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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示：《现代源》杂志欢迎广大读者投稿

稿件要求：

1．“品位设计”版块：介绍工装室内设计项目，阐明设计理念、设计亮点，要求主题明确，

内容生动，条理清晰，可读性强。（稿件一般以不超过 1500 字为宜）。

2．“艺术之间”版块：以图文形式刊登具有创意性的设计类产品，涉及范围广泛（包括工

业产品、家装配饰、艺术作品等），要求来稿突出产品创意，设计感强。（稿件一般以不超

过 300 字为宜）。

3．“设计看世界”版块：邀请设计师从自身观点阐述对生活、艺术、设计等的看法，要求

文笔流畅，可读性强。（稿件一般以不超过 4000 字为宜）。

4．“前沿”版块：介绍低碳、环保节能新材料、新设备，技术领先，引领行业。（稿件一

般以不超过 1500 字为宜）。

作品要求： 

1. 图片分辨率不低于 3000×3500 像素， JPG 格式 2MB 以上，TIFF 格式 35MB 以上 ，图片

文件以常见格式存储（如：*.jpg *.tif ）。 

2. 每个项目图片数量至少 15 张左右。 

3. 配以相关设计说明、平面图及项目信息（中英文名称、项目地址、项目时间、建筑面积、

设计者、设计公司）。 

4. 设计单位可根据稿件的项目内容分别投稿，不限项目数量。

主办：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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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砺设计 勇于起飞
FOCUS ON DESIGN TO CREATE BETTER SPACE

——访萨夫迪建筑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高级建筑师    陈思安

陈思安

高级建筑师

萨夫迪建筑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工学硕士 ( 荣誉 ) 建筑学与环境设计， 英国皇家注册建筑师

陈思安先生于 2013 年 2 月加入世界知名的萨夫迪建筑设计 (Safdie 

Architects) 在上海的事务所，担任高级建筑师。陈思安毕业于英国伦敦威斯敏

斯特大学建筑学院，并以优秀的成绩获得建筑学文凭，毕业后就职于曾获得多

个建筑奖项的英国伦敦 Allford Hall Monaghan Morris (AHMM) 建筑事务所，并

取得英国注册建筑师资格。陈思安负责的项目包括伦敦 SMAA & Highshore学校，

以及曾于 2008 世界建筑节公开展出的加纳高层住宅项目 Villaggio Vista。陈思

安对可持续发展融入项目开发有浓厚的兴趣，并且是 AHMM 建筑事务所的环保

团队其中一员，AHMM 在 2011 年获得英国 AJ100 Most Sustainable Practice

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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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起步

在建筑界，陈思安这个名字或许并不那么

响亮，但是作为一名青年建筑师，他的身上不仅

充满了年轻设计师的活力与热情，更多的还是沉

稳、责任与耐心。在 2012 年上海百分百设计论坛

上，陈思安代表思邦建筑事务所于“设计新思潮

&100% 办公空间设计论坛”演讲，在众多设计师

的演讲中他的一席发言令人印象深刻，他人如其

名，“安静有礼、富于思考”，他的采访更是令

人获益良多。

 

陈思安对于建筑的学习始于 2000 年，在英

国诺丁汉大学对于建筑与环境设计专业 4 年的求

学经历为他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对他来说，

这是一段“充满了艰难与挑战的经历”。“一方面，

在对于建筑专业知识全面系统的学习过程中，对

于建筑的整体以及各个工程专业都有了更为深刻

的认识；另一方面，这 4 年的硕士课程事实上包

括了整整 6 年的学习内容（建筑学、屋宇工程），

这就需要我投入更多的精力与时间。通过这个课

程，我取得了英国建筑师注册委员会（ARB）/ 英

国皇家建筑师学院（RIBA）第一部分和英国工程

师学会 (CIBSE) 的认可。随后我去了伦敦威斯敏斯

特大学，并获得建筑学文凭优秀的成绩。”在大

学的最后一年，他加入了由 Murray Fraser 教授领

导的一个设计小组，“跟随 Murray 教授学习的这

段经历是十分难忘的，他给了我们足够的自由去

发挥自己的专长，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毕业设计作

品。当时我的方案是‘Dock Re-Gen 船坞河水处

01. ‘Spatial Articulation 论空

间展示’- László Moholy-Nagy

建筑摄影空间分析。

02.  Dock Re-Gen 船坞河水处

理厂 – 剖面空间展示图。

02

主要项目：

SMAA & Highshore 学校 英国伦敦

Cathedral HQ 英国伦敦

Barbican 戏院 英国伦敦

Villaggio Vista 非洲加纳首都阿克拉

朝阳天地商业综合体 昆山

虹桥路商业综合体 昆山

3 亩地“蝴蝶社区”改造项目 中山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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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英国伦敦SMAA & Highshore 

学校 – 空间及功能展示图。

04. 英国伦敦SMAA & Highshore 

学校 –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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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英国伦敦 SMAA & Highshore 

学校 – 鸟瞰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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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厂’，通过这个项目，我探索了野生生物们在

伦敦这个高度工业化城市中的生存环境。通过研

究我发现微咸水的质量在野生生物系统中起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在项目中通过过滤装置及

研究设备来维持及加强微咸水质量。在此过程中，

日本著名建筑师隈研吾的建筑深深地启发了我，

这个现代化的船坞建筑还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公共

空间。”事实上，陈思安对于建筑的兴趣并非仅

仅局限于建筑本身，他更加关注建筑所处的环境，

同时对于建筑摄影以及建筑空间也有所研究，“我

的毕业论文‘Spatial Articulation 论空间展示’的

研究就是源自 László Moholy-Nagy 所作的剧场舞

台装置设计的空间概念。我的研究始于他的很多

建筑摄影作品，这些作品皆具有对空间立体投射

的细腻触感，而我之所以选择剧场舞台装置设计

作为主题是因为这些作品能令人们从更加立体的

角度去体验空间。”在对建筑行业的启蒙学习中，

陈思安无疑收获颇丰，无论是对于设计的探索、

思考还是个人独立性格的养成，这段经历都至关

重要。建筑设计对于他来说，不仅是一门课程，

一份工作，更是一种理想，一种对于未来的抱负。

实践 •磨砺

设计在陈思安看来并非一朝一夕的功夫，他

更愿意花时间去全面了解一个项目。无论是项目

的总体概要、具体参数还是这个项目目前以及未

来的一切可能性他都会一一了解透彻。“我不仅

会着眼于这个建筑本身的建筑语言，在进行一个

项目时我更会将注意力放到建筑周围的环境、历

史沿革，甚至是它的社会及政治因素我都会一一

考虑到。”陈思安的严谨与细致也同样贯彻于他

的建筑实践中，“当我供职于AHMM建筑事务所时，

早已习惯于在捉襟见肘的项目时间与预算下创造

出令人愉悦的作品。事实上，建筑设计总是充满

变数的，它会不断受到来自于业主、政府政策以

及环境的影响，因此设计师需要具备以不变应万

变的能力。同时，建筑设计并不是凭借一己之力

能够完成的工作，它也需要团队的协作与配合，

当项目出现突然的变化时，更要求团队力量的凝

聚。除此之外，作为一名合格的建筑师，还需要

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如何在项目出现问题时及

时与业主沟通取得业主的信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

个方面。”

虽然建筑设计的过程充满了波折与艰辛，但

是建筑完成时的那种自豪感却是难以用言语形容

的。陈思安提到了在 AHMM 事务所时所作的名为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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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llaggo Vista”的项目，这是位于加纳的一个

拥有 38500 平方米面积的高档住宅项目，在这个

项目中，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一旦建成，它将

成为非洲西部最高的建筑，同时这也是 AHMM 事

务所在西非的首个项目。此项目为加纳新兴的中

产阶级及专业人士打造，同时也顺应了越来越多

加纳人回到自己祖国生活工作的潮流。本项目共

有四栋大楼组成，每栋大楼的顶端都有突出的尖

端，它也将成为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对于项目色

彩，陈思安也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这种基本的

外观设计灵感源自于传统的肯特编织物，同时也

是加纳的酋长象征之一。此外，在设计中还考虑

到了很多“绿色”元素，例如为了减少热负荷而

采用了高度绝缘与可通风的雨帘，本项目证实了

在湿热并且具有极高地震风险的地区是同样可以

建造高品质的住宅大楼的。本项目还被选为“2012 

CBUH 最佳高层建筑奖”入围项目之一。

同样令陈思安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在伦敦所

义务参加的名为“伦敦开放日”的活动，在这个

06-08. 厦门【天墅】售楼处。

活动中，他带领参观者们免费参观他在 AHMM 事

务所参与完工的“Cathedral HQ”项目：“由于

这是一栋开发商办公大楼，因此平时并不会对公

众开放，因此这次活动无论对于我还是参观者们

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在参观过程中，这栋由

历史建筑改造而来的大楼展示出了令人惊叹的魅

力，为每一个进入其中的人带来了独特的空间体

验。”类似的经验还有很多，陈思安提到，建筑

的魅力不仅在于完成的那一刻，更在于分享。分

享感受、分享经验、分享共同的回忆……这才是

09 10

6. 非洲加纳首都阿克拉Villaggio 

Vista– 立面设计及一期工程照

片。

7. 英国伦敦 Cathedral HQ– 主

办共空间。

8. 英国伦敦 Cathedral HQ– 会

议室。

9. “设计新思潮 &100% 办公空

间设计论坛”演讲 2012。

10. “伦敦开放日”活动 - 英国

伦敦 Cathedral HQ。

11. 陈思安摄影作品 - ‘Cabled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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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项目。同时，这也是我首次与一位大师级的建

筑师——摩西 •萨夫迪共事，相信在这个过程中，

我肯定会学到更多！”

未来对于陈思安来说，虽然仍有诸多不确

定性，但却是充满着希冀的，生活中的他热爱摄

影，擅于发现及捕捉藏于细微之处的美，他个

人还在 2010 年创建了自己的品牌 Imaginative 

Imagery，并且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真正值得回味与难忘的。

未来 •憧憬

2013 年 2 月，陈思安加入了世界知名的萨夫

迪建筑设计（Safdie Architects）上海事务所担任

高级建筑师。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也是全新的挑战。“萨夫迪事务所是一家成熟以

及专业的建筑事务所，目前在亚洲有越来越多的

新项目。重庆来福士广场也是事务所的一个重要

07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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