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建筑装饰人而言，一栋融合品质和品味建筑的诞生，需要经过“毛坯”、

“塑型”、“上妆”三个阶段。从装饰的意义来说，如果“塑型”是硬装，那么“上

妆”就是软装，是画龙点睛的一笔。

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建筑功能的要求也在不断丰富，不断提升，

在原有“实用”的基础上，“美观”、“环保”等元素应运而生，“享受更有品味

的生活”成为了都市人的另一追求。对于三局装饰而言，软装则是展示装饰品

味的最好载体。何谓软装？它听上去似乎有点陌生，但离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却

如此之近，仿佛触手可及 ：放置几件挂件摆饰是一种闲趣与情调，搭配几幅画

作是一种艺术与创意，规划家具设计更能体现一份独特与温馨……可谓细节之

处，尽显品味。

三局装饰拓展软装业务的时间虽然不长，却秉承“做生活品味的缔造者和

空间资源的整合艺术家”这一理念，逐渐在行业内崭露头角 ：从海洋度假风情

的巴哈马度假村酒店，到动感灵性的上海象屿大宁悦府 ；从人文情调的北京碧

水庄园 2 号别墅，到中美装饰风格完美融合的无锡苏宁酒店式公寓……三局装

饰用国际领先的设计理念和丰富独特的设计经验，紧随国际软装流行趋势，激

荡出软装设计的奇思妙想，诠释出软装艺术的卓越创意。

在三局装饰人眼中，他们服务的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或场所，而是人类的创

想生活，是对未来世界的无限塑造。他们将艺术融入空间，将品位还原生活。

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和您有一样的愿望 ：享受更有品味的生活，开启更加美

好的未来。

享受更有品味的生活



近日，公司取得“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资质”，这是公司继建筑装饰壹级、建筑幕墙壹级、机电设

备安装壹级、金属门窗壹级资质后，取得的又一项壹级资质，

为公司进一步开拓照明业务奠定了基础。

9 月 25 日，公司承担全部装修任务的西南首座港式

豪华度假酒店——贵阳新世界酒店盛大开业。开业酒会上，

香港新世界瑰丽集团首席行政总裁郑志雯女士对公司诚信

履约、优质服务表示了感谢，并对公司履约水平和施工质

量表示赞许和肯定。

9 月 28 日，由公司打造的内地第二个 W 酒店——北

京长安街 W 酒店盛大开业。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在开业

典礼上对包括公司在内的合作方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对

与公司今后的长期合作表示期待。据悉，公司作为客房区

域装饰总包，负责该区域所有施工任务。

9 月 11 日，公司召开干部大会，中建装饰集团领导宣

布了任免通知 ：陈鹏任公司董事长，张军国任公司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晏绪飞不再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职务，郑宜坤不再担任公司总工程师、纪委书记

职务。

日前，公司相继中标贵阳中天会展 BL 商务区幕墙工

程、武汉沿海菱角湖壹号幕墙工程、武汉越秀塔子湖 J 地

块一期住宅精装修工程、成都银泰商业裙楼金属屋面和冷

却塔消音维护结构工程、中国移动深圳信息大厦精装修工

程、珠海长隆企鹅酒店精装修工程，累计中标金额近 6 亿元。

公司取得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
专业承包壹级资质

西南首座
港式豪华度假酒店盛大开业

公司打造内地第二个W酒店
正式开业

公司领导班子实现新老交替

公司与大客户频繁握手
九、十月中标额近6亿

1. 2. 4.

6.10 月 13 日，中国建筑装饰协会秘书长刘晓一莅临公

司考察指导工作，对公司发展速度、质量和前景表示了肯定，

对公司软装业务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并代表中国建筑装饰

协会表达了对公司的关心和赞许。公司领导陈鹏、张军国

与刘晓一进行了会谈，并就装饰行业的发展趋势、企业管

理目标及措施等方面进行了交流。

中装协秘书长刘晓一考察公司5.

公司施工的湖北省图书馆新馆室内精装修工程、武商

仙桃购物中心室内装饰工程和工行知音连体营业办公大楼

幕墙工程获评湖北省优质建筑装饰工程“楚天杯”；北京电

力医院精装修工程荣获“北京市建筑长城杯工程金质奖”。

近日，公司软装经理部为了确保无锡苏宁广场南塔项

目三套软装样板房能准时向客户开放，以不到正常工期一

半的时间精心打造了三套精美的住宅空间，得到了客户的

一致好评。业主苏宁广场向公司发来感谢信，对软装经理

部的工作表示肯定与赞赏。

近日，公司荣获深圳市罗湖区“2013 年度重点纳税企

业”。据悉，公司扎根深圳近 30 年，是在罗湖区注册的为

数不多的大型国有企业，为罗湖区的纳税大户。

公司多个项目
获评省级优秀工程

极限工期打造精品软装
公司收获业主感谢信

公司获深圳市罗湖区
2013年度重点纳税企业 8. 9.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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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24 日，“福建省住宅质量常见问题专项治理

示范工程观摩会”在公司厦门海西首座 E30 项目举办，现

场观摩人数超过 3000 人。作为首个入选“厦门市工程质

量观摩月”的内装观摩项目，厦门海西首座 E30 项目部结

合公司成立 30 年来建造精品工程形成的质量经验，从设计、

用料到施工细节等一整套操作流程向在场的观摩人员毫无

保留地展示出来，收获好评不断。

日前，武汉国博洲际酒店项目部克服种种困难，顺利

完成星空会所上半球东立面连续十二块玻璃的安装，惊艳

妆容呼之欲出。据悉，星空会所是洲际酒店两个塔楼顶部

18 层至 20 层的中间连接体，由钢椼架结构组成，高 22 米，

长 45 米，宽 40 米，总重量约 1500 吨，提升高度达 47 米。

该椭球体钢连廊的体积、重量、提升高度在国内前所未有，

被称为中国第一椭球体钢连廊。

10 月，全司迎来了学习宣贯中国建筑行为手册——《十

典九章》的高峰 ：公司以红头文件、专题手机报、微信将

《十典九章》发至全体员工手中，并在各级机关里组织专题

学习讨论会、项目上悬挂宣传展板，举行学习活动等，在

全司范围内营造人人学习、人人宣传、人人践行《十典九章》

的良好氛围。

9 月 1 日，公司在贵州道真县莲池小学举行了定点帮

扶启动仪式。仪式上，公司向该小学捐赠了 100 本书籍，“三

局装饰员工支教实践基地”同步揭牌。据悉，帮扶活动包

括员工支教、教学楼建设、贫困学生定点帮扶等 3 个大项，

首批 2 名支教员工在仪式当天正式授课，教学楼建设、贫

困学生定点帮扶这 2 个项目将适时启动。

10 月 26 日，幕墙分公司主办的“情系幕墙 让爱飞翔”

大型公益集体婚礼在武汉举行，8 对新人中有 2 对是来自

公司项目的农民工。在婚礼的“新人献爱心”环节，8 对

新人通过捐款把他们的爱心献给公司定点帮扶小学——贵

州莲池小学，收获阵阵掌声。

厦门海西E30项目
迎来福建千人观摩团

武汉国博星空会所
妆容初现  惊艳四场

多样宣贯活动
掀起《十典九章》学习热潮

将爱心送到“黔”方
公司启动贵州莲池小学帮扶工作

情系幕墙 让爱飞翔
公司在汉举办大型公益集体婚礼

10. 12. 17.

15.

16.
近日，厦门杏林湾项目顺利通过了历时 28 天的幕墙

检测试验，标志着公司在福建地区承接的首座超高层幕墙

工程性能测试完全达标，试验中 10290 帕的抗风压性能测

试也打破福建省历史测试记录。
经过前期多次的试吊装，武汉硚口金三角项目 6# 楼

首块单元板块于近日顺利吊装成功。因 6# 写字楼高达 330

米，相比其他塔楼板块，其单元板块吊装难度和危险程度

均更大，此次吊装成功标志着公司攻克超高层吊挂难题。

10 月 24 日，公司太原南站外墙项目举行“农民工驿站”

启动仪式暨廉洁文化示范点创建活动，向农民工兄弟送去

了《农民工意外伤害自救与防护》等书籍与光盘，并邀请

农民工兄弟对管理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

太原南站项目
关爱一线工作者

厦门杏林湾项目幕墙性能测试
玻璃抗风压值破福建历史记录

武汉金三角项目
攻克超高层幕墙吊挂难题

14.

11.

13.

十典
九章

行为十典 礼仪九章

笃诚守信

品质至上

专业敬业

严守规范

持续创新

融合高效

协同联动

清正豁达

拼搏进取

绿色人文

尊重平等

真诚宽容

适度适宜

自律自省

协       调

有       序

适       时

规       范

随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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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季总，您好！我们都知道，三局装饰

的传统优势业务是内外装饰和设计业务，但在

2013 年成立了软装经理部，那三局装饰进军软

装领域是基于什么方面的考虑呢？

A ：硬装饰是三局装饰的传统业务，也是公

司的拳头品牌。众所周知，国家经济环境对硬装

市场的影响不容小觑，硬装市场的加速度在不断

放缓，作为国内排名前 10 的建筑装饰企业，三

局装饰想依托硬装优势来拓展软装业务。同时，

业主和客户对软装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市场的

导向和需求，让我们作出了进军软装业务的决定，

这既是对我们优势业务的一次延伸，也让我们的

业务布局更加完整。

Q ：软装经理部成立都做过哪些项目？能给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发展现状吗？

A ：我们主攻高端酒店、高端别墅、会所和

样板房、海外酒店等项目。比如 ：海外的巴哈马

度假村、国内的碧水庄园 2# 别墅、杭州西溪悦

榕庄酒店、象屿大宁悦府样板房等项目。通过海

外项目的历练，让我们团队学到了国外酒店公司

管理规范和设计规范，并借鉴到我们的团队中，

完善了我们的团队经验。国内的高端别墅和酒店

项目让我们探索了如何帮助协调酒店管理公司和

高端定制工厂的整合能力，积累了大量国际前沿

的设计理念和时尚元素，制定了一套完善的管理

体系。当然，我们在样板房的业务上也创造了 3

天完成摆场的软装速度。

深圳凯德公园一号位于深圳市南山

区，为南油购物公园项目三期工程，

其临时营销中心室内面积 245 ㎡，

位于项目一期公园 B 栋一层。南油

购物公园项目总用地面积 53,725 

㎡，总建筑面积 391,605 ㎡，景观

面积约 49,000 ㎡，其整体规划为打

造成集休闲、商业、居住为一体的

城市综合区。

深圳凯德公园一号临时营销中心

书写多彩的软装世界

——专访三局装饰软装经理部经理季立秀

Building a colorful world of soft decoration

“我们的目标是做国内唯一一家走技术专业路线的软装公司，成为一支专注于国内五星级酒店、大型项目工

程的专业软装团队。”

Q=Question

《饰界》小编

A=Answer

季立秀

专访三局装饰软装经理部经理季立秀

软装经理部团队合影

8



Q ：据我所知，三局装饰在硬装上实行了物

资的集中采购制度，那么在软装的采购上，我们

是怎么做的？

A ：我们软装具有完善的资源渠道和采购渠

道，可以规模采购，统一订货。目前，我们和环美、

金凤凰、宝辉、新特丽等多家国际知名品牌建立

了可控、互信的战略合作联盟。在产品的采购过

程中，我们通过 3 家以上的供应商报价进行比价，

给出业主合理的判定和选择，在不影响原设计产

品品质的基础上帮助业主降低成本，同时省去了

业主亲自挑选的麻烦。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工程师、

设计师全程驻厂跟踪，在摆场过程给予技术指导，

有效管控产品质量。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保证替

业主购置的家居饰品的高质量和高品质。

Q ：三局装饰目前拥有内外装饰、设计、照

明等多重业务，那与单一的软装企业相比，你们

拥有什么样的优势？或者独特的服务呢？

A: 我们拥有设计服务（A 类）和配套服务（B

类）两种不同的服务形式。在设计服务（A 类）中，

我们在前期了解业主的想法后，设计师根据业主

的想法提供设计意向和设计方案，再确定产品最

终材质、规格、颜色，并提供深化图纸，最后对

最终的产品进行精确报价，给业主提供一个判断

和选择的依据。在配套服务（B 类）中，我们首

先确定产品清单，然后依照前期设计，整合产品，

对接工厂，下单采购。另外，我们还可以提供设

计 + 配套服务（C 类），其中包括软装概念设计、

软装深化设计、采购、摆场等。

目前国内软装企业面对的客户项目大都是房

地产公司的样板房、会所，以色彩的搭配完善硬

装设计，以色彩方案来征服业主。而相较于单一

的软装饰公司，我们则在传承自身硬装优势的基

础上，主攻高端酒店、豪华别墅、高端会所等可

延续、有较大社会影响的项目，同时兼顾一些售

楼处、样板房等体量小、短频快的项目。我们有

一套科学的管理体系，制定了周密的项目进度计

划，明确时间节点及责任人，从软装设计方案、

产品采购、到项目进度、产品质量等进行有效管控。

产品加工期间，派驻厂工程师、设计师，全程监

控产品的生产过程，以确保项目的正常运行。

另外，我们还可以提供专业化的多样服务，

帮助业主解决问题。一是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

通过对采购环节对厂商进行有效控制，确保第一

时间内完成售后服务 ；二是帮助设计公司解决问

题 ：通过我们的专业设计团队，帮助设计公司完

成后期产品深化工作，让设计产品达到落地生产

的设计深度 ；三是帮助酒店管理公司解决问题 ：

针对酒店管理公司规范要求，对软装产品进行调

整，帮助其完成大量产品数据的整理和分析，精

确采购产品数量和规范，这些都是其他软装单位

难以达到的。其实不外说，质量好、服务优才是

我们三局装饰软装的标准。

Q ：软装经理部成立时间不长，这支新的团

队成员来自哪里？又拥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呢？

 A ：整个软装团队是一群优质卓越、极具艺

术创造力的时尚青年，一部分是来自日本、法国、

台湾、香港等地的高素质专业设计师，另一部分

是从公司优秀的室内设计人员中遴选出来的，虽

然来源不同，但都具备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国际

领先的设计理念。主案设计师做主导，用专业的

眼光来引导业主和配合业主完成软装的设计和实

施。同时我们也培养了一批勤学苦学的设计师助

理，他们用年轻人的眼光开拓软装的活力。我们

拥有专业的技术性人才，他们熟知软装产品的工

艺流程，用技术把控产品质量。同时我们有一支

熟悉国内外市场的采购团队，是由家具、灯饰等

各个产品供应商组建而来。他们在各自领域工作

多年，熟悉软装产品的属性和每一个阶段的材料

成本价格，能够有效控制产品成本和质量。

团队成立之初，我们有幸参与了巴哈马度假

村 4 个大型酒店的软装实施，促使我们这个团队

迅速成型。期间我们互相给予了充分的信任，我

们这支队伍虽然在一起只磨合了短短两年，但不

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中都很有默契。

Q: 相对于内外装来说，软装饰是一个新兴

行业，那么，三局装饰的软装饰未来将走向哪里？

有什么自己的愿景吗？

A: 我们的目标是做国内唯一一家走技术专业

路线的软装公司，专注于国内五星级酒店、大型

项目工程的专业软装团队是我们的目标。长远的

愿景是希望我们的实力能影响到国际知名的软装

设计公司、酒店管理公司，真正书写中国的软装

艺术色彩。

2014 年，季立秀青

年突击队获得“上海

市青年突击队”称号

1110

专访三局装饰软装经理部经理季立秀



其实摄影师可以拍出好的画面，并不是镜头的好

坏，而是他内心对美的事物的感知。还有个人的

文化素养，也呈现在他的作品里。那软装设计也是，

因为你的生活层面会越来越广，喜欢的东西越多，

你就是一个超级玩家。你什么东西都玩过，你什

么东西都很喜好，游走国外的视野比别人广，那

你做出来的东西绝对很新颖。我常常说，十件饰

品让十个设计师来摆放，一定是十个不一样的结

果，摆出来的视觉效果绝对会不一样。那要看这

个摆放的设计师的文化素养，还有他的眼界，从

他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来。

Q ：听您这么解说，软装设计师就是全能型

人才了。那普通人也可以做软装设计吗？

A ：当然可以，只要喜欢，每个人都可以为

Q ：您好，刘总监！很高兴今天能给您做这

次采访，作为一名知名的软装设计师，在您看来

软装设计师应该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A ：其实，软装设计师可以是建筑师、室内

设计师、硬装设计师、服装设计师、景观工程师、

造型设计师摄影师，还有平面设计师、广告设计

师等等。他们都与美的东西有关，因为软装其实

是生活的一部分，最贴近人的一部分。人有至少

超过 8 小时，甚至 12 小时会待在家里，居住的

空间跟人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你要怎么打造一个

好的软装空间，就必须要有很多的思考，将你的

生活习惯，你的喜好，能够影响到你的元素选择

性地放在你的软装设计里，会让你的设计更加独

特。例如我喜欢建筑的外观，但我不是建筑设计

师。我喜欢摄影，我可以抓拍同摄影师一样的镜头。

自己的空间创作出好的东西。但要想做得更好，

就必须多走走、多看看。

Q ：那对于您而言，您是怎么走上软装设计

师这一道路的？

A ：我其实最早从学校毕业开始是做杂志设

计，在杂志设计里我偏爱于旅游杂志。全世界最

好的景色、最有名的景色在杂志里我都介绍过。

其实我不一定有到国外去走过这么多的国家，可

是这些国家的景点我都有看过他们最美丽的照片，

甚至最好的酒店设计，因为我从事的是台湾最高

端旅游市场的杂志设计。杂志设计之后，我开了

广告公司。广告公司我涉足的层面又更广了，让

我有了很多的大客户，汽车客户、美容保养品客户、

精品珠宝客户或者是服装之类的客户。在我开公

司以来，对他们的服务，我会深入到一个产品生

产到后期包装，一直到销售这个产品的整个过程，

我全都参与。

以服装为例，我曾经为日本一个设计品牌服

务，日本设计师对产品拍摄的要求特别高，一个

季度的服装出来后，我会为他们设计制作一本服

装画册，设计师从策划到成品画册全程参与。虽

然他全程参与了，但必须跟你合作了 5、6 次之后，

才会全部放手让你执行。我很多好的工作态度也

是从各种客户、各种设计师身上汲取来的。这个

客户维系了十几年，一直到现在我来到上海发展，

刘彦均

台湾设计界资深大师。

曾 任 中 华 汽 车 行 遍 天 下 设 计 总 监， 商 业 周 刊

TOGO 设计总监，台湾大学艺术系专任讲师，行政院

人事行政局、行政院研究考核会美术顾问，财团法人

王金平台湾癌症基金会美术顾问，上海宝御酒店设计

总监及软装总监，现任中建三局装饰有限公司软装经

理部设计总监。

执行案例 ：

台湾富都新建设公司软装首席设计

台湾大瀚开发公司首席设计

台湾大师房屋天母接待中心设计总监

新北市新普国玉接待中心、公设及软装设计

台北市阳明山普方田接待中心、公社及软装设计

台北市珑山林博物馆公社及软装设计

台北市曜天母公设及软装设计

无锡华润悦府样板间软装设计

上海象屿大宁悦府样板间软装设计

每个人
都是自己的软装设计师

——专访三局装饰软装经理部设计总监刘彦均

Everyone is a soft decoration designer

“做了这么多年的设计师，从广告设计、平面设计一直到软装设计，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把客户的钱当作

是自己的钱，就当这个房子是我要住的房子，那就不会做出失败的作品。”

Q=Question

《饰界》小编

A=Answer

刘彦君

专访三局装饰软装经理部设计总监刘彦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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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宅多不多。我从工作到结婚后开公司这段时间，

有参加很多国际社团，他们住的房子全部都是豪

宅。这些豪宅都是经过台湾知名的设计师设计出

来的，耳濡目染，加上自己又喜欢玩，就帮帮朋

友把他们买的房子委托给我帮他们设计。有一天

一个建筑商的老总去了我朋友家，看到我设计的

东西，他就一下子丢了 9 套复式别墅给我让我帮

他设计。我当时傻眼了，我并没有室内设计这个

部门，我没有搭配的设计师，我一个人根本做不来。

所以逼着我一定要把室内设计这个部门成立起来，

然后就开展室内设计这个事业方向。

后来慢慢成绩做起来了，当然中间我有交很

多的学费。曾经装潢好了全部拆掉重新装，因为

他都希望我回去台湾的时候跟他合作。服装画册

的工作又让我融入到了摄影，因为我要监拍，所

以我必须要懂摄影。以前在杂志社的时候，所有

漂亮的照片都是编辑或者摄影师拍回来，然后把

它编印成册，这是我设计师的工作。那我自己开

的广告公司，所有的商品我必须要告诉摄影师我

要怎样拍到最美的角度，那么他所有的陈设我都

要了解，服装我要搭配，我要从选模特儿开始，

跟摄影师、造型师、化妆等沟通，这些全部都要

把控。拍照整天的这一个过程，其实我涉猎的层

面已经很广了，不是只有单独的编印一本服装画

册而已。

此外，我还有一个部门是室内设计部门，室

内设计部门也是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室内设计是

我的辅修，我主修的是广告设计。我室内设计成

绩又很好，因为我很爱画透视图什么的，对空间

概念我是蛮强的。当年我那个年龄包装设计是最

流行的，所有的包装设计都是来自于日本。我为

了学习日本的包装设计，跑到那边去常住，一次

去住就是三个月，然后回来把我看到的放到我的

作品中。日本的包装是全世界最精致的，台湾其

实受这个影响蛮大的，所以对包装我就懂，对广

告我又懂。室内设计这一块是因为爱玩，我的周

边的朋友，甚至是客户都知道我喜欢玩室内设计。

我摆出来的东西，帮他们设计出来的东西，他们

都很喜欢，很生活又很实用。

对空间的收藏收纳这是我的强项，我可以把

很杂乱的地方花很短的时间收拾得很规整，可以

很好利用空间，这是我的优点。当然设计出来的

房子美不美，是不是业主喜欢的，那就是你平时

看的书啊，还有你平时走动的酒店啊，你看到的

我要求很高，我觉得自己看不过去，我就会全部

拆掉，所以跟我合作过的师傅、工班很怕我到现场。

在台湾软硬装跟国外一样是不分的，我们公司有

专业的设计师，我是总监，我把控的是一个总视

觉的效果。我的设计都是手绘，我们在施工的时

候画墙上都是 OK 的。因为我有自己的班底，其

实大陆的施工图画得比台湾都还要精准。台湾不

需要画这么精准的施工图，是因为台湾的师傅都

是从小学起。台湾的木工真的很好很细，他们的

涂装，我们到现场验收拿灯从侧边打光看涂装是

否平整，全部都是现场涂装。在台湾所有在现场

做的家具，现场喷漆，跟大陆不一样。

我第一次来大陆做软装是因为世博前做了一

家北外滩的酒店，那家酒店我的广告部门接的它

的 VI 设计，室内设计部门用我的名义接的它的软

装设计。软装设计完成之后，我以自己个人的名

义跟他合作了的酒店用品的软装顾问工作。因为

有这样的过程，我回去台湾一年后，家展老板邀

请我帮他带领软装团队，加上我老公 Allen 也在

大陆，所以决定来这边。在这边待了 3 个月，后

来它整个团队都慢慢解散了，我后来就去了全品，

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是在做软装。

我觉得曾经做过硬装的设计师再来做软装对

点位要敏感很多，看施工图也会比较容易。当然

还是跟你做事的严谨态度是有太大关系的。不管

你有没有经验，只要你做事的态度是严谨的，会

1514

美式风格别墅

宴会厅厅软装设计

美式风格别墅

接待厅软装设计

专访三局装饰软装经理部设计总监刘彦均



要求自己去深入每一个细节。比如说看施工图时

每一个面，每一个角度，陆海空这三个关系，你

都会很照顾得到。你的出错率就不会高，你的壁

灯挂哪里，高度点位在哪里，剩下的空间挂画，

到底是大幅的画还是组合型的画，只要懂施工图，

摆出来的位置就不会有差错。所以跟设计师本身

做事的严谨态度是有很大的关系。

做了这么多年的设计师，从广告设计、平面

设计一直到软装设计，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把

客户的钱当作是自己的钱，就当这个房子是我要

住的房子，那就不会做出失败的作品。因为你要

常常把自己放在这个空间里面，我如果每天在这

边生活，第一洞线，第二收纳，视觉效果第一感

觉是不是你喜欢的。再就是有关风格的设定，如

果这些你都考量过了，那么做出来的作品就不会

失败，因为你自己都会很喜欢。那么你的客户也

会很信任你把这笔钱交给你。它不像穿衣服，我

穿了可能不喜欢我明天就不要穿了，他是一个要

住的房子，而且每天要在这个空间里面待十几个

小时，他真的要很舒心。

Q ：您所讲的这么多方面的知识您都有涉足，

会不会让您疲劳呢？

A ：设计师一定要可以沉淀，你每天要动很

多很多的脑子，每天要去搜寻网站很多的资料，

也有可能到国外去找寻资料。如果不及时整理归

类，很容易流失。其实在上海的设计师是幸福的，

全世界顶尖的设计师都会来上海或者常驻上海，

他们很多好的作品都可以亲眼看见。

出去走动是设计师一定要做的事，那也是我

找寻灵感的一个方式。沉淀是我找寻下一个灵感

的很重要的步骤，因为你每天脑袋里都装很多的

东西，他会饱和，饱和以后没有做一个思考的转换，

可能会停滞。如果不沉淀脑袋里想的会是这件事

应该要这样做，没有其他出路。我觉得不管是不

是设计师，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要找到很多解

决问题的出口，在脑袋不停运转的时候你要告诉

自己我要停下来，我要沉淀下来，我才能有下一

步思考的能量。

Q ：您有什么寻找设计灵感的独特技巧吗？

A ：我的设计灵感不都是寻找的，我的生活

中有很多的常态事情会给我带来灵感。比如我很

喜欢看书，看各种书。我习惯有一个自由的下午

茶时间，找个特别的地方，不是那种连锁的咖啡厅，

让极简冷调的现代家具，多了抚慰人心的灵魂。

她在色彩的搭配和饰品上都柔和，不同于邱德光

的作品那么有冲击力。其实很多设计师的作品我

都会看，但是如果以后我能有个千万豪宅，她设

计的东西会是我喜欢的。很多的设计师自己的家

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的复杂，其实都是四面白墙，

在部分区域加入了一些自己喜欢的元素，比如家

具、灯具。至少我身边的设计师的家很多都是这样，

他们不会把平时做的样板房、别墅的装饰都搬到

自己的家里。反而简单的装饰会让设计师有更多

创作的空间。

Q ：软装设计也是跟着潮流变化，客户的选

择也会越来越多，在您看来软装的下一步发展会

是怎样？

A ：对软装未来的发展，我老公 Allen 是重

要的信息源之一。他是做软装市场营销的，他对

客户的需求比我更敏感。室内装饰爆发户的时代

已经慢慢过去了，海归也越来越多，现代风格和

简欧风格接受的客户会越来越多。最重要的是将

硬装的硬线条软装的表达形式软化下来。有很多

偏爱于欧式风格的客户，他可以接受采用现代的

硬装风格，加入欧式的家具来丰富他的空间。现

在有钱的人多了，他们出国的几率也多了，拥有

奢侈品观念会越来越强。例如他们会把 Fendi 的

最新款的家具搬回家，可能家里的硬装就会呼应

这款家具的风格。或者他们把硬装做得很简单，

而把大部分的钱花在软装上，这样的客户有，将

来会越来越多。

静下来喝喝下午茶、看看书、发发呆也好，感受

一下周边美的色彩。而这些特别的地方都是我路

途中看到的。

Q ：您做了那么多年的设计，有欣赏的知名

设计师吗？您对哪一种设计风格比较偏爱？

A ：每个成功的设计师都有值得欣赏的部

分，我最喜欢的是英国的一个女设计师 Kelly 

Hoppen。 她 被 誉 为 时 尚 名 人 最 推 崇 的 设 计

师，很多好莱坞名人都渴望跟她合作。她曾为

Beckham、Gwyneth Paltrow、Jude Law 和

Elton John 等好莱坞巨星设计居家空间。她的设

计其实都是简单，用一些简欧的线条，搭配一些

现代的手法，巧妙地融入复古元素在家具中，会

1716

刘彦均绘画作品

专访三局装饰软装经理部设计总监刘彦均



 象屿大宁悦府作为象屿地产品

质升级作品，也是象屿地产 2014 重

要代表作品，位于北上海高尚人居版

块——大宁国际社区，位踞中环、南

北高架黄金交汇点，由两条上海城市

一级动脉贯通全城，迅达城市繁华核

心商圈。   该项目科学体量打造空间，

创新的功能户型布局紧凑，人性化的

满足灵动空间所需，以最大尺度礼遇

生活。

当今西方设计界流传着一个观

点——“没有中国元素，就没有贵气。” 

中式风格的魅力可见一斑。本案在展

现古朴风格的同时，又将现代元素加

入 其 中， 尤 其 是 女 性 喜 欢 的 tiffany 

blue 色，使得原本沉稳肃静的中式空

间产生了撞色，散发了活力，变得更

加柔美，耐人寻味。

吴雨彤

主案设计师

代表作品

象屿大宁悦府

象屿珑庭酒店式公寓

无锡苏宁北塔酒店式公寓

三局装饰软装作品赏析
Model house design of soft decoration

三局装饰软装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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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屿大宁悦府中式样板房



风格的这些元素也正好迎合了时下的文

化资产者对生活方式的需求，即 ：有文

化感、有贵气感，还不能缺乏自在感与

情调感。 

本案为传统美式风格，儿童房里加

入学院风格的红色、蓝色 , 使得空间在

沉稳的同时又带着活力和动感。

“美式风格”其实还能分为很多子

类，如传统美式、现代美式、乡村美式等。

但都围绕着两个关键词——“宽大”和“舒

适”。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家，也造

就其自在、随意的不羁生活方式，没有

太多造作的修饰与约束，不经意中也成

就了另外一种休闲式的浪漫，美式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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