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mus 100+
最佳建筑事务所榜单

《Domus》杂志自豪地展示其出版的第一本《100+ 最佳建筑事务所榜单》，这是 90
年建筑和设计探索的成果。我们的方法遵循了相关生活的新典范，而建筑则是其讨
论的中心，甚至是焦点。
《2019 年 100+ 最佳建筑事务所榜单》还远不止如此。它代表了《Domus》转型的
最新阶段，
《Domus》正在演变为具有当代知识与能力的生态系统、一个开放式的
工作室，在这里，关于建筑和设计的批判性评论以多种形式表达出来 ：杂志、网站、
社交媒体、焦点话题、主题论坛以及数据分析，简而言之，就是“探索”。
建筑领域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我们的目标是让《2019 年 100+ 最佳建筑事务
所榜单》成为第一份关于建筑领域既有技术的年度大纲。这份榜单旨在为建筑及
设计从业者、公职人员、精英阶层和设计爱好者——这些一直以来作为《Domus》
中流砥柱的群体提供一份可靠的参考。
当我们开始构思这份榜单时，我们就意识到了这项工作的风险。我们不希望消费产
品无法区别于“文化产业”的其他产品。为了构建权威的参考来源，我们遵守了唯
一的、高标准的原则。我们要求十位前任主编及一位现任主编评选出以文化创新闻
名的建筑事务所。作为交换，我们保证他们能够匿名评选。最终我们评选出数量可
观的建筑设计公司。当然有一部分名字缺失了，尤其是上面提到的《Domus》的主
编。这是一个风格的问题，我们希望在此声明，他们完全属于我们
“最佳建筑事务所”
的一部分，否则，他们也不会被选为《Domus》的领袖。
《Domus》编辑总监 ：沃尔特 · 马里奥蒂（Walter Mario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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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ldo Cibic
(Schio,
Italy, 1955), we recognise the Italian design tradition：
• 西比克，
通过奥多
我们发现意大利的设计传统喜欢在不同范畴内处理设计对象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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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kling
objects
on diverse
scales –（alternative,
visionary
2004年）和“重新思考幸
替代性的、有远见的城市规划概念，
例如“微观现实”
urba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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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realities
(2004)
and
Rethinking
福”
（2010年），两者都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展出 ；内饰 ；以及为 De Castelli，
Happiness (2010), both of which were presented at the Architecture
Paola C. 和 Venini 等家具品牌设计的产品。
Biennale in Venice; interiors; and objects for De Castelli, Paola C. and
西比克的目标是赋予自己的设计以灵魂，在与材料的关系中或与现有环境进行沟
Venini.
通的建筑设计中寻求生命力。1980年西比克成为索特萨斯联合设计所（Sottsass
Cibic aims to give his projects a soul, seeking vitality in the relation
Associati）的原合伙人，
group）
（Memphis
with materials, the way 1981年成为孟菲斯设计集团
rooms promote interpersonal
contact,
or in 的创
始成员，
他通过色彩和材料的对比以及折衷的文化参考，
倾向于实验以及空间与
architecture that communicates with the existing surroundings. Having
人之间的动态关系。上面提到的城市规划概念以及位于米兰纳维利区的精品酒店
been one of the initial partners in Sottsass Associati in 1980 and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Memphis
group in 1981, Aldo Cibic has并激发集体
a
Suites”
“Savona18
（2017）
，展示了西比克如何利用建筑环境讲故事，
propensity for experimentation and a dynamic relation
between
space
2010年将自己
生活中的共享时光。为了进一步提高对公共空间的认识，
西比克在
and people, of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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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urs
materials,
and
& Partners
& 伙伴，
1989年）
的办公室“Cibic
（西比克
成立于and
”更名为
“Cibic
eclectic cultural references. The above-mentioned urban planning
Workshop（西比克工作室）”，在这里他进行多学科研究，着眼于创造可持续建筑
concepts and the boutique hotel Savona 18 Suites (2017) located in the
设计，改善整个区域，同时激发我们的文化、情感和生态意识。奥多 • 西比克任教
Navigli area of Milan show how he uses the built environment as a way to
于米兰理工大学、威尼斯建筑大学以及米兰多莫斯设计学院。同时他还是上海同
tell stories and catalyse moments of sharing in collective life. To further
济大学的荣誉教授。
a new awareness of public space, Cibic turned his office Cibic & Partners
Croci）
瓦伦蒂娜
克罗奇
（Valentina
(founded· in
1989)
into Cibic
Workshop in 2010, where he conducts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creation of sustainable
architectural designs that improve entire areas while stimulating our
cultural, emotive and ecological conscience. Aldo Cibic teaches at the
Milan Polytechnic, the IUAV in Venice and Domus Academy in Milan.
He is an honorary professor at Tongji University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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