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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2020“中国的椅子——聚艺·东阳”原创作品征集 

活动获奖作品暨中国林业产业创新奖推荐作品公示 

 

由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和东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2020

“中国的椅子——聚艺·东阳”原创作品征集活动终评工作

已结束。根据评审标准，经专家组评审、组委会审定，决定

授予杭州大巧创意设计有限公司“笑椅”概念类一等奖、浙

江上汐有限责任公司“云汐椅”产品类一等奖；授予“灵汐

椅”等 3 件作品概念类二等奖、“富贵同春”等 3 件作品产品

类二等奖；授予“无际禅椅”等 5 件作品概念类三等奖、“明

式赞比亚紫檀仿藤扶手连鹅脖圈椅”等 5 件作品产品类三等

奖（名单见附件）。 

根据《林业产业创新奖管理》文件要求，经专家评审组

对 2020“中国的椅子——聚艺·东阳”申报项目进行现场考

察、会议评审，同意推荐 56 个获奖项目参与中国林业产业创

新奖评审。现将推荐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9 日至 11 月 25 日。 

在公示期内，如对推荐作品名单有异议，可实名向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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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反映，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凡匿名或假冒他人姓名

反映问题的，或未提供可查证据、线索的，主办单位不予受

理。 

联系人：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信息部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 18 号 

电  话：010-64283516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2020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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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中国的椅子—聚艺·东阳”原创作品征集活动获奖作品 

暨中国林业产业创新奖推荐作品名单 

（概念类） 

奖项 作品名称 完成人 完成单位 

一等奖 笑椅 徐乐 杭州大巧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二等奖 

灵汐椅 

（云裳椅） 
吴腾飞 浙江上汐有限责任公司 

燕椅 陈梓泉 华南农业大学 

浪鲸 邱林国 浙江卓木王红木家俱有限公司（制作单位） 

三等奖 

无际禅椅 陆地 个人 

抚云茶椅 
田文雯、李天刚、周伦川、江

富财、赖华标、周婷婷 
深圳市狼行者家具设计有限公司 

粼行摇椅 泮依婷、施金祥、崔玥明 杭州狼行者家居设计有限公司 

蓄雅圈椅 汤淏敞、曹梦婕 浙江理工大学（设计单位）、浙江中信红木家具有限公司（制作单位） 

万象 刘明 恒达木业有限公司（制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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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 

幽曲 
康学斌、林戎、王卓、丁红

玉、杨磊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设计单位）、东阳市旭东工艺品有限公司（制作单位） 

Y椅 庞伟祥 
深圳壹米家具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东阳市明堂红木家俱有限公司（制作单

位） 

雀之翎 梁树晓 
深圳至上家具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东阳市明堂红木家俱有限公司（制作单

位） 

木趣 翟伟民、何继伟 粽角创意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单位）、阿青嫂木业有限公司（制作单位） 

宽度 邱林国 阿青嫂木业有限公司（制作单位） 

琵琶坐 陈梓泉 华南农业大学（设计单位）、御乾堂宫廷红木家具有限公司（制作单位） 

中国基因 郑巍 个人 

毓雅休闲椅 
江富财、李天刚、 

赖华标、周婷婷 
深圳市狼行者家具设计有限公司 

卿云 邓忠府、刘丹（指导教师）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设计单位）、浙江卓木王红木家俱有限公司（制作单位） 

暗香疏影 
林戎、王卓、丁红玉、 

康学斌、杨磊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设计单位）、浙江中信红木家具有限公司（制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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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奖 

南风椅 林清璇、陈兰峰、陈彩虹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设计单位）、浙江中信红木家具有限公司（制作单位） 

斑斓 

梁家明、蔡燕曼、冯文静、蒋

祺、林智源、易欣（指导教

师） 

华南农业大学 

添源·递芳 潘晓佳、叶勇军（指导教师）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设计单位）、恒达木业有限公司（制作单位） 

葵椅 陈权威 恒达木业有限公司（制作单位） 

孔雀翎 陆郸、刘丹（指导教师）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设计单位）、善工红木有限公司（制作单位） 

南山椅 许成 善工红木有限公司（制作单位） 

昀 易礼琴、杨昕妍、张续旭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设计单位）、 

浙江九洲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制作单位） 

南山休闲椅 程国强、潘林区 东阳市煊晨木线厂、左川山人设计工作室 

新中式椅子——

Change 改变 
张竞方、王頔（指导教师） 北京城市学院 

虹 翁蕙颖 莆田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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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 

奖项 作品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一等奖 云汐椅 吴腾飞 浙江上汐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富贵同春 蒋宝良 东阳市吴宁弘宝堂木雕加工厂 

明式檀香紫檀南

官帽椅 
杨翼然、高嵘 上海明素简家居有限公司 

阔境交椅 张向荣 东阳市明堂红木家俱有限公司 

三等奖 

明式赞比亚紫檀

仿藤扶手连鹅脖

圈椅 

杨翼然、高嵘 上海明素简家居有限公司 

悦神休闲椅 杜长江、杜承三 浙江卓木王红木家俱有限公司 

安澜椅（锦澜

椅） 
徐超霖 东阳市荣轩工艺品有限公司、杭州市上城区荣鼎轩家具设计工作室 

宋意躺椅 肖锋刚、赵来振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北红福堂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可矣·原创家居品牌 

南山椅 徐皓剑、王伟军、金克涛 浙江豪族工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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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 

明式玫瑰椅（系

列二） 
张梵 座有坐相（东阳）家具有限公司 

润椅 陈安兵 恒达木业有限公司 

匠心梳背餐椅 蔡金阳 个人 

雪茄椅 朱艳广 佛山隐庐环境设计有限公司 

竹节椅 李晓东、李忠良、胡生良 东阳市旭东工艺品有限公司 

如坐春风镶理石

圈椅 
厉向东、斯洪高 骏盛红木工艺品有限公司 

了然交椅 吴廷滨、刘雅靖、徐思方 姑苏了木家居设计工作室 

君子椅 刘高飞 深圳市木头人家具设计有限公司 

青云椅 王清、金良骥 铁木王红木 

蝶恋 

(蝴蝶椅) 
张理华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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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奖 

歌宋椅 马树棠 江门市榫之美家具有限公司 (雅鼎家具) 

如意茶椅 李忠信、卢东一 浙江中信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逍遥椅 王俊京 东阳市枘合家具有限公司 

若水椅 
施涵允、施俏行、陈新洪、陈

艮龙 
东阳市泉匠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精舍空间 毛俊超、吴秋荣 浙江省余姚市东超装潢有限公司 

如鱼得水休闲椅 张拓 东阳市远达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木编清凉椅 
王海武、邓玉荣、杜晖、徐劲

波 
浙江省东阳市职教中心 

明月椅 胡建朝 东阳市横店朝居堂红木家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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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组织奖 

 

序号 组织者 单位 

1 沈华杰 西南林业大学 

2 张继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3 张丹 福建农林大学 

4 肖洋 枣庄学院 

5 易欣 华南农业大学 

优秀指导教师 

 

序号 姓名 单位 

1 刘丹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2 易欣 华南农业大学 

3 叶勇军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4 王頔 北京城市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