘文雯 广西民族大学

龙国跃 四川美术学院

罗德泉 四川旅游学院

罗薇丽 广西艺术学院

马利广 新疆艺术学院

马琪 云南艺术学院

莫媛媛 广西艺术学院

穆瑞杰 云南艺术学院

马真 云南艺术学院

潘召南 四川美术学院

彭谌 云南艺术学院

濮苏卫 西安美术学院

乔怡青 西安美术学院

乔治 西安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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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教师奖

屈炳昊 西安美术学院

施宇峰 云南民族大学

石丽 西安美术学院

苏义鼎 西安理工大学

孙乐刚 四川美术学院

孙鸣春 西安美术学院

孙昕 西安理工大学

谭人殊 云南艺术学院

陶雄军 广西艺术学院

涂照权 广西民族大学

王娟 西安美术学院

王磊 新疆师范大学

王锐 云南艺术学院

王睿 云南艺术学院

王展 西安美术学院

韦红霞 广西民族大学

韦爽真 四川美术学院

韦自力 广西艺术学院

吴兵先 四川大学

吴昊 西安美术学院

吴文超 西安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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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教师奖

肖锟 新疆师范大学

肖平 四川美术学院

许亮 四川美术学院

续昕 四川大学

颜政 四川美术学院

杨春锁 云南艺术学院

杨景淞 云南艺术学院

杨霞 云南艺术学院

杨吟兵 四川美术学院

余玲 西安美术学院

余玲 云南师范大学

张春明 云南艺术学院

张豪 西安美术学院

张纪军 西安理工大学

张琳琳 云南艺术学院

张琳娜 新疆艺术学院

张灵 玉溪师范学院

张倩 四川美术学院

张一凡 云南艺术学院

张宇峰 四川美术学院

赵菁 西南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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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教师奖

赵悟 广西民族大学

赵宇 四川美术学院

周晗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周炯焱 四川大学

周靓 西安美术学院

周鲁然 重庆文理学院

周维娜 西安美术学院

邹洲 云南艺术学院

注：优秀指导教师奖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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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术学院 西安美术学院

云南艺术学院 广西艺术学院

四川大学 新疆师范大学

四川传媒学院 西华大学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四川旅游学院

西南交通大学 西安欧亚学院

广西民族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

重庆科技学院 大理大学

重庆文理学院 西南科技大学

西安理工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宝鸡文理学院 玉溪师范学院

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

院校名称

优秀组织奖

第四届中建杯西部“5+2”环境艺术设计
双年展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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