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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市委书记周乃翔同志
莅临考察徳必姑苏WE"

3月7日，苏州市市委书记周乃翔同志莅临徳必姑苏WE"
考察调研,徳必集团首席艺术总监苏荣进行了接待。

苏总就徳必集团的发展历史、未来规划、品牌条线和徳
必姑苏WE"项目为周书记进行了全面生动的介绍，并邀请周
书记参观园区优秀企业。徳必姑苏WE"作为徳必集团在苏州
市的第一个项目，也是苏州市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端文创
园区项目，一直受到各级政府和行业的高度关注和肯定。周
书记表示：徳必是非常优秀并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希望今后
在苏州能够拓展更多的园区，提升苏州文创园行业的品质。

近日，用户社群中心为大家准备了猜灯谜活动，答对的小伙伴儿可在社群中心
兑换元宵。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小正月、元夕或灯节，为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
是中国春节年俗中最后一个重要节令。元宵节是中国与汉字文化圈地区以及海外华
人的传统节日之一。

黄浦区区委书记杲云
一行来访德必外滩WE"

德必动态  DoBe NEWS

@德必静安WE”

@德必老洋行1913

@大宁德必易园

近日，用户社群中心联合曹家渡街道新联会，为大家找来专业书法大师，给大
家写福迎新年啦。不同字体，不同变化，同样的祝福送给各位，都不用担心今年扫
不到敬业福。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到访
中意设计交流中心-佛罗伦萨基地

意大利当地时间1月26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带领代表团访问中意设计交流中心-佛罗伦萨基地施特洛奇别
墅，并与应邀出席的意大利企业代表进行了友好会谈。作为基地投资运营方，德必集团董事长贾波、董事副总裁丁可可携
团队热情接待了王毅国委一行。中国驻地总领事王辅国及上海设计之都促进中心主任张展一起参与接待。

王国委详细询问了基地的运营情况，对德必为一带一路中意两国文化产业交流作出的贡献表示了肯定，并期望德必能
为进一步促进中意交流合作发挥作用。同时，也表示佛罗伦萨是一个具有着独特魅力和特殊意义的城市，希望此后中意双
方继续加强战略沟通，巩固战略互信，深化战略合作，为我们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注入新内涵，为国际社会不断提供
正能量。

到场的嘉宾有：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外交部副部长王超、欧洲司司长陈旭、新闻司司长陆慷、礼宾司副司长何
儒龙、欧洲司处长李小勇、欧洲司处长丁佩一、欧洲司副处长赵平盛、礼宾司副处长鲜忆、驻意大利大使李瑞宇、驻意使
馆公使衔参赞郑璇、驻佛罗伦萨总领事王辅国、上海设计之都促进中心主任张展、德必集团董事长贾波、德必集团董事副
总裁丁可可、中意设计交流中心-佛罗伦萨基地CEO Corrado Galli及意大利当地优秀企业机构代表。

2月28日，黄浦区区委书记杲云、区委办主任汤宏、区
文化局局长许艳卿、区科委副主任张敏及随行工作人员以及
著名艺术家贺寿昌一行来访德必WE''国际文化创意中心（外
滩）参观交流，德必集团董事长贾波、滨江大区大区经理项
卿、德必外滩WE''社群经理陆昕陪同参观。

随后的座谈会上，杲书记高度赞扬了德必外滩WE''复建“
远东第一证券交易所旧址”的方案，并表示期望未来德必能与
黄浦区更多延续的合作，为老建筑的重生提供更多的创意内
涵。同时书记也肯定了德必在文科创产业集聚方面所作出的
努力，并对德必引领业态发展表示认可与期待。德必集团董
事长贾波听取了领导的意见后表示:德必在未来，会与黄浦区
深入交流与合作，为老建筑赋予新内涵，为文科创企业提供
系统优质的生态环境，助力文创、科创企业的持续发展，引
领业态优良发展。

@德必环东华WE”
近日，华时代全球短片节的活动方邀请郑大圣导演到环东华WE”就小众电影短

片进行一个分享活动，现场的嘉宾各自发表了对短片的见解和建议，大圣导演更
是在场分享了自己获奖作品的讲解。

近日，老洋行1913用户社群中心联合园区客户，为大家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花艺分享会，这次我们资深的美女花艺师Magen老师，还为大家讲解了一些基
础知识，有兴趣的客户也动手尝试，整场活动在笑语花香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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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备这个特点，
别说自己是联合办公！
什么联办都不行！

波波茶馆
VIEW

艺术、生活与美学，当这三个词语组合在一
起的时侯，一个空间就诞生了。今天，我们走进
天府之国成都，走近本期主角——宋呈生活美学
空间。

去年，宋呈文化当代艺术馆在德必川报易园
正式开馆，与之一同开幕的还有生活美学空间
“2018宋呈文化私藏艺术品展”。

“2018宋呈文化私藏艺术品展”上，何多苓、
陈丹青、程丛林、庞茂琨、罗发辉、刘虹等艺术
家的作品悉数登场。这些作品均为私人收藏，亦
可看作是多年来宋呈生活美学空间负责人王行与
艺术接触、与艺术家交流的成果，并在宋呈生活
美学空间开馆时与众亲友一同分享。

一般人对生活美学的理解大都是从容、闲适、
怡静等自在的生活形态，但宋呈生活美学空间想带
给人们的却是不一样的东西——这里在创造一个艺
术与品味相融合的氛围，通过生活美学的体验和分
享，让人们的质感和品味得到提升。在这里，可以
着迷于空间的设计细节，可以欣赏著名艺术家的精
品作品，同时也可以品尝珍稀的自家手工茶等等。
越过烟火气，将艺术自然融入生活的态度，更是重
新发现自我的过程和感悟。

宋呈生活美学空间负责人王行表示，自己既是
艺术家身份，也有炒茶人身份，此处也是以艺术馆
加茶馆的方式进行的文化搭建。“这个地方我找了
很久，觉得艺术馆和这里的空间气质比较搭。一般 

成都的艺术机构在平时或许人比较少，缺少温度
感，因此我想把自己两方面的优势嫁接起来，做
一间有格调的茶馆，有温度的画廊。”王行说。对
于“宋呈”这一品牌，王行认为这来自于对文化高度
的礼致。王行说道：“‘宋’代表汉民族文化的历史高
度，是理想过去的代表，也有财富聚集的意思。‘
呈’与茶文化的低调、稳重关联。‘宋呈’是以艺术与
茶文化为核心的跨界平台，因此这里的口号是‘精
品文化的汇聚与呈现’”。

此次开馆展上，除了“2018宋呈文化私藏艺术
品展”外，还是“若如初相见——朴勇个人作品品鉴”
的现场。艺术家朴勇的作品没有宏大的社会叙事，
也没有突兀观念之下的鲜明主题，他的作品更注重
微观化。当他选择了一处风景进行创作后，会不断
地去观看、捕捉今日与过去的不同，认真地确认它
们不断变化的、常人难以注意的细节，然后连续性
地进行创作。

王行谈到自己与艺术家朴勇是邻居，作为一
名朝鲜族的东北人他经常在画室内画画，与外界
鲜有交流。

“朴勇作为一名艺术家几乎每天都会背着画板
外出写生，安静地画着自己所看到的世界，很专注
也很执着。这让我想起了19世纪的塞尚与梵高，因
此我特意在这次展览中为其做了一场作品品鉴会，
也希望把他的作品介绍给更多的观众。”

对于宋呈生活美学空间今后的规划，王行表示，

 
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除常规意义上的茶馆外，
空间将以1-2个月为周期，推荐艺术家的个展或联
展，并举办关于时尚、生活方面的品鉴会。每周
还将组织艺术方向的课堂，包括水彩、素描、茶艺
和香道。

“对当代艺术我个人是有一套参考标准的，就
是这些艺术家的作品能够给今天的生活品味带来
哪些些正面的价值，可以参与并且在个性生活空
间带来哪些高质量的品味。”王行说道。 

而宋呈生活美学空间选择入驻的园区，也恰
恰体现了王行的品味。

位于锦江区桦彩路158号的“德必川报易园”，
前身为四川报业集团印刷厂。作为上海德必集团
与四川日报报业集团联手打造的一个聚集文创、
科创企业的产业生态群，园区内移步换景、别有
洞天，为成都乃至西南地区文创、科创企业提供
高品质的办公环境和服务。
     这个藏于三环内的世外桃源，是上海德必集团
与川报集团联手打造的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园
区内移步换景、别有洞天，舒放的办公环境、全
球化布局、社群化运营、互联网发展，这些关键
因素，都构成了德必川报易园未来将成为带动西
部创意产业发展领头羊的强大基因。

上一期作者饭叔就此话题和大家聊了聊社区
的演变，今天将继续这一话题，谈谈社区和文化
的关系。

全世界的文化在社区这个意识形态上似乎都
曾经达到过共识，澳洲以外的文明发展太快，社
区逐渐以其他形式存在，变得多元化，只有澳洲
的土著文化被偶然间保存了下来，社区在他们的艺
术品中就显得特别突出。加拿大戴尔豪斯大学的生
物学教授霍尔·怀德海(Hal Whitehead)和苏格兰圣安
德鲁斯大学的卢克·伦德尔(Luke Rendell)在其合著的
《鲸鱼和海豚的文化生活》(The Cultural Lives of 
Whales and Dolphins)一书中认为，“我们对文化
的定义包括‘社区’一词，‘社区’是指个体的集合，这
些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行为上自给自足的，并且
在大多数个人与大多数人互动或有潜力交互的情
况下。因此，‘社区’由编织在一起的社会关系定义。

在如今这个社区不应该是你居住的社区，因
为你平时不在其中工作，无法频繁地与邻居阿姨
达成协作关系，它也不是你所在的商圈，你不会
从Gucci的导购小姐那里谈到创业导师，更不是线
上的论坛或者微信里的群，这里一定是物理意义
上的社区。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今天的中国，
这个定位需要更加准确，墨社一直在说的是办公社
区：Workplace Community。一个全天可以自由
工作1-12个小时的地方，一个抬头转身都是热情的
微笑和温暖的人群，一个符合知识和智慧传递交
错的地方。

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吗？如果是的，那么
恭喜你找到了自己的社区。其他人呢？

现实中的你该去哪里找这样的文化和追求？
你在每天往返工作和家庭的途中，又在追求

着什么？
你在获得收入的同时，是否也在为知识和讯

息感到饥渴？我们的生活中又有多少是别人所梦
寐以求的呢？

Henry Cloud博士在他的畅销书“对方的力量”
中写到：“一个社区，将带来生活中那些你需要打
破现状以及极限的所有成分。” 研究表明，如果你
在一个正在变得健康或克服困难的社区，你的成
功机会将大大提高。所有人都在朝健康的方向发
展，正能量是传染性的。对于其他面向目标的路
径也是如此。我们被那些有动力到达目的地的人
所包围的越多，我们越能捕捉到这种能量，并且
朝着成功迈进。

听起来是这个意思，甚至很多人也会点点头
说：是的我们这里的社群也是这样。噢，不，别
搞混你说的社群和社区。社群是有一群人因为同
样的兴趣爱好聚集在一起，获得一些共同的价值；
而社区是基于物理空间之上，一群追求自由的人在
一起贡献自己的价值。社群是可量化，可衡量，社
区不可量化，不可衡量，只能“体验”和“感受”的。
而其中，关键的因素还是在社群可能是爆炸式的，

宋呈生活美学空间：
一间有格调的茶馆，
一家有温度的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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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作者：
饭叔
墨社联合创始人

专栏作者：
波波
jiabo@dobechina.com

比如一款App的用户量可能在短短半个月内从10
万涨到100万，但是一个物理社区的人群可能需要
半年甚至更久来获得10倍增长，而且他的限制也
是非常明细的，一个固定的物理社区只能装的下N
个人。相对社群中的人群，社区更需要“养”。一个
社区因为多元化而变得有意思，因为所有的“黑天
鹅”都来自不同的背景和行业，又因为贡献的价值
相类似，产生相互间正能量的传递，形成自然的
生态环境。

这也是他们（联合办公品牌）所求知不得的
事实真相。

现实中的你该去哪里找这样的文化和追求？
你在每天往返工作和家庭的途中，又在追求

着什么？
你在获得收入的同时，是否也在为知识和智

慧感到饥渴？我们的生活中又有多少是别人所梦
寐以求的呢？

企业档案：
宋呈生活美学空间

Add：
德必川报易园



每个国家的人的身高、体重都不一样，为了能让中
国消费者使用起来更为舒适便捷，目前，HAY在亚
太总部已经开设了一个由中国本土设计师组成的产
品设计部门，会针对中国市场具体从功能和尺寸等
方面对产品进行量身设计。

文/张珩君

深耕产业资源创新模式，
华润置地（珠海）携手
wehome推进新一轮产
业管理升级

wehome

本期嘉宾：
Kim Bukbjerg Fiedler 
丹麦家具设计品牌HAY亚太区负责人

Add：
德必WE”国际文化创意中心（静安）

对话
DIALOGUE

几年前，洋溢着浓浓小资风清的上海静安延平
路上，德必静安WE”的一家邻街店铺唤起了我探店
的好奇心。明亮的落地玻璃，简洁明快的三个英文
字母HAY，通透挑高的室内空间，如此现代文艺的
设计，咖啡厅？艺术画廊？推门走进，创意简洁的
沙发、桌椅和亮丽的配饰跃于眼前，惊喜之余不禁
感叹，原来家具还可以这样优雅活泼！

再次和HAY相遇是今年3月HAY在延平路门店
举办的新品发布会上。近年来，HAY在不断创新的
同时，也在用心诠释着自身对空间和自然的理解。
HAY在2012年进入中国，2014年开设中国第一家
门店，这个丹麦家具设计品牌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
已经在中国拥有了11家门店。目前HAY的亚太营收
中超过50%的销售额都由中国市场贡献，而在HAY
的全球营收中，中国市场的占比也在逐年攀升。对
于未来，HAY亚太区负责人Kim表示希望能在中国
开设更多的零售店铺，助力中国的创意设计。 

德必荟：请介绍一下本次新品发布会的亮点？
Kim：此次新品发布，HAY携多款家具新品在店
内 打 造 出 五 个 不 同 功 能 的 场 景 。 由 R O A M 
SPACE DESIGN LAB所做的陈列场景充分满足了
大小户型的各类功能需求，并且新增了咖啡厅区
和商业公共区域，为到访者们带来全新的搭配灵
感。墙面颜色选用了时下流行的莫兰迪色系，混
入了灰色与低饱和度用色，为空间轻松营造出春
日温暖舒适的北欧氛围。每一个场景我们都精心
考量，为HAY的不同风格家具搭配相应的立邦墙
漆，通过错落的家具配饰层次和颜色对比，营造
一个兼具美感和实用性的生活空间体验环境。

德必荟：目前，北欧风在中国十分受欢迎，请问
您是如何定义北欧风？如何定义HAY的？
Kim：北欧风比较注重设计、自然和简约。摒弃多
余设计的同时强调功能性的实现，保证产品是最
简单和最实用的。那目前北欧风在中国受欢迎的
原因，我觉得其实是在于近年来，人们开始追求
简洁的设计，家具风格也从早期繁复的意大利家
具风格、敦实的美式家具到现在简洁实用的北欧
风。HAY沿袭北欧的设计精髓，如果用三个词概
况HAY，一定是Functional（实用）, Affordable
（亲民）和High Quality（高品质）。

德必荟：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是否顺利？遇到
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Kim：HAY刚进入中国市场时遇到的最大挑战，和
其他进口品牌一样就是如何在较短的交货期内提
供大批量的货品，为了解决这一难题，HAY于
2012年在上海建立了亚太总部，同时在上海建立
了对应国内外的仓储，并和全球甄选的供应商紧
密合作，尽可能缩短交货期，保证交货。另一方
面，对于新市场的接受度，其实我们并没有太担
心，因为HAY进入中国市场前，在Instagram上已
经有100万的粉丝，很多中国粉丝早已热切盼望
HAY入驻中国了。

德必荟：Hay在中国的运营模式相比全球其他国家
有何独特之处？
Kim：和欧洲市场相比，HAY在中国拥有更多的零售
店，同时还有合作的品牌集合店以及天猫旗舰店。中
国消费者整体接受度很高，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消费
者，非常乐于接受来自全球的多元化设计，我们入
驻天猫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来自全国各地的消
费者都能有机会认识HAY，购买HAY的商品。此外，

准，推动城市发展，引领商业进步。横琴万象世
界作为华润置地（珠海）在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
布局，此次与wehome空间智慧管理平台的合作，
不仅标志着双方就智慧城市的发展上达成理念共
识，更将城市发展的品质提升从原本的产业层面，
上升到互联网乃至物联网的智慧服务层面，为未来
双方不断加强的深度合作打下基础，更意味着本次
合作将对大湾区的产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并在
双方协同共进的基础上为智慧城市的创新型更新打
下有力的产业及技术基础。

此 次 与 华 润 置 地 ( 珠 海 ) 有 限 公 司 合 作 的
wehome空间智慧管理平台，是基于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技术与云计算服务，为园区、楼宇及企业
提供整体智能解决方案，打造白领、企业、园区
及社区共生的轻公司生态圈。其独创的IC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System service）
智慧园区管理系统，通过运营信息化管理、开
放式服务聚合管理、大数据整合与分析等方式
，为管理者提升管理效能，整合并提高资源利用
率，降低运营成本。同时wehome将为园区企业
客户搭建起开放的社群环境，创新物业运营模式
，实现物业与企业间、与白领间的自由交流与合
作，为企业及白领打造更智能、更便捷的办公空
间，搭建自由的交流平台。

文/杨璐榕

华润置地有限公司是财富500强企业华润集
团旗下的地产业务旗舰，是中国内地最具实力的
综合型地产发展商之一，主营业务包括房地产开
发、商业地产开发及运营、物业服务等。截至
2017年底，公司在职员工3万多人，总资产为
5,746亿港元，进驻境内外62个城市，开发项目
超240个。

一直以来，华润置地始终秉承“品质给城市更
多改变”的品牌理念，坚持高品质战略，注重专业
能力培育，积极探索创新，持续关注和提升产品
与服务品质，始终保持行业内客户满意度的领先水

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
新技术发展的趋势下，全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也在加速的孕育和兴起之中。目前，德必创新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旗下wehome空间智慧管理平
台与华润置地（珠海）（公司简称：华润置地（
珠 海 ） ） 有 限 公 司 达 成 合 作 。 此 次 合 作 ，
wehome将与华润置地(珠海)一同发挥其在各自行
业中的领先优势及资源存量，积极促进文化创意
产业的资源导入和空间创新，同时双方将针对华
润置地（珠海）旗下包括横琴万象世界及其他相
关项目的智慧化上线达成深度对接。

邂逅北欧风格，   
丹麦家具在中国



活动 ACTIVITY

【精彩回顾】
EW东方遇到西方时装秀

1月23日，由中意设计交流中心、德必WE"、
CHEN DINGDING Studio主办，当歌葡萄酒、国际
文 化 交 流 发 展 协 会 、 意 大 利 国 际 艺 术 协 会 、
Markerpen Photography Studio、晨音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协办的“EW东方遇到西方时装秀”在中意设计交
流中心佛罗伦萨基地施特洛奇别墅举办。

时装秀由中国首席时尚编导王红民先生指导，精
英服装设计师团队：陈丁丁、胡晓、阳雨庭、Paulo 
Henrique Gibaldi Cunha共同打造。

中式服饰意象美学结构流畅婉约，西方服饰崇尚
人体勾勒线条之美，时尚华丽；服饰是文明的标志之
一，服饰习俗体现着民族文化特色，当中国传统手工
艺苏绣结合现代美学衣以载道，碰撞西方的浓烈奔放，
这一场“EW东方遇到西方时装秀”在施特洛奇别墅大方
异彩。现场近百人前来参加，作品收到各界精英和媒
体的一致好评。

近年来通过中意设计交流中心平台，越来越多的
优秀中国青年设计师们带着东方风情来到时装王国意
大利，将中国美学带到西方，展现中国设计的力量。
中心致力于打造完美的交流平台，让东方遇到西方，
将神秘的中式设计元素带到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
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设计，中国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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