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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设计在设计理念、空间形式、技术材料、造型结构等方面优势为世界各国所青睐。以扎
哈·哈迪德的设计作品为分析对象,探析国际设计在中国盛行的原因,以点带面式归纳总结国际设计为
广大群众所接受的要素,并阐释传统文化在国际设计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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