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7 第四届紫金奖•建筑及环境设计大赛”
优秀作品奖（学生组） 获奖名单（20 项）

一等奖：3项

序号 作品编号 设计标题 设计单位（个人） 指导老师 参加人员

1 B117-000665
幽篁里——基于村民意愿的朱塘村

渐进式规划
南京工业大学 黄瑛、黎智辉 赵晓雯,陈文宇,朱锐,蔡跃

2 B117-000935 光伏十字 东南大学 高庆辉 官志,陈斌,刘志现,王芳

3 B117-000955 Woven Wharf—编织的码头 北京工业大学 / 周劭杨

二等奖：7项

序号 作品编号 设计标题 设计单位（个人） 指导老师 参加人员

4 B117-000023
淮安市龟山村人居坏境改善规划—

—偶得天工
南京林业大学 郭苏明、相西如 金京豫,郑诗民,孔静雯,陈一家,刘逸佳

5 B117-000060 三生三世 十里飘香 南京大学 / 缪姣姣

6 B117-000114 自然之上 山水之间 南京林业大学 熊瑶 陈晨,张秀,董天舒

7 B117-000234 期颐宅——可循环农宅 东南大学 徐小东 刘梓昂,张炜

8 B117-000588 匠作-桐庐深澳古村景松堂改造设计 南京大学 张雷 冯琪,席弘,吴结松,张豪杰,拓展

9 B117-000947 留筑·留住 东南大学 / 方格格,边疆,郑天乐,曲悦,任一方,田寅山

10 B117-001006 宜居新集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黄梅、蔡忠原
王宇帆,李丹默,吉奕漫,陈海龙,郭佳敏,宋茜茜,牛兆文,郑

自程



三等奖：10项

序号 作品编号 设计标题 设计单位（个人） 指导老师 参加人员

11 B117-000127 新古-古镇社区整合更新设计 江南大学 刘佳 蒋琪

12 B117-000141 授岛以渔 苏州大学 翟俊、马建武、郭明友 张媛媛,曾丽竹,林婉婷,刘晓芳

13 B117-000349 四季屋 东南大学 张弦、 徐小东 王奕阳,张圆

14 B117-000400 互构的第二村落 东南大学 / 谢昕,彭梅琳,肖畅

15 B117-000431 灶·园·宅 江南大学 张希晨 朱晓磊

16 B117-000549 溯源泮水 山肆邻里 苏州科技大学
顿明明、王雨村、郑皓、金

英红、洪亘伟、于淼
于珊珊,陆园,马孝俭

17 B117-000715
乡创云谷——薛家村双创村落新型

社区规划
东南大学 唐军、张彧 凡越,张楠,汪睿,王瑞馨,雷静雯,杨怡然

18 B117-000750 故事山村.客家田居石船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白宁、李立敏 张豫东,陈志强,郭萌,张雪珂,图努拉,宋鹏,赵旭

19 B117-000938
模块 · 重组——传统村落布局下的

模块化重组
河南农业大学 王琨 宋衡,李威汉

20 B117-001095 窑望 天津大学 荆子洋 曹世杰,孙亚奇,胡正元,欧阳嘉



“2017 第四届紫金奖•建筑及环境设计大赛”

优秀作品奖（职业组） 获奖名单（60 项）

一等奖：10项

序号 作品编号 设计标题 设计单位（个人） 参加人员

1 B117-000149 从一个团子到一个村子 无锡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吴烨,沈洋,翁一峰,陈华,王嘉,蒋崟杰

2 B117-000633 乡村“细胞核再生” 南京佳的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邹康,于思,卜源远,王瑶,王海川,焦莉,雷志明

3 B117-000678 点状文化驱动——江南古村复兴计划 南京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殷奕,周凌,吴超楠,谢锡淡,姚梦,吴婷婷,田金华

4 B117-000743 南京桦墅村民艺展览馆——三房三法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傅筱,潘幼建,奥珅颖,施琳,万军杰,徐雅甜,赵霏霏

5 B117-000845
圩上慢村——南京市高淳区夹埂村更新设

计

南京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

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刘铨,程超,王峣,葛鹏飞,扈小璇,徐洋,刘宣,臧倩,于明霞

6 B117-000848 悦舍—南京浦口大埝社区民宿设计 南京悦设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常辰 ,屈伟杰,邢艺凡

7 B117-000936 渔村生活博物馆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建筑与环境

设计工作室
刘振宇,仝晓晓,连炜婷,葛玉娜,李高杨,陈峰,李爽

8 B117-001063 “ 林•里•堂”乡邻中心改造 中衡设计 吴磊,王祺雯

9 B117-001120
扬州市广陵区沙头村永加永太组特色田园

乡村规划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张雷,王铠,袁子燕,裘嘉珺,孙婧楚,彭运仲达

10 B117-001129
陌上花开缓缓归——寻找群幸村应该是的

样子
江苏山水环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徐小峰,刘迎哲,尉迟婧娴,谭运莹,周筠怡,刘荣娟,郑立,韩婕,李

丽莉,王小龙



二等奖：20项

序号 作品编号 设计标题 设计单位（个人） 参加人员

11 B117-000020 时本慢村 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宋晗,张海军,童雅娟,赵汗青,周望珅,沈骁茜,胡芬,谢亚鹏

12 B117-000063 古巷新生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鲁文崭

13 B117-000084 茶山·吾舍 江苏龙腾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张天明,谌宏伟,练智勇,陈媛媛,叶伟

14 B117-000561 村民大会堂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树馨,周劲誉,蔡爽,孟庆涛,顾思港,朱晓蕾,殷茹清,石文韬

15 B117-000581 村上墓园--江苏吴邵村村口墓地景观设计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赵警卫,陈伯楠,赵文博,王宽,季晓刚

16 B117-000627
水乡怀旧--常州市奔牛镇东桥村美丽乡村

规划
江苏博研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叶猛,陈聪,陈科,徐禹,徐叶红,朱炜炜,朱金虎,王浩方,孙海燕,苏

军龙

17 B117-000650 A2O——如皋平园池村水-农之乡 南通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孙湉,陈正鹏

18 B117-000671 原味垄上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吴国栋,吉星帅,孙世浩,王子睿,张乐,庞志宇

19 B117-000702 赶集——乡土文化生活图景重构
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

京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川,周凌,张京祥,颜五一,吴海琴,卞忠,沈汉,殷奕,周晓路,赵磊

20 B117-000749 “渔”文化村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毛永青,何洋,郁正锴，王加伟,吴尚,许彩芬,吴玉亮,王文才,张佳

敏

21 B117-000770 引入.重生 中国矿业大学建设学院
陈垲云,郑力,洪溪悦,符标芸,罗文馨,刘歆,陈艺莹,丁奔,李慧敏,

卢鑫

22 B117-000774
青年微商村可行性研究—以浦口区山西刘

组为例
南京金宸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杨波,吴俞昕,周玉申,申宇阳

23 B117-000799
盐城市阜宁县羊寨镇单家港村文化村综合

设计
扬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金蕾,季文彬,郭颖,季殊菲,万金翔,庄天时,孙初晨

24 B117-000822 半庙 南京市园林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陈伟,高俊彦



25 B117-000832 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嵇岚,黄珊,罗琦,卢松,赵军,路天,吴远阳,王微,黄克江,徐延峰—

指导

26 B117-000892 适老化·田园乡村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志军,李向锋,金荣,梁超凡, 袁雷,张安强,徐延峰

27 B117-000900
田园“新”客厅----基于交往空间的溧阳

乡村卫生室设计
扬州大学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 郭燏烽,王健,李超,刘晓琪

28 B117-000986
一垄春绿，十里稻香-- 南京江宁湖熟钱家

渡复兴记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南京云上环境艺术

设计有限公司
牛艳玲,赵婧,王刚,刘敏,林捷,金年,索梦晨,吴硕良,王鑫,冯靓

29 B117-001086 会“走”的民宿 江苏中珩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武达,牛野

30 B117-001104 文众源 苏州启迪设计集团 周逸然,顾苗龙,胡清瑜,管亮亮

三等奖：30项

序号 作品编号 设计标题 设计单位（个人） 参加人员

31 B117-000113 看田 江苏省城镇与乡村规划设计院 黄佳,张雨泽,刘仁杰,毛旭,钟超

32 B117-000275 联系·共生·再创造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建筑与

环境设计工作室
刘振宇,仝晓晓,武琳,郭小芳,任文淼,沈云飞,刘莹利,张明闪,柳宗佑

33 B117-000302
授之以渔——基于村民自主营造的淮安市

宗楼村规划设计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 王呈祥,刘传明,孙国胜,潘杰,王敏

34 B117-000414 自净化生态厕所 无锡市华能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钱路根,田林飞,陶进庆,张健,徐钢

35 B117-000452 钱家渡滨水屋 南京大田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柳筱娴,吕庆敏,廖新茂,杨勇

36 B117-000463 质·舍 南京美丽乡村建筑规划研究有限公司 王金海,陈璐,伍广泉,方雨洁,阚诗语,刘娴,沈健,黄亚敏,张雯雯,刘妍

37 B117-000464 田园乡村+ 无锡城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郑蔚青,孔令阳,李昉,唐丽晔,朱幼兰,陈沁茹,尤凯,陈冠云,尤仪霖

38 B117-000495 大陈岛村落景观综合改造设计方案 扬州大学 侯长志



39 B117-000517
会堂花木深——顾庄蟠扎技艺传习基地与

乡村活动空间营造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宋杰,黄龙辉,马建,徐松越,蔡天然,王琦,孙苏谊,廖海平,陆建,王胜

40 B117-000537 艺圃 江苏合筑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潘洁,仲慧敏,杨光,祝晔,华君凯

41 B117-000568
南京栖霞区西岗街道桦墅美丽乡村规划设

计
南通理工学院 龚苏宁

42 B117-000574
海门市余东古镇旅游发展区岛居田园养生

民宿村规划设计研究

扬州大学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扬州

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
张建新,殷加华,冯帆,程子媛,吴昊,潘路华,王涛,虞成龙,樊宁

43 B117-000626
看得见的乡愁——常州焦溪历史文化名村

保护与更新设计
江苏远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徐秋宇,庄千一,孙迪,褚凌锋,翟焕,朱丽君,刘志刚,王源辉,黄敏成,唐

卉羊

44 B117-000638 朱塘艺术村 同济大学
李晴,Placido Gonzalez,James Stewart,叶勉,杨瑞,顾均宇,林妮,武洲

名

45 B117-000701 林与邻——梨乡的忙碌与安逸 苏州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沈贤成,潘亦佳,周思瑶,冯美玲,陈莉,岳若梅,徐昕佳,宋春锋,汪秀楠

46 B117-000726 乡村驿站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袁玮,李宝童,陈澎,吴文竹,吴舒,王亚元,戴伯威,卢婉莹

47 B117-000756 不只是七月 无锡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任波赉,钱晔,徐艳华,许文杰

48 B117-000766 水清石现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综合三院 顾婷婷,陆韬羽,周天瑶,陈益超,孙友波,王小健,贾凌

49 B117-000806
从田园产业到新乡村共同体——壹号农场

升级策略与综合设计
南京林业大学 程云杉,萧明,苏璊,苏露,陈宇钢,邹可人,姜戴裕,白杨,王凡,王德州

50 B117-000825 ”易“空间
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李莹雪,常磊,汪磊,邱依伦,季歆皓,李鹏,王彦,吴靓,计明,郑金涛

51 B117-000827 国学的世外桃源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

规划设计院

蓝峰,李靖华,李晓旭,吕彬,陈开武,丁行舟,任可,金不为,李光耀,李静

姝

52 B117-000852 原乡餐厅 原乡（天津）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马磊,杜亚旭

53 B117-000853
双闸村“源+”行动计划--互联网+语境下

产业型村庄溯源策略
连云港世博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星吉,祁乾龙,朱振华,张旭,邱志如,陈光,郭世平,郭恺文,李永昌,左

云豪

54 B117-000870 立地乡野——赵亚夫事迹展示馆建筑设计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正茂,李少锋,张筠之,张智俊,万福昆,杨柯

http://iarchis.5dscape.cn/admin/admin.php?m=event&a=eventEdit&id=2617


及片区景观规划设计

55 B117-000881 高邮龙虬庄村遗址公园博物馆 扬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金蕾,崔佳,李滢,庞雨辰,季殊菲

56 B117-000887 一村树 四时果 梦槎湾 苏州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周安忆,李金婷,陈盈玉,韩晓瑾,陈慧敏,王玲月

57 B117-000906 海宴村院落式建筑的三种演化 云南艺术学院 谭人殊,邹洲,李宗柱,王黎

58 B117-000926
古村新生——寿长寺村整治规划与建筑设

计
中国矿业大学 张艺,魏学瀚,张杰平,李龙跃,高梦霞,杨泽源,杨焱

59 B117-000953
三生良居 四态丰源—— 成都天府新区籍

田镇粮丰村规划
四川农业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曹迎,周睿,张凌青,赵家林,张冰爽,朱蓓怡,欧阳雪珂,刘昱,王琳,韩璐

蔓

60 B117-000990 桃源•时光记 江苏博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刘军,黄新煜,徐钢,王庄,胡小清,吴双,周文婕,蒋振宇,金建波,陈渝婷



“2017 第四届紫金奖•建筑及环境设计大赛”

优秀作品奖（公众组）公众奖 获奖名单（8 项）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设计机构（个人）名称 参加人员

1 B117-000086 桥头村的和谐共生 扬州市城乡建设局 宋芸,李君

2 B117-000118 三园村・共享酒店 南通市自来水公司 盛幸

3 B117-000345 慢生活·第三空间—吴江南莺荡东片区景观规划设计 镇江市润州区南山街道办事处 戴翎

4 B117-000371 望乡 无锡品元设计
彭国庆,陈鹏,黄璐,李乾坤,菅文达,朱

屹,乔飞

5 B117-000494 天星*水街 南通市住建局 叶天竹,沈军,樊叶波,沈凯

6 B117-000541 有巢——九塘村粮食库改造 台州市惠宇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孙登天

7 B117-000913 环游·激活——乡村加建活动房民居整改 自由职业 罗婷月

8 B117-000946 江苏翰雅生态农场 镇江精创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 孙云



“2017 第四届紫金奖•建筑及环境设计大赛”

企业奖 获奖名单（10 项）
序号 作品编号 设计标题 设计单位（个人） 指导老师 参加人员

1 B117-000220 何必远方，自有春秋 南昌大学 李焰
陈帅,刘月月 ,王鹏程,易秋凡,付剑豪,傅

雪怡

2 B117-000227 归园田居——唐陵村东棚子景观提升设计 江苏大学 徐英 卜华成,曹浩,莫斌,刘昱,徐敬,季洁

3 B117-000341 慢城茶村 东南大学 / 孙世浩,任一方

4 B117-000547 旧忆新生：基于多元联动的乡村规划设计 苏州科技大学 洪亘伟 张富源,徐小雨,徐国卿,王嘉扬

5 B117-000665
幽篁里——基于村民意愿的朱塘村渐进式规

划
南京工业大学 黄瑛、黎智辉 赵晓雯,陈文宇,朱锐,蔡跃

6 B117-000691 一“方”水土 南通大学 邵耀辉、徐永战 张亚莹,朱硕,还浩南,徐鹏飞

7 B117-000740 南京高淳七家村综合改造 南京林业大学 赵兵、李岚、申世广 曹佟,王俊祺,陶雪倩,詹思琪,苏红霞

8 B117-000935 光伏十字 东南大学 高庆辉 官志,陈斌,刘志现,王芳

9 B117-000955 Woven Wharf—编织的码头 北京工业大学 / 周劭杨



10 B117-001005 七艺迎客 十进行旅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陈瑞罡 赵子瑜,李维妙,胡柏林



“2017 第四届紫金奖•建筑及环境设计大赛”

组织奖 获奖名单（26 项）

1.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南京市规划局

3.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苏州市规划局

5.淮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6.盐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7.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8.无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9.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镇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1.扬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2.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3.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4.南京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5.南京佳的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16.无锡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7.江苏山水环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南京悦设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19.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21.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2.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23.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24.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25.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26.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