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大会基本信息

大会日期

2017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 — 5 月 29 日星期一

语言

大会官方语言是英语，只有开幕式和闭幕式提供中英文的同声传译。
另有两个中文分论坛的语言为中文。

注册和信息台

注册时领取会议资料，会议期间请佩戴代表证，代表证是入场的唯一凭证。
日期
2017 年 5 月 25 日
( 星期四 )

2017 年 5 月 26 日
( 星期五 )
2017 年 5 月 27 日
( 星期六 )
2017 年 5 月 28 日
( 星期日 )

时间

地点

13:00-21:00

北京红杉假日酒店
（大堂）
仅限国际代表和 VIP

07:30-19:30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一层）

13:00-18:00

清华大学大礼堂
（只设信息台解答代表疑问 , 如需注册领资
料请至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一层）

07:00-18:00

北京林业大学学研中心
（一层靠近 B3 口）

07:30-12:00

北京林业大学学研中心
（一层靠近 B3 口）

13:00-18:00

北大博雅酒店
（B1 层中华厅序厅）

午餐
日期
2017 年 5 月 26 日
( 星期五 )
2017 年 5 月 26 日
( 星期五 )
2017 年 5 月 27 日
( 星期六 )
2017 年 5 月 28 日
( 星期日 )

时间
12:00-13:30
12:00-13:30
12:20-13:30
12:20-13:30

地点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一层 115 教室
紫光国际交流中心
北京林业大学
食堂
北京林业大学
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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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仅限报名工作坊人员
主办方内部
工作会议人员
所有代表
所有代表

13 大会日程一览
5 月 26 日上午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08:30-12:00

工作坊 （9:30-9:45 茶歇 一层大厅）
风景园林期刊写作与文章发表工作坊

118 教室（一层）

风景园林基金会（LAF）景观绩效工作坊

小会议室北（一层）

风景园林与人类健康工作坊

116 教室（一层）

同期举行：主办方内部工作会议
08:30-09:30

高等学校风景园林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第二届第五次全体会议

清华建筑设计院一
层舜德厅

09:30-09:45

茶歇

建筑学院一层大厅

高等学校风景园林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与 CELA 院系负
责人联席会

09:45-12:00

12:00-13:30

主持人：杨锐，教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系主任，高等
学校风景园林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副理事长
Mark Boyer,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美国风景园林教育工作者委
员会（CELA）候任主席

王泽生厅（一层）

午餐（工作坊人员）

115 教室（一层）

午餐（主办方内部工作会议人员）

紫光国际交流中心
凯蒂咖啡厅

大会为住在北京红杉假日酒店的代表 5 月 26 日提供班车，班车信息如下：
07:30

酒店至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13:00

酒店至清华大学大礼堂

5 月 26 日下午 开幕式 清华大学·大礼堂
领导致辞

14:00-14:30

14:30-14:45

陈晓丽，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理事长
Katya Crawford, 美国风景园林教育工作者委员会（CELA）主
席（2016-2017）, 新墨西哥大学风景园林学副教授
张悦 , 教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
李雄，教授，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全国风景园林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教育工作委
员会秘书长
俞孔坚 ,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

主持人：杨锐
教授，清华大学建筑
学院景观学系系主任，
高等学校风景园林学
科专业指导委员会主
任委员，中国风景园
林学会副理事长

合影
主旨报告
主旨报告 1：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自然保护地管理改革

14:45-15:25 王毅，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科技
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所长
CELA 会士特邀报告人

主旨报告 2：城市内外的自然系统

15:25-16:05

16:05-16:25

王向荣，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教授 院长，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副理事长
特邀介绍人：Joanne Westphal, 美国风景园林师协会会士、美
国风景园林教育工作者委员会会士、密歇根州立大学规划设计与
建设学院荣誉退休风景园林学教授

会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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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李雄，教授，
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
全国风景园林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教
育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大会日程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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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6 日下午 开幕式 清华大学·大礼堂 （续）
16:25-16:35

16:35-17:15

赠书仪式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高等学校风景园林学科专业指导
委员会向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北京林业大学园
主持人：
林学院、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赠书
李迪华，北京大学建筑
主旨报告 3：文化传承观下的清华大学风景园林教育与
设计实践

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

朱育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 教授 副系主任

大会论坛：“沟通”愿景与行动：新风景园林宣言

17:15-18:15

论坛嘉宾 : ( 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
Katya Crawford, 美国风景园林设计教育委员会（CELA）主
席（2016-2017）, 新墨西哥大学风景园林学副教授
胡洁 ,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
李雄 , 教授，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全国风景园林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教育工
作委员会秘书长
杨锐，教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系主任，高等学校风
景园林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俞孔坚，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

18:15-18:30

联合主持人 :
Barbara Deutsch,
美国风景园林基金会
(LAF) 首席执行官
郑晓笛，2017 国际风
景园林教育大会秘书
长 ,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景观学系副教授
高翅，华中农业大学教
授、副校长，中国风景
园林学会副理事长

开幕式小结

5 月 27 日 北京林业大学学研中心
时间

日程

地点

分论坛 *
08:00-09:20

分论坛

1-3 层教室

09:20-09:30

茶歇

09:30-10:50

分论坛

10:50-11:00

会间休息

11:00-12:20

分论坛

1-3 层教室

12:20-13:30

午餐

食堂

13:30-14:50

分论坛

1-3 层教室

14:50-16:20

海报论坛和茶歇

1层

16:20-17:40

分论坛

17:40-19:00

1-3 层教室

1-3 层教室
晚餐自理

19:00-21:45

视频分论坛

* 分论坛具体安排见分论坛日程表

5 月 26-29 日，中国，北京

B1 层学研报告厅

15 大会日程一览
5 月 28 日上午 北京林业大学学研中心
时间

日程

地点

08:00-09:20

分论坛

分论坛 *
1-3 层教室

09:20-09:30

茶歇

09:30-10:50

分论坛

10:50-11:00

会间休息

11:00-12:20

分论坛

1-3 层教室

12:20-13:30

午餐

食堂

13:15-14:00

班车转场
北京林业大学南门 - 北大博雅国际酒店

北京林业大学南门

1-3 层教室

* 分论坛具体安排见分论坛日程表

5 月 28 日下午 闭幕式·北大博雅国际酒店
13:30-14:30

入场（会议精彩瞬间视频）
主旨报告 中华厅（B1 层）

14:30-15:10

主旨报告 1：深邃之形

俞孔坚 ,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

主旨报告 2：跨越边界的景观设计

15:10-15:50

Vaughn Rinner，美国风景园林师协会主席（ASLA）
Susan Apollonio，美国风景园林师协会（ASLA）
教育项目部主任

15:50-16:10

杨锐，教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系主任，高等学校风景
园林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

16:10-17:15

17:15-20:00

闭幕式致辞：

主持人：
刘滨谊，同济大学风
景园林学科专业学术
委员会主任，风景科
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博导

北京大学校园参观

晚宴及颁奖典礼
中华厅 B1 层

主持人：
Katya Crawford, 美
国风景园林教育工作
者委员会（CELA）
（2016-2017）主席 ,
新墨西哥大学风景园
林学副教授

5 月 29 日 参观考察
出发时间

日程

集合地点

08:40

线路 1：颐和园，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中国园林博物馆

09:00

线路 2：景山公园，北海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北京林业大
学南门

07:30

线路 4：天津桥园，天津文化中心，天津法租界

07:30

线路 5：慕田峪长城，京郊城乡演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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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提前 15
分钟抵达集
合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