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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九届“紫金奖·建筑及环境设计大赛”（2022）
优秀作品奖、入围奖获奖名单

学生组（186项）

优秀作品奖一等奖：10项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设计机构 指导教师 获奖人员

1 B122-000213
垂直聚落 2040——浙东运河明江航运工业遗产再生

的未来构想
天津大学，同济大学 李严，都铭 马锡栋，张志豪

2 B122-000893 泵原胶囊——古城河道与居民健康的一剂良药 苏州科技大学 胡莹，裴立东 周珏，王一卉

3 B122-000998 漂流集市——京杭运河邵伯船闸锚地复合更新计划 东南大学 夏兵
李昂，安可欣，李慧琳，王淑娴，陈力畅，

姚翀

4 B122-001139 船影重重系古今——淮安河西造船厂更新改造设计 东南大学 冷嘉伟 任秦彤，刘宇轩，邢寓

5 B122-001208 舟·驿——大运河文化下高邮盂城驿扩容更新设计 南京艺术学院，同济大学 施煜庭 吕嘉伦，孙文鑫，张龙虎

6 B122-001288 钢与河的构成 广州美术学院 温颖华 朱鹏飞，贾夏妮，龙鹏飞

7 B122-001703 回声·反哺——溧阳市旧红旗水厂更新设计 东南大学 胡石，章泉丰 王正方，程欣然，郭玘玥，李小丫

8 B122-001710 应运而生，酒到渠成 南京大学 丁沃沃 刘玥蓉，姚孟君，邵鑫露，王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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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122-001729 织廊寻河纪——工业厂房改造设计 东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
任书瑶，宋佳训，张少敏，王哲，何沁珏，

史罗燕

10 B122-001962
运河“充电宝”——人文关怀视域下的公共生活服

务设施设计
苏州科技大学 金雨蒙 陈宣伶，吴绪阔，叶乔巧，郑常羽，朱璇

优秀作品奖二等奖：30项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设计机构 指导教师 获奖人员

11 B122-000034 The Collision——杨柳青协奏曲计划 天津大学 王志刚，张龙 陈航星，汪航迪，蔡定夏

12 B122-000231 运河岸边忆“乡愁” 深圳大学 / 李佳烨

13 B122-000290 运河码头·记忆切片 青岛理工大学 宫胜男，解旭东 刘佳琪，亓芸扬，孙浩元

14 B122-000306 运河上的浮市
苏州科技大学，查尔姆斯

理工大学
楚超超，周曦 邵恒，钱锦，张艺，申奥

15 B122-000328 翡翠长堤路——古纤道文化码头设计
查尔姆斯理工大学，东南

大学
/ 马含笑，朱欢欣

16 B122-000336 朝渡夜悦——基于大运河文化下的桥体建筑更新 内蒙古科技大学 贺晓燕，杨拥军 张发

17 B122-000538 运河上有两条船 东南大学 唐芃 金艺丹，沈睿，汪瑜娇

18 B122-000671 穿越时空的对白——一本送给大运河的纸童话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
王旭辉，冯伟 宣乐，王传文，付君赛

19 B122-000806
闸驿江南·漕市人间——基于漕运文化转译的渠化

枢纽综合体设计
苏州科技大学 金雨蒙 黄孜珩，崔淳珺，符鹏，卢淳凯

20 B122-000852 运河边摆个摊儿——旧造船厂的新生 华南理工大学 / 汤婧玮，王永娣

21 B122-000910
运河粮仓，以一“当”百——含嘉仓仓窖遗址博物

馆改建
东南大学 / 傅文武

22 B122-000926 运河起“泊”器 合肥工业大学，同济大学 胡慧，徐晓燕 张韫，叶晨，陈烁逵

23 B122-001005
遥临两岸，古今一江——基于水位变化和新陈代谢

的两岸运河新连接
南昌大学 周韬 庄晓琦，肖湘羽，章浩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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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B122-001012 运河边的新生—共享地摊 北方工业大学 王新征，彭历
贾凌志，刘志远，贾雪，亢龙，彭郅，

徐孟飞

25 B122-001013 运河净化器——基于清淤再利用的科教工厂设计 苏州科技大学 裴立东，金雨蒙 孙亦心，林嘉俊，周慧，孙心

26 B122-001157
叩古问今——基于文脉主义的窑湾古镇历史文化保

护更新设计
江苏大学 李晓 张天宇，黄杨，周昊璟，韩旭，师超帅

27 B122-001201 沄驿——江尖公园中的立体园林 东南大学 徐小东，徐宁
刘圣品，黄文欣，罗铮，史珊珊，翟沛帆，

吴献忠

28 B122-001248 “韵”河墟市——平江往昔，时空寄语 厦门大学 / 吴晓凤，苏琬琦，周静

29 B122-001276
灯火里的守护者——基于模块化的运河守护者之家

设计
苏州大学 孙磊磊 覃虹宁，姚兰，张培培

30 B122-001477 古“运”新驿——朝阳泵站改造伴生滨水驿站设计 东南大学 朱雷 沈明霞，许凌子，姚秀凝，魏宝华

31 B122-001494 升生不息——丹阳钢铁厂可持续活化设计 重庆大学 孙雁 段佳欣，吴西羽

32 B122-001498 运河起搏器——桥西博物馆群再生计划 浙江大学 高峻，王雷 翁奕柔，来傅依，陈硕

33 B122-001528
运河透析机——污水处理与宣传保护一站式服务设

计
青岛理工大学 侯可明 林双臣，王安卓，轩辕书畅

34 B122-001551 淮下河上 community vessel 东南大学 鲍莉 嵇晨阳，曹志昊，周笑，赵家纬

35 B122-001564 运·合 铜陵学院 廖清华 李震东，王灵莉，郭建飞，姚佳

36 B122-001653 “乌篷下”——京杭大运河船文化体验馆 浙江大学 裘知 王素，刘怡敏，徐思学，金波，恽彬蔚

37 B122-001699 逸步问史——淮安里运河造船厂的前世今生 东南大学 徐小东 孙智霖，林德清

38 B122-001712 重聚运河——灌云县盐河大会堂改造 南京大学 丁沃沃 林文倬，蒋东霖

39 B122-001720
绿治·矿水重生--江西乐安河及周边环境治理改造

设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张鸽娟 张晨曦

40 B122-001735 东西寺再生计划：“老街”的共生与永续 昆明理工大学 华峰 李涵宇，杨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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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作品奖三等奖：49项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设计机构 指导教师 获奖人员

41 B122-000006
古运新韵——缓解城市内涝问题的运河绿道景观规

划设计
河北大学 / 郝芮

42 B122-000010
“因”河而来——基于基因测序手段的古运河空心

村复生大诊疗
南京林业大学 相西如 汤梓越，杨思艺，孙宇，吕娜

43 B122-000052
临运溯源，与古为新——临清中洲历史街区竹竿巷

片区更新设计
山东建筑大学 赵鹏飞

赵晓迪，杜兴科，李一凡，刘健，刘欣妍，

赵静好

44 B122-000057 桥檐下的运动场 河北工业大学 / 郝中意

45 B122-000093 和合共生——基于元宇宙理论下的河道规划设计 南京林业大学 金晓雯 林大地，李俊杰

46 B122-000150
共生的超级“事”场——无锡市古运河段商业性市

井空间重构设计
江南大学 刘佳，过伟敏 余天爱，文琦

47 B122-000180
运河起搏器——非遗容器的生成与其在后疫情时代

下空间功能置换探索
华南理工大学 王红卫 吴依阳，郭杰蜜，王笑寒，陈泽远

48 B122-000186 邀河入梦来——立体的运河 南通大学 范占军
毛世秀，徐子茜，任宇涵，胡清影，

贾箫翰

49 B122-000198 梦忆嘉塘——嘉兴古运河文化中心 清华大学 单军，荆子洋 张慧楠

50 B122-000199 应“运”而“生”——跑船人的“后运河”生活 东南大学 唐芃 闻健，朱雪融，张远，崔一帆

51 B122-000241
游锡言欢——“非遗”锡剧主题的严家桥村滨水公

共景观设计
广州大学 雷莹 许清森

52 B122-000276 笔墨画古今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徐青 柴沈露

53 B122-000389 沂源运河边的山居 合肥工业大学 李早 程乐开

54 B122-000584 朝·潮·巢 ——船闸古镇弄潮家园 盐城工学院 王玉娟，顾海燕
吴琼华，岳赟贤，张理文，朱佳睿，

唐正日，陈双龙

55 B122-000848
运绸未沃——基于三脑协作理念的苏州大运河丝绸

厂地段设计
苏州科技大学 刘宇舒 顾虞佳，于新兰，夏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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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B122-000849
时·市·事——苏州郭新河盲盒种植园及集市更新

设计
安徽工程大学 侯琪玮 赵怡君，葛伊阳

57 B122-000855
三水共生，织梦江南——苏州平望运河绿道驿站及

公共空间更新设计
苏州大学 翟俊 王坤宇，曹晓薇，李畅

58 B122-000906 古漕映新生——运河生活示范单元 苏州大学 王诗若，徐粤 付师妤，王沁，陆映燊

59 B122-000913 寓乐园：教育如何唤醒运河老街 东南大学 / 陈柯帆，鄢雨晨

60 B122-001000 河图：邵伯古运河水上可变广场设计 东南大学 夏兵
姚翀，陈力畅，王淑娴，李昂，安可欣，

李慧琳

61 B122-001038 突触重构 古坝新语 南京林业大学 李岚 樊丽，唐逸洲，代璘，宁乙浩，李聪颖

62 B122-001059 渔舟复载江歌梦 山东建筑大学 /
刘源，刘昱廷， 李同方，张柏源，张佳宁，

范佳雨

63 B122-001097
高淳修补五则——大运河历史背景下老街区的探索

与修补
东南大学 陈宇，蔡凯臻，刘捷 陈晶，金佳林，董婉若，崔斌

64 B122-001106 四时纪·水上浮市 苏州科技大学 吴穹华 李云熙，杨凯，王雨昊

65 B122-001116
舶·盒——南京高淳老街及官溪河沿河公共空间景

观规划设计
华中农业大学 绍继中，张炜，章莉

张丽，张彤彤，彭佳欣，马驰，张梦珂，

潘洋伊

66 B122-001140 乡野重塑 古坝焕新 东南大学 / 李尚媛，刘鹤群，刘焱

67 B122-001228 寻忆京杭——大礼拜寺街区文化溯源与新生
湖南大学，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
彭智谋 张瑞英，赵延凯，许晓虎，欧阳李铃

68 B122-001233 荒野存储库——分层化构建特色荒野化模块 南京工业大学 钱静，吴榛 施琬琪，朱明可

69 B122-001255
流动的运河舞台，活力的戏曲文化——临清剧院重

建方案
山东农业大学 高慧，李源，黄宝玉 刘博雅，林倩羽，代佳杰

70 B122-001274
逐水而“分”，聚水而生——人水关系重构视角下的

城市水岸开发
北京建筑大学，东南大学 欧阳文，钱睿 冯昊，史珊珊

71 B122-001314
旧梦新织，活力再生——淮安市河西造船厂更新设

计
东南大学 郭菂 钱一鸣，吴彬宇，李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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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B122-001354
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三岔河口文化综合体

设计
清华大学，天津大学 荆子洋，王毅 祖晓屹，吕梦迪

73 B122-001357 淮安船厂·书·美术馆 青岛理工大学 王少飞 盖丰毅，刘奕辰，徐煦黎，张健

74 B122-001364 漕坊——运河起搏器 合肥工业大学 王旭 朱占威，沈曦煜，丁子桉

75 B122-001381 穿廊引线，水上新生——常州南港码头船坞改造 南通大学 范占军
石鹏飞，王一帆，霍静怡，陈联贞，

蔡沛璇

76 B122-001453 重启的泊船——运河节点中的造船厂改造 华南理工大学 / 郑皓文，康悰智，钱征宇

77 B122-001507 埠上剪金——剪金桥巷埠头更新改造设计 东南大学 邓浩 常钰，刘立北，李琳

78 B122-001577
“渔”“家”“乐”——基于弗雷德曼核心策略乡村

规划与建筑设计
中国矿业大学 / 刘明明，陈昭熹，丁一丹

79 B122-001634 时间阅读器——运河民间艺术博物馆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 燕纪晨，赵雨萌

80 B122-001647 游园惊梦——浒墅关文化中心设计 北京建筑大学 / 曹艳娜，李艺，于圣钊，庞羽翔

81 B122-001652
生命延续计划——基于无定河流域的间歇性河流修

复计划

山东农业大学，西安工程

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郝源斐，寇炜铜，韩笑晨，邹陈龙

82 B122-001657
隐形破冰带——基于漕运文化和城镇化发展背景下

的滨水综合体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杜松毅 倪豪挺，宋永丹，杨莹

83 B122-001669
锡水潺潺，渔舟攘攘——无锡古运河羊腰湾段滨水

空间设计
江南大学 张希晨 肖罗琴，姜一涵，宫雨宁

84 B122-001675 曼跃南河——景观步行桥设计
中南大学，华南农业大

学，武汉科技大学
/ 吴小龙，何磊，熊秀萍，吴嘉禾，卢泓源

85 B122-001704 水岸联动 滨河新生 青岛理工大学 / 袁伟翔，张博，王晓健

86 B122-001725
唤醒重塑线性活力——永定河北京段季节性河流生

态修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于东飞 刘瑜静，王嘉懋，撖蓉

87 B122-001732 “千年运河 活力家园”五馆规划及建筑设计
宾夕法尼亚大学，新加坡

国立大学，伦敦大学学院
铁雷 崔雨佳，索雨滢，向子晗

88 B122-001783 基于运河动脉延续的边缘区域设计：造船港口的文 北京建筑大学 郝石盟 郭文博，汪靓，范昭诗，张琳，乔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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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态体验园设计 李嘉晖

89 B122-001889 金坛运河社区服务中心 常州大学 左瑞娟，罗璇 陈笑，章佳梅，周浩宇

入围奖：97项

90 B122-000007 前庭后院——无锡南泉古镇社区文化中心 江南大学 范剑才 杨金曦，郑雄凯，余天爱

91 B122-000009 断桥——江苏无锡古运河羊腰湾段景观设计 江南大学 过伟敏 唐耀

92 B122-000011
常州大运河沿线的工业建筑遗产社区化改造设计系

列
江苏理工学院 须博 龚裕，霍兰香，林仲鑫，李宇，姚辰静

93 B122-000018 “复戎仓”——应急物资捐赠仓 西南交通大学 / 吴茗慧

94 B122-000029 岩棲归源——黄龙山遗址公园景观设计 中国美术学院 褚军刚 王雯霖，佟逍

95 B122-000030 MEMORY CONTAINER 记忆神经元 江南大学 张希晨
叶敏妍，沈启慧，杨雨萧，李佳林，

陈珂颖

96 B122-000035 古“会“焕芯计划——运河庙会的再生 烟台大学 陈中高
王玉飞，侯淼淼，李雨婷，赵艺霖，韩滢，

季凯云

97 B122-000044 Go with the flow 复旦大学 / 孙杰

98 B122-000065 浙塬古迹-虹关新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李帆，王琰 李子昂，张景辉，韩易录，穆国林

99 B122-000076 悠悠运河绘卷里 南京林业大学 许浩，张帆 吴迪，施琪，王晨，张也，潘杰，应文佳

100 B122-000087
承因姑苏韵 新生西山塘—苏州市山塘街（西段）周

边片区城市更新
苏州科技大学 罗超，吕飞 郑煜昂，何莲，彭韵嫙，马健越

101 B122-000100 画卷·桥上游园——悬于运河之上的线性文化廊桥 长江大学 彭蓉，郑辑宏 张玖澎，段宗羚

102 B122-000102
“沧海一粟”敦煌荒漠化治理——小型多功能利水

生态馆设计
上海大学 / 王嘉慧

103 B122-000115 左手江南雨巷，右手缤纷街区 南京大学 朱怿，侯宇峰 邢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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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B122-000134 隧观
广州华立学院，珠海科技

学院
罗国辉，李超，刘冰冰 蔡礼亭，潘林湛，郭泽楷

105 B122-000168 连理之木——苏州运河沿线旧工业建筑改造设计 南京晓庄学院 许晶晶 陈洁炀，钱文

106 B122-000172 时间容器——通古博今，有容乃大 中国矿业大学 孙良，张一兵 姚天宁，陈星，胡锟涛

107 B122-000181 青染桥浜弄——老运河地段更新设计 苏州大学 陈月，雷诚 陈俊燚，钱万溪，李龙翔，陈凯璇

108 B122-000203 天津西沽南-漕运文化博物馆设计 同济大学 / 侯雅洁

109 B122-000225 “老住户”乐享“新生活” 江南大学 范剑才，王晔，张希晨 郑祺奋，李珂怡，黄诗慧，姚世广

110 B122-000226
多“骑”路·今安在——基于记忆重构理念下运河

沿线骑行驿站设计
北方工业大学 王新征，彭历 刘颖达，陈悦，金颖，陈柳丹，于濮一

111 B122-000230 MATE GALA——历史文脉的复兴与再造 山东科技大学 李肖 陈之治，姜舒馨

112 B122-000283 融·通——淮安船厂工业遗产更新改造设计 昆明理工大学 华峰，何俊萍，杨健 刘昕妮，谢东方，朱望博，官永国

113 B122-000288 轻舟重开宴，如约不须催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李鎨翰 邢家，翁艳霞，陈达超

114 B122-000330 江之伊甸——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修复 扬州大学 王冬梅 丁玥，姚静娴

115 B122-000396
渡口·逃离城市负能困境——高架桥下的滨河街区

改造探索
浙江工业大学 朱晓青

凌俊，潘沈佳，苏颖，刘一然，孙正基，

冯晨凯

116 B122-000432 市井南河·里映外河 常州工学院 陆小波，傅睿 付敏，程浩然

117 B122-000669 邗沟古今，时遗问境 浙江农林大学 斯震，金荷仙，洪泉
潘婉颖，张林浩，陆磊，郝明子，华浏青，

王隽文

118 B122-000744 C³——基于十五分钟生活圈的运河历史街区更新 南京林业大学 郭苏明，乐志
陈茜，谷雪涛，裴红钢，马碧萱，苗鑫鑫，

赵冬琦

119 B122-000767 大运河“漂”来高邮城
南京林业大学，浙江农林

大学
邱冰，张帆，赵兵

徐婧怡，夏雨波，陈天奕，杨珊珊，

潘婉颖，黄天禧

120 B122-000768
失落之舟——基于碳中和的多视角下船厂活动中心

改造

大连理工大学，天津理工

大学
李晓慧 郑凯，李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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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B122-000803 穿廊引线，大河新生——杭州大河造船厂改造 南京大学 武昕 朱秋燕，宋珊珊

122 B122-000828 曲水流觞——1958场地活化改造 安徽工业大学 董伟
桂华君，洪锦，蒋孟秋，于雅惠，沈乡鹏，

王永

123 B122-000832
观堂——大运河常州段沿岸老旧空间重构的思路与

实践
常州大学 黄海波，王璇 黄庆煜，许杰，彭东伟，刘庆超

124 B122-000840 画不尽的运河故事——淮安河西造船厂改造设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东南

大学
王琰，沈莹，闫增峰 顾佳俊，赵子墨，卓昱同，蒋子悦

125 B122-000885
陌上开花，运河复颜——基于古运河生态修复的城

市绿廊复兴计划
天津工业大学 / 朱帅昂

126 B122-000938
从基础设施到活力网络——基础设施建筑学视角下

的运河活力再生
苏州大学 叶露 陈同同，王慧宾，唐嘉慧

127 B122-000959 运河水脊的死与生 天津大学，东京工业大学 曹磊，胡一可 张文正，付琳

128 B122-000976 叩古•问今• 启未——以水化乡愁 合肥工业大学 胡慧，王东坡 房乐乐，付琪琪

129 B122-000982 “圩”wéi而不围——运河渔场新生记 东南大学 高崧 郭晋哲

130 B122-000992 恍如隔世——基于符号互动论的码头市集重塑 苏州科技大学 高小宇，胡莹 冯浩宇，孙锦培，王涵宇，李源鑫

131 B122-001016 运河似网织南北 盐河一线缝古今 华侨大学 郑志，刘塨 魏晓雪，吴美洁，郭效菲

132 B122-001029
黄金十字水道的新生——谏壁节制闸长江侧引河风

貌整治提升
东南大学 陈烨，谭瑛 颜郑菲，徐梦娴，张思群，姚歆睿

133 B122-001037 水韵东关，“酒”梦织新 苏州科技大学 王雨村 邵婧，吕林蔓，胡佳怡，戈敏琦

134 B122-001039 桥上·河上 山西大学 赵岩 陈思玉，高艺珲，左晨璐，杜炫彤

135 B122-001056 “河”以为家——运河上的驿站 合肥工业大学 王德才 袁泽伟，张润嘉

136 B122-001068
“甘棠画卷”——以《运河揽胜图》为设计先导的

码头复兴设计
山东建筑大学 李晓东

于泽龙，康淼，张舒曼，邓晓颖，赵锦涵，

张小曼

137 B122-001070 重构羡园 上海大学，上海理工大学 / 张靖奇，李科洋，沈茂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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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B122-001085
春风又绿杨柳畔——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更

新设计

北京建筑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
陈志端，王晶，杜立柱 胡新宁，何嘉雯，刘铭昊，李宇嘉

139 B122-001121 “田埂上的运河”——稷上川
南京林业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
李晓颖，董禹

符芊，屈昂，牟津瑶，张梦音，周婉莹，

汤羽成

140 B122-001123
重构与新生——以运河杭州段和睦桥桥下空间为例

的城市灰空间更新
浙江工业大学 任彝 夏舒骏，易紫郡

141 B122-001132 水形物语 合肥工业大学 / 张汝康

142 B122-001162 浮舟·织廊·衔史 东南大学 诸葛净
张玥莹，赵俊逸，王志成，王浩然，

杨健敏，陈江

143 B122-001189
落花逐流水，共到茱萸湾——基于历史叙事的文化

景区空间重构设计
南京林业大学 孙新旺

李沁苡，周艺涵，曹译丹，陈羽翕，

郑澄诚

144 B122-001299 运河集市 中国矿业大学 仝晓晓，井渌 陈伊梦，邵玉晗

145 B122-001319
“再呼吸”——污染环境下可再生能源景观空间构

想设计
南京艺术学院 殷蓉 徐建祥

146 B122-001337 行云观水·漫步天地——运河小城共享街区设计 中国矿业大学 仝晓晓 葛佳妮，张美云，印象，马意晨

147 B122-001378 向水与共生——运河感知容器 东南大学 徐瑾 罗远烽，吉天宇，董雨霏

148 B122-001387
地循复环，尚水尚义——基于三生空间尚义县地下

水生态修复景观设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沈阳

农业大学，浙江财经大学
张涛，李军环，杨立新 裴庆华，王紫悦，王佳立，李育辉

149 B122-001416 漕运转谷·前世今生大“秀” 东南大学，南京工业大学 / 高炎菲，刘彤彤

150 B122-001432 遇见灯笼桥上 扬州大学 张建新 严永婷，汪家遥，赵朗

151 B122-001434 许村手稿·连续叙事的生活街道 中国美术学院 卓旻 许欢

152 B122-001439 水上假面舞——重生？or？重构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李志民，李冰 袁俊哲，刘韵昊，李朝明

153 B122-001445
新界首驿——高邮市界首运河大桥景观和功能提升

设计
扬州大学 张建新 姚楠，陈佳怡，张腾中

154 B122-001450
披光寻脉|旧渡新生——沧州代家园运河渡口景观公

园设计
北京建筑大学 张曼 曹雪萦，潘梦，于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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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B122-001459 古运·新韵 中国矿业大学 赵警卫 刘琪，李馨桃

156 B122-001460 未来时态
武汉理工大学，清华大

学，卡迪夫大学
王双全 周弋琳，王瑞，阮成昕

157 B122-001467
废弃成景——从工厂废区到人文游憩区（丹阳钢铁

厂改造景观设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吴彩莲，黄琬雯，陈泽宇

158 B122-001475 绿水西楼 芳草长堤——淮安段运河街区设计 山东建筑大学 / 刘萌，李柏震

159 B122-001492
译·运河的点线面——临清运河文化博物馆建筑设

计
山东建筑大学 / 庞惠珊

160 B122-001515 LIVEHOUSE·运河 STYLE 南京林业大学 方程 许丹莹，陈慕竹，卢玉旭

161 B122-001553
停车近拙园 义仓宜晚晴——石家角适老型社区中

心设计
苏州科技大学 谢鸿权 林一诺，郑琦越，卞韫雯，戎煜，王静之

162 B122-001560 三生洋河 古韵新风——休闲旅游乡村景观设计 昆明理工大学 张熹 赵秦欢

163 B122-001596 秦淮酲梦：多维感官空间的运河文创街道设计 南京艺术学院 姚翔翔
周龙伍，魏楚涵，王子豪，粘欣慧，

陶欣然

164 B122-001617
古运新生——基于韧性城市视角下嘉兴古运河沿岸

景观更新设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天津

美术学院
杨豪中，刘晖，高颖 栗晓龙，李泓锦，高向天

165 B122-001632 何以为家？河以为家 东南大学 高崧 蔡杰鹏，邢哲琦，李灵芝

166 B122-001636 有河不隔，有盒不阂 青岛理工大学 舒珊，耿雪川 苏腾飞，杨瑞丰，李璇，崔盈盈

167 B122-001646
循轨通今，沿河重生——疫情下的智慧物流城市设

计
天津城建大学 赵星

齐敏茜，李思源，周彦铠，王震宇，

李宬君

168 B122-001656 南船纪•川流不息——运河揽胜图叙事空间再现 青岛理工大学 / 赵翔宇，许雅茹，戴妤婕

169 B122-001701 京杭运河与塘浦圩田系统的跨时空对话 天津大学 李严，张玉坤，李哲 尚筱玥，姚旺，翟羽洁，常笛，王沛东

170 B122-001739
野航——基于江南运河文化、经济复苏的可移动式

码头设计
苏州科技大学 胡炜 宗脉存，王欣，杨龙畅，朱宝怡

171 B122-001742 新“触媒剂”
康奈尔大学，华中农业大

学
/ 郭雨晴，黄若楠，苏培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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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B122-001767 超级榫头——基于中国传统榫逻辑的摩天大楼 东北林业大学 邵卓峰
马泽龙，贾欣雨，王若航，张玺万，

马菁菁

173 B122-001835
广州紫泥堂工业文化遗产展厅——基于《1984》反

乌托邦空间设计
长沙理工大学 王龙 边钰洺

174 B122-001847
运河流波——基于京杭大运河文化意象的滨水空间

城市家具设计
南京林业大学 吕九芳 张胜杰，孙萌

175 B122-001863 运河景观公园展示主题设计方案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

技术学校
裴元生 钮雨婷，倪晔

176 B122-001871 江岛游船——通扬运河滨水带活化设计 天津大学 郝卫国 刘淑伟，刘泉妤，银晨晓，苏君，杨浩然

177 B122-001884
山水-炊烟一一以“千年运河活力家园 ” 为主题的

乡村再造探索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

技术学校
裴元生 张佳凯，姚佳宇，朱岩

178 B122-001887
古河新韵——扬州三湾景区青少年水上运动体验之

家设计
南京工业大学 胡振宇 王君宜，姚望，康孟琪，吕铭洁

179 B122-001892 “桥”古往今来 相得益彰 东北师范大学 刘学文 李艳，王先桐

180 B122-001908 墓的湮灭——殡葬空间的逆生长一百年 淮阴工学院 华予 徐艺文，王倩，邓长霖，丁杰，蔡樑

181 B122-001926 解梦汴梁城——乐活空间改造开封中山北路
南京工业大学，中原科技

学院
张健健，袁畅 卜凡玥，卢松倩

182 B122-001929 沧州水韵 广州美术学院 张一鸣 肖博嘉，谢晓兰

183 B122-001949 在水一方——西沽运河博物馆设计 华南理工大学 / 刘璇

184 B122-001957 “装配式”人行桥—易桥 湖南师范大学 / 邝蕾婷，唐子恒，龚一夫

185 B122-001958 “持续新生”可持续湿地景观设计 湖南师范大学 / 邝蕾婷，龚一夫，唐子恒

186 B122-001976
借水行舟——第三空间视角下的大运河扬州邵伯古

镇段水驿景观设计

云南大学，山西大学，南

京艺术学院
刘一凡 庄天琴，陈彦波，花俊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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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组（91项）

优秀作品奖一等奖：10项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设计机构 获奖人员
共同参赛

基地主体

1 B122-000101 河上河下间的日常|马濠运河遗址博物馆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北京中天国际

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建筑设计院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瑞罡，唐海达，熊旎颖，张一鸣，於靖凯 /

2 B122-000233 石宕又“咚咚咚”了！

南京东南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盱眙国有联合资产经营集团有

限公司

张麒，陆垠，邹闻婷，郭宜仪，王方亮，杜威

盱 眙 国 有

联 合 资 产

经 营 集 团

有限公司

3 B122-000247 循环吧！藻基鱼塘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姚刚，段忠诚，王杙菓，周泽嘉，张彦泽 /

4 B122-000638 运遇浮萍，河驿为家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裴小明，左武欢，张效嘉，周宇，郭乐乐，李静 /

5 B122-000761 围城与展城——苏州城墙文化展示馆 苏州九城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王凡，董霄霜，高腾，陈亢俊，王骞，徐佳凤 /

6 B122-001151
驿动方舟——基于生态修复与时空共享的

运河社区绿地营造

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南京工业大

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王杰思，张冠亭，孙磊磊，周心悦，谢宇虹，魏子

茹
/

7 B122-001260
跑船人的情怀——低碳时代大运河水上

“佳游站”改造构想
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舒怀，傅雪明，卢春霞 /

8 B122-001283
顺着通扬回到2077——通扬运河唐闸北市

节点空间设计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姚歌，韩青，高轻寒，龚玮 /

9 B122-001437
运河的第六立面——运河大桥底部剩余空

间再生计划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黄怿昕，刘源科，陈志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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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122-001455 轻“触”运河，重“链”家园 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张胜越，管若尘，贾琰，张子懿，姚秀利 /

优秀作品奖二等奖：31项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设计机构 获奖人员
共同参赛

基地主体

11 B122-000137 号外！子恺故里开了个 NFT运河市集
苏州工业园区新艺元规划顾问有限公

司
侯彦如，陆园，徐小雨，许斐然 /

12 B122-000154 生长在运河畔——河畔灯塔
南京光辉岁月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南京

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郑三山，殷宝才，刘青，王常海 /

13 B122-000278 千年运河 活力家园——元宇宙·在横塘驿 苏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许婕，沈宇欢，单启帆，顾昊，唐玉，张心韦 /

14 B122-000357 运河唐宋遗韵 相城十二时辰 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张豪，曹福东，刘梦绮，徐敏皓，孔瑞卿，冀宇 /

15 B122-000412 漂浮计划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郜佩君，裴峻，王贤睿，毛律 /

16 B122-000417 二十四节气魔方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郜佩君，陶俊熹，裴峻，袁伟俊 /

17 B122-000485 旧瓶装新酒，新瓶装老酒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

公司建筑设计院
刘学军，李志华，李紫薇，虞佳，孙思晴，刘言 /

18 B122-000488
古运之舟·与古为新——江阴国乐岛地区

运河文化遗址重塑
江阴市城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童兰慧，俞奕林，陈佳栋 /

19 B122-000494
寻迹运河·古纤今生——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上虞古运河遗址公园设计
浙江工业大学，绿城中国浙东区域公司 吕勤智，吴歆悦，莫倩，诸葛诗棋 /

20 B122-000499
《船马扣》——探索运河复兴机遇下的城

市家园新样态
南京市第二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刘弥，蒯鲜明，徐春风，董丽，施炳正，王文鑫 /

21 B122-000519 运河盛宴·时代梦华录 江苏中发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沈洁，邱徐辉 /

22 B122-000534 归乡记——探索运河乡村环境提升路径 苏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张海天，薛宏伟，胡玥，薛冰洁，胡光亮，吴子姮 /

23 B122-000548
泽有园•垣无相——高密度运河古镇的多

维折叠社区空间试验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徐嘉栋，赵琳，王洁茹，徐丹，潘静，朱云 /

24 B122-000686 古河新生进行时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胡大愚，肖凡，杨筱玥，黄程杰，魏亮铖 ，顾泽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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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B122-000721 砂舟新集——运河采砂船的重生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王亮，吴晓天，王畅，王硕，夏昱，钱昊哲 /

26 B122-000755
运河“画舫” ——扬州运河上的流动文化

站
南京市园林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李浩年，燕圣泽，姜丛梅，成方钰 ，杨琦，孙思艺 /

27 B122-000818
往来有新”驿“——胥江小岛的当代角色

演绎
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陶亮，陶雪倩，肖威，凌志云 /

28 B122-000987 马濠运河博物馆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湖南省建筑设

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天国际

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陈瑞罡，熊旎颖，唐海达，张一鸣 /

29 B122-001183 渔舟唱“湾”， 代代“船”承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芳奇，田壮，卢韵竹，王雅琪，赵彬 /

30 B122-001307
新河街·新市集——天外贾客归，云间片

帆起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沈旸，何永乐，王一鹏，傅逸君，孙成，陈华 /

31 B122-001334 浮生六记——渔村生活加油站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建筑与

环境设计工作室
刘汝欣，张晨阳，仝晓晓 /

32 B122-001376
旌善申明，古韵新声——运河海事流动法

庭服务中心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韩笑，潘霈雨，卫运韬，刘佩鑫，赵卓 /

33 B122-001417 运河畔的海绵方厅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竹，殷玥，黄润开，张琳惠，范玓琳 /

34 B122-001509 立体园林——探求适应新时代的园林形态 苏州土木文化中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沙亚哈提·阿扎提 ，黄江豪 /

35 B122-001548
从运河码头到研学驿站——模块化城市家

具设计
独立设计师团队 李晓舟，李佳聪 /

36 B122-001598 通扬牧歌记——浮游聚落的再现 苏州立诚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龙，朱晓冬，尹浩，陆雨璐，施展，谢峰 /

37 B122-001618
望贯长河千帆落日，翔越飞鸿百舸古今—

节制闸引河公共空间设计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孙承磊，严羽，郭浩然，田思远，沈澄 /

38 B122-001633 “元”梦平江——千年运河接驳虚拟现实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朱琨，滕杰，居婷婷，顾浩，房向硕 /

39 B122-001802
五穴针灸疗愈都天老爷——大运河淮安段

都天庙历史地段更新设计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华，桂鹏，邹康，孙菲，庞月婷 ，杨雯欣 /

40 B122-001852
一宅两堂·开甲始生——程开甲故居修缮

设计
苏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罗毅，王晓苍，程龙，苏昱，马骁，丁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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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122-002003
生“锈”·生“SHOW”——基于水铁联运

的运河文化客厅设计
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张培刚，王治福，汪琦，张翔，杨宁宁，陈勇健 /

优秀作品奖三等奖：50项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设计机构 获奖人员
共同参赛

基地主体

42 B122-000064
水乡融新 漫游寻忆 智慧旅游背景下无锡

严家桥村保护与更新

无锡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江南大学设计

学院

张帅，郝靖欣，赵曰皓，陳槿銦 /

43 B122-000127 运河留声机 江苏博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张灵玲，王磊，高烨雯，刘一奇，黄麒，吴辰航 /

44 B122-000130 横塘蜃市——运河驿站文化的创新演绎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许迎，朱婷怡，蔡姝怡，乔楠，肖莎，倪凌 /

45 B122-000166 老街的新生活 南京金宸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马征西，周济，胡晓娟，侯俊强，徐耀，陈明 /

46 B122-000196
苏东古盐都 运河通海处——栟茶古镇艺

术中心&美术馆设计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马淳靖，董良娟 /

47 B122-000253
从“打鱼到打垃圾”——渔民王大亮家的

一天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姚刚，段忠诚，牛嘉琪，张燕燕，吴欣睿，许轩宁 /

48 B122-000254 清洁渔排上的集市生活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段忠诚，姚刚，胡俊杰，戚雨田，梁中杰，江芊雨 /

49 B122-000272 宝带纤道 月链江南 苏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葛妍，缪青，吴雪鋆，吴颖茜，徐娇，刘晋宁 /

50 B122-000281 待到人归时，重走运河路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蓝峰，那明祺，谈昭夷，金程佩，陈玉潭，刘志伟 /

51 B122-000308
从“义渡”到“义护”——西津湾地块救

生义渡文化展示馆设计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肖鹏，黄欣紫，谷士亮，郭文浩，王昕婷，汤瑾瑄 /

52 B122-000309 因”运”而生，“窑”望未来 江苏城归设计有限公司 胡诤，李益，潘冬芝 /

53 B122-000382 “元”运河——链接历史的未来之城 苏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张辉，唐倩倩，洪悦 /

54 B122-000394
艺运·兴河——打造艺文运河水岸公共空

间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未筑建筑设计事务所（南京）有限公司
戚威，李晨星，路媛，王彬，李政，钱世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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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B122-000418 水上服务区——运河 1号站 南京金宸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时锦，倪妮，葛玲 /

56 B122-000433 又见荆山桥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磊，李海旭，管佩弦，周扬，吴霜 /

57 B122-000443
穿越千年的水市繁蘤——苏州大运河蚕里

的破茧新生
苏州致朗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姚臻，胡敏，朱笛，刘晔，夏君，丁涛 /

58 B122-000473 运河不息——古河道的焕然今生 中核华纬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程石，边涛，刘雅婧，冀鹏飞，杨紫晗，文春芳 /

59 B122-000474 元市集-运河桥下空间的元宇宙玩法 江苏中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铨，陶东哲，鞠辉，袁婧艳，王东海 /

60 B122-000520
缓流慢行·古运新动 泰州古通扬运河水泥

均化库地段活化提升改造
中城建第十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陈聪，刘海，赵非池，梅峻，王丹，王俊旗 /

61 B122-000532 筒仓“芯”解 江苏省城镇化和城乡规划研究中心 丁志刚，仲亮，周浩，刘娇旸 /

62 B122-000558
一叶轻舟——基于遗存改造和生态激活的

地块设计

南京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廖杰，李伟，岳昭阳，郭珊 /

63 B122-000568 无界——城市开放运河博览馆 宜兴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吴兵，石嘉，吴雨，姚建敏，王小涛 /

64 B122-000572
延·衍：古堤新韵—基于文化基因转译的

高邮运河西堤景观更新设计

南京农业大学，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

限公司
蒋鑫，李鸿如，李见哲，霍达，解铭威 /

65 B122-000575 碛桥岸泊 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李焱，蓝健，王文晨，金子杰，姚胜飞，韩岩 /

66 B122-000642
水乡 T细胞——基于水网复兴的活力 T细

胞疗法
江苏筑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张馨，许洁，黄昊，徐滨，翟金礼，李斌 /

67 B122-000661
古“运”新生，城“河”共荣——苏州城

市化进程下运河的两岸更新
苏州城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夏平，张洁，郑祎旻，吕步，刘孜业，孔彦君 /

68 B122-000700 何以为家？“河”以为“家” 江苏博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周胡超，徐丹丹，袁启春，袁奇，黄新煜，冯富旺 /

69 B122-000708 水平线的乐章 苏州园科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佶，黄亭昌，沈晖，张迪，朱瑛，谭咏森 /

70 B122-000716
“苏”“康”“码”——新市桥老码头区域

空间再造
悉地(苏州)勘察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莫晓嵩，唐蒂，张开源，金嘉琪，郭士毅，李鹏飞 /

71 B122-000756
垂虹卧波——缝合城市更新大背景下运河

两岸
江苏纬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郝光宇，王继发，朱啸，蔡梦颖，蒋舒舒，聂正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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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B122-000949 运河·驿
贵州一道创意景观设计有限公司，贵州

工商职业学院
詹科，汤洛行，王加俊 /

73 B122-001014
穿梭河与镇的时空宝钗——邵伯船闸焕新

记
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曹隽，陈京京，汤文浩，唐涛，陈晨，王俊淇 /

74 B122-001047 水绣门记——大运河盘门段复兴计划 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陈继鹏，胡璇，王一宸，刘瑾，吴睿 /

75 B122-001134 南港·印象·再演绎 江苏远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潘乐天，彭雪玲 /

76 B122-001188 运河 YU·震泽 XIN 苏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王之峥，殷锐，王礼晨，朱震宇，苌曼曼，杨家康 /

77 B122-001272 城市漂流瓶（水上社区） 苏州合展设计营造股份有限公司 戈文娟，王宴清，孙雄，王凯，王静 /

78 B122-001332 渔人码头——运河废弃码头的再生设计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建筑与

环境设计工作室
戴家怡，周涛，仝晓晓，张晶晶 /

79 B122-001513 活运河的地层学

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上海绿城人居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

司

陈昭，邵俊，赵雯婕，尹霓阳，于婧雯，曹雨寒 /

80 B122-001529 会呼吸的小镇
江苏省城镇与乡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顾睿，姜若磐，何海伦 /

81 B122-001623
廊桥·遗梦——基于运河文化转译的城市

公共空间设计

连云港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
周云龙，张学彬，丁懿琼，林晓明，王玮，陶陈雷 /

82 B122-001635 异托邦——京口闸遗址片区的时空重构 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任晓琳，王胜，黄龙辉，嵇卫东，季文然，李苑常 /

83 B122-001674
运河情•会呼吸生长的水岸——望亭运河

公园
苏州智地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宋雁，万齐军，孙晓莉，高平，范家琦，付建 /

84 B122-001702 同一个记忆——运河之上的模块景观
南京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唐莲，李倩，王问，杨叶，董晶晶，许雁庭 /

85 B122-001705
两公里数字画卷——大运河文化背景下的

文化遗产景观再现
南京匠森建筑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孔康苏，司超，蔡雅莲，徐舒畅，魏辉 /

86 B122-001753 一梦千年
中国矿业大学工程咨询研究院（江苏）

有限公司
仝潜，田波，张翰文，邹威，王冉，邱巍 /

87 B122-001775
暮见栖鸟还——基于生态缝补策略之窑湾

砂场更新设计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建筑与

环境设计工作室
车卓行，黄嘉浩，仝晓晓，成育行 /



— 19 —

88 B122-001814 运河街“方”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胡石，高琛，袁翊展，夏天，李倩，彭思翔

常 州 市 晋

陵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89 B122-001817 姑苏繁华图上的老街复兴——水泊八坼
苏州园科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苏州

新东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凌俊，唐雪，徐伟璋，陈果，孙辉，范纯颖 /

90 B122-001854 “因运而生”——重拾九里村的运河记忆 江苏政泰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王斌，陈宇，周翔宇，黄晓丹，曹家榕 /

91 B122-002016 古今相印，水脉筑芯 悉地（苏州）勘察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倪骏，王卓宇，刘瑜，屠孟君，张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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