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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林志明，纽约 BPI 合伙人兼中国执行董事、纽约

Parsons设计学院照明设计专业硕士、北美照明学会会
员，连续五次获得IIDA国际设计照明大奖。

他曾参与上海黄浦江景观照明设计，为45公里江
岸线夜景谋篇布局。他也是重庆的老朋友，主持过重
庆世贸中心、重庆来福士项目等地标的照明设计。

从纽约搭乘航班18个小时飞抵重庆，林志明受邀
出席2019重庆（国际）灯光艺术与城市美学发展论坛。

上海黄浦江45公里江岸线夜景如何谋篇布局？
重庆来福士项目照明设计首次披露，究竟是啥样？林
志明讲起了他参与照明设计的故事。

设计故事 上海外滩复原电路灯
改变不是一下子就翻天覆地。
在林志明看来，这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首先应该

从政府到开发商各个层面都要重视，愿意投入时间和
资金。

“我们团队设计的上海黄浦江景观照明工程，定位
就是打造世界一流夜景照明。”林志明说，从政府层面
定位上就是打造成世界上一流夜景照明，比纽约、伦
敦、东京还要好。黄浦江45公里江岸线景观照明于去
年动工，一期投资约10亿元。

设计方面，他们考虑到上海是一个包容的城市，在
尊重多元性的基础上兼顾整体性，展现海派文化等特
色，以及“老”跟“新”相结合。

老外滩保留的老建筑与浦东新区陆家嘴的现代
魅力，正好隔江相望，如何让夜景不冲突，和谐融合在

一起？
林志明透露，1882年，全亚洲第一盏电路灯在上

海外滩点亮。因此团队设计把电路灯复原纳入了进
去，并举行了点灯仪式，让它重新点亮，“这盏灯，给人
们留下的是深刻记忆。是这座城市的记忆。”

同时，他们还打造了一个“光耀系统”，在每一栋楼
上都加一些元素，让人看起来有一个整体的感觉。

据了解，全面升级的上海黄浦江两岸夜景，灯光璀
璨，美轮美奂，让人流连忘返。

首次披露 朝天扬帆“帆”随风动
林志明和重庆渊源匪浅，他在2009年就主持设计

了重庆世贸中心的景观照明，把“山”的元素呈现在建
筑上，同时也有一些国画元素，如竹子、花等等，抽象表
达山水之城的诗意。

作为重庆来福士项目照明设计师，林志明在论坛
上披露了该项目照明设计的最终方案，这也是该方案
首次披露。

林志明介绍，在设计上考虑了朝天门片区的历史，
清朝时这里已经有光的感觉。这里也是迎接圣旨的地
方，所以从建筑格局考虑了天、地、门的概念，空中连廊
与两边塔楼犹如一扇巨门，连接天地。

同时，也考虑了不同的观赏角度。林志明说，一部
分是两江交汇的半幅，根据“朝天扬帆”中“帆”的概念，
营造了“帆随风动”的视觉效果。

“也就是灯光跟风有关，风大，‘帆’就动得厉害，没
有风，‘帆’就是平的。”

在项目内侧，也就是空中连廊一侧，住宅楼多，这一
侧考虑的是以“点点星光“为主，以星光汇聚成流星雨。

照明设计最终希望呈现的效果是，在两江交汇处
的视点，灯光可以呈现不同的动态，“朝天扬帆”随风而
动，时而灵动时而静止；在渝中半岛内的视点，远远可
以看见空中连廊闪烁的星光，灯光在连廊处由稀疏变
得密集，最终汇聚成流星雨。

林志明介绍，目前照明设计方案已经进入实施阶
段，预计2019年完工。

评价重庆 有独一无二的城市风貌
1月8日晚上，与参加论坛的嘉宾们一起，林志明

观赏了重庆两江四岸的夜景。
“重庆有着独特的地势，它是立体的，从不同角度

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林志明说，重庆与全世界
其他城市不一样，从不同角度看，高高低低，山、水、物
相融合，有着非常独特的魅力。

“看得出来，这些年，重庆两江四岸夜景发展迅速，
但目前还缺乏梳理，整体性还不够。”林志明说，下一步
应该进行梳理和做出精品，最终呈现出层次丰富、远近
立体的山水城市的独特夜景风光。

“重庆要有自信，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城市风
貌，那城市的夜景也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林志明说，以
重庆的洪崖洞来说，从建筑上来讲是一座吊脚楼，是重
庆人民与大自然抗争建成的，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还
有重庆的桥梁、轻轨等等都独具特色，很值得在夜景上
做文章，突显重庆特色。

献计重庆 用灯光点亮城市文脉
“尊重建筑本身，尊重城市，尊重当地人民是我的

设计理念。”林志明说，他们团队在世界上60多个国家
做项目，每一个设计都不是照搬，而是找到当地值得挖
掘的特色并发扬。

“就重庆而言，轨道、桥梁都是独有的特色，可以做
一些主题设计。”林志明说，他们在做来福士的设计过
程中，就想到用光去复原老重庆城。重庆的特色不止
山和江，还有轨道交通、老城门。

比如，轨道交通从居民楼穿出，隧道口就是一个
“门”的印象，轨道也在随江而动，这些都可以考虑做一
些主题；重庆的城墙、城门都是城市记忆，有的已经找
不到了，这些可以考虑用光去复原。

如果说，照明是一座城市的特殊“语言”。那么，如何
让这种语言更富有感染力，引起共鸣呢？来渝参加论坛的
北京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王雪晨，用精妙
绝伦的设计案例，形象地展现了照明与城市的紧密联系。

首次用舞台 演绎装扮中国第一高楼
上海中心大厦是目前“中国第一高楼”，高632米。王

雪晨回忆了当年参与这座摩天大楼照明设计的经历。
“超高层建筑的照明系统完美解决方案一直都是一个

大课题。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照明这个在建筑中比重不大
的角色要承担怎样的使命？又该如何去表达？”王雪晨说，
设计团队的想法是利用上海中心大厦特有的高度，通过照
明形成一种天地间的对话，于是想到用舞台演绎的形式来
展现，将整座大厦打造成一场华丽的灯光秀。

“其实灯光秀从字面上理解稍有偏颇，我个人觉得称之
为灯光演绎更为贴切。它是一个充分的跨界，以景观为载
体，依赖舞台的技术手段和设计理念，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
的外在突破，更是艺术、文化、音乐领域带给人们的内心情
感上的碰撞和启发，是介于纯舞台灯光和纯景观照明之间
的新的灯光设计门类。”王雪晨透露，把舞台照明的技术手
段和理念应用到城市夜景，在超大型项目中还是首次。

利用自然云层 打造巨型“祈愿树”
网络上，经常能看到上海中心大厦直插云霄，耸立

云层之上的梦幻图片，而这些云层也被照明设计师们合
理地运用了起来。

王雪晨说，设计团队分别在陆家嘴的各个高楼上进
行尝试，找到最合适的位置安装照明设施。当灯光组群
同时照亮时，就像一根根树枝围绕上海中心大厦拔地而
起。远远望去，就像一棵巨大的“祈愿树”。

相比设计，要在632米的高楼上安装好每个照明
设施更加困难。

“这个项目我们从2012年一直做到2014年，奋战
了1000天。”王雪晨说，完成一座摩天大楼的照明景
观，最好的状态就是跟着大楼的修建同时进行照明
施工。

“每建好一层楼，我们就紧跟着完成该层的照明
设备。层数越高，我们施工的难度也越大，除了天气
难以预料，还要把所有楼层的灯具联动到一起，形成

整体灯光控制。”

“北京8分钟” 冰屏灯光秀放异彩
2018年2月25日，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北京8分

钟”惊艳全场。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一场灯光秀——
24块大屏幕呈现出新时代中国的美好形象，成为演出中
的一大亮点。

“实际上，舞台灯光运用的每一个手段放到景观照明
领域来，从设计上来讲，都是一次创新，所以这两个领域的
融合非常可贵。”作为参与设计师，王雪晨说，照明设计发
展到现在，主要分为亮化、美化、艺术化两个阶段，“亮化是
最基础的功能，如今大家也开始关注美化，而艺术化则是
更进一步地提炼城市价值。”

王雪晨说，“景观照明舞台化”通过特殊灯光气氛的营
造，考验使城市更有趣，更鲜活，有更丰富的视听体验，通
过灯光装置美化城市夜景照明，提升城市内涵竞争力。

围绕故事 打造两江四岸景观灯饰
对于重庆景观照明的发展，王雪晨建议先从两江四

岸，围绕城市故事来打造景观灯饰。
“从城市的角度来说，重庆已经具备非常好的优势，包

括建筑的载体，错落有致的山水之势，可以说成长空间非
常大。”王雪晨说，重庆有深厚的人文历史，可以讲出不同
的故事，并向记者分享了他的创意灵感，“我建议首先从两
江四岸着手，重点考虑沿岸的灯饰设计，以嘉陵江或长江
形成的天然线路，在线路上选择若干个景观点，将每个点
打造成一个灯光秀，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的故事。”

中国照明学会秘书长窦林平：

灯光不能一劳永逸 要动态调整配合
窦林平，中国照明学会秘书长，同时还担任半导体照

明技术评价联盟主席团主席，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
产业联盟副主席。

1月8日，乘坐于重庆两江游的游轮之上，窦林平在感
受重庆夜景的同时，也为如何扮靓重庆夜景出谋划策。

“3D重庆” 让夜景打造更具想象空间
“重庆最大的优势就是地理地貌。”面对重庆两江四岸的

夜景，窦林平首先提到的，便是这山水之城最为人们所熟知
的一面——有山、有水、有桥。在他看来，正是岸上错落有致
的建筑，让重庆在打造夜景方面，有着别具一格的优势。

窦林平认为，重庆的立体感非常强，这对于灯光设计
者们而言，是施展自己身手的良机。

“重庆有更加足够的空间去表现重庆的夜晚，而其他
的城市，大多都是平面的。”

“如何通过灯光的演绎，把山城的夜晚用立体化的方
式呈现给所有市民，让重庆的优势发挥出来，这是机遇也
是挑战。”

适时调整 灯光不是一劳永逸
这些年，重庆的快速发展引人瞩目，高楼如雨后春笋

般的涌现，它们在提升了城市高度的同时，身披的景观灯
饰也扮靓了城市夜景。

但在窦林平看来，拥有众多高楼的重庆应该将它们更
好地利用起来，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将夜景灯饰呈现出来。

“应该有一个整体规划。”窦林平认为，如今重庆的高
楼各具特色，如何排除这些建筑在外形上的不同，让夜晚
的城市能够更加立体化地呈现，这就需要照明设计师和工
作者们去做整体的考虑。

“刚才我们看了来福士项目，这个楼就非常有特点。”
窦林平说，如果将来这个项目被当做是一个地标，就不能
只顾及它的本身，为避免显得突兀，应该将周边的景观灯
饰结合在一起。

如今，来福士项目周边的景观灯饰已经具有了一定的

表现力，来福士项目建成后，要怎样让它们“兼容”呢？
窦林平抛出一个观点，表示“灯光并不是一劳永逸

的”，“比如在确定一个建筑成为地标后，为了让灯光更加
协调，周边建筑的灯光都需要进行调整。”

窦林平说，灯光在如何呈现上要有一个整体规划。如
果未来在设计来福士项目所在区域的灯光，就需要对这一
片区域进行整体设计，以达到更好的呈现效果。

LED照明 技术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作为中国照明学会的秘书长，窦林平表示在城市景观

方面的应用上，中国在LED照明领域的发展，处在了世界
领先地位。

“G20、金砖峰会、上合峰会期间，都是LED照明大量
应用的典范项目。”窦林平说，通过城市景观照明在国际性
大型活动中的示范效应，也吸引了各级政府的关注。

窦林平介绍，LED照明在产业进步的同时带动了大
发展，让色彩变化与联动能够展现在人们面前。他认为，
如今LED照明还在发展进步中，一些特殊的表现形式和
手法，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尤其是在控制领域，让光亮能够
通过照明设计师之手，更好地与城市环境、建筑相结合。

窦林平

引入上海北京经验
让重庆夜空更璀璨
重庆明年将建成“两江四岸”核心区精品灯光秀；以“俯瞰、远眺、
流动”等多个视角，打造多条城市夜景旅游精品线路

重庆夜景正在变得越来越美。
昨天，在2019年重庆（国际）灯光艺术与城市美

学发展论坛上，市城管局副局长张淑钰介绍了重庆灯
光品质提升的情况，展示了“重庆赏灯”这张重庆城市
名片的独特魅力。

重庆灯光品质提升将用灯光串起重庆的山、水、
桥、林、城，讲好重庆的人文故事，彰显重庆的城市魅
力，促进都市旅游和夜间经济全面健康发展。

到2022年，“重庆赏灯”将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城
市主题品牌，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城市夜景。

明年建成
“两江四岸”核心区精品灯光秀

如何将重庆夜景打造成精品？
重庆提出将城市夜景灯饰作为特色旅游品牌来

打造，着力打造“立体山城”“光影江城”“魅力桥都”等
重庆夜景名片。

今年，重庆将重点推进“两江四岸”及渝航大道沿
线等区域的景观照明品质提升，建成“两江四岸”核心
区景观照明总控中心和智能灯饰系统，实现“一把闸
刀”管理。

同时，双碑大桥、嘉陵江大桥、高家花园复线桥等
大桥的景观照明工程将开工建设。朝天门大桥、千厮
门大桥、东水门大桥等大桥的景观照明将提档升级。

明年，重庆将建成“两江四岸”核心区精品灯光
秀。以朝天门广场、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弹子石中央
商住区为重点，将两江交汇区域灯光建成特色鲜明、
感染力强的精品灯光秀，充分展示现代化大都市山魂
之雄、水韵之灵、人文之美。

多个视角
打造多条城市夜景旅游精品线路

重庆灯光品质提升将深挖重庆的历史文脉，梳理
好城市的山际线、水际线、天际线，展现重庆的山清、
水秀、城美特色。

重庆夜景还将积极探索灯光艺术与城市美学的
有机结合，突出艺术性、观赏性、参与性，用灯光讲述
重庆故事。

以光为媒、以水为韵、以桥为骨、以文为魂，采用
光、影、电表现形式，充分展现重庆神奇的自然风光、
多彩的民俗风情、厚重的人文风韵、秀丽的城乡风景，
擦亮“重庆赏灯”这张城市名片。成为本地人必去，外
地人必看的风景。

在重庆赏灯，哪里才是最好的观赏点？目前，重
庆正在以“俯瞰、远眺、流动”等多个视角，打造多条城
市夜景旅游精品线路。

重庆将策划推出鹅岭公园“两江亭”、南山“一棵
树”、鸿恩寺公园“鸿恩阁”等山顶俯瞰观景，朝天门、

“呼归石”、烟雨公园、重庆大剧院等江岸远眺观景，以
及“两江游”、长江索道流动观景线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翔 刘波 王梓涵
罗薛梅 王淳 王倩

半岛外看 朝天扬帆“帆”随风动
半岛内看 空中连廊汇聚流星雨

重庆来福士照明设计首次披露

大咖建言
北京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王雪晨：

用两江沿线灯光秀打造故事

作为主办方之一，四川美术学院坦克库——重庆当代
艺术中心主任韩晶表示，如今，城市照明已经从单一的功
能性需求开始转变。

“要在原本的照明基础上满足人民审美提升的需求，
川美在这方面将发挥专业性的优势。”韩晶表示，照明是公
共艺术的一个部分，灯光艺术其实是群众性最强的一种公
共艺术，因为具有很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应用系统。

“这次我们邀请到各个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如何以
光作为媒介，促进城市审美的提升，包括夜景、夜景经济的
发展。”韩晶还透露，四川美术学院已将灯光照明纳入专业
课程。“谈到灯光照明一般都会想到工科专业，研究方向更
多是技术，电流，管控等领域。目前，全国只有两所院校将
这个专业当做美学或者是人文学科来做研究和培养，川美
就是其中之一。希望能培养更多这方面的本土人才。”

四川美术学院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主任韩晶：

川美将灯光照明纳入专业课程

渝中半岛迷人夜景。

来福士项目照明设计效果图。

上海中心大厦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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