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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夏，我负责我院2010级艺术设计专业的模型设计制作课程的教
学工作。模型设计制作这门课程历来都是设计教学中备受重视的一门课
程，只是由于学院模型制作条件限制，这门课程一直以来的教学状况都
不是十分理想。所以这次我在授课过程中并没有仅仅只强调模型制作技
巧，而将模型的设计思维方法同样也作为教学的重点。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始终乐于将锻炼学生的模型设计创意能力与模型
制作技巧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并以一种全新的模式让学生把对一首诗
歌内涵的理解转化为对建筑空间格局的理解。让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学会
如何用设计语言来阐述诗歌的内容和意境。从而用设计的手法将这一意
境传达给广大设计受众。我认为这一阶段的学习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
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教学中我常常看到学生因为无法找到合适的设计语言而苦恼，为无法
将诗歌意境转化为空间形态而踌躇，因为模型制作的工作量太大且模型
制作条件过于简陋而抱怨。但是我看到得更多的是学生们在冥思苦想后
设计思维上取得突破时的喜悦，同学们共同合作设计时的默契，以及设
计的模型作品在展览中得到公众认可时的成就感。

我非常感谢我亲爱的学生们对此次课程的参与和对我教学工作的配合，
希望你们在学习中有所收获同时也祝你们学习愉快！

 

                                                                                                 刘斐

                                                                                            20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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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它像个游戏
A Topic Turns Out to be A Game



第一堂课上，劈头盖脸地，我们接到了一个选择题，有A和B两个题目：
A题目——局限少，较抽象，需要更多的思考；B题目——要求多，更具
体，手工制作的部分占主要。

但是，具体的题目都保密，根据描述我们于是押一个。

大概是A题目听起来比较有趣，同学们中的冒险派自作主张地替大家喊出
了：”A！“。

In the first lesson, abruptly, we went into a dilemma to decide which way to 
go, there were two topics for us to choose——topicA & topicB.
TopicA: less limits, more abstraction, much more thoughts; topicB: more 
commands, more details, hand-made part matters most.

But, all detailed topics were kept in secret, we can just pick one topic of two 
according to descriptions.

It seems like that topicA appeals to us more than the other, adventure Camp 
just shouted: “A!” for rest of us.



A题目

站在封闭的空间前，空间向我发出诚意的邀约。

我缓慢地穿越，悄无声息的向前，

行走在无限与有限的边缘。

光影在幽暗中变换，托起了我跳跃的脚步。

目光的不远处，存在着孤独的光明。

沐浴在光明中我不断地向上前行，

前行至破碎了空间界限之地。

仅作片刻的流连再次走进封闭的领域。

脚下突然的虚无让我看见来时的路途。

我迅速地走过，呼吸着最高处的空气。

在内外交错的空间里高度逐渐的降低，降低。

不觉中已触及最初的足迹。

Topic A

Spaces send me invitations with heart-felt love while I am still out of the blind space.
I am wandering and marching on and on, slowly and voiceless.
Footsteps are at the edge of limit and infinite.
Along with reformed shadows in dim, I am bouncing up and down.
There exists lonely glory, not far from my view.
Surrounded by glory, I keep ascending continuously.
Keep ascending, till I reached the broken place.
I walked into the enclosed districts the second time after a short break.
Shadows of my own make myself see the road I came across before.
I walked by without hesitation, only to breathe the fresh air from the top.
I felt myself lower and lower in the crossed spaces.
Having had touched the footsteps in the very beginning subconsciously. 

——millet



每个小组根据你们对诗歌中描述的理解，制作一个1：20的空间模型。

这个空间的长宽高分别是8000X8000X8000（单位：毫米）。

在这个空间里需要包含的要素有:1.外部空间和内部空间连通的过度；2.上行的道路和下
行的道路；3.穿越的门洞；4.临空的挑台；5.跨越的桥梁；6.对外的阳台或露台；7.空间
中的制高点。

每个空间结构点占5分,要求构思巧妙，有创造性,合理布局，并合理安排采光,通风。墙
体厚度符合比例要求。

模型制作水平占40分，要求模型及底座裁切精致，粘结光滑牢固，比例精准，表面干
净。

设计报告书占25分，要求清晰说明其设计方案，有空间模型的平面图和立面图，不同角
度的模型照片。

Each group need to make a model (ratio:1:20) on the basis of your 
understanding for descriptions in poetry.
Length/Width/Height for the space we need: 8000*8000*8000(mm).
Necessary points of the space: 1.transition between outer space and inner 
space 2.Ascending corridors & descending corridors 3.Crossed openings 
4.Hanging balcony 5.Crossed bridge 6.External balcony 7.The highest spot in 
the space.

Structures in space: 5 points (awesome conceptions, creative, reasonable 
dispositions, reasonable lighting&ventilation, satisfactory dimension of wall 
thickness).
Model making:40 points (dedicating, smooth and firm in adhesion, great 
dimensions, clear surface).
Design report: 25 points (clear statement for your design, plan&elevation of 
space model, pictures of model from different aspects).



一花一世界
A World in A Wild Flower



诗文和空间的对白如何编排？

台阶，转角，隔断，镂空... ...让斑驳陆离的想法来巧妙诠释。

How to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etry and spaces ?

Steps, corners, partitions, hollows....varies thoughts can account 
for this question.



一得之见

 组长：贾雅楠     组员：戴汝伊  潘怡璇   黄玮琦

灵感来源
缪 斯 之 一 —— S A N A A 组 合 （ 妹 岛 和 世 + 西 泽 立 卫 ） 的
OKURAYAMA公寓。其墙面弯曲的弧度设计，简洁而又不单调
的分化了空间。还有带弧度的露台，都让我们在设计方面有了
更大的创想。

缪斯之二——勒·柯布西耶的朗香教堂。其经典的窗户，一个个
不规则排列的矩形窗户，均呈锥形由外檐向内口收紧，光线透
过它们洒进室内，像是跳跃着的脚步。

制作流程

课程讲授

设计方案交流

1:50 草模制作，展示与修改

1:20 草模制作，展示与修改

1:20 正式制作，展示与修改

Individual Thoughts

Design Description of A Certain Group
之一小组空间模型制作设计说明

Muse

Process



  1.站在封闭的空间前，空间向我发出诚
意的邀约。

构想诚意的邀约 ，我们用向里引导的方
式来体现。入口呈喇叭状，由空间里向
弯曲的墙面漫射来的光，再自然不过地
发出了封闭空间对人们的邀请函。

  2.我慢慢的穿越，悄无声息的向前，行
走在无限与有限的边缘。

半封闭式的空间和外部的空间筑造出的墙
体呈现出无尽和局限的界限。

逐句设计
Design



  3.光影在幽暗中变换，托起了我跳跃的脚步。

光线透过墙上大大小小的窗户照射到地面上，
斑驳灵动，上行的道路做了缓坡的设计，我们
在不知不觉中轻快前行。

   4.目光的不远处，存在着孤独的光明。

顶盖的小挖空正对着楼梯的尽头，这样的一
个天窗，在封闭的空间内，带来了一束孤独
的光，指引了向上的脚步。



  5.沐浴在光明中我不断地向上前行，前行
至破碎了空间界限之地。

多个单独的墙面，不规则的排列，加之光
影，打碎了空间和界限，韵律感随之而
来。

  6.仅作片刻的流连再次走进封闭领域。

从临空的挑台，上行至由曲面围合的空
间，柔和的闭和区域与入口处的弧形墙面
产生了呼应。 



  7.脚下突然的虚无让我看见来时的路途。

踏上穿插于空间中桥梁，我们可以俯瞰走过的
路，回味那时的陌生，和发生过的事件做一次对
话。

  8.我迅速地走过，呼吸着最高处的空气。

经过跨越的桥梁，踏上空间的制高点，走入延
伸至墙体外的阳台。



  9.在内外交错的空间里，高度逐渐的降低，
降低。

从对外的阳台，到空间内弯曲的前面，穿越
墙面直至空间外，完成了由外到内又到外的
交错。弯曲的楼梯在穿越中缓慢降低高度。

  10.不觉中以触及最初的足迹。

由内外交错的楼梯延伸到室外，循着下降
的楼梯，又回到了入口。



百花齐放
Various Thoughts

Close-ups of Different Group & Different Aspects
各小组精彩维度特写

































搭个舞台，办个展览
To Set A Stage & to Hold An Exhibition



探索和尝试中的年轻人们值得拥有一个舞台，

来展现迷人的闪光点，曝露珍贵的不成熟。

We young-blood, striving in exploring and 
attempts, deserve a stage to show fascinating 
shining points& to reveal the features of 
immature.



潘怡璇：关于展览的组织策划，
我 的 理 解 是 分 为 这 样 几 个 部
分——空间的塑造划分及展品
的摆放；平面资料（宣传海报，
展览主题导入，作品名牌，纪念
性的印刷品）；摄影（作品摄
影，展区现场摄影）；摄像（展
区现场摄像，可制作为短片）；
邀请刘文金等教授专家进行评论
与批评。

那么我需要邀请的拍档有：苦力
男生（搬运摆放），学生干部
（组织联系学生），摄影师，摄
像师（需会后期剪辑制作）。

刘斐：方向是对的，但是目前可
以简化一下，比如，广泛接受设
计受众的批评可以采用一个意见
簿的形式，让任何人都可以在上
面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院长他
们不一定有时间按时出席。

 I. 请示领导

II. 确定方案

          

策展手记
Notes of Curating

Ask Leaders' Instructions

Determine the Final Approach 



一起来办展吧！

我们需要：有想法的策划人，具组织协调能
力的小干部，赋独特视角的摄影师，会视频
剪辑与制作的摄像师，以及凡是有热情有力
气的好青年！

为了大家的模型制作展，请加入我们吧！

III. 招兵买马

IV. 展场勘测

Call for Talents 

Check Up the Exhibition Hall



刘斐：有几点建议。1.模型制作成品的“成品”提法不太合适。作品更合适。2.颜色用
的是对比色，有点过。可否用白底黑图？中间的小方块可以保留红色。尽量不要用整块
色。3.三张展板应该有一些共有的元素，例如带展览标题的下划线等。你再考虑一下。

潘怡璇：谢谢您给我提的建议，但是我也想把我自己的想法说一下。1.之所以说“成
品”是想不和前面的“制作” 粘 在一起，不然就是“模型制作作品展”，有点点
怪...还有，我现在再改大标题就实在不好改了，那一部分我合并图层了。2.其实那个配
色我还蛮喜欢的，是借鉴于库哈斯工作室下的一个建筑作品，我觉得挺亮眼的，也很大
胆。为了看上去更和谐，我把两个颜色的明度做了调整。我觉得黑白搭配不如这样的配
色有趣，并且像这样的“头一次的展”我希望体现出活泼，新鲜，俏皮的感觉。您觉得
呢？3.这个说的极是！我马上改！

刘斐：好的。那可以把色彩的纯度增加一点。颜色更响亮些。体现年轻人的活力。成品
一般指产品的成品，模型一般是研究和展示用的，所以用成品不是很合适，但是如果无
法再改了，那就算了。我很期待你们策划的这次展览！加油！

V. 平面企宣
Plane Mission Enterprises

——摘自电子邮件



VI. 布置展场

VII. 现场维护

VIII. 摄影

Move-in

Preservation

Photography



广播稿一：家具学院一零级同学们的模型展正如火如
荼地进行着。这是学院多年来首次由学生主导的课程
汇报展。参展的同学们都对此次展览表现了很高的兴
致。直至参展前还用心地在已完成的作品上敲敲打打
进行修改。希望以最好的作品迎接全校师生的目光。
期待大家的光临与建议。

广播稿二：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一零级的模型实验课
结束了。艺术设计专业的同学们在刘斐老师的带领下
策划了一个小型的结课展。展会上展出了同学们的模
型作业。这些模型表达着艺设的同学们对于空间大胆
而富有创造力的想象。希望全校师生给予他们支持，
到场观看。

新闻稿：2010级艺术设计专业成功举办模型制作作品展

为了汇报课程成果，鼓励学习积极性，营造学术气氛，在我院2010
级艺术设计专业的模型制作课程的结束之际，学生们在刘斐老师的指
导下，学生模型作品在青园东楼于2012年6月25日至2012年7月3日
顺利展出。这些模型作业表达了艺设学生们大胆而富有创造性的空间
想象能力，这些作品展示了学生将理论的思维运用到具体作品上的一
个过程，从而使学生对设计有了综合美学、工艺学、人机工程学、哲
学、科技等多学科的思考能力。这次展示得到了学院领导和任课老师
的大力支持和高度评价，学院院长刘文金教授看后深有感触：“模型
制作精美，设计独到，构思新颖，同学们可以互相学习交流。”；同
时吸引了清华美院，湖南大学，湖南师大等同专业学生前来观看，他
们纷纷留言，表达感受并提出意见。

VIII. 宣传

                                     

Prropaganda



IX. 撤展
Move-out



做一场演出
Perform A Performance



展览时分，

我们期待观众感同身受的空间体验，也渴望吸取接收
每一份的建议与评论。

During the exhibition, we looking forward audience 
to experience it personally while accepting valuable 
comments.



















重要片段
Bonus



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 

这些都多重要，不能只变作相片，我们要记住它们，
并且还要留下痕迹。

Time, place, people, events......
They are too important to make them only be photograph, 
we need to keep them in mind profoundly.



海报
Posters



参展小组

艺设一班
{郭菲玉 黄雯 史嘉伟（艺设二班）张亚利}  {赵培 张少贝 胡英玲 柴琳茜}  {杨林璐 于宏
林 王立敏 马晔}  {张鑫 张泓（艺设二班）孙文琪 刘情}  {王凯 陈梦瑶 张涛誉}  {苏陈琛 
仲松茂 黄慧君 胡淑媛}  {蔡晓杰 还晨峰 胡峻铭 郭佳旗}
艺设二班
{刘文斌 刘迪功 张春玉 康会雷}  {戴汝伊 贾雅楠  潘怡璇 黄玮琦}  {张思荔 张苏培 
周虹谷 何珊珊}  {关珊 胡雅婷 张美娟 程艳瑶}  {朱文祺 陈波 谢诗（艺设一班）郭胜春}     
{贾翠红 董吉 邵青 孙萍}
艺设三班
{熊珊珊 李君 李景 李海梅 蒋琳}  {姜庆威 李海波 曹冲 庄焰 薛奕珊}  {谢娟 温沛 张海洋 
俞飞 王亚森}  {陈宵 杨茜 程志鹏 曾芳芳 陶春璟}  {刘康键 周慧 邓振 张晓阳}  {刘一鸣 
罗晶 肖杨川 吴春芃 王超}
艺设四班
{夏庆媛  袁雯雯 谭雅琳 岳清霞 谢惠惠}  {唐朝秀 杜庆春 宾慧芸 吴漫婷 曾旭欣}  {杜涓 
郭珍珍 赖美艳 李红霞 张静杰}  {朱传锋 郭义 梁壮 单茂恒 许原榕}  {庞颖 齐昕 谭彦君 
闫梦琦 张宁}
艺设五班
{乔文静 郑玉梦 郑盼盼 周紫薇 朱慧怡}  {郭微 樊骐豪 郭浩 周蜀鑫}  {张晓鹏 张开元 
刘岩科 邵盛哲 文海慧}  {胡敬杰 解静 李京 李利利 刘佳}  {王烨 刘淑芳 申阳 邓璟 徐延}  
{江山 刘行 李聿明 柯玺桢 郑厚愉}
艺设六班
{吴骐 万鹏宇 肖延卿 杨淑娜 行敏}  {于佳琪 曾雅堃 张弯弯 赵慧敏 王炫清}  {李贺 杨雪
蒋青君 刘佳 彭晓婷}
艺设七班
{王丹丹  潘雯雯 沈晴晴 沈阳 黄云霞}  {厉艳君 龙春辉 路丰宁 孟文竹}  {包飞 虞宇健   
李铮 饶承波 }  {吴思 李成靖 李熙 承畯}  {丁华彬 蒋长林 罗家齐 罗宁 张明茹}

Exhibition Groups



人员表

指导老师

策展人

平面企宣

广播宣传

网络宣传

摄影

通知

挂海报

搬展台

贴海报

撤展台

擦玻璃

英文翻译

刘斐

潘怡璇 陈波

潘怡璇

黄佳烨

何伟书记

黄怿夏 黄玮琪

张春玉

张鑫

马晔 王凯 郭胜春 钟松茂 

郝丽娜 李海波 姜庆威

王力 王勇 张泓 霍羽阳

戴汝伊 贾雅楠

罗伊 潘怡璇 詹桢

Staff



流水账

为了汇报课程成果，鼓励学习积极性，营造学术气氛，我艺术设计专业2010级于2012
年6月25日至2012年7月3日举办“模型制作成品展”。

因布置展馆，展览宣传等事宜发生了一些费用，望我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给予金费支
持，相信有了学院的经费支持能解决日后学生办展的后顾之忧，在学院形成一个良好的
学术氛围。

费用构成

        

    

   

       项目                                         金额     备注

 打印海报
 783.00                                                                              
（6张×110mm×180mm＋6张×55mm×90mm）

 有发票

 做画轴  30.00  有发票

 台式笔  5.90  有发票

 留言簿  10.00 （2本×5.00）  有发票

 鱼线  5.00  无票据

 双面胶  14.00 （2卷×宽卷＋4卷×中卷）  无票据

 名牌打印  2.00  无票据

 总计  849.90 

      发生费用明细报告 · 报销申请

Current Account

Expense Reporting & Expenses Claim

        



留言簿
Visitors' Book





后语
Afterword

短过一个夏天的模型课，在一场小小的展览中热烈地谢幕了。

后知又后觉——从move-in到move-out，才发现多少变化。 

从几个人为一组，推敲诗句，分析题目，设计空间，安排路线，制作实体，检查错误，
反思缺点... ...一起完成的模型，到现如今有的被宝贝地带回家；剩下的，因为在回收店
老板的眼中白色PVC板远不如瓦楞板或木头片值钱，所以它们被拆掉或遗留在了储藏
室。

从经过几封电子邮件的商量讨论才最终确定的跳跃色大海报，被我们凳子搭凳子牢牢地
贴在玻璃上，到现在那玻璃墙，又空旷又明亮，残留着点儿不黏的胶。

从那个时候被我们无情地打扰到休息而愤怒的门卫夫妇，到现在路过门卫小房间的时
候，会收到他们探出头送来的微笑。

... ...

遗憾当然有——预算应早上报；海报印刷可选更低廉；展出计划要早造；每个作品有设
计说明会更明了... ...可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缺，事情才变得更可爱。

不能不感谢——我的好拍档陈波的策展出力；同窗的才华横溢；老师的专业引导；领导
的鼓励支持；观众的热情参与... ...没有大家我什么也做不了。



几天之后，我便要远行，去到另一个封闭的空间前，把这里的黑夜过成白天。这一次的
经历让我晓得，有想法就要勇敢地迈出步，就算被黏腻的汗水浸湿，可只要当凉风穿插
着在白色的模型森林中流溢出来，我的手便在胸前骄傲地抱个结，立刻觉得相当浪漫。

2012.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