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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居然之家宣布旗下的广

州体验MALL将于今年9月正式开

业。 据悉，该体验MALL是居然之家

集团在广东地区开办的第一家直营

家居生活体验MALL， 将打造为华

南地区样板旗舰店。

近年来， 传统家居卖场面临着

渠道分流导致的客流量流失问题，

居然之家去年便牵手阿里巴巴集团

开始探索新零售布局。 居然之家广

州体验MALL建筑面积达15万平方

米，配置3000多个停车位。除了家居

体验馆， 广州体验MALL还引进了

电影院、 韩国网红运动馆、 生鲜超

市、儿童游乐、教育培训、餐饮美食

等多种生活消费业态， 改变了传统

家居卖场的购物方式。目前，购物中

心已有三百余个国内外一线品牌抢

先进驻。

居然之家广州体验MALL位于

现阶段城市规划东进前沿， 广州第

二CBD核心位置的地铁五号线上

盖。 其与琶洲会展中心和黄埔临港

商圈交汇，周边坐拥300万平方米商

业写字楼， 将吸引超过3000家企业

进驻，提供15万余就业岗位，带动整

个商圈经济发展。 有望成为广州第

二CBD核心商圈地标式购物天地。

据了解， 广州体验MALL由有

着“垂直森林之父”别称的设计师斯

坦法诺·博埃里设计， 采用黑白灰、

极简风格主流艺术元素， 突显设计

空间感。 购物中心的内部设计了四

个艺术化中庭， 由一条主通道回旋

链接，犹如流畅悦耳的音乐。更有露

天式屋顶花园及艺术化广场空间，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特色家居生活

购物广场，购物中心7楼还将缔造空

中花园式原创艺术及设计创客空

间。

信息时报记者 王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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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王颖婷

这边厢大众家装市场各方厮杀正

酣，那边厢豪宅家装市场“参赛者”凤毛

麟角。千方墅级单位，出品必为精品，其

对于设计师的创意品味、统筹把控能力

都是项艰峻考验。 近日，记者采访了专

注于高端别墅全案的广州万城建筑装

饰设计有限公司创始人刘旭。 他表示，

对于“塔尖人群”而言，家是生活方式的

折射，应设计出新的生活方式，将“美”

导入家中，并以数据化环保、文化传承、

合理规划，打造可持续的空间。 据悉，目

前万城已在二沙岛宏城花园、颐和高尔

夫庄园、华南碧桂园等多个别墅楼盘落

地精品。

用设计缔造生活

作为坐拥千方别墅宅邸的“塔尖人

群”， 无论是生活理念还是审美观点皆

与常人不同。 如何在彰显阶级身份的同

时，表现出独一无二的品位，也是造成

高端家装“赛道”选手稀缺的原因之一。

刘旭认为，近些年行业不再只着重

于设计风格，设计风格可以让生活变得

有节奏感， 却不能够缔造人们的生活，

打造设计之美是设计师的基本能力，而

现在追求的是用新生活方式将“美”导

入进家中。“别墅是需要风格来支撑的

生命体，每一栋别墅都展示着一种独特

的生活模式， 它是业主的生活习惯、气

质神韵的延伸。 ”他说，而一名成熟的设

计师应是全面的， 从故宫的飞檐斗拱、

五脊六兽； 到南北方中式院落的布局；

再到苏州园林的亭台楼阁、山石水景等

元素，设计师个人的阅历、文化、艺术、

生活等各方面，支撑着他的设计道路。

将环保转为数据化

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导致大多数人

都是亚健康状态， 虽然每个家庭的成

员结构、 居住习惯皆不同， 但高端人

群对环保、 健康的家理念与常人无异。

对业主而言， 除了平常饮水质量、

运动健身来保持健康， 还注重于空气、

水、 光对生活的影响。 刘旭提出:“家

是健康、 舒适、 放松的， 万城装饰联

合了学院相关实验室， 把影响舒适度

的因素数字化， 如室内空气流速、 隔

音隔热指标、 负氧离子含量等， 万城

装饰有固定标准， 也能根据实际空间

情况重新测算”。

大多别墅业主都拥有多套住宅，

第二居所、 第三居所的居住功能已被

弱化， 得兼具商务功能、 度假需求等。

刘旭表示 :“要了解业主的设计需求，

首先得体验他们的生活方式， 通过日

常活动达到与之匹配的思维方式。 并

将业主日常习惯融入设计之中”。

设计需经得起时间考验

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 装修是为了给空间提供合

适的衬景， 设计是种“态度”。 因技术

限制和利益驱使， 常有设计师帮业主

做出不合适的选择， 但设计师应协助

业主做正确的选择， 这恰是个人设计

师品牌、 独立设计师生存的重要基石。

在刘旭看来， 高端人群更加注重文化

的传承， 别墅是业主精神世界的映射。

“单一的奢华无法表达出文化气息， 缺

乏内涵的建筑是单调的， 许多装修过

了 7、 8 年便被淘汰， 而一处传承的人

生阅历， 凝聚家族文化的作品， 需经

得起时间考验。” 为此， 万城还专门培

养了一批专注于精工艺服务的手工匠

人。

通常， “塔尖人群” 均有成熟、

独特的审美品位， 然而过于个性化的

设计却难以长久留存， 刘旭认为， 这

就需要设计师在个性与标准之间把握

住平衡点。 同时， 可持续性的基础是

合理的空间规划， “合理完整的空间

布局， 会让业主的生活、 行动处处流

畅， 有天衣无缝感觉， 居住再久也不

会生出违和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颖婷）

近日，

广东省定制家居协会和今日头条共同

发布了《2019 定制家居趋势数据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 调查发现，一站式

的定制家居解决方案正迎合了“懒人”

消费市场的需求，人们期望拥有质感轻

奢的品质生活。

《报告》中指出，头条用户对定制家

居相关资讯内容的关注度依旧火爆，

2018 年整体关注度较 2017 年上涨达

49%， 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相关阅读

数远高于其他季度。 用户除了关注各大

定制家居品牌，还对全屋定制、拎包入

住等词语的关注度提升， 涨幅分别为

67%、32%，人们正在逐步接受一站式定

制家居解决方案。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品质生活

的诉求越来越高。 调查发现，用户在关

注定制家居时， 除了注重产品品质以

外，设计、颜值、便利也是用户所在意

的。 其中“设计感”阅读数达 3.7 亿次、

“实用”阅读数达 3.4 亿次、“功能”达 3

亿次。 用户对家居产品的需求已从基础

的收纳、空间利用等基本需求转变为对

个性化的需求。

除了大热的现代、美式、欧式等风

格以外，极简、新中式等新兴风格受到

了用户的关注，网络流行的日式、混搭、

轻奢、ins 风、原木风也掀起了一股热潮。

万城装饰刘旭：

家是生活方式的折射

要将“美”导入家中

今年一项关于定制家居趋势数据的报告显示：

全屋定制刮起“ 网红家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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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家居+生活”

体验MALL9月开业

极简：

6329万次

新中式：

6114万次

日式：

5512万次

混搭：

5304万次

工业风：

3514万次

轻奢：

2963 万次

ins

风：

2665 万次

原木风：

1224万次

广州万城建筑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创始人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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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之家体验

MALL

将打造成华南

地区样板旗舰店。

每一栋别墅都展示着一种独特的生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