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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画应用到室内设计中并非巧合。两者有着相同的审美观念,都继承了儒家“中和”的美学
思想。本篇文章主要目的是讨论如何将中国传统绘画装饰形式及其自身的美学原理与当代设计经验相
结合,以现代高科技的手段来探索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设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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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空间整体效果。密斯凡德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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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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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片来自网络)

室内的玄关的设计最能体现这一特
征。现在的玄关大多是指厅堂的外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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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程造价管理的发展中,全过程的工程造价控制成为造价管理关注的问题焦点。近些年很多造
价咨询单位开始实现项目全过程的控制,因为投资主体开始变得多元化,而工程合同管理也会变得更加
规范,建设单位开始注重工程造价的重要性。鉴于此,文章就造价咨询单位在建设项目全过程造价控制中
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全过程造价咨询；工程项目管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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