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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
本刊讯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2018 年会在贵阳成功召开
2018 年 10 月 20—22 日，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2018 年
会于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召开。来自风景园林及相关行
业的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等共计 1500 余人参加了此次
大会。

幕式。
随后，中国工程院孟兆祯院士，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
会（IFLA）新任主席詹姆士·海特，华中科技大学李保峰

本次会议由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主办，贵州省风景园林

教授，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原局长、总工程师、中国风景园林

学会、贵州省风景名胜区协会、贵州省公园绿地协会、贵

学会原副理事长施奠东先生，北京林业大学原副校长、中国

州大学、贵州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承办，贵州省盆景协会、

园艺学会副理事长张启翔教授，贵州省风景园林学会张剑常

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贵州师范大学、贵阳学院、贵州

务副理事长，同济大学周向频副教授，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

省林业学校协办，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贵州省住房和城

李雄教授 8 名国内外专家先后作主旨报告。演讲之后，部分

乡建设厅、贵州省林业厅、贵阳市生态委、贵阳市观山湖

学者进行了互动交流。

区绿化处、2019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贵州省驻园办公室为
支持单位。

10 月 21 日，大会共设 6 个分会场同时进行演讲交流，
主题分别为：绿色基础设施、城市风景园林、乡村风景园林、

大会以“新时代的风景园林”为主题开展了为期 3 天的

风景园林管理与工程、园林植物、国家公园和风景名胜区。

学术交流活动，包括主会场报告、分会场交流以及展览、技

“绿色基础设施”分会场共有 16 位报告人进行发言，

术考察等内容。会前收到来自全国众多高校、研究院所和企

内容涵盖社区营建、城市雨洪管理、水网构建、城市双修、

业等单位的风景园林工作者提交的 470 篇学术论文和论文摘

生态系统服务等绿色基础设施的各个方面；“城市风景园林”

要，论文内容涉及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风景园林生态与修

分会场，共有 14 位报告人进行发言，内容包含公园城市、

复、风景园林资源与文化遗产、风景园林植物、风景园林工

公园社区、森林公园建设、城市更新、大数据等热点方向，

程与管理、风景园林教育等专业领域，集中反映了我国风景

充分反应新时代背景下风景园林规划设计行业在实践中进行

园林行业近年来所取得的创新成果，展示了风景园林学科前

的多元探索；“乡村风景园林”分会场来自高校和设计院的

沿热点和最新进展。年会同期组织了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2018

14 位报告人进行发言，从乡村人文、乡村产业、空间形态等

年会优秀论文和 2018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大学生设计竞赛评

方面，对乡村风景园林的建设与发展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从

选活动。会议期间举办中国风景园林学大学生设计竞赛获奖

关注生态文化等方面来解决农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的问题；

作品展。

“风景园林植物”分会场 15 位报告人围绕植物评价、生物

10 月 20 日上午，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贾建中秘书长主持

多样性关系、棕地修复、绿量以及 PM2.5 研究等方面，对当

开幕式，刘炳银副主席、张剑副理事长、詹姆士·海特（James

代城市风景园林植物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全新的思路和建议；

Hayter）主席和陈重理事长分别致辞。

“风景园林工程与管理”分会场 15 位报告人从管理类、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名誉理事长、北

设类和园林技术与工艺 3 方面展开报告，为风景园林的工程

京林业大学孟兆祯教授，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原理事长、住房

与管理建设提供借鉴；“国家公园和风景名胜区分会场”分

和城乡建设部原总规划师陈晓丽，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

会场 15 位报告人进行发言，从多角度分享了国家公园与风

（IFLA）主席詹姆士·海特教授，中国风景园林学会陈重理

景名胜区保护建设的创新性研究，将对国家公园与风景名胜

事长，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刘炳银副主席，住房和

区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目标和作用起到推动作用。

城乡建设部城建司园林绿化处张俊副处长，贵州省住房和城

下午，中国风景园林学贾建中秘书长主持大会闭幕式，

乡建设厅风景名胜区曹鸣凤处长，贵州省风景园林学会张剑

会上 6 个分论坛负责人对当日分论坛报告情况进行了总结发

常务副理事长，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江苏省原建设

言。在闭幕式的最后举行了颁奖典礼，各位嘉宾为大学生设

厅副厅长王翔，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建设

计竞赛、年会优秀论文、优秀科技成果、园林工程项目负责

研究院副院长王磐岩，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北京林

人首批人才、年会赞助单位、年会优秀组织单位等项目颁奖。

业大学副校长李雄教授，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

10 月 22 日，年会组织了山地公园（青岩古镇、花溪风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朱子瑜，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景名胜区）、山地公园（喀斯特山地公园、双龙生态公园）、

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杨锐教授，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

美丽小镇建设（时光贵州小镇、云漫湖、湖泉公园）3 条线

华中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高翅教授，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

路进行技术考察，与会代表参观了贵阳市多处风景名胜区、

长、北京园林绿化局原副局长强健，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

山地公园、传统村镇和生态修复等实践案例。

事长、上海园林绿化局副局长夏颖彪，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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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上海市园林集团原总工程师周如雯等嘉宾出席了开

（王一兰 / 采编，杨大伟 /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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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2—8 日，由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2018《风景园林》专业考察团参加第十六届中日韩国际风景园林学术研讨会
长横張 真（Makoto Yokohari）在致辞中表示中日韩

中日韩风景园林学术研讨会每 2 年 1 次在中日

《风景园林》杂志社组织的专业考察团赴韩国进行

三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发展，造成城市面貌的改变。

韩三国之间轮流举办（自 2008 年起由每年 1 次改为

风景园林、建筑、规划项目实地考察，学术会议交流，

他提出中日韩风景园林要与世界风景园林交流，三

每 2 年 1 次），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16 届。第十七届

风景园林相关知名院所访问。考察团成员来自中国

国应共同努力，将经验和智慧传播到世界。最后，

中日韩风景园林学术研讨会将于 2020 年在中国举

风景园林学会、上海风景园林学会、《风景园林》

首尔市市长朴元淳（Won-soon Park）带来视频问候。

办。中日韩风景园林学术研讨会引起了风景园林界

杂志社、中国美术学院、同济大学、北京林业大学、

他表示只有融合合作，才能创造出新的典范。最后

极大的关注，对加强中日韩三国风景园林交流，促

东南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上海市

朴市长表达了对本次研讨会的希冀：期望通过本次

进世界风景园林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绿化管理指导站、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计研究

研讨会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明确城市发展方向，打

院等 10 余家单位，总计 21 人。

造更加美丽的首尔。

会议同期，进行了 2018 首尔园博会、首尔植物
园、首尔麻浦储油基地等相关技术考察。除参加学

2018 年 10 月 3—5 日，由韩国造景学会、中国

主旨报告后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分别进行 3 个

风景园林学会、日本造园学会共同主办的第十六届

专 题 报 告。 第 一 个 专 题 报 告 会 的 主 题 为“ 社 区

中日韩国际风景园林学术研讨会在韩国首尔成功举

文化和公共空间”（Communal Culture and Public

10 月 2 日，考察团访问庆熙大学。庆熙大学环

办。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是“城市更新和景观介入”

Space），由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事、东南大学成玉

境造景系系主任金振午副教授对考察团进行接待。

（Urban regeneration and Landscape Intervention）
。

宁（Cheng Yuning）教授主持。柳姸守（Ryu，Yeon

首先金教授致欢迎辞，金教授表示，希望借此次契

10 月 3 日，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事长陈重，

Su）研究员、沈实现（Shen Shixian）副教授、宮本

机可以让庆熙大学与中国建立良好的交流关系。随

韩国造景学会会长徐周焕，日本造园学会会长横張

脩詩（Shushi Miyamoto）博士研究生分别作专题报

后对学科师资组成进行介绍，包括韩国造景学会会

真，以及同济大学刘滨谊教授、东南大学成玉宁教

告。第二个专题报告会的主题为“城市景观设计和

长徐周焕教授，韩国庆熙大学环境造景系系主任金

授等来自三国理事长及业内知名专家参加了理事长

城市花园化”
（Urban Landscape Design and Urban

振午副教授，大韩住宅工程住宅建设总体规划师

会议。与会者就城市再生与风景园林的意义和重要

Gardening）。由日本造景学会、筑波大学黒田 乃生

（MA）金信源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环境

性、现场访问的重要性、2020 年的计划以及未来的

（Nobu Kuroda）教授主持。安明俊（Ahn, Myung-

设计与规划学博士閔丙旭教授等。另外，同济大学

合作项目（学术交流，研究，展览等）等问题进行

June）
代表、
刘滨谊
（Liu Binyi）
教授、
Pastor-Ivars,

刘滨谊教授和韩国造景学会会长徐周焕教授分别就

了探讨。

Juan 博士分别作专题报告。第三个专题报告会的

中国、韩国的风景园林进行了介绍，并表达了自己

10 月 4 日，研讨会开幕式由韩国国立江陵原州

主题为“公众参与和治理”（Civic Engagement and

的希冀。最后，由金教授带领参观了学科工作室。

大学教授金太京（Tae-Kyung Kim）主持。研讨会主

Governance），由韩国造景学会陳承範（Seungbum

10 月 3 日，考察团访问了 DSW 景观设计与建

席、
首尔大学教授趙耕眞
（Kyung-Jin Zoh）
致开幕辞。

Chin）先生主持。崔滋鎬（Choi, Ja-Ho）博士、宋

筑事务所。事务所首席设计师 Park, Gyoung Tak 以

韩国造景学会会长、庆熙大学教授徐周焕（Joohwan

爽
（Song Shuang）
硕士研究生、
藤崎健一郎
（Fujisaki

PPT 形式展示了事务所参与的众多项目，并与考察

Suh）致欢迎辞。徐教授表示城市处于快速发展时期，

Kenichiro）先生分别作专题报告。

团就“首尔路 7017”“龙山公园”等多个项目进行

同时也要考虑城市的更新问题，希望本次研讨会大

中国代表团除刘滨谊、沈实现、宋爽 3 位与会

术会议外，考察团还与庆熙大学环境造景系和 DSW
景观设计与建筑事务所进行了访问交流。

探讨，分享自己的设计理念与观点。随后，考察团

家就此问题共同交流。随后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事

者进行专题报告外，陈继华、沈实现、张清海、宋爽、

参观了事务所设计的项目——首尔森林公园。

长陈重（Chen Zhong）致辞。他表示本次研讨会对

何钰昆、胡而思、王紫麟、陈银峰、曹舒影等学者

通过为期 7 天的专业考察，增加了对韩国乃至

提高三国造景水平，推动三国风景园林的发展具有

还进行了壁报展示。会议期间，韩国造景学会组织

世界风景园林行业发展的深入了解，通过不同学术

重要意义。陈理事长指出随着思维观念的转变，城

并出版了《第十六届中日韩风景园林学术研讨会论

及设计理念的碰撞，促进关于风景园林发展的新的

市也需要发生改变，我们在城市更新问题上要始终

文集》。经过论文征集、评选，最终共收录 34 篇内

思考。

秉持生态、宜居和可持续的原则。日本造景学会会

容丰富、观点鲜明的学术论文，其中 22 篇来自中方。

（刘玉霞、许熙冉 / 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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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风景园林》英格兰—苏格兰专业考察团队访问英国多家专业学术机构
2018 年 8 月 14 日—27 日为期 14 天的英格兰—苏格兰
风景园林专业考察圆满结束，本次活动由《风景园林》主办，
游历伦敦、牛津、剑桥、谢菲尔德、约克、爱丁堡 6 个城市，

本刊讯
作的开始。未来，本刊将与 LI 保持更加密切的沟通，促进
中英两国风景园林专业的交流与合作。
8 月 22 日，团队参观谢菲尔德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

考察共计 50 余个项目，来自北京林业大学、天津大学、南

在教师 Mel Burton 的带领下，团员们参观了景观学系所在

京农业大学、北方工业大学、青岛青山绿水城市环境工程有

的 Arts Tower 教学楼内的学生 Studio 教室及其他教学、办公

限公司的教师、学生、设计师和本刊工作人员共计十余人参

环境。随后，团员们和高级讲师 Anna Jorgensen、教师 Helen

与考察。本次考察不仅纵跨英格兰—苏格兰，参观考察知名

Woolley、秘书王雪等在校教师就谢菲尔德大学的风景园林教

风景园林项目、获奖建筑作品等，更与当地学术机构开展交

学相关问题进行交流探讨。最后，在谢菲尔德大学在校学生

流活动，旅程充实而有意义，团员们深感收获颇丰。

朱梦蝶、何宜潮的带领下，团员们参观了大学的校园景观和

8 月 17 日，团队到访位于伦敦市的英国皇家风景园林

The Diamond 图书馆。

学会（Landscape Institute，简称 LI）总部，受到 LI 前任主席

8 月 24 日，团队到访英国知名的 Gross. Max. 设计事务

Merrick Denton-Thompson 先生和首席执行官 Daniel Cook 先

所，团员们参观了事务所的办公环境和并与本土设计师们亲

生的热情接待。Merrick 先生针对英国现今所面对的气候、

切交流。事务所创始人、主创设计师 Eelco Hooftman 先生为

农业、儿童教育、住房等问题提出思考，向大家介绍了英国

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讲座，他分享了自身对风景园林专业的理

保护多功能乡村的政策框架建设，最后强调英国风景园林师

解，解读了近年来的创作项目，包括德国柏林前 Tempelhof

的职责，并呼吁风景园林从业者有机会、有责任对应对世界

机场改造项目、2011 年西安世园会大师园——植物学家花园、

面临的挑战。Daniel 先生首先介绍了 LI 的组织结构和社会职

Potters Field 公园、北京 CBD 景观规划项目等。

责等，LI 作为英国风景园林专业的领导机构，在英国的风景

本次游学活动由英国皇家风景园林学会执照设计师李莎

园林从业者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有助于帮助风景园林

担任学术领队，全程为团员们带来专业的讲解，团员在在访

专业提高政治和公共形象，同时可以帮助从业者提高择业灵

问了诸多设计项目后，体验过了英国自然风景园的恬静优美，

活性和建立职业自信。他也向各位团员分享了英国风景园林

亲历到英国皇家植物园的丰富多样，感受过英国现代独特的

行业发展和人员构成的总体概况。最后，Daniel 代表 LI 主办

城市风貌后，逐步对英国风景园林行业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的期刊《Landscape》与本刊交流办刊的理念与未来发展计划。

同时也在不断反思和学习，从园林中的细节设计到大尺度的

访问最后，团队与 LI 互赠礼物，并沟通中英两国风景园林

区域规划，从对公共空间的设计手法到风景园林师的责任担

专业上的差异与值得学习借鉴之处。本次交流使团员们对英

当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国风景园林专业有了初步了解，也标志着本刊与 LI 长期合

（刘昱霏 / 采编）

第十届“自然的张力”国际景观双年展在巴塞罗那完美落幕
2018 年 9 月 26—28 日，第十届以“自然的张力”为主题

国际景观高校奖决赛，全球共 9 个院校入围，中国仅北京林

的国际景观双年展西班牙巴塞罗那Petit Palau音乐宫完美落幕，

业大学园林学院入围。9 月 27 日，北京林业大学姚朋副教授、

数百位世界各国的风景园林行业专家学者及媒体代表参与了

戈晓宇老师对北林入围获奖项目进行了演讲陈述。9 月 28 日，

本次大会，大会内容包括研讨、罗莎·芭芭拉国际景观奖决

清华大学风景园林系主任杨锐教授做主题发言。

赛入围项目陈述、文章、圆桌会议、项目案例展览、并将试

最终冰岛 Landslag ehfs 事务所的 Saxhóll 火山口步道

图追踪和探讨全球范围内风景园林的演变。主办机构是加泰

Saxhóll Crater Stairway 项目荣获罗莎·芭芭拉景观奖。巴西

罗尼亚建筑师协会（COAC）与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UPC）。

GAETA-SPRINGALL Arquitectos 事务所的库埃纳瓦卡铁路线

本次大会共分为多个部分：双年展开幕式、书籍发布会、

性公园
（Linear Park Cuernavaca Railroad）
项目荣获罗莎·芭芭

罗莎·芭芭拉国际景观奖陈述、主旨报告、颁奖仪式和专业

拉特别关注奖与公众舆论奖。英国爱丁堡大学风景园林系荣

考察。罗莎·芭芭拉国际景观奖共有 9 个项目入围，其中来

获国际景观高校奖。挪威奥斯陆建筑与设计学院荣获国际景

自中国的项目有北京林业大学“应对城市雨洪危机的夹河郊

观高校奖特别关注奖。

野公园”项目、土人“设计的革新：衢州鹿鸣公园”。本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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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 Current

中勘协园林和景观设计分会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园林和景观设计分会 2018 年会员大会暨“绿色发展·公园城市”主题研讨会在成都圆满召开
2018 年 10 月 18 日，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园林和

开展分会工作，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作为，

城市”需要体现其公共属性、生态属性、生活属性

景观设计分会 2018 年会员大会暨“绿色发展·公园

为我国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的健康发展，为我国风景

和生产属性。在分析外国优秀公园城市建设经验后，

城市”主题研讨会在成都圆满召开。本次会议由中

园林行业的健康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总结出其共性特征。最后，通过西南院正在设计的

国勘察设计协会园林和景观设计分会主办，中国建

在《“计成奖”获奖作品集（2015·2017）》

兴隆湖提升改造、锦江绿道战旗村和锦城绿道项目

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办，北京绿废科技有

新书发布会上，苏州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院长屠伟

限公司、瑞恩弗新材料（成都）有限公司共同协办。

军展示了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孟兆祯为作品集亲笔撰

10 月 18 日下午，“计成奖”获奖项目交流会

来展示成都正在进行的公园城市的建设实践。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理事长施设；四川省住房

写的序言。中国勘察设计协会理事长施设和分会会

分别在两个分会场同时进行。分会场一由分会副会

和城乡建设厅社会组织联合党委书记、四川省勘察

长、北京北林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院

长、上海市园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祥

设计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光；四川省住建厅风景园

长李雷共同为作品集揭彩。随后，在 2017 年“计成

明、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永红共

林处处长张虎；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园林和景观设计

奖”颁奖仪式上，40 余家获奖单位代表上台领奖。

同主持。分会场二由分会副会长、重庆市风景园林

分会名誉会长栗元珍；分会会长、北京北林地景园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园林和景观设计分会会长、北

规划研究院院长廖聪全、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

林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院长李雷；中国建筑西

京北林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院长李雷宣

公司总工程师李金路共同主持。19 位获奖项目代表

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张宽，

读分会第七届理事会 2018 年工作报告。随后大会审议

分别为获奖项目作介绍解读，并与观众互动交流。

副总经理蒋晓红，总监、科技部总经理王金雪等领

了《关于聘任吴雪萍、孟欣两位同志为中国勘察设计

大会最后，进行会旗交接仪式，2019 年会员大

导应邀出席本次大会。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园林和景

协会园林和景观设计分会资深顾问的决议》；表决通

会的承办单位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观设计分会各理事（会员）单位、媒体及嘉宾等近

过了《关于变更 2 家单位副会长的决定（草案）》；

理、设计研究院院长陈玉从分会会长、北京北林地

260 名代表参会。

《关于增设常务理事的决定（草案）》。听取了上海

景园林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院长李雷手中接过

10 月 18 日上午，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

合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计渊《关于园林和

分会会旗。

市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新宇主持

景观设计服务成本要素信息统计分析情况通报》。

10 月 19 日下午，在大会组委会的带领下，与会

会议。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

在主旨报告环节，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风

成员调研成都多个知名设计项目，包括天府绿道、欧

党委副书记张宽代表承办单位致欢迎辞，他表示本

景园林》杂志社社长何昉，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

洲中心、金融城交子公园、天府中央公园、天府新区

次大会的召开必将对成都市的绿色发展、公园城市

有限公司景观设计院院长程锐受邀分别做主旨演讲。

规划展示厅和麓湖生态城等。期间中国建筑西南设计

建设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何昉教授在题为“‘绿色发展，公园城市’：

研究院的设计师李斌、陈宏宇为给会员们带来精彩的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社会组织联合党委书

回归自然的人居时代”的报告中，从人居理想的哲

讲解，大家对于成都近年来的城市绿地建设理念和优

记、四川省勘察设计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光对会议

学基础——天地为庐，天人合一谈起，展示中国古

秀设计项目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印象。

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参会的各界人士表示诚

代理想人居图景，以秦巴地区为例，阐明中国两千

至此，本次大会圆满结束。为期 2 天的会议为

挚的欢迎，并介绍了成都市的基本情况及“公园城

年一脉相传的人居理念。从古道到绿道的演变谈到

各会员单位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展示平台，对“绿色

市”建设情况，希望并祝愿分会能以此次大会为契

深圳公园城市实践，进而引出绿色发展、传承创新

发展、公园城市”这一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索，

机，为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贡献力量。

的理念。最后强调绿色发展模式下的公园城市所追

引发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设计师的深刻思考，发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理事长施设充分肯定了分会

求的是一种将自然生态有机融合的城市系统，一种

挥了对风景园林行业发展的良好促进作用。

2018 年工作取得的成绩。针对当前勘察设计行业的

可以自我修复的弹性系统。在整个城市高速运转的

长期以来，《风景园林》和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发展形势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指出：在我国经济、

同时，自然生态环境也能够得到自我修复，从而真

园林和景观设计分会保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在

社会发展进入规模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效益、生态

正实现“回归自然”的理想人居。

未来进行更加密切的、地合作，为风景园林行业打

环境效益明显改善的行业形式下，勘察设计企业应

程锐院长分享了以“公园城市建设思考”为题

当正确认识当前行业发展的基本特点，紧跟国家政

的主旨报告。他首先阐释“公园城市”的目标和策略，

策导向推动行业健康发展；围绕协会中心工作有序

通过分析中华民族古代城市空间，进而发掘“公园

造更加专业的交流平台，更好地服务各会员单位，
进而促进行业发展。
（梅代玲 / 采编，大会会务组 /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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