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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当下，设计在当下，梦想在当下
——对话壹舍设计创始人方磊

壹舍设计创建于 2009 年，是集室内设计、环境设计、

软装设计等一体化的综合性专业设计公司，主要从事商业

空间、办公空间、高端楼盘样板间、高档别墅、精品酒店

等设计项目。通过多样化设计经验的磨练与累积，公司拥

有资深的服务团队，其项目获得多项国内外设计大奖。公

司对设计素质要求极为严谨，以专业团队的努力协作，从

空间、材料、 家具、软装，各个环节丝丝入扣，确保为客

户提供至高水准的个性化定制服务。

作为华侨城、华润、万科、保利、融信、融侨、新华协信、

路劲、嘉华、九龙仓、仁恒等一线地产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

壹舍设计打造出华侨城苏河湾、华侨城新浦江城、宁波华

侨城欢乐海岸、上海华润外滩九里、路劲地产上海院子、

嘉华嘉御庭、重庆新华协信星光 68、合肥万科森林公园等

一系列重量级作品，并以其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信誉获得

了业界的一致赞誉。

方磊，知名室内设计师，壹舍设计创始人。

近年来获得诸多国内外室内设计大奖。擅长用现代简

约的美学精神展开空间多维描述，以克制与平衡的手法、

表像和内在的矛盾统一来表现丰富而纯粹的设计本质。方

磊认为设计师思维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设计工作实际是

表里不一的呈现。他喜欢用设计语汇解构空间内涵，并执

着于将设计演绎到极致，屡创精彩的设计佳作。

编者按 :

壹舍设计和本刊于 3年前结识。在本刊

近几年的约稿当中，壹舍设计用专业的态度、

完美的设计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

项目。在编者看来，壹舍设计和他们的创始

人、设计师方磊在设计中表达了非常重要的一

点——将业主本身最重视的元素、或者空间业

态的本身需求通过设计引入其中。这不仅体现

了设计师在设计方面的水平，也表现了设计

师对业主的深入了解和与业主碰撞后产生的火

花。而方磊本人的设计风格也在每一个项目中

得到非常充分的体现，并且贯穿始终，成为壹

舍设计的特色与亮点。

重庆新华协信中心售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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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华协信中心售楼处（组图）

壹舍设计 One Casa展厅 

壹舍设计 One Casa展厅 

上海中鹰黑森林秦公馆（组图）

编辑：听到重庆新华协信中心售楼处斩获

2018-2019 意大利 A’Design Award 的最高奖项

铂金奖时的心情是怎样的？能不能和我们聊一

下参选此次奖项角逐的始末？

设计师：非常感谢组委会对壹舍设计团队
以及我本人的认可。本次我们一共选送了 3 个
项目，且均收揽奖项：重庆新华协信中心售楼
处斩获铂金奖，One Casa 展厅荣获金奖，上
海中鹰黑森林秦公馆获铜奖。这些作品能脱
颖而出是非常开心的事情，我们也会继续努

力创造更多的优质作品，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
认可与期待。意大利 A' Design Award 赛事是
国际知名的全球性设计比赛。我们参赛的 3 个
项目囊括了不同的空间类别，这些类别也是我
们壹舍最为擅长的，并具有壹舍明显的特征和
代表性。我们参赛的目的，就是希望让这个知
名的国际奖项、专业的国际评审团来检验我们
的作品，让我们对我们的设计有更加清晰的认
知——项目在国内能够获得赞誉，在国际上是
否同样能够获得认可。

编辑：壹舍设计在此次参选项目中的设计

理念是什么？是通过哪些方面表现出来的？是

否是壹舍设计一直以来始终坚持的设计理念？

您认为此次项目能够取得荣誉的原因是什么？

您对好设计的标准是什么？ 

设计师：重庆新华协信中心售楼处是我们
公司迄今为止做的体量最小的一个售楼处。空
间小又要求功能全、同时又别具亮点，无疑是
充满挑战性的。我们创造性地引入互联思维，
整合奢侈品购物的场景感，又结合重庆依山傍
水的城市形态，以现代手法演绎山的起伏、水
的绵延，混搭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多元层次，
完成空间的艺术化表达。

上海中鹰黑森林秦公馆的业主是一对 85
后夫妇，从事时尚电商行业。工作环境造就了
两人时髦的品味与挑剔的眼光。在业主喜欢素
雅的黑白灰色系的基础上，我们还将业主的喜
好、他们所收藏的潮牌元素都融入进来，同时
又考虑到整体空间的匹配平衡感。比如一进门
就能看到业主收藏的限量版 KAWS 玩偶，这就
是这是家的识别度，也是其灵魂所在。

One Casa 展厅并不对外开放，主要用于
接待 VIP 客户。在这个不算大的展厅中，我们
将建筑概念引入室内，各区域既连接又独立，
壹舍原创研发的不同风格的家居也在移步换景
中都得以呈现。作为自己的甲方来设计这个展
厅项目，发挥度会更稳妥一点。当然也要考虑
成本因素，所幸最终的呈现效果也很理想。

这 3 个项目在设计过程中都非常注重视觉
呈现、体验感受以及情感关联，小中见大，每

个作品都有自身的独特价值。
我认为设计是没有好与坏的，大家对于好

坏的认知度各不相同，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
一千个哈姆雷特”。对空间设计师来说，“以
人为本”真的很重要，要注重人在空间内的体

成，还是在壹舍设计发展了这么多年的基础上

慢慢形成的？您是如何理解设计师这个角色？

作为公司管理者，您对于吸纳人才的标准又是

什么？

设计师：当初成立公司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十年前我在一家知名事务所工作，由于身体原
因选择休长假。当时刚好有业主邀请我为他们
的项目做设计，于是顶着极大的压力来完成这
件事，最终作品呈现在业界和地产界的口碑也
还不错。后续便有新的项目开始陆续和我个人
进行接洽。为了能更好地运转下去，就开始组
建自己的团队。而最终成立公司，这在我看来
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我的设计理念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没有一
个设计师天生就是设计师，作品的呈现度、辨
识度等都是在后来不断的磨练中才衍生的。我
个人比较喜欢现代简约风格。做设计不是为了
趋于表象的呈现，我会更注重设计本质，这些
也是我在项目中逐渐挖掘、领悟到的。

正如近期谈论颇多的“996”或者“007”，
设计师需要通过漫长、复杂的过程才能将想象
中的内容最终在图纸上呈现出来。这期间是非
常艰辛的一个过程。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特点，
在外界看来设计师是一个很酷很赞的行业，也
有一些人认为设计很辛苦，但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好玩又很有趣的职业。

对于我们的团队来说，很大一部分成员
是 85 后、90 后。随着就业年龄层日趋年轻化，
我们也很乐意吸纳多元的力量来融入团队，形
成思维碰撞，迸发更多的闪光点。从常规上来
说，迫于工作的压力和强度，我们希望新员工
能够快速融入团队，整体营造一个轻松的团队
氛围。这些也都会最终体现在工作的点滴之处，
希望大家在辛苦工作的同时，度过每一个愉悦
时间。

验，感官效果、功能细节这些方面都需要好好
思考掂量。

编辑：您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建立了壹

舍设计？您的设计理念是在设计之初就已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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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您是如何将极简、或者是时下所称

的“性冷淡”设计风格应用到豪宅的设计中，

并且既提升品位、又能表现业主的尊荣？您又

是如何在极简和尊贵中保持平衡的？您能结合

您的 1-2 个项目给我们举例说明一下吗？被贴

上“性冷淡设计师”标签，您是什么想法？

设计师：我不知道曾几何时我就被贴上了
“性冷淡设计师”标签。对于这个标签，我是
持辩证态度的。这标签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设
计的辨识度，在近两年的过程中我也希望自己
能打破这个局面。设计师不应该被赋予一种过
于明显的标签，设计行业理应是非常多元的。
在“性冷淡”设计风格之外，我也会有其他不
同视角的作品呈现。

现代简约风格是我颇为擅长的，我把其运
用到豪宅设计上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认为
简约与尊贵二者并非对立的。尊贵可能有些人
对于这个词的理解更多的偏向于尊崇、奢华上。
但我想强调的是：奢华的概念可以是多元视角，
可以是基于生活方式的理解，无关价格。因此，
极简也可以是是尊贵中的一种表现。值得庆幸
的是我以现代简约手法操刀豪宅最终也取得了
不错的呈现效果，比如成都花漾锦江、上海苏
河湾这两个项目，透过设计表象，传达出了豪
宅更内核的关注点。当然这两年市场趋势也发
生了很多变化，但我还是希望我们的作品更具
国际化、更具前瞻性，只有这样才不易被市场
主流因素所影响。

编辑：壹舍设计目前属于“明星设计师”

效应下的设计事务所。在短期和长期的未来发

展中，您将会如何壮大整个事务所的设计实力

和力量？短期和长期的目标是什么？

设计师：坦白讲我本人是倾向活在当下的
状态。但作为创业者来说，我不得不去考虑壹
舍设计今后的发展方向，自然也会摒弃自身随
性的想法。作为设计公司，我们极其注重我们
的作品，因为作品即产品。我们密切关注行业
的动态趋势，会更多地思考如何把我们的作品
提升得更好，同时也要去思考三五年之后的方
向。很多时候我们在设计的项目中会做一些新
的尝试，也正是在不断的摸索、突破中寻到新
的方向、趋势。

在公司既有的室内设计业务基础上，我们
正在有条不紊地研发原创家居单品，目前还在
不断的调整、磨练中。我们的短期计划是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能有一个好的状态呈现给大家。

至于长期目标，我现在不太想谈太长久。
我会更多着重思考如何在不断的变化中寻找一
个可行的方向，也会考虑如何去拓宽我们的业
务范围，去尝试先前未进入的状态。可以说这
是我们近三年的计划。

编辑：您如何看待现在国内的设计行业和

设计市场的？从国内走向国外，您和壹舍设计

用了很短的时间，这是如何做到的？近年来，

很多人都在谈“凛冬”，您认为设计师应该如

何应对当下市场？您认为未来市场将会更好或

更糟？

设计师：国内的设计市场好坏参半，这是
必然的。因为国内市场板块大、份额大，相应
的设计师群体也很庞大；但国内的审美相较于
国际趋势来说还是有所欠缺、有所滞后，主要
表现在国内跟风现象比较明显，爆红某一元素
之后大批跟风、随波逐流，于我而言是比较反
感这种行为的。当然，这两年国内趋势也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像之前那样追求浮于表面
的东西，这说明我们的行业开始趋于理性，是
好事。

众人认为我们从国内到国外用时短。但其
实我们前 5 年都在埋头苦干做设计，很多好的
作品当时都没有发表。等大家了解到已经是几
年之后了，前期的沉淀在无形中就被忽视了。
但这段时间的沉淀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积累过
程。俗话说“十年磨一剑”，非一朝一日能成
就一件事情。正因为有这段时间，才有了现在
的壹舍。在好的作品得到国内认可之后，我们
也希望进一步走向国际化。虽然这条路会有点
艰辛和漫长，但我们也会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对于这个市场我并未觉得有“凛冬”的时
候。在 N 年前最寒冬的时候我们自主地放弃了
很多项目合作，因为那些项目不是我要坚持的，
我深刻了解自己要走的方向。其实现在的市场
也并没有多糟糕，国内的市场呈现一片繁荣景
象，多元的环境给予设计师更多崭露头角的机
会，而且未来的趋势应该会更好。至于有些设
计公司经营不下去我觉得也有多种原因，不能

全归咎于市场凛冬。设计师要知道自己要做什
么，要有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思维。在这个过程
中一旦坚持下来，那就离春天不远了。

编辑：您和壹舍对客户有没有什么要求？

会对客户有选择性吗？如果在设计理念和方案

上无法和客户达成一致会怎么处理？有没有设

计呈现比较好的作品？壹舍近期好像有几个新

项目推出，能提前剧透一下吗？

设计师：作为壹舍来说，我们是两条腿在
走路。在坚持的同时，还会有一些多元的突破

在里面。我们呈现给设计圈的作品有强有力的
辨识度，同时有了一波很优秀的忠实客户群。
而另一方面由于造价、市场等原因，我们也会
去做些适度的调整。当然这不是妥协，对于专
业设计层面的东西还是要坚持，要站在设计师
的角度以专业的知识去引导客户，传达设计想
要的点。双方想法上互相碰撞，又有设计师的
专业引导，这才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结构。因为
设计师该做的，就是专业领域的传达和艺术设
计上的升华。

落地呈现最满意的作品是 F House，因

成都花漾锦江C栋入口 苏河湾1街坊滨水别墅（组图）

成都花漾锦江大堂及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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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当下，设计在当下，梦想在当下

责任编辑：张羽

为设计师与甲方都是我自己，和其他案子一样
要和“业主”沟通，这里我面临的是两个自己
进行对话，就会有不同的立场讨论。在问答过
程中我能进一步明晰了解自己想要的东西，设
计时也无可避免要考虑到成本控制与设计的关
系，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要高于我们以往
的案子。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能够进一步理
解业主的一些想法，让我本人也进一步得到提升。

壹舍每年都处于一个高产的状态，高端项
目南至海口，北至沈阳等都在同步进行。我们
正在进行的北京东直门 8 号院的高端项目，建
筑设计架构优势显著，在此基础上我们来做室
内设计，包括 1 个售楼处、4 套样板间。我相
信这个项目最终呈现出来会在北京当地乃至整
个行业、市场上都会有不错的反响。

编辑：您在设计上有没有一些个人的习惯，

比如对待颜色或者形状或者材质的选择或者偏

好，会影响到整个设计的？

设计师：既然大家给我贴上了“性冷淡设
计师”标签，就说明这个标签的特征性很直观
地体现在我的作品上。我的项目在颜色上其实
很单纯、素雅，颜色的呈现饱和度较低，黑白
灰贯穿辅助颜色呈现。而我也会以一些家居软
饰上有一、两个跳脱色彩呈现。形状上更偏向
于直线型，棱角分明的线条型状态，在项目的
主材上基本不会超过 5 种，3 大主材加上 2 大
辅材，大的材料配比会在 5 种以内。

编辑：设计圈很大，有些人把设计当成了

装修，又有设计师把设计做成了艺术品，对此

您是如何理解的？

设计师：设计是装修的前端。设计师不是
装修工人，而是一个塑造者，是艺术视角的呈
现者。而艺术更多的是一种比较抽象的视觉效
果。虽然两者都是视觉的一部分，但设计空间
和设计产品需要落地给人使用，因此具有较强
的功能性；而艺术的概念比较模糊。我们会在
空间中呈现一些艺术的状态，以视觉效果为主，
比如装置、作品等，因此最终呈现三者是相辅
相成的。

编辑：您参与很多跨界活动，是出于哪方

面的考量？对于设计方面有何影响？下一跨又

想在哪个领域？您还成立了自己设计的家具品

牌，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设计师：设计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这
个行业中有很多乐趣存在。我认为在这个有趣
的行业内，可以去多做一些有趣的事情。而另
一方面，纵观国内的设计圈，大家可能更多地
会停留在一个行业的视角。而我希望跨越这个
行业去了解外界的动态，丰富自我认知。正如
我之前跨界涉足到时尚类、汽车类、培训类等
行业，通过不同的视角去了解世界，对我本人
来说就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设计师不只是一个
空间设计师，同时也该是审美学家、色彩学家，
需要去感受时尚潮流前端。这些东西在最终我
们操刀相关空间的时候，也是一个反哺的过程，
会带来很多收获。

下一跨已经在讨论实施了，因为平时比较
喜欢音乐、喜欢听歌，现在希望尝试音乐方面
的跨界，找音乐制作人量身定做属于我的单曲。

这纯属个人爱好和想法，希望多年老去时，能
有更多不同的回忆留下来，不让自己的人生留
下遗憾，我想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编辑：您平常有什么业余爱好？这些爱好

对培养性格、培养设计习惯有哪些帮助吗？

设计师：爱好除了音乐，还有品酒。很多
时候爱好是性格使然，我并不会刻意培养爱好，
去年因为一个好朋友的推荐慢慢爱上了品酒，
现在也了解了不同酒的类型、口味等酒文化。
设计师要学会在忙碌中享受生活，为此我还会
定期外出旅行，在努力工作之余去感受不同国
度，享受大自然的美好馈赠，让自己更好地放
松，才能呈现更好的设计。

爱好在有些时候能反哺设计。在沉淀思维
时，借助音乐旋律让自己放松，能激发设计灵
感。旅行也能开阔人的视野，这也是我的创意
源泉之一。

F House（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