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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来。又是一年。
萧瑟单调的冬季里我们总是盼望春天的到来。盼望她的草长莺飞，丝绦
拂提；盼望她的绿树红花，碧波涟漪；盼望她的春色满园，落红如雨。当冰
冻的河面恢复昔日的笑容时，当在冰下休息的小鱼跳出水面时，这就意味着
生机勃勃的春天来了。
一切仿佛都开始苏醒，有一种活力，又有一种生机，在慢慢地孕育着，
萌动着。终于在第一缕春风吹过之后，第一点新绿悄然而生。而这绿色的生
命从雪地中开始，尽管哺育它的是冰冷的雪水，是已被冻结的土壤，但重重
阻碍都没有使它夭折，却磨练出顽强的生命意志。
看着窗外的第一抹绿，即便此时还有些许春寒，我们也不会感到寒冷，
心灵的温度比体温来得更温暖！暖暖的《九米》为大家推荐一处滑雪胜地，
几本经典的歌舞剧，还有打开味蕾的甜品。
《九米》编辑部

2017 年十二星座之摩羯座、水瓶座、双鱼座运势
摩羯座

水瓶座

双鱼座

Capricorn
（12月22- 1月20）

Aquarius
（1月21- 2月19）

Pisces
（2月20- 3月20）

挑战：摩羯宝宝看似淡
定，但是也容易在面对问
题的时候产生逃避心理。
这时候，要告诉自己勇敢
面对。

挑战：冒险精神固然可
取，但也需要沉稳平和
的心境。今年的水瓶宝
宝由天王星和土星共同
守护，这会让你沉着冷
静地去冒险，去打破陈
规，最终取得新突破。

挑战：过分沉迷于消遣
娱乐可是浪费时间哦，
不妨多多和别人接触，
敞开心扉吧。

事业：9月以后，木星会
为你带来好运，事业运、
财运棒棒哒。说不定可以
找到自己的合作伙伴呢。
爱情：摩羯座的你要注
意，你很可能会与曾经错
过的人再次相遇。

事业：土星加持的你，
今年的职业生涯将会取
得大突破，把握机会，
平稳前行。要注意10月
份的两个大日子：10月
10日和26日。
爱情：8月份和10月份
的你可能艳福不浅哦。
咖啡馆、公交车可能都
藏着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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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1 月 20 日，九米设计全体员工在西湖山庄召
开年会。年会晚宴邀请员工家属共庆春节，感谢家属们
的理解与支持。

事业：事业是今年的重
中之重，年底时，事业
发展有福报呦，当然这
源于你这一年辛苦努力
的积淀。
爱情：今年的爱情运势
不错，单身的宝宝会遇
到自己心仪的对象，而
已婚的宝宝婚姻关系也
更和谐。2月11日、6月
3日、7月18日和8月16
日这几个特别的日子需
要双鱼圈出来！

2017 年 03 月 08 日，公司女员工在“初壹”
庆祝“三八妇女节”。

2017 年 03 月 18 日，九米设计参加杭州市
西湖区第十届全民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并
且获得企业组混合团体第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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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之困

让设计插上科技的翅膀

政府像走马灯一样的发布了如此之多的推广文件，大家总是说不会
BIM就会被淘汰，可是10年过去了，到底是谁被淘汰了？是设计院

宋董曾经说过："希望九米能够不断地学习、进步、成长，永远走在设计行业
的正道上。"这是对我们报以了多么大的期许和盼望啊！作为一家以高完成度与
高专业化为企业生命的公司，确实要不断地充实自己，因为不进则退！要学的
东西当然很多，除了要珍视当下——守住绿城品质，更要拥抱未来——懂得顺
势而谋。而这个势恰恰就是日益强大的建筑信息模型BIM的广泛应用。她让在
市场化大潮中的日益式微的设计公司，第一次有了掌握科技高点的机会，可以
表现得更强势、更专业、更有发言权。当然，冷酷的现实也一次次的毁灭着那
些设计人的梦想，因为理想与现实确实还存在差距。

吗？除了少数有实力的大型设计院在少数复杂项目上尝试使用BIM(如
上海现代设计集团、中国联合、GOA绿城等)，绝大多数的设计院都
没有广泛应用，可他们却都活得很好。是施工企业吗？不可否认，一
些推广装配式施工的大型施工企业BIM的应用率很高，这是由装配式
的特点决定的，但仍处于高投入低产出的阶段，而更多采用老施工组
织方法的施工企业，却实现了更高的利润率。

作者：侯俊峰

BIM的十年发展，真正被淘汰的是那些盲目进行BIM应用的企业，
而更多的传统企业依然活得很好，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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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不得不承认，我
国在BIM应用方面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大概落后五到十年，也就是说
在07年当我们刚刚接触BIM之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在BIM的应

BIM之路

用方面就已经有了我们现在的水平，而那刚好是美国BIM应用爆发之

每当国家发布关于BIM几年之内普及的指导性意见

时。当产业政策的扶持和市场环境的转向实现完美切合之时，恰恰就

科普阶段（2012-2014，2年）

之时，很多设计师都笑了。因为“三年又三年，永远走

——以2013年8月29日住建部发布的第二波重要文件

不到头”。国内最早提BIM的时间大概是2007年，而

为标志，即《关于征求关于推荐BIM技术在建筑领域

在学术领域张建平教授在2000年就开始这方面的研究

应用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2014年

了。经历十年的发展，国家层面出台了许多鼓励性的指

7月1日发布的《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

导性的政策，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

见》，更加明确要推动BIM发展与应用。

概念阶段（2007-2012，5年）

是我们实现设计转型、弯道超车的绝佳机会！该是中国的专业设计和
建筑科技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了！

——开始的标志为北京、上海、广东、山东、辽宁等

机构都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学习。2010年，清华

多地出台BIM鼓励政策。2015年6月16日由住建部发

大学参考NBIMS，结合调研提出了中国建筑信息模型

布的《关于推进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的指导意见》，提

标准框架，创造性地将该标准框架分为面向IT的技术

出到2020年末，建筑行业甲级勘察、设计单位以及特

标准与面向用户的实施标准。2011年，住建部发布了

级、一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企业应掌握并实现BIM与

《2011~2015建筑业信息化发展纲要》。2012年，住

企业管理系统和其他信息技术的一体化集成应用。以

建部《关于印发2012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

国有资金投资为主的大中型建筑；申报绿色建筑的公

划的通知》宣告了中国BIM标准制定工作的正式启动。

共建筑和绿色生态示范小区集成应用BIM的项目比率

成熟型

发展型

达到90%。
起步型

辽宁省

北京市

广东省

上海市

>> 2013年8月29日

>>2014年4月10日

>>2014年5月

>>2014年9月16日

>>2014年10月29日

>>建质[2013]67号文件

>>《2014年度辽宁省工程建
设地方标准编制修订计划》

>> (DB11/1063-2014)

>>粤建科函 [2014] 1652号

>>[沪府办发(2014)58号]

>>《民用建筑信息模型设计
标准》

>>《关于展开BIM技术的推
广应用工作的通知》

>>《关于本市推进BIM技
术的指导意见》

>> 规范了BIM模型的深度要
求，交付要求，且于2014年
9月正式执行。

>>2016年底，政府投资2
万平方米以上大型公建以及
省报绿色建筑项目设计采用
BIM技术。2020年底，全省
所有2万平方米以上工程普遍
应用BIM技术。

>>2016年底，政府基
本完善BIM地方标准制
定，2017年底，本市所有
2万平方米以上工程，全
部应用BIM技术。

>>《关于推荐BIM技术在建
筑领域应用指导意见》
>>2016年以前，政府投资
2万平方米以上大型公建以
及省报绿色建筑项目设计采
用BIM技术。截止2020年
底，完善BIM技术相关政策
规定。

>>提出将于年底发布：
《民用建筑信息模型设计通
用标准》

规模

CCDI悉地国际

50人以上

BIM技术中心+研发部门+企业级实施路径咨询+设计监理+基于BIM
的工程管控

现代集团

50人以上

信息中心

筑博设计

50人以上

BIM技术中心+建筑技术研发部+绿色建筑

上海霍普设计

15人

BIM技术部

GOA绿城

20人

BIM研发部

上海原构国际

10人

BIM研发中心

美国斯纳史密斯

5人

BIM技术组

英国HMD

5人

BIM技术组

UA国际

3人

研发中心

发展阶段（2014-2017，3年）

——经过BIM概念的引入之后，很多学术机构和国家

住建部

公司

业务模式

注：以上数据截止于2014年。

BIM之未来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希望在设计之初就能向业主直观的呈现建筑的布局对于室外风环境及室内舒适度的影响，避免单纯的构图游戏，
切实做到以人为本；也能在设计进行中精确地评估每一处改动对于建筑造价的影响，说服业主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更能在设计完成时
建立完整的数字信息模型，便于中国绿建或美国LEED认证的评选。由于篇幅有限，很难对BIM未来的发展和强大的生命力做出完整的阐
述，在此向大家介绍几本好书——《绿色BIM》、《美国LEED认证和中国“绿色建筑评价标识”认证实例》。
当你能够读完这几本书，至少你会觉得“让设计插上科技的翅膀”其实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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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天地 STAFF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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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绿城九米年会

来源：九米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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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16年，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是具挑
战的一年，跨越困难证明我们是一支优秀的队
伍。今天的挫折必将成为未来更加辉煌的基
础，怀着一股豪情，坚定地迈过了2016年。
2017年1月20日，九米设计在西湖山庄召
开年会。会议上各部门进行2016年工作总结及
2017年工作计划。
会议上，蒋萌颁布2017年的聘任令，同时
宣布获得2016年度九米设计公司“优秀管理
者”、“优秀员工入围”和“最受欢迎员工”
奖项名单并颁发获奖证书与礼品。接着是员工
转正与新人介绍仪式，随后进行“梦想改造
家”活动颁奖。最后，贺珉致词并与大家共同
展望2017年。
随着2017年的到来，我们对未来的向往也
渐渐清晰起来，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紧紧抓

这是我的舞台，Show Time!

大小姐的内心戏你懂吗？

不会功夫的演员不是好的设计师

住良机，风雨同舟，一路前行，创造更加辉煌
的明天。展望新的一年，大家依然是豪情满
怀，我们相信，在正确的领导和决策下，九米
设计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在过去的一年中,九米各位员工辛勤奋斗,为公司取得良好业绩
作出了贡献。而我们的员工家属们默默地支持另一半的工作,如此
无私的奉献也同样为创造九米设计的美好前景做出了贡献。为此,
九米衷心感谢员工家属们为公司发展所付出的一切,真诚地道一
声：“谢谢你们！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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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一览 SHOW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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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绿城长峙岛香樟园酒店

本地块主要由酒店、办公和商业组成，
包括A,B两座塔楼和两层裙房。塔楼A座为
文章来源：九米建筑设计；摄影：姚力

酒店，B座为办公。裙房一层为沿广场和商
业街的商铺、酒店门厅和大堂吧、办公的
门厅等。酒店亦采用了现代简约的风格，
玻璃与石材想结合的风格，最大限度的与

文字编辑：马飘
版面设计：马飘

建设地点：浙江舟山
设计/ 竣工：2013- 2015
总用地面积：350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59000 平方米
项目性质：精品酒店、商业、办公
建筑设计：九米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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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的景色相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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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净新西兰 --滑雪胜地
SKIING

来源：http://www.newzealand.com/cn/

想象一下你在新西兰滑雪时的场面：一个晴
朗的冬日，新雪初降的高山上，周遭是令人窒息

皇冠峰滑雪场（Coronet Peak Ski Field）
滑雪区：280 公顷
垂直落差：481 米
海拔：1649 米
缆车数量：8
场地划分：初级 25%、中级 45%、高级 30%
相邻城镇：距皇后镇 20 分钟路程/18 公里
卓越山滑雪场（The Remarkables Ski Field）
滑雪区：220 公顷
垂直落差：357 米
海拔：1943 米
缆车数量：7
场地划分：初级 30%、中级 40%、高级 30%
相邻城镇：距皇后镇 45 分钟路程/24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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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景。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打动你心扉的了呢？

想象自己在新西兰滑雪的场景：晴好的冬日、壮丽的景色，以及那漫
山遍野无人踏足的纯净雪地。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对于一个滑雪爱好
者来说，恐怕是难有更好的享受了。新西兰是名符其实的国际滑雪胜地。
每到六月至十一月的滑雪季节，这里的风景美如人间仙境，不仅器材租赁
方便，排队等候的人也不多。新西兰的滑雪场毫无拥挤之感，有适合新手
的开阔凹形雪场和缓坡，也有面向热衷冒险的游客的越野滑道和直升机滑
道。

奥克兰 — 淘波
(Auckland)-- (Taupo)

新西兰的完美地形为不同的雪地运动营造出了理想的海拔和环境。这

抵达淘波，这里的两个雪场都有个蛮绕舌又奇怪的

里有南岛高达3700米的南阿尔卑斯山陡峭地区，也有北岛地貌多样、适

名字；一个叫Whakapapa，另一个叫Toura，每年自

合双板和单板滑雪的火山雪场。汤加里罗国家公园(Tongariro

6月初至11月中旬开放滑雪。Whakapapa全区面积约

National

Park)三大火山中最宏伟的鲁阿佩胡山就是其中之一，它的海拔高达

400公顷，最长滑道有4公里，缆车最高点为海拔2300

2800 米。

Auckland

公尺。Whakapapa滑雪的一大特色就是穿云越雾在高
耸的火山顶，要你不怕也很难。天气状况佳时从缆车
最高点还可远眺西部海岸。

新西兰大多滑雪区有足足四个月给滑雪和雪橇爱好者体验冰雪中的乐

NORTH ISLAND
1

趣。尽管滑雪场各有特色，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最新的设施和

Taupo

多样的场地，从简易的初学者坡道到富有挑战性的黑钻滑道一应俱全。如

2

果你在寻找平缓的场地，那么每座雪场都有一流的缓坡和初学者专区，让
淘 波
(Taupo)

Toura是在和Whakapapa同一座山的另外一边：

新手学习技巧。要是想体验独霸山头、俯冲而下的豪迈，直升机滑雪也能

全区有80%以上的中、高难度滑道。占地370公顷，

实现你的愿望，将你带到偏远的山坡和冰川之上，远离车马行人的纷扰。

缆车最高点比Whakapapa多22米，垂直高度差达720
米。此地有一条双人竞赛滑道，适合两人对决用。

除了滑雪以外，周边的诸多度假小镇还有丰富的休闲娱乐供你体验。

SOUTH ISLAND

比如喷射艇、秋千蹦极等等。入夜之后，滑雪剩余的能量将在山下的酒吧
和俱乐部里尽情释放，狂欢至凌晨时分。

基督城 — 瓦纳卡
(Christchurch)—(Wanaka)

乘飞机途经基督城前往瓦纳卡，抵达后先租辆车，
以便更自由地安排在皇后镇和瓦纳卡两地的行程。瓦
纳卡湖拥有澳大拉西亚最广袤的滑雪区域，其中有四

Christchurch
Wanaka
3
5

6

4

Queenstown

个世界级滑雪场，分别是卡德罗纳高山度假村、三锥
山、冰雪农场和冰雪公园，同时也是北美以外最大的
STEWART ISLAND

直升机滑雪区，可以带给冬季运动爱好者们无比丰富
精彩的新西兰滑雪滑板体验。

经典雪场推荐：

皇后镇
(Queenstown)

1

Whakapapa 雪场

2

Toura 雪场

3

Treble Cone 三锥山雪场

习场地。宽敞的儿童区和娱乐中心适宜3个月到17岁的

4

Cardrona 卡德罗纳雪场

所有未成年人，是家庭活动的首选之地。三座地形公

5

Coronet Peak 皇冠峰雪场

6

The Remarkables 卓越山雪场

卓越山有三座洒满阳光的凹形雪场，可以领略高山
雄峰的宏伟风光，或者滑下羊肠小道一试身手。面朝
北方的大片新手区是整个澳大拉西亚最完美的滑雪学

园，包括一座初学者公园，可确保各个层级的滑雪爱
好者在安全有趣的环境中学习并提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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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德罗纳滑雪场（Cardrona Ski Field）
滑雪区：345 公顷
垂直落差：600 米
海拔：1894 米
缆车数量：7
场地划分：初级 20%、中级 55%、高级 25%
相邻城镇：距瓦纳卡 35 分钟路程/34 公里
三锥山滑雪场（Treble Cone Ski Field）
滑雪区：550 公顷
垂直落差：700 米
海拔：1960 米
缆车数量：5
场地划分：初级 10%、中级 45%、高级 45%
相邻城镇：距皇后镇 29 分钟路程/23 公里

12

文化视野 CULTURAL PERSPECTIVE

13

不是所谓“一言不合就唱歌”，歌舞仍然是

来源：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8314758/

文字编辑：马飘
版面设计：马飘

歌舞剧(opera)起源于19世纪的英国，是由喜歌剧演变过来。
她是将音乐(声乐与器乐)、戏剧(剧本与表演)、文学(诗歌)、舞蹈
(民间舞与芭蕾)、舞台美术等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通常由咏
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序曲、间奏曲、舞蹈场面等组成(有
时也用说白和朗诵)。

男女共舞的默契，对景赋曲、吟唱的深情，没有比艺术
更能让两个相知相识的人守护在一起的交流方式。

形式上怀旧的歌舞剧。洛杉矶一改往前人们对其
繁忙压抑的印象，展露出它独一无二的浪漫。

I hear them everyday
The rhythms in the canyons that will never fade away
The ballads in the ballrooms left by those who came

LA LA LAND，Urban Dictionary上给出了两

为表现主题，突出人物服务。在歌舞的宁静与

莱蒙和洛克

躁动，观众更深地沉浸故事中。这便是歌舞片

是一对银幕情

在其中的魅力，它是曲折的音乐与流动的故

侣，有声电影兴

事。

起后，外表完美
而声音难听的无

歌舞剧并不追求卓越与出众，也没有野心，

声电影明星莱蒙

因此，它们被认为是平庸的创作。它们宁愿逃

洋相百出。凯茜

避，也不抗争；宁愿犯一些小小的过错，也不

为莱蒙配音大获

愿只为理想而生活。歌舞剧赞扬民主，它赞扬

成功后，莱蒙却

那些在平凡生活中追求浪漫和幸福的普通人，

自恃其以往的明星地位而自以为是，结果被观众和同行淘汰出局。

而对那些自命不凡的富人，尤其是贵族们，则

凯茜后来成了观众喜爱的明星，并与洛克结为夫妻。
本片是舞蹈大王金·凯利的精心杰作，尤其是他在雨中自导自唱

充满了鄙视和嘲弄。

自跳的主题曲，若他一辈子只创作了这一段，也会流芳百世。记得
歌舞剧这些年来渐渐进入了国人的视野，由
于歌词的美妙往往无法用另一种语言复制，也

《爱乐之城》，被看做是一部关于爱情与梦想，

before

- 《雨中曲》Singin' in the Rain (1952) -

几年前他去世那天，美国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把这一段完整地放了一
遍，然后打出“金·凯利今天去世”的字幕。

妨碍了它们在非英语地区的流传。但是音乐及
肢体语言更能超越普通的语言和文化障碍，因
此优秀的歌舞场景均有耐看的特点，以下推荐

- 《修女也疯狂》Sister Art (1992) -

作品有许多真正称得上百看不厌。

迪劳丽丝是

种释义，其一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They say we got to want it more

其二就是指代好莱坞专有的脱离现实，不切实际

月光夜总会的黑

So I bang on every door

地追逐梦想的氛围。《爱乐之城》都将其融入其

人女歌手，意外

And even when the answer’s no

中：第一种更像是明面上的“主线”——男女主

Or when my money’s running low

角从头到尾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即

The disc and mic and neon glow are all I need

使中间有跑偏，但是都相互修正方向继续前进。

And some day as I sing the song

成为查理·帕克那

第二种释义更像是电影中的那条“暗线”——男

A small-town kid will come along

样的传奇鼓手的梦

女主角追梦好莱坞，通过一次次巧遇，在各自的

That’ll be the thing to push him on

想，加入了竞争激烈

人生低潮中发现相互的契合点，一拍即合心心相

and he’ll go

的校爵士乐队，然而

印。而后各自系一列经历，又将他们分开，直到5

峡谷的韵律每天在我耳畔响起

魔鬼导师弗莱彻的地

它们从不减退消散

狱式训练法让他十分

年后在酒馆中的突然邂逅。

撞见黑社会头目

- 《爆裂鼓手》Whiplash (2014) -

文森指使手下杀

安德烈为了实现

痛苦。实现梦想的道

舞厅回响着我留下的民谣
但人们总是不够满意

路坎坷，在经历了被撤、车祸、演出失败后，安德烈的生活

我只好继续寻觅知音

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但他坚信，付出总会有收获。

受尽冷眼

人而被警察藏到
圣·凯瑟琳修道
院。活泼好动的
她无法忍受修道院沉寂冷清的生活，把糟糕的唱诗班搅得天翻地
覆，这个冒牌修女竟带领唱诗班高唱流行歌曲赞美天主。
这部电影的音乐感染力很强，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欢乐，把原
本枯燥的圣歌改编成了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为唱诗班注入了新的
活力。

- 《名声大噪》Smash (2012) -

囊中羞涩
可有话筒与霓虹就够了

《名声大噪》

- 《绿野仙综》Wizard of Oz (1939) -

有时，镇里的孩子跋涉而来
那我的歌曲，就是他坚持的动力
——another day of sun

讲述的是两个女
《绿野仙踪》根据

孩的奋斗故事，

同名童话改编，讲述

一个在百老汇摸

被龙卷风吹到梦幻世

爬滚打了很多

界的小女孩多萝西，

年，一个跌跌撞

与在铁皮人、稻草人

撞地挤进圈子，

和懦弱狮子的探险故

因为争夺出演新

事。在一幕幕奇幻的

剧中玛丽莲梦露的机会而相识。两个女孩各有特色，一个有着玛丽

旅程中，学会了智慧

莲的体态和神韵，一个有着玛丽莲的纯真和心碎。
这部剧中的演唱环节是以百老汇歌舞为主的，受众相对狭窄一

和勇气，也体会到亲人的爱胜于一切。
这部影片相当有年代感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以一步

些，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剧集在第二季时就惨遭斩首，但不得不说

之差输给了《乱世佳人》，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它空前绝后的儿

这部剧的歌舞水准很高，编排也很专业，有些经典片段也是百看不

童歌舞片成就。每一句台词、每一个音符、每一样道具都已成

厌。

为传世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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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如今市面上品类繁多的各式蛋糕，Dinara Kasko 的作品更像是一个个建筑模
型。当建筑师跑去做甜点，会用到什么意想不到的手法呢？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跨行业的成功人士们，
他们将原来所学的专业领域知识成功地移植到了

在Dinara Kasko 看来，蛋糕的外观和味道同样重要，她利用三维建模技术来制作

另一个行业，并给此行业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生存

硅胶点心模具，运用3DMAX设计出模型后在3D打印机上将主模型打印出来。在创作

危机，比如这位名叫 Dinara Kasko 的妹纸。

过程中，她曾使用了三角型等几何构造原则，泰森多边形法图以及仿生学。
钢材、木材、混凝土以及玻璃这些常见的建筑材料，在她手中被替换成了蛋糕胚、
巧克力、奶油以及吉利丁这些食材，她用解构建筑的方式在把玩这些食材，做出来的
蛋糕很像当代建筑的模型，丰富的几何架构形式让她的甜点贴上了属于她的个人标
她把生活中的灵感，复

来源：http://mt.sohu.com/20160917/n468548101.shtml

签。

刻进自己的作品里。参观

文字编辑：马飘
版面设计：马飘

康定斯基的画作后，在蛋

目前，Dinara Kasko在做完每一款蛋糕后，会将其上传至个人 Instagram主页，

糕上作画，以此来向构成

她接下来的计划是开一间属于自己的蛋糕店，而更长远的目标，是想开一间蛋糕学

主 义 大 师“ 蒙 德 里 安” 致

校，“我并不是说每一个蛋糕师都需要具备建筑背景知识，但做蛋糕的时候能够汲取

敬！

一些别的艺术形式，是特别好的事情。”

从顶视图上斜向切割的
手法，让甜点造型很有现代
感与构成感，同见于上海世
博会上的意大利馆。

乌克兰女建筑师Dinara Kasko，如今有了新身份——蛋糕师。
DinaraKasko毕业于东欧最古老的大学哈尔科夫国立大学的建
筑设计专业。毕业后，她曾在荷兰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担任可视化

一些更加前卫和夸张
的蛋糕造型，完全是天外
建筑风格的蛋糕，一般的
糕点师只能望而兴叹。

设计师一职，还曾兼职摄影师。但做甜点却是她早在17岁前就萌
发热情的事，在经历的16国旅程中，她一直在探索各国甜点的美
妙。因此当她在孩子出生后休假的那段日子里，终于开始尝试做起
了蛋糕，给予她灵感和独特手法的正是她的建筑设计学习经历。
可能大多数人的选择是会将其发展成一门爱好，但她直接将做
蛋糕变成了职业，虽说放弃了曾经努力很久的建筑行业，但她对建
时不时在蛋糕上搭起稀
奇古怪却别有意味的造型，
而这又出现了与雕塑、装置
和景观如出一辙的美感。

筑、结构和几何美学的了解，却在烘焙领域焕发出另一种活力。
“我觉得作为一名建筑师没什么不好，但我只是对于蛋糕更有热
情，” Dinara Kasko 表示。“它更是我愿意投入去做的事情。”
把 Dinara Kasko 称作是建筑蛋糕师算是较为准确的描述。如
果你看过她的作品的话，一定会惊异于其将建筑结构和蛋糕的融合

在方块的蛋糕上盖起一
片“屋顶”，用正负形的
屋顶来说话，圆窟窿元素
增加了层次，也神似日本
仙台媒体中心。

能力。在《So

Good》杂志上，她把制作蛋糕的每个细节用文字

标注，大方地分享出去。

来
感
受
下
这
逼
格
满
满
的
画
风

这款蛋糕作品具有极
强的建筑风格，棱角分
明、线条利落清晰。

在蛋糕中看到别致的建
筑元素，大蛋糕由每个小
方块聚拢起来形成了一个
整体。

来看看分解图吧。首先用3DMax完成
电脑模型，然后通过3D打印技术做出实体
模型，之后再用硅胶做出蛋糕模具。

Dinara 的最可贵之处，在于她永不满足现状。她
勇于创新，尝试用新技术和新手法来创作蛋糕，例如下
面这个代表作 ——“气泡球蛋糕”。
“我试图把建筑、设计和糕点联结在一起，一个漂亮
的蛋糕，同样是一座美丽的建筑，需要精心的设计。”
颜色、光泽、层次、结构、纹理，做出的每一个蛋糕，
都像当初做设计一般，完美融合却又个性十足。当建筑
设计师无法实现的脑洞创意，全被她一股脑地融合进蛋

手法超级娴熟，完成
的蛋糕完全无法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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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里。然而并非所有的蛋糕设计，都如此远见卓识充满
前卫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