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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自然的神籁韵律 

Patrick Shearn “流曜”（Sun Cycle）与 Studio Drift“卷舒”（Meadow） 

 艺术装置展览首度亮相中国内地地区 
 

北京，2019 年 5 月 29 日 ——流曜共朝日，卷舒因晦明。王府中環于今日揭幕两组首度亮相

中国内地的动态艺术装置，庆贺“王府亦玩府”周年庆的到来。两组作品各自承载着独特的

艺术灵感和创作理念，完美糅合大自然中的艺术美感与色彩哲学。邀请宾客于浅夏时分邂逅

自然赐予的旖旎风光，唤醒拥有古老风韵的千年帝都，呈现一场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觉盛宴。  

 

2019 年王府中環以乐玩的态度邀请宾客在此体验独具艺术格调的别致风尚，感受艺术生活

的趣致之味。为此，王府中環于“王府亦玩府”周年庆之际，特携手美国艺术家 Patrick 

Shearn 及其 Poetic Kinetics 团队与荷兰著名艺术组合 Studio Drift，为宾客呈现“流曜”（Sun 

Cycle）与 “卷舒”（Meadow）两组动态艺术装置。这两组各具美感的作品于 5月 29日至 8

月 31 日在王府中環展出，为宾客带来令人陶醉的感官体验，聆听鸟语蝉鸣的夏日韵律。 

 

北京聚名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香港 地执行董事周明祖先生表示：“我们很高兴

能与这三位国际知名的艺术家合作，在王府中環‘王府亦玩府’周年庆典之际，独家呈现这

两组美轮美奂，又相辅相成的动态艺术装置，为京城消费者带来一场荟聚前沿科技与自然梦

境的艺术盛宴。这两组艺术装置，分别以极具艺术品位的手法演绎出王府中環‘乐玩之年’

的生活态度，并展示出了王府中環作为京城核心时尚高端生活中心，所代表的艺术、文化创

新及生活方式的完美融合。” 

 

凝聚了科技与自然之美的“流曜”，是 Patrick Shearn 及其 Poetic Kinetics 团队为王府中環周

年庆特别打造的动力艺术装置。该装置飘浮于王府中環最独特的室外场地——西座草堂上空，

占地 511平方米，离地约 6米至 18米，由结构设计顾问——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提供技术

支持建造。“流曜”由约 1,410 米长的绳索，超过 150 个手工结，及 3 万余片全息薄膜和单

丝线制作而成，并由 53,000个充满活力的拖缆固定。远远望去，如飘浮于紫禁城外的“城市

阳流”，在夏日微风的亲吻下摇曳起伏，瑰丽身姿与浅蓝天空交相辉映，展现“翩若惊鸿，

婉若游龙”的恢弘气势。由此在花园草堂上拉起的天幕，也为置身其下的宾客们于炎夏时节

提供了一份难得的静谧与清凉。 

 

 “ ‘流曜’的灵感来源于对自然的观察与感悟，人类对于周遭环境的认知容易停留于表层

现象。” Patrick 解释道，“我们能轻易感知到拂过肌肤的清风，却忽视了带动轻风的空气

流动。我希望这个作品能让在都市中忙碌的人们放慢脚步，在自然的韵律中品味岁月的恬淡

之美，于轻松自在的慢时光中邂逅生活的美好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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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似沾着朝露盛放的娇美花朵，悬挂于王府中環中庭的“卷舒”艺术装置由 Lonneke Gordijn 

和 Ralph Nauta 联手设计，极富想象力的诠释了花朵晓放夜合的感夜效应，与绵延不绝的内

在生命力。18 朵倒置的机械花朵，仿佛聆听着中庭来访宾客的脚步声缓缓绽放，以充满诗

意的节奏开合，展现四季更迭交替的别样韵律。在变幻莫测的光影错落下，该装置以花朵的

盛放与缱绻，展现了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内在质感。 

 

Ralph Nauta 表示：“ ‘卷舒’的每一支花朵都不可或缺，如宇宙万物般浑然一体。盎然开

合间，让公众瞬间置身于大自然之中。”Lonneke Gordijn 补充道：“很高兴能够在北京展出

我们的作品‘卷舒’。希望‘卷舒’的创作理念与观赏者形成内心深处的共鸣，在亲近大自

然的同时，也拉进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除了“流曜”与“卷舒”两座别开生面的艺术装置之外，王府中環更精心准备了一系列精彩

纷呈的周末文化艺术活动，书写属于宾客们的自然韵律。包括于“流曜”天幕下举办的夏日

草地派对与“卷舒” 艺术工坊。与闺中密友享受紫禁城脚下的惬意雅致，用指尖勾勒花朵

的娇媚与芬芳，享受一段充满闲暇意趣的周末乐玩时光。 

 

5 月 29 日至 6 月 30 日周年庆活动期间，更有多重甄选嘉礼，纵享乐玩时光。关注王府中環

官方微信公众号并注册成功的新会员，即可享受 529 BESPOKE 臻礼积分及多重新人礼遇。

周年庆活动期间，更有包括国际顶级奢侈品牌在内的逾 40 家商户，参与积分奖励计划。

BESPOKE 雋環会员于活动期间内消费，即有机会享受臻礼双倍积分，参与兑换周年庆现金

礼券及品牌好礼。 

 

发现王府中環更多精彩内容，获取多彩文化活动的最新消息，请关注“王府中環”官方微博

和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账号：WFCENTRAL）。 

 

 

-完- 

 

高清图片请查看以下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FEefE40KkEo2EXmWugceQ  密码:vp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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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王府中環以乐玩的态度邀请宾客

在此体验独具艺术格调的别致风尚，感

受艺术生活的趣致之味。为此，王府中

環于“王府亦玩府”周年庆之际，特携

手美国艺术家 Patrick Shearn 及其 Poetic 

Kinetics团队与荷兰著名艺术组合 Studio 

Drift ，为宾客呈现“流曜”（ Sun 

Cycle）与 “卷舒”（Meadow）两组动

态艺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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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了科技与自然之美的“流曜”，是

Patrick Shearn 及其 Poetic Kinetics 团队

为王府中環周年庆特别打造的动力艺术

装置。 

 

 

该装置飘浮于王府中環最独特的室外场

地——西座草堂上空，占地 511 平方

米，离地约 6 米至 18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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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曜”由约 1,410 米长的绳索，超过

150 个手工结，及 3 万余片全息薄膜和

单丝线制作而成，并由 53,000 个充满活

力的拖缆固定。远远望去，如飘浮于紫

禁城外的“城市阳流”，在夏日微风的

亲吻下摇曳起伏，瑰丽身姿与浅蓝天空

交相辉映，展现“翩若惊鸿，婉若游

龙”的恢弘气势。 

 

“ ‘流曜’的灵感来源于对自然的观察

与感悟，人类对于周遭环境的认知容易

停留于表层现象。” Patrick 解释道，

“我们能轻易感知到拂过肌肤的清风，

却忽视了带动轻风的空气流动。我希望

这个作品能让在都市中忙碌的人们放慢

脚步，在自然的韵律中品味岁月的恬淡

之美，于轻松自在的慢时光中邂逅生活

的美好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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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似沾着朝露盛放的娇美花朵，悬挂于

王府中環中庭的“卷舒”艺术装置由

Lonneke Gordijn 和 Ralph Nauta 联手设

计，极富想象力的诠释了花朵晓放夜合

的感夜效应，与绵延不绝的内在生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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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朵倒置的机械花朵，仿佛聆听着中庭

来访宾客的脚步声缓缓绽放，以充满诗

意的节奏开合，展现四季更迭交替的别

样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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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 

 

王府中環 

 

王府中環是香港 地集团在中国内地打造的时尚高端生活方式零售中心，尊踞首都商业和政

治核心地带，其设计与规模均巧妙融合了王府井地区的历史底蕴与精粹。坐拥北京东城区王

府井商业街近 21,000 平方米的黄金地段，王府中環傲呈 43,000 平方米的零售空间，并包含

配有 73 个房间的北京王府井文华东方酒店，建筑总面积达 150,000 平方米。  

 

荟萃系列非凡名品，王府中環糅合御品臻奢、潮流风尚、康逸悦享、环球珍馔艺膳及文化艺

术。王府中環致力于打造别具一格的京城生活体验，让每一位顾客发掘生活灵感意趣， 欣

赏文化风韵，并开启崭新环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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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踞历史悠久的王府井街区繁荣地段，王府中環距故宫及中央商务区仅数步之遥。该项目配

备 660 个停车位，并处于首都公共交通枢纽中心，享有地铁便捷交通服务。 

 

香港 地 

 

香港 地为大型上市的物业投资、管理及发展集团。香港 地于一八八九年创立，以卓越表

现、诚信及伙伴合作为业务发展的基础。 

 

集团在亚洲主要城市持有及管理超过八十五万平方米集中于香港、新加坡、北京及雅加达之

优质写字楼及高档零售物业。集团的物业吸引国际知名企业及奢华品牌进驻。 

 

集团在香港中环持有约四十五万平方米优质物业。此外，集团主要透过合营公司在新加坡拥

有十六万五千平方米的高级写字楼物业，一座位于北京王府井的高档零售中心，以及在雅加

达中心区持有一个具领导地位的写字楼物业组合之半数权益。香港 地亦正在大中华区及东

南亚多个城市发展高质住宅、商用及综合项目。集团在新加坡的附属公司 MCL 地产，为当

地著名的住宅发展商。 

 

地控股有限公司于百慕大注册成立，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拥有标准上市地位，同时亦在百慕

大及新加坡作第二上市。集团的资产及投资由香港 地集团公司于香港管理。香港 地乃怡

和集团成员之一。   

 

 

 

Studio Drift （“卷舒”艺术家） 

 

Studio Drift 由 Ralph Nauta 和 Lonneke Gordijn 于 2007 年共同创立，曾斩获多项国际奖项，

作品在英国 V&A 博物馆、荷兰国家博物馆、威尼斯双年展等重要机构及群展中展出。工作

室致力于探索人类科技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复杂而精巧的技术去创造有生命感的灯光装置作

品。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Studio Drift 在艺术品和家具设计方面的工作发展越来越好，并且

在最先进的科技支持下，他们将来自自然现象的数据转化为具有诗意的体验，让这些作品在

科技艺术、表演和生物设计等领域都占据了独特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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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 Shearn（“流曜”艺术家） 

 

Patrick Shearn 来自于美国洛杉矶，现为 Poetic Kinetics 工作室的创意总监。他专注于打造超

越生活的沉浸式艺术装置，并以标志性的动力雕塑——天网（Skynet）享誉世界。该系列艺

术装置与 2016 年在洛杉矶以 Liquid Shard 主题首次展出，一夜之间将城市中心从一个未被充

分利用的公共广场变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目的地。此后，Shearn 便陆续在世界各地呈现他富

有传奇色彩的各色艺术装置。 

- 完 -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王府中環   

薛程  +86 10 6520 4970 zoe.xue@hkland.com 

徐杨 +86 10 6520 4911 hanna.xu@hkland.com 

 

香港 地集团   

林婧华   +852 2842 8222 jennifer.lam@hkland.com  

陈喆 +852 2842 8041 shelly.chan@hkland.com 

 

 

福莱国际传播咨询公司 

 

  

福莱国际传播咨询公司（北京）  

Norman Li  +86 185 0034 1166     norman.li@fleishman.com  

   

福莱国际传播咨询公司（香港）  

Kitty Lee +852 2586 7861 kitty.lee@fleishman.com  

 
 

mailto:zoe.xue@hkland.com
mailto:jennifer.lam@hkland.com
mailto:norman.li@fleishman.com
mailto:kitty.lee@fleishm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