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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建筑学院庄惟敏教授获第九届梁思成建筑奖

清华新闻网10月9日电  (通讯员 刘洪春）近日，备受瞩目的第九届梁思成建筑奖颁奖典

礼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举行。会上，宣布了本届梁思成建筑奖的评选结果，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院长、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庄惟敏教授荣膺第九届梁思成建筑奖。

庄惟敏发言 中国建筑学会供图

在颁奖典礼上，庄惟敏以“四个幸运”表达了自己的感恩之情。他谈到，首先感谢母校

清华大学和吴良镛先生、关肇邺先生等前辈们的谆谆教导。前辈们的言传身教将梁思成先生

的思想一点一滴的传承下去，引领他深入学习建筑并让他热爱上了建筑事业。其次，感谢时

代令自己在1992年博士毕业后投身国家建设的大潮中，领悟到了怎样做一名职业建筑师，并

且在2005年加入国际建协（UIA），开拓视野与世界建筑师们同台对话。第三，他感谢同行

的支持和帮助，共同创作、分享、合作、进步。最后，他还感谢了评委会的肯定，并表示将

持续为热爱的建筑事业奋斗下去。

庄惟敏还发表了题为“设计的社会责任”（Design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学术

演讲，通过部分实践项目分享，阐述了对于建筑创作实践和建筑文化的理解。他认为，建筑

设计不仅需要完善功能、服务大众，更需要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文、社区、生态环境、地

域文化、全生命周期价值等更广泛的层次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建筑师除了具备深厚的学术

沉淀和技术积累外，还应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建筑师的使命感。

梁思成建筑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本届梁思成建筑奖共有两人获奖。另一位获奖者曼哈德·

冯·格康（Meinhard　von Gerkan），为德国著名建筑师、GMP建筑师事务所创始合伙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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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首个养老驿站——蓝旗营社区养
老服务驿站正式投入运营

清华“领雁工程”新生党支书专项培养计
划“新雁一期”结业仪式暨“新雁三
期”开班仪式举行

清华大学师生赴黑龙江开展社会实践

【主题教育】林泰：“为立德树人奉献一
生！”

打造大学企业创新双引擎 清华大学举办
首届学术产业合作论坛

清华大学第二届全国高校写作课研讨会举
行

【人物】李景虹：当好科研“领路羊”

【主题教育】清华大学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指导组工作交流会

陈旭会见埃及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巴德里

【组图】邂逅一场清华园的漫漫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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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两位获奖者的作品展览在9月25-28日第十届中国威海国际建筑设计大奖赛暨人居节

期间举办。11月下旬，梁思成建筑奖暨当代中国建筑设计国际巡展将在德国柏林拉开帷幕，

巡展将通过对两位获奖者及其作品的全方位展示，宣传推介“梁思成建筑奖”及中国建筑发

展历程及文化，同时提升中国建筑师在国际建筑领域内的认可和声誉。

背景介绍

梁思成建筑奖以我国近代著名的建筑家和教育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创始人梁思成先生

命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和中国建筑学会于2000年创立并设立专项奖励基金，以激励

建筑师和建筑学者的创新精神、繁荣建筑创作、提高建筑设计和教育水平为宗旨，旨在表

彰、奖励在建筑界做出重大成绩和卓越贡献的杰出建筑师、建筑理论家和建筑教育家。每两

年评选一次。2016年起，中国建筑学会与国际建筑师协会合作，启动了梁思成建筑奖的国际

化发展，正式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评选，成为面向世界的国际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设

获奖者两名，被国际建筑师协会列入世界级建筑大奖，被誉为中国建筑界“最高荣誉”。

庄惟敏简介

庄惟敏，1980 年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1992 年清华大学博士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现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总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建协（UIA）

理事、职业实践委员会（UIA-PPC）联席主席、堪培拉协议轮值主席。著有《建筑策划导论》

《环境生态导向建筑复合表皮设计要点及工程实践》《建筑策划与设计》等专著。

曾主持中国美术馆改造工程、2008 年北京奥运会国家射击馆、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等

重大工程的设计工作。2012年获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教育奖。曾获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设计作品多次获国家金、银、铜奖、亚建协奖及省部级优秀设计奖、学会建筑创作金、银

奖。

他坚持建筑的全体观思想，在设计中践行思想与操作的连贯，学理与工法的融汇，知识

与技能的共轭。他率先创建中国建筑策划理论，研发设计决策平台，率先实践全过程工程咨

询。他还投身行业的发展和中国建筑师的国际交流与国际化，积极推动中国建筑师与国际交

流。

供稿：建筑学院

编辑：宋亮

审核：周襄楠

 2019年10月09日 14:44:14　　清华新闻网

相关新闻

建筑学院宋晔皓教授主持设计项目获Arch...
近日，美国ArchitizerA+ Awards公布2019年度最终获奖名单，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宋晔皓主持设计的
竹篷乡堂·尚村项目斩获最高荣誉年度项目奖（Project of the Year），该项目由宋晔皓带领的素朴建筑工作
室完成。本次年度项目奖项全球共有5个项目获得，其余4个获奖者均为国际著名建筑师事务所提交的设计项
目，包括英国赫斯维克建筑事务所、荷兰梅卡诺建筑事务所等。竹蓬乡堂·尚村项目是扎根中国本土，聚焦三
农问题的民生项目，建筑师与村民共同建设村民的家园，与其他几个获奖项目相比具有典型的造价极低、社
会意义显著的特点。

【主题教育】一封来自过去的信：你还记
得入党志愿书里的誓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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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院教师曹彬获颁拉尔夫·内文斯生理与...
6月22-26日，美国供热制冷空调学会年会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举行。在会议开幕式上，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副教授曹彬被授予拉尔夫·内文斯生理与人类环境奖。美国供热制冷空调学会主席Sheila J. Hayter女士为曹
彬颁奖。

清华建筑学院教师张昕荣获两项国际照明设计...
美国费城当地时间5月22日晚，第36届国际照明设计奖（IALD International Lighting Design Awards）颁
奖典礼暨国际照明设计师协会成立五十周年庆典在费城水晶宴会厅举行。本届IALD照明奖共产生12项优秀奖
（Award of Merit）、11项卓越奖（Award of Excellence）。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张昕工作室荣获两个奖
项。

清华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星如在“暖通空调...
10月26日，2018“暖通空调世界学生竞赛”决赛在中国三门峡市举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环境与能源
应用工程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刘星如代表中国参赛，凭借其硕士课题作品《单缸滚动转子压缩机制冷剂喷
射技术研究》（指导教师：王宝龙副教授），在多国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勇夺第一名。

建筑学院团队在首届“航天天绘杯”高分应用...
2018年10月15-16日，第一届“航天天绘杯”高分应用解决方案大赛在古城西安举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
乡规划技术科学方向的硕博研究生及博士后组成的参赛团队，在博士生导师党安荣教授指导下完成的两个应
用解决方案得到决赛评审专家的好评，分别荣获一等奖和二等奖的佳绩。

清华举办“包容与多样”无障碍发展国际学术...
10月15日，“包容与多样”无障碍发展国际学术大会暨第三届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年会在清华大学主
楼召开。会议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全国无障碍建设专家委员会指导下，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智库中
心、中国残联无障碍环境建设推进办公室、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承办。

建筑学院教师荣获第45届IES照明奖——...
美国波士顿当地时间8月9日晚，第45届IES照明奖（IES Illumination Awards）在波士顿威斯汀海滨酒店举
行颁奖典礼。全球的各项入围者与评审团一同见证最终的颁奖时刻。

第十四届“清华大学建筑节能学术周”探讨公...
3月26日至31日，由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主办，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十四
届“清华大学建筑节能学术周”在清华大学举行。

清华建筑学院林波荣教授荣获国际“绿色解决...
11月15日，2017 Construction21国际“绿色解决方案奖”颁奖典礼在德国伯恩召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林
波荣教授作为绿色建筑技术负责人、率队申报的东莞生态园办公楼项目，经过与来自全球范围共118个建筑
项目的激烈角逐，最终获得绿色建筑智慧解决方案奖第二名。本次共有5个来自中国的项目获奖，本项目获
奖等级在中国获奖项目中排名第2。

清华建筑学院学生获第26届国际建协世界大...
9月3日-6日，第26届国际建筑师大会在韩国首尔举行，大会同期举行国际建协金奖等颁奖仪式。清华大学建
筑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李秀政、2016级博士研究生邓慧姝、2016级硕士研究生钟程组队合作完成的参赛
设计作品“平等的路径（Equal Path）”获国际建筑师协会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一等奖（指导教师：庄惟
敏）。国际建筑师协会主席埃萨.穆罕默德（Esa Mohamed）现场为其颁奖。

清华建筑学院张寅平教授团队发现臭氧污染与...
近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张寅平教授课题组在医学领域著名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医
学》（JAMA Internal Medicine）发表了题目为"臭氧暴露与健康成年人的心肺病理生理机制的关联"的研究
论文，首次发现臭氧污染与心血管健康相关，这是医学领域和建筑环境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成果。

清华建筑学院博士生荣获美国暖通空调工程师...
6月5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2013级直博生杨珅获得了由美国暖通空调工程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Heating Refrigerating and Air-conditioning Engineer，简称ASHRAE）颁发的2017-2018年度国际奖学
金。

建筑学院举办《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
4月15日，由两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良镛担任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人居环境
科学学科·人居环境分支编委会会议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召开。

建筑学院杨旭东等获《建筑与环境》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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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建筑学院杨旭东研究组论文《温湿度对中密度板甲醛初始可散发浓度的综合影响》(The combined
effects of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on initial emittable formaldehydeconcentration of a medium-
density fiberboard)，获国际期刊《建筑与环境》（Building and Environment）2016年度最佳论文奖。

清华建筑学院庄惟敏任亚太经合组织建筑师中...
10月9～11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建筑师中央理事会第七次会议在吉隆坡举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
庄惟敏出席会议，并出任该理事会的新一届秘书长。

“基于实际运行效果的绿色建筑性能后评估方...
9月8日，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林波荣教授主持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项目“基于实际运行效果的绿色建筑
性能后评估方法研究及应用”项目启动会暨实施方案论证会召开。这也是2016年度“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
化”领域21个重点专项中首个启动项目。

建筑学院师生在第十四届国际室内空气质量和...
近日，第十四届国际室内空气质量和气候学术大会（Indoor Air 2016）在比利时根特大学召开，这是国际室
内空气质量学会（ISIAQ）的官方会议，也是建筑环境、室内空气以及室内空气污染相关的公共卫生和流行
病学领域规模最大的国际学术会议。本次参会人员900余人，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收录会议论文796
篇。清华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师生共计20余人参加会议。

清华建筑学院教授应邀出席中国城市规划信息...
7月8日至9日，2016年度中国城市规划信息化年会在重庆举行。这次年会由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中国城市规
划学会共同主办，重庆市规划局、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新技术应用学术委员会、中国城市规划协会规划管理专
业委员会、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信息管理工作委员会共同承办。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规划局、规划院、
编研中心、测绘院、勘察院、高等院校、规划IT企业等单位的6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清华建筑学院毛其智
教授和党安荣教授应邀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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