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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斯文•施内 (Sven Schnee) 
嘉格纳 (Gaggenau)  
全球品牌负责人

欢迎来到嘉格纳 (Gaggenau) 的世界！

今年，嘉格纳 (Gaggenau) 将迎来公司 333 周年庆。这一令人惊叹的数字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它

代表着中欧文化史上的一段伟大传奇，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百感交集地追忆起品牌之本。嘉格纳 

(Gaggenau) 品牌发源于德国黑森林地区的一座铁匠铺。自创立之时起，高品质和创造性便奠定了

嘉格纳辉煌传奇的根基，333 年来一直鼓舞着我们不断精进。第 16 期《新空间》的主角们同样拥有

与生俱来的特殊价值观 — 这些价值观是日复一日积累的丰富知识的传承。无论是创意美食、传

统工艺还是创见性建筑，如果没有对永恒品质的敏锐感知，就无法创造出新的事物。因此，我们怀

古诉今、展望未来，以庆祝公司诞辰。价值观所蕴含的创新精神与悠久记忆交织在一起，成为本期 

《新空间》的又一旋律。

衷心祝愿您在阅读本书中收获无穷乐趣！致礼！

刊记 嘉格纳新空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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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ammetta Bonazzi (菲亚梅塔·伯纳兹)
这位意大利记者热衷于探讨食物和生
活方式的关系。她为《向自然致敬》
(Salute Naturale)、《销售与胡椒》 (Sale & 
Pepe)、《阿米卡》 (Amica) 以及《玛丽·克
莱尔之家》 (Marie Claire Maison) 等杂
志撰稿。2015 年，居住在意大利马焦雷
湖畔的菲亚梅塔·伯纳兹因一篇探讨未
来食物的文章而荣获 DivulgScience 奖，
该文章最初发表于意大利版《Vogue》。
为了撰写本期《新空间》的文章，她前往
意大利南部的奇伦托 (Cilento)， 探访了
几家生产顶级食品的小型生产商、独一
无二的餐厅，浏览风景名胜，感悟与美
食息息相关的生活方式。
— 第 4 页
 
Sabine Küper-Büsch (萨宾·库珀-布施)
这位电影制作人兼中东专家自 1992 年
开始居住在伊斯坦布尔。她身兼多种
角色，其中之一便是 Inenart (Interactive  
Enthusiasts in Art，inenart.eu) 出版人兼
主编。在本期的《新空间》中，她报导
了布宇隆达酒店 (Büyük Londra Oteli)  
以及富有历史色彩的特别场所—酒
店露台。在 1990 年代，这家酒店的“东方
酒吧” (Orient Bar) 只为内部人员所知。
自从土耳其裔德国导演费斯·阿金 (Fatih 
Akin) 在这里取景拍摄了电影《勇往直
前》 (Head-On) 和《跨越桥梁》 (Crossing 
the Bridge) 之后，酒店几乎总是一座难
求。近年来，这个露台已成为国际艺术
活动的重要聚会场所。
— 第 67 页
 
David Cohn (大卫·科恩)
这位北美建筑批评家通晓西班牙建
筑，自 1986 年开始常驻马德里。他在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建筑学学位，
并在耶鲁大学取得文科学士学位。他
经常与多家国际性期刊和西班牙刊物
合作，撰写了许多专题论文。他的著作
包括《年轻的西班牙建筑师》 (Young 
Spanish Architects) (2000 年) 和即将
出版的《历史上的现代建筑：西班牙， 
1920–2000》 (Modern Architectures in 
History:Spain, 1920–2000)。关于利比
里亚建筑，他还发表了一篇博客《马德
里的视野》(The View from Madrid)：
viewfrommadrid.blogspot.com。
— 第 14 页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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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牛与人
这是泰努塔·瓦努诺农场 (Tenuta Vannulo) 620 头水牛中的其中一
头。农场位于卡帕乔·斯盖洛 (Capaccio Scalo)，其中的水牛用水疗

般的方式饲养，以顺势疗法及蒸汽帮助它们承受高温。
位于莫里杰拉蒂 (Morigerati) 的金巴利餐厅 (Osteria dei Compari) 

里，服务员端上一瓶口感醇厚、丰富的当地葡萄酒 (右页)。



Culinary Landscape

欢迎来到奇伦托 (Cilento)

在意大利南部，您可以享受美食、娱乐、文化、自然、
瑰丽的景色，感受对生活的热情。

文：Fiammetta Bonazzi 
摄影：Regina Recht

5



Culinary Landscape

成熟的美味果实
这些橄榄将用于制作最优质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上)。咖秀蕾蔻达 (Cacioricotta) 是一种奇伦托

特有的山羊奶酪，牧羊人迪诺·帕尔米耶里 (Dino Palmieri) (右下) 就在帕埃斯图姆 (Paestum) 
生产这种奶酪。帕埃斯图姆附近的山丘上，掩映在森林和橄榄园林之间的小镇 (右上)。

“景中有食，食中有景。”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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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inary Landscape

这是山峦与海岸之间的一片古色古香之地，也是一块镶嵌在
第勒尼安海中的半月形土地，它的一头指向帕埃斯图姆以
北，另一头延伸到艾布尼山脉 (Alburni Mountains) 和瓦洛
第迪亚诺国家公园 (Vallo di Diano National Park)。欢迎来
到意大利奇伦托，它覆盖坎帕尼亚萨勒诺省南部并在 1998 
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地。在这里，农业遗产保护协会“慢餐协
会” (Slow Food) 制定了多项措施保护濒临消失的产品：白
无花果、美奈卡凤尾鱼、奇切拉莱鹰嘴豆、山羊奶酪、马苏里
拉水牛奶酪、艾格尼科葡萄酒和当地橄榄油，这些都是“地
中海美食鉴赏” (dieta mediterranea) 的原料。
  这一“地中海饮食”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该组织表示：“地中海饮食 (源自希腊语 diaita) 
或生活方式是一种基于技巧、知识、实践以及从环境到美食
传统的社会行为，包括地中海盆地的谷物、收割、捕鱼、保存
以及食物的加工、准备、尤其是消耗。”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奇伦托是位于希腊、西班
牙、摩洛哥和意大利的四个地中海饮食典范社区中的一个，
在这些地方，地中海饮食“提供受多元文化影响的营养模
式，历经几百年，仍基本保持着相同饮食结构和比例：橄榄
油、谷物和派生物、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坚果以及较少的鱼、
奶制品和肉，并且加入必要的调味品和香料。在特殊的场
合，菜肴常常会提前一到两天准备。有时，所挑选或准备的
原材料需要小心保存数月。这些原料便是所有激情、卓越和
准备仪式之精髓以及所有象征意义、创意和物质、形式与展
示之技艺的所在。此时便是食物展现其和谐与美感之时。”
美国营养学家安塞尔·凯斯 (Ansel Keys) 于 1960 年代开展
的一项研究揭示了这一代代相传的重要遗产千年以来的
性质与价值。
  在奇伦托以及舍夫沙万 (Chefchaouen )、科罗尼 
(Koroni) 和索里亚 (Soria) 社区，“景中有食，食中有景。带着
对四季更迭的尊重，这些食物代表的是一千年以来的坚韧、
谨慎、激情与智慧，这些品质不断应用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
管理、传统用水方式的独特效率、物种的保护、在严酷气候
条件下实现脆弱土地与海洋的和谐，”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单第 00394 号提名文件这样写道。
  正是在奇伦托，导演马里奥·马特翁 (Mario Martone) 
拍摄了影片《奇伦托海岸田园曲》 (Pastorale cilentana)，

吸引了数千名米兰世博会参观者并且重新激发了人们对
该地区的兴趣。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区。在这个漆黑、温
暖、空气中充满葡萄和蘑菇香味的夜晚，这片海岸线长达 
150 公里的富饶原始土地欢迎远道而来的我们。

我们在雨中来到了西西里的木里克 (Murikè) 农场。农场靠近
一座名叫莫里杰拉蒂 (Morigerati) 的中世纪村庄，村庄矗立
在布森托河 (Bussento River) 山谷的一块岩石上，河流发源
自切尔瓦蒂山 (Mount Cervati) 2,000 米高处，经过橡树林和
一座座石桥，流出山谷。在农场等待我们的是欧亨尼奥·乔
菲 (Eugenio Cioffi)，这位来自柏林的肿瘤学家已回到意大
利经营这座家庭式农场，提高橄榄、坚果以及奇伦托特有的
白无花果产量。无花果每年采摘后将制成果酱，或者塞入
丁香和肉桂。欧亨尼奥请我们品尝了夹心无花果，配上一
杯柠檬切罗酒——这酒是圣基娅拉教堂 (monastery of Santa 
Chiara) 的修女所酿制，修道院位于阿玛菲海滨小镇拉维罗 
(Ravello)。
  第二天晴空万里。一个非常适合参观位于西西里的
圣尼克拉烘焙店 (San Nicola) 的早晨，马利亚·佩莱格里
诺 (Maria Pellegrino) 在这家店里使用妈妈传给她的酵母
烘焙面包和糕点。我们还参加了“地球韧性合作社” (Terra 
di resilienza cooperative) 组织的新橄榄油品鉴会。我们的
接待人安东尼奥 (Antonio) 拥有社会学文凭，长着希腊式
的鼻子，蓄着黑色的络腮胡，看上去和革命家切·格瓦拉有
几分相似。他跟我们讲了他与好友克劳迪亚 (Claudia) 和
达里奥 (Dario) 一起创立这家社交公司、建造一座磨坊以
及重振该市有机橄榄树种植园的故事。“我们一开始种植
的是古老的谷物，我们创建了 Morigerati Paese Ambiente，
这是一个小型家庭式旅店以及提供住宿和早餐服务之处
的组织，我们提出了一项名为‘自己动手榨油’ (Oil DIY) 的
倡议，使游客们可以采摘当地的橄榄并带回几瓶他们自己
的超级纯橄榄油，”他告诉我们。“我们的文明是多元而开
放的，我们的流动文明从亚平宁一直延伸到大海。在那儿，
它与希腊和罗马文化交织，这是我们传统中无法磨灭的印
记，”达里奥补充道。“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是牧羊人，而
现在我们成了农夫。如今，数字时代正在重新挖掘我们乡
村历史的潜力。”

对生活以及美食的热情
安东尼奥·帕尔米耶里 (Antonio Palmieri) 的农场位于卡帕乔·斯盖洛 (Capaccio Scalo)，

那里正在生产顶级的有机马苏里拉奶酪 (右页上)。来自卡帕乔·帕埃斯图姆的塞连诺农
场公司 (Azienda agrituristica Seliano) 的塞西莉亚·贝莱莉·巴拉塔 (Cecilia Bellelli 
Baratta) 正在享受周日时光，她非常喜欢戒指 (右页左下)。迪诺·帕尔米耶里 (Dino 

Palmieri) 农场中的山羊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 (右页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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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是牧羊人，而现在我们成了农夫。
如今，数字时代正在重新挖掘我们乡村历史的潜力。”



“我们的文明是多元而开放的，流动文明从亚平宁
一直延伸到大海。在那儿，它与希腊和罗马文化交织，
这是我们传统中无法磨灭的印记。”



Culinary Landscape

文化与美食
欧金尼奥·乔菲 (Eugenio Cioffi) 来自莫里杰拉蒂附近的 

木里克农场 (Agriturismo Murikè)，他站在枝繁叶茂的百年橄榄树下， 
两只狗与他相伴 (左页)。 

一条小溪在苍茫的林野间淙淙流过。安东尼奥·利左 (Antonio Rizzo)  
自豪地展示他鲜嫩欲滴的无花果 (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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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inary Landscape

我们绝对不能错过帕杜拉 (Padula) 圣洛伦索 (San Lorenzo) 

这座建于 14 世纪的修道院，这也是意大利最大的修道院。修
道院的回廊有 84 根立柱，是全球最大的回廊。我们也不能
错过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 (Parmenides) 和齐诺 (Zeno) 的
出生地——韦利亚考古遗址。这是一片充满大希腊风格的迷
人土地。晚上，帕斯夸里·瓦洛内 (Pasquale Vallone) 邀请我
们前往他在莫里杰拉蒂村开的餐厅——金巴利餐厅。菜单里
有带新鲜番茄的小匹萨、天妇罗琉璃苣叶、腌渍蔬菜、被称
为 làgane 的自制意大利面和白鹰嘴豆。来自萨普里 (Sapri) 
的大师级冰淇淋制作师恩佐·科利维拉 (Enzo Crivella) 制作
了美味的创作，他将水牛奶、蜂蜜、开心果和无花果等当地
食材融入到他的甜点中。所有美食都是精致的素食。“在奇
伦托，素食主义已自发传播了几千年，”他说道。
  在海风的沐浴中，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波利
卡斯特罗海湾 (Gulf of Policastro) 的皮斯考塔码头 (Marina 
di Pisciotta)。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家实验室，多娜泰拉·马里
诺 (Donatella Marino) 在那里加工腌制美奈卡凤尾鱼。“美奈
卡”是指古代地中海地区使用大渔网捕鱼的技术。这种凤
尾鱼的特别之处在于其粉红的鱼肉，我们一开始在距离多
利安赫拉和雅典娜庙不远的帕埃斯图姆的帕里·碧儿斯蒂
亚餐厅 (Pari Biosteria) 品尝了这种美食。在这块曾经是沼
泽的平原地区，安东尼奥·帕尔米耶里 (Antonio Palmieri) 拥
有的位于卡帕乔 (Capaccio) 的泰努塔·瓦努诺农场 (Tenuta 
Vannulo) 可谓是真正的瑰宝，这座农场于一个世纪前由他
的父亲创建。农场生产马苏里拉奶酪、酸奶和冰淇淋。农场
每天用 620 头水牛的新鲜牛奶制作这些食物，这些水牛以
水疗般的方式进行饲养，使用了顺势疗法、挠背机械刷以及
蒸汽——帮助它们承受高温。“就像在壮游 (Grand Tour) 时代
一样，我们的产品只能在这里买到，”帕尔米耶里表示。“您可
以安排一次农场观光并在我们的餐厅就餐。”每年有 20,000 
多名游客从德国、法国、尤其是美国远道而来。
  这一趋势正在增长。在帕埃斯图姆的博塔·赛尔纳农场 
(Porta Sirena)，我们品尝了与西兰花和红椒土豆片搭配起来
的嫩水牛肉。最后，我们在有着用砖块砌成的天花板的大厅
里享用了晚餐，然后出发前往塞莲诺农业观光公司 (Azienda 
agrituristica Seliano) ——塞西莉亚·贝莱莉·巴拉塔 (Cecilia 
Bellelli Baratta) 为她的客人安排了一堂难忘的烹饪课。她将我
们引见给安东尼奥·利左 (Antonio Rizzo) ——这个普里尼亚诺

奇伦托 (Prignano Cilento) 的男人重新发掘了去皮无花果 (fico 
monnato) 的传统，这种美食产量有限，因此只有少数幸运者
才能品尝到。“在这里，一年要采摘三次无花果，”安东尼奥说
道。“弗朗德龙无花果在六月成熟，传统的无花果在九月成熟，
黑色无花果在十一月成熟。我们将它们去皮、塞入馅料并卷
成 capicollo ——这是一种使用甜杏仁、开心果和巧克力制成的 
香肠。”
  Fichi monnati 最好与德·康西里斯 (De Concilis) 家族
酿制的葡萄酒一同享用，尤其是艾格尼科，这种香气扑鼻、
口感醇厚丰富的红葡萄酒就像生活在奇伦托这片土地上
的人一样。布鲁诺·德·康西里斯 (Bruno De Concilis) 与他的
兄弟路易吉 (Luigi) 和保拉 (Paola) 在一片独特的地域一起
酿制这种葡萄酒，正是那片地域赋予每一瓶葡萄酒青草和
泥土的芳香。他们的葡萄酒远销全球各地。在莫里杰拉蒂 
(Morigerati)，布鲁诺还负责菲亚诺 (Fiano) 复兴项目，菲亚诺
是一种葡萄，其藤蔓最长可以长到 800 米，被用于酿制南意
大利最高级的白葡萄酒。

葡萄酒与开普热里亚·阿提吉安纳尔农场 (Capreria artigianale) 

所有者迪诺· 帕尔米耶里 (Dino Palmieri) 制作的山羊奶酪可谓

是天作之合，开普热里亚·阿提吉安纳尔农场位于从准加诺 
(Giungano) 到帕埃斯图姆的途中。又高又瘦的帕尔米耶里
来自一个牧羊人世家。他自愿放弃会计师这一职业，回到家
中帮助他的父亲尼克拉 (Nicola) 和母亲玛丽内拉 (Marinella) 
饲养山羊。目前他们有 150 只山羊，在索塔诺 (Sottano) 山下
的橄榄林和空气中充满茴香的茴香丛之间放牧。帕尔米耶
里仍坚持手工制作意式乳清干酪。他们的帮手是来自喀麦
隆的政治难民提挞 (Tita)，他已决意在此经营自己的未来。
“明年春天，我们准备开设一个品尝区以及一个小型住宿和
早餐地，”迪诺望着大海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尼克拉于 1965 
年买下了这座农场，他非常喜欢这里的景色。中午，卡普里岛
的轮廓在雾霾中若隐若现，就像海市蜃楼一样。这里就是梦
想之地，是他眼中和灵魂中永远的世外桃源。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guidacilento.com 

www.slowfoodcilento.it

通过面包表达的母爱。烘焙师马利亚·佩莱格里诺 (Maria Pellegrino) 和
她的女儿在她位于莫里杰拉蒂西西里圣尼克拉 (San Nicola) 的传统 

烘焙店中 (右页上)。她使用母亲传给她的酵母烘焙。 
下图中的小篮子里装着安东尼奥·利左制作的各种无花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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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和酒吧

Agriturismo Porta Sirena
Via Ponte Marmoreo,  
Paestum (SA)
www.portasirena.it
 
Osteria dei compari
Via Granatelli,  
Morigerati (SA)
www.osteriadeicompari.
sitiwebs.com
 
Pari Biosteria
Via Francesco Gregorio 40, 
Capaccio (SA)
www.biosteriapari.it
 
Crivella Gelati & Dessert
Corso Italia 54, Sapri (SA)
www.crivella.it
 

餐厅和酒吧

农舍住宿加早餐
Agriturismo Murikè
Sicilì, Morigerati (SA)
info@murike.it, 
电话：0039-347-1767700

Morigerati Paese Ambiente
Morigerati (SA)
www.morigeratipaese
ambiente.it

Tenuta Seliano
Paestum-Capaccio (SA)
www.agriturismoseliano.it

农场和加工厂

Tenuta Vannulo
Via G.Galilei 10,  
Capaccio Scalo (SA)
www.vannulo.it

Cooperativa Terra di resilienza
Sicilì di Morigerati (SA)
www.terradiresilienza.it

Panificio San Nicola
Via Verna, Sicilì di  
Morigerati (SA)
www.panificiosanicola.it
 
Viticoltori De Conciliis
Località Querce 1, 
Prignano Cilento (SA)
www.viticoltorideconciliis.it
 
Azienda Agricola  
Antonio Rizzo
Piazza Roma 8, 
Prignano Cilento (SA),  
电话：0039-333-8381895

Alici di menaica
Via Stazione Vecchia 3, 
Marina di Pisciotta (SA)
www.alicidimenaica.it

Azienda Palmieri
Strada Provinciale  
per Giungano,  
Contrada Cannito 2B,  
Capaccio (SA)
aziendapalmieri@gmail.com, 
电话：0039-338-3485615

景点

Certosa di San Lorenzo
Viale Certosa 1, Padula (SA)
www.valloweb.com/certosa
 
Oasi WWF Grotte del Bussento
P. Piano della Porta 17,  
Morigerati (SA)
www.grottedimorigerati.it
 
Parco Nazionale del Cilento
Vallo di Diano e Alburni
www.cilentoediano.it
 
Scavi di Velia
Contrada Piana di Velia, 
Ascea Marina (SA)
电话：0039-974-972396
 
Templi di Paestum
www.museopaestum. 
beniculturali.it

Parco  
Nazionale 
del 
Cilento

罗马

那不勒斯
萨勒诺

巴勒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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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

新的建筑天才往往会在国际舞台上一夜成名。或许有人还
记得，在 1983 年，一位默默无闻的建筑师以一个不可思议
的抽象扫掠体设计夺得国际比赛的冠军，而这一设计的灵
感源自俄罗斯至上主义者的革命性建议。这个项目就是香
港的“山顶” (The Peak)，而这位年轻的建筑师就是扎哈·哈
迪德 (Zaha Hadid)。只要看过她当时那如同绘画般的效果
图，就会相信这在建筑界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感觉又出现在去年的一则新闻
中：年轻、名不见经传的巴塞罗那建筑师法布里奇奥·巴罗齐 
(Fabrizio Barozzi) 和阿尔贝托·韦加 (Alberto Veiga) 凭借波兰
什切青市 (Szczecin) 的爱乐厅项目赢得了久负盛名的欧盟
当代建筑奖 — 密斯奖 (Mies van der Rohe Award)。这仅仅

法布里奇奥·巴罗齐 (Fabrizio Barozzi) 和 
阿尔贝托·韦加 (Alberto Veiga) 的作品

代表了建筑界的一种新声音和一种新感觉： 
诗意盎然，高尚沉稳，带着高雅而忧郁的浪漫。

文：David Cohn

个性
决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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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

旧城市中的新面孔
凭借透明的锯齿形玻璃山形墙，爱乐厅成为波兰什切青市 (Szczecin) 众多陡峭屋顶的 

充满表现力而令人难忘的缩影 (照片：左图和前页)。

17



摄
影

：S
im

on
 M

en
ge

s/
B

rig
itt

a 
H

or
va

t

“防止事物复杂化的最佳途径 
常常不是以更复杂的方法 

去应对，而是尝试以 
简单的方式予以解决。”

阿尔贝托·韦加 (Alberto Veiga)



Concepts

是他们目前为止所完成的第三幢建筑。但凭借透明的锯齿
形玻璃山形墙作品 — 那是这座城市众多陡峭屋顶的充满
表现力而令人难忘的缩影，建筑界传来了一种新声音和一
种新感觉：诗意盎然，高尚沉稳，带着高雅而忧郁的浪漫。

在 2008 年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下，哈迪德 (Hadid)、圣地亚
哥·卡拉特拉瓦 (Santiago Calatrava) 或弗兰克·盖里 (Frank 
Gehry) 旺盛的创造力似乎已变得过时和多余，而可持续发
展和节能等新问题则被证明无法独自激发建筑业的复苏。
于 2004 年成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的法布里奇奥·巴罗齐 
(Fabrizio Barozzi) 和阿尔贝托·韦加 (Alberto Veiga)，正好在这
一时刻填补了这一空白，在这场危机中，他们的时代来临了。
  阿尔贝托·韦加在合作伙伴的工作室中解释了他们的
设计方法：“法布里奇奥和我尝试着调和所有出现在设计过
程中的问题并且尽可能地精简这些问题。但我们不是极简
主义者，我们常常十分追求表现力。但我们也尽量清楚表达
自己要化为现实的创意。防止事物复杂化的最佳途径常常
不是以更复杂的方法去应对，而是尝试以简单的方式予以
解决。将它们精简到它们的本质。”
  这一方法体现在这两位建筑师为每个项目所绘制的
精美效果图上。他们完全通过竞争赢得项目，他们花数周
时间精心制作这些展示，希望不仅能够传达设计的基本
理念，同时也能表现出特定的情绪和氛围。巴罗齐和韦加
在塞维利亚 (Seville) 相遇时，他们都在建筑师吉尔勒莫·巴
斯克斯·孔苏埃格拉 (Guillermo Vázquez Consuegra) 的工
作室中工作。现年 39 岁的巴罗齐来自意大利北部，毕业
于威尼斯大学 (University of Venice) 并荣获欧盟奖学金 
(Erasmus Scholarship)。现年 42 岁的韦加出生于西班牙
北部的加利西亚 (Galicia)，在前往塞维利亚前曾在潘普洛
纳 (Pamplona) 学习，师从当地建筑师弗朗西斯科·曼加多 
(Francisco Mangado)。这两位建筑师在业余时间开始合作，
并且在赢得一次比赛后决定成立他们自己的工作室。他们

如同一尊石雕
西班牙阿吉拉斯 (Águilas) 大礼堂兼会议中心位于海边。 

其外表会随着光线而不时变化 (照片：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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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

来到了约位于意大利和加利西亚之间的巴塞罗那，伊尔方
斯·塞达 (Ildefons Cerdà) 在 19 世纪为这座城市设计了扩展
区 (L’Eixample)，在扩展区中心纷繁复杂的街道上，他们找到
了一套普通的公寓，就在这里，他们与 13 位建筑师和实习
生开始创业。

他们最初获奖的项目之一是在西班牙南部省份穆尔西亚自
治区 (Murcia) 的阿吉拉斯镇 (Águilas) 海边的一座大礼堂。
这座大礼堂是一整块紧凑、被粉刷成白色的立方体，如同一
座石雕。“这座建筑由两个球体和一个圆锥体组成，”韦加说
道。“由于靠近海边，它的外观会随着光线不时改变，您对建
筑体积的感受也会随着您的接近而发生变化。”
  他们第三个建筑项目的重点是打造一个公共空间，而
非关注建筑本身的雕塑艺术。该项目位于西班牙罗阿 (Roa) 
的一个小乡镇，作为“杜埃罗河岸” (Ribera de Duero) 葡萄酒
的管理总部，其设计分为多个建筑部分。与镇里其它主要建
筑一样，这个项目使用石头作为建筑材料。各个部分环绕在
一个小广场周围，将乡村美景尽收其中。在洛桑 (Lausanne) 
建造更大型的美术博物馆时，两位建筑师采用了相同的
策略，将建筑设计成旁边新公共空间的背景。目前正在建
设的项目包括苏黎世的一所舞蹈学校和意大利布鲁尼科 
(Brunico) 的一所音乐学院。
  韦加认为，在所有这些作品中，最重要的是个性。“造得
更大或更高，或者使用更多颜色或材料不会让设计变得更
强大，”他表示。“建筑可以更简单，但它们必须能够体现出一
种特定的态度或个性。我们为项目所做的就是确定它的背
景个性，最重要的是，使这些东西变得更加强烈、有力。”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barozzivei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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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外界的窗
宽敞、明亮：从里面看，这幢建筑完全是一个封闭空间， 

而墙上的无数孔洞却可连通外界 (右图)。

将乡村美景尽收其中
杜埃罗河岸 (Ribera de Duero) 葡萄酒监管委员会总部分为多个部分。 

与西班牙罗阿 (Roa) 镇里的其它主要建筑一样，这个项目使用石头作为建筑材料。 
各个部分环绕在一个小广场周围 (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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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香识物

“幸福的人散发着
独特的气息。”

西斯塞勒·图拉斯 (Sissel Tolaas) 是全球唯一 
一位跨学科气味研究者。

她捕捉城市的气味，制作都市气味地图， 
单靠嗅觉带您走遍整座城市。

文：Andreas Tölke



Concepts

恐惧闻起来是什么气味？
麻省理工学院视觉艺术中心展览：气味之恐惧 — 恐惧之气味 (FEAR of Smell — the Smell of FEAR) 

50 个小瓶中装着不同测试者的恐惧气味 (上图)。 
2011 年米兰设计周三年展 (Milan Design Week Triennale)  

中用 5 号测试者的恐惧气味制成的香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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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嗅恐惧
丹麦胡姆贝克，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我们去向何方？” 

展览墙上分别涂上了各位测试者的“恐惧”的气味分子 (下图)。 
右图摄于巴塞尔丁格利博物馆的展览：香水瓶 (Belle Haleine)。

慕尼黑闻起来是什么气味？白金汉宫呢？堪萨斯城呢？伊斯
坦布尔呢？艺术闻起来是什么气味？恐惧闻起来又是什么
气味？全球唯一的跨学科气味研究者西斯塞勒·图拉斯用自
己的鼻子探索围绕在我们周围的气味。“这非常简单，”她说
道，“伦敦地铁的气味与巴黎地铁的气味不同，人人都能立
刻注意到这一点；每一间公寓都用自己独特的气味迎接我
们，尤其当我们第一次进入时；一件新家具，一辆新汽车，都
有独特的、清晰可辨的气味。”
  人们恼怒气愤时会说“他真的戳到我的鼻子了”，这句
话在她看来非常贴切。“这是一个基于生理的选择过程，”她
解释道，“一般情况下，一个让我们感觉体味难闻的人不会
成为我们的恋人。如果一对这样的人结合在一起并有了孩
子，那么孩子的残疾概率要比普通情况下高得多，这是因为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个人的 DNA 不匹配。”如果我们喜欢
一个人的气味，就会陶醉于性爱之中，图拉斯说道。她还发
现“幸福的人散发着独特的气息。”图拉斯是挪威人，从 2004 
年开始在柏林建立了实验室。她的研究方法直接了当——她

只跟着自己的鼻子走，对爱情的务实解释是其中典型一例。
她探索街角的气味，对人和各种物体的气味进行抽样，摩托
车车座以及常人眼里的各种尴尬物品都在采集之列。
  “没有什么气味是难闻的，”这位气味收集家说道。“在大
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因为文化中的传播偏见而认为某种气
味难闻。”基于此观点，她通过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
们只依赖我们的鼻子，世界将变得更轻松、更包容。“这就是
我喜欢和孩子一起工作的原因。他们对气味的偏见较少。”
她说道。我们将某些气味与某些民族相联系，这往往来自我
们的大脑中先入为主的想法。我们事先认为土耳其人、奥地
利人和泰国人身上会有某种味道。“的确，一些食物会影响
人身上的气味。比如，素食主义者身上的气味与吃肉吃鱼的
人身上的气味不同。由于缺少某种酶而无法消化奶制品的
日本人认为欧洲人的体味很重。”这有一定的道理。
  西斯塞勒·图拉斯在奥斯陆、华沙、圣彼得堡、莫斯科和
牛津研究化学、数学、艺术和语言学，她不作评判，只作观
察。之后，再基于自己的研究发现得出结论。着眼于实践应



Concepts

“没有什么气味是难闻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会因为文化中的传播偏见
而认为某种气味难闻。”
西斯塞勒·图拉斯 (Sissel Tolaas)

用的她对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嗅觉热点进行研究，其中包括
街角和摩托车车座。为此她使用一种看上去像外接硬盘的
仪器，通过这种仪器捕捉分子。仪器的一端通过一根软管与
一种微型真空清洁器相连接。“在这个仪器盒的中央有许多
填满石英的独立单位，能吸附分子，”她解释道。她在美国的
合作伙伴国际香精香料公司 (IFF) 对分子进行分析并记录
其化学式，从而对这些气味进行复制。

比如白金汉宫的气味 —  不是现在的气味，而是 300 年前
的气味。2015 年，图拉斯应邀前往白金汉宫编绘一张“气味
地图”。她提取墙壁、地板、旧地毯等类似物品的样本，用上
述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分析，利用它们制造出一种液体，对
于各抽样地点，这种液体也许该被称为“白金汉宫淡香水”  
(eau de toilette à la Buckingham)。在一块由普通纸板制成的
载体板上固定着多个点，当摩擦一个点时，被捕获的气味就
会慢慢飘出，带着您的鼻子来一次时间之旅。图拉斯还能闻
到整座城市的味道，第一座就是柏林。她吸着柏林独特的气
味，用嗅觉发现各个特色街区，如克罗伊茨贝格 (Kreuz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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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气味
这个装有柏林四个街区气味的香水瓶，为 2004 年柏林三年展 (Berlin Triennale)  

而创作，也曾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展出。

“在我们所有的感官中，
唯一不受影响的是嗅觉。”
西斯塞勒·图拉斯 (Sissel Tolaas)



Concepts

灵通的鼻子
西斯塞勒·图拉斯与她的一部分收藏， 

这座位于柏林的实验室里收藏着近 8,000 种气味。

摄
影

：M
ar

tin
 M

ai

27



嗅觉记忆
工作中的气味研究者：西斯塞勒·图拉斯正在研究摩托车鞍座。

和莫阿比特 (Moabit) 等，她用数据捕捉德国首都的精华。“柏
林的芬芳”香水瓶由四个部分组成 (每个街区都有自己的气
味库)，带着青草、菩提花和施普雷河的香味，已在纽约现代
艺术博物馆 (MoMA) 等地展出。四年后，在堪萨斯城居民们
的帮助下，她完成了堪萨斯城的“香味地图”。“我们在媒体上
发布了一则广告并且请居民们收集周围环境中的气味，”图
拉斯回忆道。在她看来，这一宣传活动使这座被密苏里河一
分为二的城市有史以来第一次团结起来。她的报告指出，密
苏里河将这座城市分成了中产阶级区和贫困区。“这张气味
地图让一些人第一次越过了这条无形的边界，”她说道。此
后，她还完成了伊斯坦布尔、巴黎和维也纳的气味地图。

最近，图拉斯来到了上海，在这里，她与哈佛大学和一些中国
学生合作，采集了 500 份气味样本。堪萨斯城的气味地图
巩固了她的理论：气味能够帮助人们团结起来。“在我们所
有的感官中，唯一不受影响的是嗅觉，”她表示。我们可以不
看、不摸、不听某些东西，但谁可以做到不闻？因为不可能做
到这一点，所以图拉斯表示淡香水能够掩盖个体之间的差
异。“我们感到自己的体味不好闻，”她说道，“这让我们十分
郁闷。所以我们喜欢给自己喷香水来掩盖气味。不幸的是，
这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大量的信息以及大部分嗅觉。”
  图拉斯本人一直在刻苦训练自己的第五感，乃至能够
闻到恐惧。“我仍然无法像我的猫那样敏锐。她可以闻出我
是否紧张、快乐或恼火，”她笑道。西斯塞勒·图拉斯自 1990 
年代初就一直在“闻”周围环境，目前她已经收集了近 8,000 
种不同的气味。她的公寓位于柏林的一座旧大楼中，里面
的一个房间里整齐地放满了一排排密封的小铝瓶。她的 
SMELL RE_searchLab 研究室正在填补一个沟通缺口，而
这正是她最终的目的。“气味是一种全球通用的语言，”这是
她的主张。但目前，她正投身于一个将气味翻译成文字的项
目。她的“气味字母表”在持续扩充。“我们常常用视觉术语
来描述气味。比如，我们说某种东西闻起像玫瑰或像木头，”
她说道。她对“视觉主导”表达了些许不满。

  但她也喜欢惊艳的视觉效果。她的住所中充满了中世
纪复古风格、现代艺术以及各种知名品牌商品，如梅森·马
吉拉 (Maison Margiela)。“这不再矛盾，”这位穿着高跟鞋的
知识分子大笑道。为什么她对制作“真正的”香水毫无兴趣
呢？“有很多人想聘用我，但总有更加激动人心的事情等着
我去做，”她回答道。
  她所说的激动人心的项目包括使用大卫·贝克汉姆的
汗水为阿迪达斯制作奶酪、参加巴塞尔丁格利博物馆举
行的“香水瓶——艺术的气息” (Belle Haleine — The Scent of 
Art) 展览以及应联合国之邀在气候大会上报告与气候变
化相关的气味。在安特卫普时尚博物馆 (MoMu) 举办的比
利时设计师德赖斯·范诺顿 (Dries van Noten) 作品展中，她
的香水“人体” (Body) 弥漫在空气中，以此纪念芭蕾舞大师
鲁道夫·纽瑞耶夫 (Rudolf Nureyev)。“人体”闻起来是什么气
味？“当然像男舞者的汗水，”她说道。
  图拉斯目前已“聘约缠身”。在她的预约日历中，紧接
着女儿的毕业会，她要在斯德哥尔摩与奥拉维尔·埃利亚
松 (Olafur Eliasson) 进行一场专题讨论。目前她正在为以色
列魏茨曼科学研究学院 (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 和
华沙哥白尼科学中心 (Copernicus Science Centre) 开展研
究，而她的展览“气味与沟通” (Smell & Communication”) 正
在卢森堡、海牙等地举行。她与明星摄影师尼克·奈特 (Nick 
Knight) 一起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举办名为“烈” 
(VIOLENCE) 的展览。在科威特大学，她成立了气味与包容
实验室 (SMELL & TOLERANCE LAB)，并应英国维珍商业
帝国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 (Richard Branson) 之邀在开普
敦创立了维珍新手训练营 (VIRGIN BOOT CAMP)。紧张的
节奏肯定让她喘不过气了。西斯塞勒·图拉斯这样描述她这
独一无二的职业：“我是一个职业中间人。”她再次启程——继
续追随自己鼻子的指引。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ff.com



Concepts

气味研究者的最新项目
“气味记忆”套装中包含安瓿，可以盛装人们收集的各种气味， 

可以是您蜜月酒店的芬芳气息，也可以是您的第一个宝宝初临人间时的幸福味道。 
西斯塞勒·图拉斯创造了可以反复再现的个性化气味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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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Next?
标新立异的 

世界各地新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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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1  百环模型 
建筑模型“无限图案” (Infinite Motifs) 是一幢由 100 个相交的圆
圈组成的建筑。 
智利康塞普西翁市，佩佐·冯·艾利赫夏森 (Pezo von Ellrichshausen) 
www.pezo.cl 

2 �哥本哈根海港大门�(Copenhagen Gateway) 
两座非对称住宅楼由一座 200 米高的人行天桥所连接。该建筑
将于 2016 年开放。 
丹麦哥本哈根，斯蒂文·霍尔建筑事务所 (Steven Holl Architects) (SHA) 
www.stevenholl.com 

3� �帕西昂岛�(Isla Pasion) 
玛雅文化风格的旅游项目。已被列入 2015 全球年度建筑  
(World Building of the Year 2015) 候选名单。 
墨西哥科苏梅尔岛，索多·玛德雷诺·阿奎泰克托斯  
(Sordo Madaleno Arquitectos) 
www.sordomadaleno.com 

4� �绿色城市观光台�(Green City Spectator) 
为亚特兰大十街大桥 (Atlanta 10th Street Bridge) 设计。 
美国亚特兰大人民选择奖 (People’s Choice Award)，KAMJZ 建筑
事务所 (KAMJZ Architects) 
www.kamjz.com 

5� �球体与圆顶�(The Sphere and The Dome) 
擅长以自然光线为创作素材的艺术家詹姆斯·特瑞尔 (James Turrell) 
正在制作阿罗斯奥尔胡斯艺术博物馆 (ARoS Aarhus Art Museum)  
扩展建筑的模型。丹麦奥尔胡斯，施密特·哈默·拉森建筑事务所 
(Schmidt Hammer Lassen) 和詹姆斯·特瑞尔 (James Turrell) 
www.shl.dk, en.aro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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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亚当·格纳尔 

(Adam Gollner)

新季节

加州传奇餐厅潘尼斯之家 (Chez Panisse) 的创始人爱丽丝·华

德斯 (Alice Waters) 在美食爱好者中无人不知。她教会了美国
人季节和地区对饮食的重要性，也是“农场到餐桌”运动的
鼻祖；她所发起的“可食校园” (Edible Schoolyard) 项目，旨
在教会儿童食物的生长方式和生长位置。但她的所有成就
均建立在一个看似简单的事实之上 — 她在男性一统天下
的餐饮行业里成为一名成功的女性主厨和餐厅老板。
  虽然在传统观念中家庭烹饪是女性的职责，但专业的
烹饪界一直是男人的天下，目前依然如此。在过去一二十年
里，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将烹饪作为自己的事业，但她们要
想成为主厨简直难于登天。这主要是因为她们在经营餐厅
的同时还要照顾孩子，而餐厅的营业时间往往包括夜间和
周末。而且，无论女性主厨多么有才华，许多知名厨房都对女
性有制度上的歧视，这些厨房的运作就像军队一样，对男性
青睐有加，而且在做同样的工作时，男性的报酬要高于女性。
  不幸的是，烹饪界尚未找到保障男女平等的方法。目
前，法国只有一位女性 (安娜·苏菲·皮克 (Anne Sophie Pic)) 
荣任一家三星米其林餐厅的统帅；在“全球最棒的 50 家餐
厅”排名榜上，这一数字翻了一倍 —  共有两名女性：西班
牙阿萨克餐厅 (Arzak) 的艾莲娜·阿萨克·埃斯皮纳 (Elena 
Arzak Espina)  和巴西玛尼餐厅 (Mani)  的海伦娜·利左 
(Helena Rizzo)，她们都与男主厨合作经营餐厅。这张排名榜

有一个“全球最佳女性主厨”细分排名，每年都会评选出一
位获奖者。根据彭博社的调查，在美国大型餐饮集团担任主
厨的女性仅占主厨总人数的 6.3%。
  尽管这些数字令人沮丧，仍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正
在勇攀烹饪界的巅峰。您可以在全球各地国际性时尚餐厅
中见到她们的身影。
  所有女主厨都在追随爱丽丝·华德斯 (Alice Waters) 
等开拓者的脚步。她们都受到伟大的尤金妮娅·布瑞奇 
(Eugenie Brazier) 的鼓舞。尤金妮娅·布瑞奇是里昂拉米
尔·布瑞奇餐厅 (La Mère Brazier) 的创始人，她是所有男女
主厨中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六颗米其林星级评定的主厨 
— 她拥有的两家餐厅各获得三颗米其林星级评定。与布瑞
奇一样，如今的年轻女主厨们正以过硬的实力在全球烹饪
界各领风骚。
  法国巴黎的拉塞尔旺餐厅 (Le Servan) 的塔蒂阿娜·蕾
芙 (Tatiana Levha)、瑞典马尔默的园中鲜花餐厅 (Bloom in 
the Park) 的蒂蒂·万斯特洛姆 (Titti Qvarnström)、加拿大卡
尔加里的查卡特餐厅 (Charcut) 的康妮·德苏萨 (Connie 
DeSousa) 以及印度德里的妮妮之家餐厅 (Chez Nini) 的妮
拉·克哈 (Nira Kehar) 便是新一代女性主厨中的四位典范。
她们凭借自己的创意以及全新的顶级烹饪方法发展自己
的餐厅，成为全球餐厅中的翘楚。

全球厨房正拂过一阵清风。一群充满创造力的实力派女主厨 
正以截然不同的烹饪方式打乱男主厨的阵脚。 

她们雄心勃勃，配得上《米其林美食指南》星级认证 — 
有些人已经获得该认证，然而她们并不拘泥于此。 

她们用热情和精致的美食款待每一位客人。



Taste

烹饪界的新宠儿
巴黎拉塞尔旺餐厅 (Le Servan) 的年轻主厨塔蒂阿娜·蕾芙 (Tatiana Levha)  

以十足的烹饪创意、合理的价格和纯粹的美味征服了美食评论家及客人的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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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觉得不管是
男主厨还是女主厨都很难在
这一点上找到平衡。“
塔蒂阿娜·蕾芙 (Tatiana Levha)

塔蒂阿娜·蕾芙 (Tatiana Levha)
法国巴黎拉塞尔旺餐厅 (Le Servan) 餐厅

塔蒂阿娜·蕾芙 (Tatiana Levha) 擅长菲律宾、波兰和阿尔及利

亚甜点，这位法国主厨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将性别视为职业生

涯中的障碍 — “虽然我确信性别在许多地方仍是一个问题。”

她在巴黎经营的拉塞尔旺餐厅擅长将不同的文化融入经
典法国美食，带来一次美味的碰撞。凭借十足的烹饪创意、
合理的价格和纯粹的美味，拉塞尔旺餐厅最近已成为美食
界的翘楚，现在许多人都将这家餐厅称为巴黎最好的餐厅 

— 这对一位年仅 31 岁的主厨来说是一项不小的成就。
  “我们在工作中经常感到被小心呵护，”蕾芙说道。“人们经
常问我们作为女人的处境，这听起来有点怪，因为我们不知道
‘不是女人’会怎么样，而且我从来没有真正感觉到被歧视。”
  她认为之前专业主厨一直被男性所主导的原因主要
是因为这项工作对体力的要求 — “说到端一大锅热水或
者其它重物，男性主厨做起来更容易一些” — 此外，蕾芙认
为主厨的生活方式很难与家庭相结合是另一个原因。
  但她补充道，男性和女性都很难同时把精力放在事业和
家庭上。“我真的觉得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主厨都很难在这
一点上找到平衡，”她解释道。“任何工作者都很难平衡自己喜
欢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我们开了一家家族餐厅，我们姐妹俩
一同经营，而我们就住在餐厅旁边，这无疑起到了很大帮助。”
  她非常热爱自己的厨艺，这一点同样重要。“我喜欢烹
饪的所有方面，”她坦言道。“我喜欢准备、烹饪和切肉。我还
喜欢烹饪的繁忙、张力和节奏 — 就像一次畅快的跑步一
样。我过去常常想我可能永远无法成为一名主厨，因为我
最喜欢的是非常简单的菜肴，比如烤鸡、色拉、五花肉和米
饭。因此，我之所以想成为主厨，是因为我对食物本身的迷
恋，而不是对某一种食物烹饪风格的喜爱。”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leserv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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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te

康妮·德苏萨 (Connie DeSousa) 是位于加拿大艾伯塔省卡尔加

里的著名餐厅 — 查卡特烤肉餐厅 (Charcut Roasthouse) 和查

巴餐厅 (Charbar) 的联合主厨及共同所有人。在她小时候，她的
父母都是家庭厨师。妈妈一般为晚饭准备三道美味菜肴，而
葡萄牙裔的爸爸则会准备家族代代传承的葡萄牙美食。她
说，有一件事让她感到非常好奇 — 迄今为止，专业主厨大部
分都是男性，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由母亲和祖母带大的，
她们是家庭主要养育者，为我们烹饪令人难忘的家庭菜肴。”
  她指出，业内男性仍多于女性的原因是长时间的工作
使女性几乎无法照顾家庭。她能够兼任母亲和餐厅经营者
的原因是，她与她的联合主厨兼商业伙伴约翰·杰克逊 (John 
Jackson) 共同经营查卡特餐厅 (Charcut) 和查巴餐厅 (Charbar)。 
但这一共同经营的方式仍使她遭受了许多烹饪界司空见惯
的偏见。“在查卡特餐厅开业时，大家都认为约翰才是餐厅的
主厨。即便有了联合主厨这一头衔，我们也发现很难改变人们
的思维定势。我们不得不一直纠正大家，让他们知道我们俩都
是行政主厨。”
  作为一名主厨，康妮·德苏萨一向热爱肉食。从烹饪学
校毕业后，她在卡尔加里的猫头鹰之家餐厅 (Owl’s Nest) 学
习，这家餐厅自己宰杀牲畜，制作熟食。现在，她以出色的宰
杀技术和“从脚趾到尾巴”的宰杀理念而闻名。在查卡特餐

厅，熟食是菜单的重要组成部分。餐厅自己制作香肠和肉丁
酱，自行加工包括培根在内的所有肉制品。现在，查卡特餐
厅和查巴餐厅都强调厨房内的平等，男性与女性职工各占
一半。这一有意造就的平衡令德苏萨倍感骄傲。“我希望看
到有才华的女性可以在厨房追求自己的梦想，”她说道。她
自己的生活激励着那些希望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找到平衡的
人。“我们的工作时间和出差次数让我对组建一个家庭感到
恐惧，”她坦言道。“在生下我的漂亮女儿以后，我的确对我们
能够如此灵活地安排日程、平衡生活感到惊讶。在运营一家
厨房和两家餐厅的同时能够找到平衡去陪伴我的女儿，这
的确令我感到满足，但同时也充满挑战。”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harcut.com

www.charbar.ca 

康妮·德苏萨 (Connie DeSousa)
加拿大卡尔加里查卡特烤肉餐厅 (Charcut Roasthouse) 和查巴餐厅 (Charbar)

“我希望看到有才华的女性
可以在厨房追求自己的梦想。”
康妮·德苏萨 (Connie DeSo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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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te

始终带来惊喜。
瑞典最佳主厨蒂蒂·万斯特洛姆 (Titti Qvarnström) 非常自信， 

以至于她从来都是为顾客做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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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蒂·万斯特洛姆 (Titti Qvarnström)
瑞典马尔默园中鲜花餐厅 (Bloom in the Park)

蒂蒂·万斯特洛姆 (Titti Qvarnström) 有着全世界最明亮的双

眼。这双眼睛加上她的腼腆使她乍看之下弱不禁风，没有人
会认为她已在男性掌控的高级烹饪界扬名立万，已荣任欧
洲最佳餐厅之一的厨师长。
  在瑞典马尔默的园中鲜花餐厅的客人们看来，万斯特
洛姆给每个夜晚都带来惊喜。园中鲜花餐厅位于柳塘公园 
(Pildammsparken) 中，为一座临湖的黑色木质建筑，过去曾
是一家咖啡馆，老板是在隔壁露天剧场里表演的一个女演
员。室内装潢设计师尤纳斯·林德瓦尔 (Jonas Lindvall) 将咖
啡馆改造成一座无比宽敞、明亮、舒适的餐厅，穿过一条墙
面镀金的梦幻走廊就可抵达。
  年仅 35 岁的蒂蒂·万斯特洛姆曾在柏林等地学习烹饪技
术。在餐厅，她只提供一份“惊喜套餐”。“我认为奉上令人惊喜
的味道、原料以及不常见的动物部位非常重要，”她告诉我们。
“无论是蔬菜还是肉，我最喜爱的原料都来自本地。我非常重
视与农民保持联系。这样才会对食物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
  在园中鲜花餐厅，厨房上什么菜，要由主厨决定，客人只能
暗暗期待。餐前只会问客人是否有任何食物过敏、是否是素食
主义者。之后，就任由蒂蒂·万斯特洛姆施展她的“魔力”了。只有
在客人们吃完甜点之后，她才会通过互联网告诉客人所食为
何物。就连葡萄酒的名称也是保密的，看着资深萄酒鉴赏家所
做的鉴定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让顾客大吃一惊”的原则营造了双赢的局面。顾客们
非常愿意了解以前从未尝试过的食物，比如棉花糖、公牛
蛋、小牛肉甜面包、蚱蜢和用碳熏黑的面包。盘子里众多食
材的组合奇特而美观，每一道菜都会引起顾客的纷纷猜测、
品尝、嗅味和取样。蒂蒂·万斯特洛姆同样从中受益，因为没
有了菜单，她就不必再扔掉顾客嗤之以鼻的食物。这位瑞典
主厨就这样获得了她的米其林星级认证。她说希望“能开辟
一条道路，鼓舞其他年轻女性坚定地从事这一职业。”

更多信息请访问 

bloominthepark.se

“我们根据
供货情况、日期和心情，
永远提供最好的食物。”
蒂蒂·万斯特洛姆 (Titti Qvarnström)



“在印度，女性至今仍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厨师，”位于印度德里
莫赫扎德市场妮妮之家餐厅的主厨妮拉·克哈 (Nira Kehar) 
这样说道。“印度人最近刚开始走出家门去餐厅就餐，但通
常的做法仍是在家用餐或从家里带饭菜。”印度的职业厨师
大部分都是男性，但越来越多的女性主厨正开始在这个国
家的餐厅崭露头角。与全球其它国家一样，“女性所处的环
境以及每天的生活现状在过去 70 多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长大并以计算机工程师的身份
开始职业生涯的妮拉·克哈 (Nira Kehar) 这样说道。与所有
其它行业一样，有一些了不起的女人通过自己的抗争为女
性在世界上和工作中争取地位。现在，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
的女性主厨，可能这也与厨师正在赢得尊重并且被视为艺
术家或商业人士有关，不过厨师职业也的确如此。”
  很 少 有 人 知 道 她 的 烹 饪 受 到了阿 育 吠 陀 养 生 法 
(Ayurveda) 的启发。“我不是医生。我的餐厅不会提供治疗，但
对于我来说，制作符合阿育吠陀体系的食物非常重要，”她
在一次采访中曾这样说道。“我不烹饪印度菜。我的使命是
利用身边神奇的印度食材做出我梦想中的活力食物，并用
我学到的技术创造食物。在我看来，蔬菜、水果、小扁豆、谷
物都是明星，都可以成为主菜。我重振自己喜爱的法式传统

妮拉·克哈 (Nira Kehar)
印度新德里的妮妮之家餐厅 (Chez Nini)

菜肴，突出大地的天然恩赐，以此挑战素食在印度菜中扮演
的角色。我的目标是突出天然食材的真正风味，我们研究如
何搭配独特的香草、酱汁、香料和烹饪方式，激发食客的食
欲，他们根本不需要成为素食主义者。”
  她本人将爱丽丝·华德斯 (Alice Waters) 视为最高偶像， 
“因为她尊崇简单主义和自然品质，还因为她闻名于世的高
尚品德和热情。能够与她相提并论是对我最大的赞美。”
  在平衡家庭和工作方面，妮拉·克哈这位女主厨认为这
对于女性和男性而言都十分困难。“时下，你可以规划生活，
所需要做的是找到一个能够与你共享生活的合适伴侣，”
她建议。“这虽然充满挑战，但至少，时值今日，这并非不可
能实现。”
  妮拉·克哈认为，无论对于男主厨还是女主厨，这一行业
都非常严酷。“有时候，女性更难得到信任和尊重，然而每个
人都会遇到不同于他人的挑战，”她补充道。“如何处理挑战、
选择何种态度，这一切构成了生活。挑战只会让我和我的亲
人更强大，让我们超越挑战、战胜挑战，包括我的性别。”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facebook.com/chezninibrasserie



Taste

“我的目标是
突出天然食材
的真正风味。”
妮拉·克哈 (Nira Ke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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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新方式。

分享及共同使用的理念已来到
建筑领域，走进人们的生活。
分享造就更高品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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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the Future

新的关系
创新的生活方式总是涉及到室内与户外、 

私人与社区的各种关系，比如 R50 住宅项目 (左)、 
西泽立卫 (Ryue Nishizawa) 的森山住宅 (Moriyama House)  

(中央，背景) 和松原惠 (Megumi Matsubara) 的 33 年之屋 
(House of 33 Years) (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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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的公寓楼中，你只会在电梯里遇到其他人。 
在清新家园 (Pure House)，大家会帮助彼此实现梦想。”莱恩·菲克斯 (Ryan Fix)

住在云端
摩西·萨夫迪 (Moshe Safdie) 设计的建筑群 —  
栖息地 67 号 (Habitat 67) 专为蒙特利尔世博会
而建，由大大小小的多幢公寓楼组成 (左)。横滨
公寓 (Yokohama Apartments) 的居住单元悬挂
在公共房间上，模糊了一般意义上室内与户外
的严格区分 (右)。



Thinking the Future

的老龄化趋势正在使人们的生活需求发生变化。今天，许多
人正在为一种不再存在的生活方式建造住宅。
  地球：在德国，人均居住空间正在不断增加。1950 年，德
国成人的平均居住空间为 15 平方米；1998 年，这一数字增
加至 39 平方米；到了 2013 年，已达到 45 平方米。这一过程
无法延续，因为缺乏空间、能源和资金 (到 2030 年，全球需
要新建超过 10 亿幢住宅以容纳不断增长的人口)。
  几 个 世 纪 以 来 ，人 们 一 直 在 批 评 传 统 的 生 活 方
式。本杰明在《启迪》 ( I l l umina t ion )  一书中写道，“盒
子 人 寻 找 的 是 舒 适，盒 子 便 是 舒 适 的 精 髓。盒 子 的 内
侧有着天鹅绒内衬的痕迹，他把这些带给了世界”。本
杰 明 继 续 写 道，典 型 的  1 9  世 纪 住 宅 “ 装 着 他 和 他 所
有的附属物，他深陷其中，令人想起罗盘盒的内部，在
通 常 为 紫 色 的 多 层 天 鹅 绒 的 覆 盖 下 ，深 深 地 躺 着 仪
器 及 其 所 有 附 件。” 在 同 样 批 判 消 费 主 义 的 邪 典 电 影 

《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 的片头中，一名角色说道：“我不
是唯一使用宜家家居产品目录筑巢的人”。话一落音，装修
完美的公寓就被炸得灰飞烟灭。这部电影的追捧者在自己
的生活方式方面同样遭遇了这样的宣泄式攻击。然而，等到
硝烟散尽，我们将建造哪种住宅呢？

东京是进行城市研究的实验室。这座每平方公里有 2642 名
居民的大都市是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因此，西泽立卫 
(Ryue Nishizawa) 和松原惠 (Megumi Matsubara) 等建筑师一
直在这里尝试着集体住宅的设计理念，也就不令人感到意
外了。他们已建造了一系列以一个公共房间为中心的自助
式居住单元。私人住宅和公共空间的界线正在不断模糊 — 
同时，这两个区域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强化着彼此。“公寓的标
准化带来了公寓中家庭的标准化，”山本 (Yamamoto) 在一份
声明中写道。他引用法国哲学家福柯 (Foucault) 的话：“家庭
生活成为了一种组建标准家庭的训练形式和纪律工具。”
  因此，山本开发了他的社区模型 (CAM)。作为该模型的
一部分，他提出了城市的基本改造：城市不应再被划分成多
个独立的公共区域供人们消费、工作和居住，人们不应耗费
大量的精力往返于这些区域。山本的住宅楼类似于一些微
型村庄，里面住着小家庭、单身者、通勤者和领取养老金者，
居民可以互相帮助 (比如上班的单亲家庭可以在白天将孩
子交给临时家庭照料)。CAM 中有办公室、日间看护中心、食
堂、公共房间、商店和绿地。每个单元都是城市完整功能的
一部分。

家居设计的未来发源于 1935 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附近的国

王岛 (Kungsholmen)。Kollektivhuset 是一幢红色多层建筑，
小格子一样的露台贴在墙壁上，据建筑师斯文·马克利乌
斯 (Sven Markelius) 解释，建筑名称的含义是“新时代的堡
垒”。在他的设想中，这幢大楼内的所有居民应团结在一个
“巨大、和平而温暖的有机体”中。这一“居住有机体”包含 50 
间面积大幅缩减的小公寓，每间公寓有一张床、一张桌子、
一个橱柜、两把椅子、一个浴缸和一个盥洗室。居民们可以
共用一楼的中央基础设施：一间大厨房和一间餐厅、一间
洗衣室、一间沙龙和一个日间儿童看护中心。在大楼竣工
后，许多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包括多位诺贝尔奖获奖者都
搬了进来。他们都希望离开标准化的中产阶级公寓，主要
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将女性变成了家庭的奴隶。因此，家
居生活的“酒店化”可以解放她们。那这个项目成功了吗？在 
Kollektivhuset 长大的斯塔凡·拉姆 (Staffan Lamm) 回忆道，
这个前卫的项目曾经就像一座恶魔城。居民们互相欺负和
骚扰，大楼的结构冰冷无情，孩子们在日间看护中心更像是
被软禁而非被照顾。拉姆这样描述这一以功能性为主导理
念的项目：“就餐只是摄取营养，居住只是在等待下一个工
作而已。”
  核心家庭成为标准家居生活方式只有一个多世纪，而
几乎是自它出现起，人们就开始致力于取代这一生活方式。 
1909 年，第一座集体农场 (kibbutz) 在巴勒斯坦创建。在西
方大城市中，“比特尼克”和“嬉皮士”们在 1900 年代中期
开始尝试人民公社和集体宿舍，这一仅适用于一个“生命
阶段”的居住理念一直延续至今。(在下一个“生命阶段”，共
住者会拿到他们的第一笔薪水，然后与伴侣和孩子一同定
居)。在二十一世纪初，对新家庭居住形式的摸索获得了新
的突破。建筑行业和共同利益团体在柏林、苏黎世和西雅图
建造了新的住宅楼，人们可以一同居住在楼内，而不是被分
开“软禁”。建筑师们正在修改主计划，预防之前的居住政策
在社交和经济方面的失败。硅谷的创业公司看到了重组城
市共存体系所带来的无限商机。并且，他们的确有充分的理
由如此乐观。
  人：“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积极寻求更好的生活方式，”建
筑师杰斯克·费泽 (Jesko Fezer) 说道。费泽与他的家人一同
住在由他亲自规划的创新 R50 住宅楼内。
  市场：过去盛行的两室或三室城市公寓或单幢郊区家
庭别墅这一居住理念曾是专为核心家庭所设计的。但如
今，约 40% 的德国家庭是单亲家庭。在英国，这一数字“仅
为”30%，而在瑞典几乎达到了 50%。拼凑家庭以及西方社会

文：Tobias Moorste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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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与社区
新的生活方式需要新的家居设计。在日本，

住宅空间比较稀缺，因此这里有大量的创意
混凝土建筑，比如西泽立卫 (Ryue Nishizawa) 

的森山住宅 (Moriyama House) (左和中间) 
以及 Be Fun Design 建筑师设计室的祖师

谷之屋 (Soshigaya House) (右)。

在日本，这一未来结构已在小范围内成形。西泽立卫 (Ryue 
Nishizawa) 在东京建造了森山住宅 (Moriyama House)。在通常
供一个家庭居住的空间里，他建造了 10 间小型单元，每间 1 
至 3 层，供家庭和单身人士居住。花坛和公共空间在这一居
住环境中穿过。居民在里面和谐共处，这是因为一同生活的
集体并非被迫才一起住在经过改造的两房公寓里。在建筑
事务所 On Design 建造的横滨公寓 (Yokohama Apartments) 
中，门厅有多个楼梯间通往居住单元。这些私人的居住单元
像云一样悬挂在公共房间的上方，街道和住宅区在公共空间
交汇 (认为这种设计理念令人担忧的人思想过时)。“新的日
本住宅具有革命性，因为人们不必将所有钱投入到家庭生活
和附属物中，比如家具、厨房和第二辆车，”艺术评论家尼可
拉斯·马克 (Niklas Maak) 在《生活综合设施》 (Living Complex) 
一书中写道。“这是因为这种住宅提供了超越核心家庭生物
纽带的另一种共同居住理念。它还减轻了核心家庭的压力，
这种家庭关起门来便是一个独立世界。”
  在欧洲和美国，人们同样在重新思考家庭生活理念。“现
实枯燥至极，”建筑师杰斯克·费泽 (Jesko Fezer) 说道。他与 
IFAU 建设集团和 Jesko Fezer + HEIDE & VON BECKERATH 
联手，在柏林的克罗伊茨贝格区建造了一座住宅，并刚刚
在柏林的活动中心“世界文化之家” (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 创办了一个展览 — “居住问题”展览 (Wohnfragen)。
“人们被迫进入一种不经济的业主模式，如果是那样的话，他
们唯一能自己选择的只有地板，”他说道。在 R50 住宅项目
中，有一个人人都能进入的环绕露台，这提高了大楼内的通
行便利度。在露台上，人们更容易与他人偶遇和会面。许多
居民的孩子在一楼和二楼的巨大公共空间中上钢琴课和家
教课。费泽和他的合作伙伴们最初想在每个楼层建立一个
公共房间，但合作者们决定还是将这部分空间用于扩大私
人起居区域。“我们不仅希望能够在生活上互相帮助，而且还
想一同规划和建造我们的居住空间。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个
人的强大，另一方面我们也获得了许多不同的观点，”费泽说
道。在这一过程中，他学到了很多新的居住形式：

▪  关注成本：“你必须建造一座经济的住宅。否则，住宅中的居
民将会过度一致，无法充分发挥整合在一起的潜力。无意
之中，你就会又造出几幢带有公共桑拿浴室的豪华公寓。”

▪  避免作出决定是关键：“让居民自己去弥补空隙。”
▪  值得将公共空间最大化：“我们似乎主要通过空间和物品

的积累来定义自我。但如果一座楼里有 20 台洗衣机，那
是愚蠢之举。人们日益理解，不把这类基础设施放在自己
公寓里就是一种奢侈。”

  关于出门在外的交通方式，人们内心的想法至少与设
计师所做的决定一样重要。咨询公司普华永道进行了一项
名为“使用权是一种新的所有权”的研究，预计到 2025 年，
全球“共享经济”将带来 3350 亿美元的收入。最重要的增
长领域将是视频和音频流媒体、移动设备、旅行、金融和餐
厅。这项研究忽略了一个事实：有大量创业公司同时“希望
满足不断增长的对市中心经济型、灵活型居住空间的需求 
— 他们在这些空间中可以发挥已经催生出共享经济的社
区思潮，”美国商业杂志《快速公司》 (Fast Company)  这样
写道。这些创业公司包括清新家园 (Pure House)、Krash 和 
Common。在全球运营合作工作空间的 We.Work 公司最近
筹集了 3.55 亿美元风投资金，用于成立子公司 We.Live。
  5 辆私家车被一家汽车共享公司提供的一辆汽车所替
代，这些私家车通常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被闲置。新的家庭生
活和共同生活方式能否同样大幅节约空间和资源？

清新家园 (Pure House)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住宅。它是纽约市威

廉斯堡区 (Williamsburg) 的一个大型现代共享公寓网络。这些
大通间和公寓并不以其前卫的建筑为特色 — 里面的小房
间围绕公共房间布置，公共房间的墙上挂着许多现代艺术
品。令参观者们眼前一亮的是居民的个性。清新家园的创始
人莱恩·菲克斯 (Ryan Fix) 表示他希望“创造者”入住这一综合
住宅楼。“剧院和电影导演、艺术家、创业公司创始人。我们卸
下了他们日常生活的负担，因此他们可以专注于自己的项
目，充满激情地生活，”他表示。这一共同生活项目中的每一
个房间每个月的租金为 1,500 至 2,000 美元，这在纽约市中
心已经是很优惠的价格了。公寓全都配有家具，运营公司提
供一周一次的清洁服务以及可选的食物套餐。菲克斯还开
设了瑜伽课程和社区晚宴。“社交活动是这里的增值服务，”
他说道，“在普通的公寓楼中，你只会在电梯里遇到其他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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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the Future

  莱恩·菲克斯 (Ryan Fix) 像几乎所有创业公司的创始人
一样，有一段振奋人心的故事。在他 14 岁时，他被诊断出脑
肿瘤，不得不进行多次大手术。他将他的康复归因于好友的
陪伴。后来，菲克斯先后为华尔街公司和房地产基金工作。
他将那段时间描述为“可怕”和“道德上有问题”。这就是他想
建立清新家园的原因，在这里，“大家帮助彼此实现梦想”。菲
克斯目标远大。他想要建立“一个人们可以存放自己的所有
物的全球网络” — 一个全球公社。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 
(Jeremy Rifkin) 同样预言“向生物圈意识的转变”以及“随着
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同类组成一个进化的大家庭，我们的
同理心将扩展到全人类”。这是大胆的设想。
  苏黎世的 Kraftwerk1 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从外面看，
它是一幢漂亮但普通的建筑。这正是它的迷人之处。因为运
营这栋建筑的建筑和居住合作社在 1990 年代便已经断定 

— 它已厌倦了老套的房地产市场。合作社改而建起一栋综
合住宅，普通公寓、工作室、大型共享公寓和集群居住单元
共存其中。综合住宅中居民时常在内部搬迁。随着住户的生
活状况发生变化，他们常常会从大单元搬到小单元，或从小
单元搬到大单元。他们搬家而不离家。如果问这里的住户
丹妮拉·维特斯坦 (Daniela Wettstein) 一个人需要什么才会
感到舒适，她的回答是“如果你一个人住一间屋，或独自在
餐桌边吃饭，那么就不会有家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可以自
己设计自己的居住空间。”Kraftwerk1 的居民共同决定公共
房间和绿地的样子，他们比私人公寓的业主更有决定权。此
外，人们所需的空间越来越小，因为我们的物品正变得越来
越数字化、紧凑化。曾经堆满屋子的图书和唱片现在用一台
平板电脑就可以搞定。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heidevonbeckerath.com 

www.riken-yamamoto.co.jp 

www.ryuenishizawa.com 

www.purehouse.org 

www.kraftwerk1.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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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有一位“无处不在”的母亲正带着人们进入日本建筑师中村拓志 
(Hiroshi Nakamura) 的世界。挺着“肚子”的住宅、“跳舞的树”和 
“踢入式门”都体现出这位设计师的设计理念。

饱含情感的结构

文：Roland Hagenberg



Concepts

缎带教堂 (Ribbon Chapel)，广岛：通往人间天堂的蜿蜒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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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

House SH，东京：挺着“肚子”的外立面让这座建筑看起来如同孕妇。

48



House SH，东京：住在“肚子”里的住客感到被包围和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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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玻璃屋 (Optical Glass House)，东京  
6,000 块玻璃过滤了附近高速公路的噪音，而将阳光引入花园和建筑。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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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拓志 
将自然融入结构的

独特能力。

“在我的世界里，人、地点和概念始终在变化。这让我保持专
注并且感到兴奋，尤其是不愿错过任何事的压力，”中村拓
志 (Hiroshi Nakamura) 说道，他总结了新一代年轻建筑师
如何看待在日本的工作。在著名建筑设计师隈研吾 (Kengo 
Kuma) 手下学习的六年为他铺平了事业的道路，但这并非
他取得成功的唯一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村将自然融入
结构，并在建筑中注入情感的独特能力。缎带教堂 (Ribbon 
Chapel) 堪称这方面的典范。这座建筑位于广岛附近的日
本内海海岸，它有着两条蜿蜒的道路，盘旋着伸向天空。中
村希望新郎和新娘能够各走一条楼梯，这样他们就无法看
到对方，直到在楼顶会合；客人们则在下面的花园里观看，
期待着婚礼高潮的出现。
  中村的才华同样体现在支持客户商业才智的设计上。
所以，他的教堂还能用于举办音乐会和私人聚会 — 或者
变成一家餐厅。“我仍然记得小时候，坐在母亲身边吃东西
时味道最好，要是吃她盘子里的东西，味道甚至更好。受
此启发，我设计出这座织带教堂中的餐厅 — 贝拉维斯塔 
(Bella Vista)。在这个餐厅里，主厨不在您面前烹饪，也不在
您看不见的独立的厨房中烹饪，而是在您左边或右边一臂
距离的地方烹饪。”

  在中村看来，厨房的位置还决定了私人住宅的结构设
置。“这是我们居住环境的控制中心。因此我为孩子们做了
搭配餐桌的较高的餐椅，这样他们可以在母亲的照看下做
作业。她在厨房准备食物时还可以看到入口、餐厅、楼梯和
花园。孩子们进进出出都会被注意到。”日本的一些农舍仍
带有“土間” (doma)，即地面上的一个火塘，用来烧饭、围坐用
餐、交流。中村的厨房设计理念带着这种古老设计的痕迹。

中村拓志 NAP 有限公司 (建筑事务所的正式名称) 的办公室

位于东京世田古区 (Setagaya) 的一座普通大楼里，有 25 名员

工。与日本其他地方一样，这里十分安静，偶尔有人对着电
话那头轻声说话。但建筑师的办公桌异常整洁，这让人想
到，中村一直以来都在摆脱导师隈研吾的影子 — 导师以杂
乱无章的工作环境闻名于世。不仅如此。中村还喜欢穿浅绿
色花呢外套、打领带，而不像导师那样随便套上一件 T 恤。
  几把木椅珍品整齐地摆放在他的办公室中，木椅的表
面布满了纹理。据中村解释，木头是我们与大自然的直接情
感纽带。“当我们触摸木头时，可以感觉到上面的凹线，这让
我们想起我们的皮肤和指纹。木头在我们和自然环境之间
创造了一个永久的反馈循环，我们的城市生活则险些与自
然环境完全脱离。”
  难怪中村创造了首个用于在树木间建造房屋时帮助
保护树根和树枝的三维计算机程序。这个程序可以模拟和
预测植物的生长以及台风期间树枝的摇摆，还能建议如何
打下地基才能最好地保护树根。在这一程序的帮助下，中村
在东京中部建造名为“跳舞的树、歌唱的鸟” (Dancing Trees, 
Singing Birds”) 的私人住宅的过程中，避免了砍伐树枝或树
木。“我基本上把自己想象成一只筑巢的鸟儿，鸟儿不会折
断树枝，而是在树枝周围筑巢。”
  中村于 2004 年开始独立门户，设计了位于东京银座 
(Ginza) 这一时髦地区的浪凡 (Lanvin) 时装商店。之后，他又
接到酒吧休息室和美容院的项目 — 这些项目看上去更像
是希望最大程度地节省开支而不是打造出一个理念。次年
的 House SH 项目改变了这种状况，这是中村第一次设计家
庭住宅。House SH 采用一个带有“肚子”的白色外立面，让整
幢建筑看起来像一个怀胎九个月的孕妇。正如他将餐厅主
厨安排在距离食客一臂距离的地方，在这座住宅中，仿佛有



Concepts

那须圆篷 (Nasu Tepee)，栃木县 (Tochigi Prefecture)。这座森林度假村的每个房间都如同森林中的人字形木帐篷。

“  木头能够让我们立刻联想到大自然。当我们触
摸木头时，可以感觉到上面的凹线，这让我们想
起我们的皮肤和指纹。木头在我们和自然环境
之间创造了一个永久的反馈循环，我们的城市
生活则险些与自然环境完全脱离。”

 中村拓志 (Hiroshi Nakamura)

一位“无处不在”的母亲正带着人们进入中村拓志的世界。
“正是在母亲的子宫中我们第一次体验到了空间，”他解释道， 
“我们感到背后有一面墙，那是母亲的脊椎。在我们的
面前还有一个屏障，我们可以伸出手去触碰它。我们感
到被包围、被保护，感到舒适。”事实上，在 House SH 的
“肚子里”，我们完全能够以婴儿的姿势躺下放松。“光学
玻璃屋” (Optical Glass House) 也暗示了“子宫壁”的保
护，中村在这座建筑中用 6,000 块玻璃拼成了一个错
综复杂的外立面。它能过滤附近 8 车道高速公路的噪
音，将阳光引入花园和建筑。“创造舒适的区域或营造

舒适的感觉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杜绝大自然的残酷”， 
中村说道。“当然，我们必须保护自己免受风暴、寒风和酷暑
的侵袭，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它们一直是我们生存环境中的一
部分。这样才能获得终极的舒适感。”

中村说他在早晨 6 点醒来时状态最佳。“我起床后马上会感到
灵感迸发。同时我感到非常放松 — 这是产生创意的前提
条件，这样它们才会自己跑到我的脑海中。早晨是我一天
工作中最宝贵的时间，我一般要工作到深夜。”自己跑到中
村脑海中的创意之一是贝拉维斯塔 (Bella Vista) 餐厅的踢
入式门。可以用脚打开的门常常是为了方便服务员拿着盘
子进出厨房而安装的。“但后来我想这不是也能大大方便
顾客吗？尤其当客人们拿着结婚礼物、抱着孩子的时候。” 
因此，我们决定也为顾客安装能够用脚打开的门。结果表明
这一设计大获成功，而且不仅在成年人中获得成功！”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nakam.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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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贝尔·塞尔多夫 (Annabel Selldorf)  
认为厨房必须功能完善，因此每个细节都
至关重要。

采访：Doris Chevron

聚会场所

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不久，您就接

到了作为建筑师的第一个项目，负责曼哈

顿上西区一间厨房的翻新。那是在 1987 

或 1988 年，对吗？

安娜贝尔·塞尔多夫 (Annabel Selldorf)  

(大笑)：对。这是一个非常耗时的项目。这个

厨房小项目当时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切 — 

每个小角落、每个设备如何运行、抽屉朝哪

儿开、如何能够顺利地进行烹饪…… 现在我

还是在做同样的事情，不过方式不一样。厨

房更大，而我的责任也发生了改变。但如果

我不去注意细节，我便会失去头绪。

这个属于塞尔多夫的术语“头绪”具体是

指什么？

保留或突出实用和有触感的方面。这是因

为我们建造的建筑并非只是装饰；相反，

它可以进行理性的分析，所以，它必须具

有其特殊性并且可供解读。

关于第一个厨房项目您还记得哪些确切

的细节？

有趣的是，记得所有细节。那是一间白色

的非常漂亮的厨房。虽然空间不大，但我

的客户可以在那儿尽情享受家庭生活。在

该项目中，我再现了我自己位于科隆附近

的马尔堡 (Marienburg) 的家里的体验：厨

房亦是一处人们聚会的场所。

您准确地知道家里的晚餐上会有什么菜：

Agata & Valentina 的鸡肉配上联合广场

农贸市场的新鲜蔬菜。您好像是少数仍在

家烧饭的纽约人之一。

是的，我自己烧饭和切菜。我的朋友汤

姆·奥特尔布里奇 (Tom Outerbridge) 坐在

胡桃木制作的酒吧凳上看着我做这一切。

我们在铺着薄黑钢板的厨房餐桌上就餐。

这种钢板是我定制的。这种钢板非常贵，

可能是整个厨房最昂贵、最重的部件 — 

但这是我所作出的最棒的决定。我们还在

其它厨房中使用了这种帝国钢铁，但它们

看起来都不一样，因为每块钢板都是纯手

工制造和氧化的。

您是否是一名极简主义者？

极简主义者喜欢减少东西。而我不断地优

化各个细节。

您曾负责过博物馆、画廊、收藏家的住宅

和整幢豪华公寓大楼的建筑设计。您为什

么喜欢专注于厨房之类的细节？

我喜欢揣测个人的行为方式，以及如何把

这些细节元素融入到他/她的厨房中。但

我也对广义上的厨房感兴趣。位于克罗斯

比街 42 号的这座漂亮大楼正在建设中。

这幢大楼由 10 个单元、6 层楼和 1 个阁

楼组成，外立面参考苏活 (Soho) 铸铁结

构，由不锈钢和铝打造。我对此感到非常

骄傲。这间厨房是整个建筑外观的重要组

成部分，并且采用了介于白色和灰色之间

的颜色以及水磨石地面。这将会是一间非

常前卫的厨房。

您是少数几位女性“明星建筑师”之一 — 

现在您已成为“大牌建筑师”。您喜欢这一

称呼吗？

塞尔多夫 (摇头)：我觉得这太难听了，实在

是太难听了。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roomontheroof.com

安娜贝尔·塞尔多夫 (Annabelle Selldorf) 
塞尔多夫出生于科隆，父亲是一位建筑师。 
在她的作品中，美式奢华与欧式低调和谐 
共存，并且融入了塞尔多夫对艺术的深入 

理解以及大量关于艺术和建筑历史的知识。 
她的公司 — 位于纽约的塞尔多夫建筑事务
所 (Selldorf Architects)，代表着精简到本致的

现代设计，以完美的尺寸和性感的材料 
诠释真正的奢华。她的客户包括许多博物馆 

和画廊，如纽约新美术馆 (Neue Galerie)、 
大卫·茨维尔纳画廊 (David Zwirner)、 

豪舍和威尔特画廊 (Hauser & Wirth)。



Kitchen Love

我的中式餐具：这些浅青瓷色的普通
餐具并非名牌，是我 25 年前在香港
买到的。后来我想多买一些这种餐
具，但我再也没有找到这种没有装饰
的设计。

我的日式黄铜茶壶：是 我 的 朋 友 戈
登·维内克拉森 (Gordon Veneklasen) 
送 我 的 礼 物，他 是 一 位 画 廊 老 板。 
这只带有藤条把手的锻铜茶壶非常
漂亮。我用它来冲泡绿茶 — 伊藤园
煎茶。

酒 吧 凳：用 胡 桃 木 材 质，由 
Bassam Fellows 公司设计。我
烹饪的时候，我的室友就坐
在上面看着我。我的混血爱
犬“优喜”则非常喜欢躺在大
理石地板上。

带乌木盖子的小铸铁罐：我
在里面装着马尔顿 (Maldon) 
海盐并将之放在炉灶旁。这
个铸铁罐来自长岛东汉普
顿的 Greg Turpan 商店，我的
凉亭就建在长岛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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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伦海姆锻造厂 (Blenheim Forge)，三名年轻的刀匠满怀
热情探索古代工艺，一心一意立志创新。

烈火雄心

文：Josephine Grever 摄影：Fred MacGregor



Style

钢制成的艺术品，目前还未装上握柄：
布伦海姆锻造厂的刀匠们自学成才，精益求精，攀登工艺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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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星期五的早晨。当您走近伦敦东南部的碧琴赖 
(Peckham Rye) 车站下的铁路拱门，耳边就会响起列车
从上方隆隆驶过的声音。朝着道路尽头走去，更会传来
叮叮当当的锤打声 — 这是钢材被锤击时所发出的独特
声音。这声音来自布伦海姆锻造厂。这座作坊藏在一个
角落里，为越来越多的鉴赏家专门生产手工锻造的厨房
刀具，这些顾客中有许多都在这片一度衰败、如今却愈加
时尚的街区中的餐厅担任主厨。锻造厂充斥着灰尘、黑
色烟灰以及大量的金属。锻造炉中燃烧着熊熊的烈火。
一位留着络腮胡的年轻人穿着大围裙，戴着手套，正在
添火。这看起来就像是希腊神话中的场景：普罗米修斯 
(Prometheus) 从奥林匹斯山上盗取了圣火，将它给了凡
人。但布伦海姆锻造厂非常现代化。它代表的是当代英
国的顶尖水准：刚从艺术设计学院毕业、热情探索古代工
艺、一心一意立志创新的年轻人。
  “ 打 一 把 好 刀 很 费 功 夫，” 乔 恩 · 沃 肖 斯 基  ( J o n 
Warshawsky) 说道。乔恩和他的朋友杰姆斯·罗斯-哈里斯 
(James Ross-Harris)、理查德·沃纳 (Richard Warner) 组成
了布伦海姆的“年轻刀匠三人组”。他们生产两种刀：焊接
刀 (被称为大马士革刀) 和三层层压刀。“大马士革刀采
用两种钢制作而成，通过将这两种钢反复融合，使多层钢
板组合成一整片钢坯，”沃肖斯基解释道。“三层刀采用一
层日本蓝纸钢制作而成。”后一种材料从日本进口，在德
国购买，被刀匠们视为最好的钢。“这种钢有非常细的粒
状结构，并且没有杂质。”但这种钢价格昂贵。“1X25 英寸
钢板的售价达到每英寸 25 欧元。但这种材料的确能够
造成巨大的不同。”

烈火雄心 
顶级国际大厨青睐产自布伦海姆锻造厂的刀具，收藏家们愿意以  
400 英镑的高价购买一把超级锋利的布伦海姆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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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纸钢更难加工，但可以制造出更漂亮的边缘，而且
更容易磨得锐利。此时，团队正在铸造一把大马士革刀。
方法是将一种较硬的钢和另一种较韧的钢叠在一起，在
一个锻造炉中焊接，锻造炉使用焦炭和木炭的一种混
合物生火，确保最大程度地减少钢的氧化程度，并达到 
1,000 °C 以上超高温度。之后，拉长的钢坯被切割成小
块并再次叠放和焊接。“将刀放在一个铁砧上锤打，用角
磨机改进它的造型，直到其薄度足以形成刀刃，刀就成形
了，”沃肖斯基解释道。为了使刀硬化，需要将金属加热到 
750 °C 左右的较低温度，然后将刀浸入油中快速冷却并
不断打磨；接着将刀放在一块旋转的石台上，不断喷水，
保持刀的湿润，这一步是在对刀进行精整；然后，把刀放
在带式砂磨机上用砂纸进行精磨，之后将其插入早已加
工好的光滑刀柄之中；最后，将刀放在一块细粒度的日本
水石上磨。
  烘箱对面是一堆将要被加工成刀柄的硬木，其中
大部分由树木修补专家提供，或者取自朋友的花园。“这

是工作中的重要一环，”沃肖斯基说道。“对
于我们而言，每把刀背后的故事与产品本
身一样重要。”现年 31 岁的乔恩、25 岁的
杰姆斯和 28 岁的理查德是在附近的南伦
敦金匠学院结识的。杰姆斯和理查德学的
是工程，乔恩制作定制家具并且对哲学十
分感兴趣。乔恩和杰姆斯一起住在佩卡姆 
(Peckham) 的一幢住宅中并且开始在花园
中“捣腾”。“我们使用从箕斗中收集的材料
制造了一个烤肉架，就像这样。”一天，他们

“对于我们而言，每把刀背后的故事
与产品本身一样重要。”
乔恩·沃肖斯基 (Jon Warshaw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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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段某人制作刀具的视频，
于是开始自己尝试这门手艺。
2012 年，二人开始在周末来到
拱桥下工作，杰姆斯的上任老板
在这里开了一家作坊。“我们可
以在周日免费使用这里，”沃肖
斯基回忆道。当地方腾出来后，
他们便搬进来全天候工作，“不
知不觉地开始创业。”他们边做
边学，建起了自己的锻造炉，使用回收材料制造工具，观
看 YouTube 上的相关视频，阅读冶金学方面的书籍。最
难能可贵的是，每一次尝试后，他们都会记下成功与失败
的经验，并且不断改进流程。去年，他们的朋友理查德结
束了在澳洲的两年游历后 (期间曾参与建设一条沙漠公
路)，加入了这一团队。如今，团队中的每个人都要负责不
同的生产工序：乔恩·沃肖斯基 (Jon Warshawsky) 负责锻
造，杰姆斯·罗斯-哈里斯 (James Ross-Harris) 负责研磨和
磨刃，理查德·沃纳 (Richard Warner) 负责制作刀柄以及
团队所使用的大部分机器。

“钢的质量、刀片、平衡，一切都必须分毫不差，”乔恩·沃肖

斯基 (Jon Warshawsky) 说道。他又说道，厨房必备四种刀
具 — 用于一般切割的厨师刀、用于精确切割和削皮的
小蔬菜刀、切肉刀和面包刀。而且，无论是削包菜、给鱼去
骨还是切割一整块肉，光有锐利还不够。“根据用途的不
同必须选择相应的刀具。”保养刀具是一个重要环节。“保

“钢的质量、刀片、平衡，一切都必须分毫不差。”
乔恩·沃肖斯基 (Jon Warshawsky)

高温锻造炉
三位工匠亲手倾心打造的布伦海姆锻造厂的锻造炉，温度最高可达 1,00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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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是值得的，因为这些刀具可以用一辈子，”沃肖斯基指
出。“它们比普通刀具更需要保养。它们是高碳钢，因此会
生锈，但性能更加出色。”他建议在使用后立刻擦干刀具。
“否则就会生锈。即便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刀上也会逐
渐出现绿锈。这是好事，因为可以防止刀具进一步生锈。”
还需要如何保养刀具？“切勿将刀具放到洗碗机中。经常
给刀具上油。每个月磨一次。”最糟糕的刀具存放位置是
厨房抽屉，因为刀具会与其它金属发生碰撞。“最好的存
放位置是磁性餐刀架或刀座，或裹在刀布中。”

“我们更喜欢慢工出细活，刻意避免任何一个环节的自动化

生产，”布伦海姆锻造厂网站上这样写道。不同刀片需要
不同处理时间，有些厨房刀具的制造需要耗费长达 40 小
时。他们制造的最昂贵的切肉刀、切鱼刀和切菜刀由 300 
多层纯镍和铁锻造而成，核心部分采用蓝纸钢，价格高达 
550 欧元。然而仍有大量回头客不断收集布伦海姆刀具。
这也不难理解。手工制造品的高贵质感和其所承载的丰
富情感正是机器制造产品所欠缺的。“更像是 F1 赛车，而
不像卡车，”沃肖斯基笑道。“这就是我们坚持在自己的作
坊里完成整个生产流程的原因。我们从头至尾亲力亲为，
这绝非虚言。我们的刀具是佩卡姆 (Peckham) 百分之百
手工产品。”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blenheimforge.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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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而独特：
震撼高级烹饪界的年轻天才。

梭鲈搭配包菜、香葱和接骨木。 
这道菜的摆盘和它的描述一样简单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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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Headline.Quo occaturepel ipsafjfjm volesed minit doluptis  quos venditat apitaut 
magnatatia volo die aperitae  

奥莫西 (Almochse)：鳗鱼、土豆、尖顶羊肚菌。没有任何多余配菜。
哈拉尔德·拉卡 (Harald Irka) 奉上的食物同样颇具美学意味。



才华横溢的年轻主厨哈拉尔德·拉卡 (Harald Irka) 迅速成为

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并且在奥地利顶级主厨中赢得了“狂野少

厨”的美誉。美食评论家们在震惊之余，对他却是一致好评。
因为在高级烹饪界，与拉卡同龄的其他厨师无人能与他匹
敌，《戈米兰美食指南》 (Gault-Millau) 将他与拜仁慕尼黑
队的奥地利后防大将大卫·阿拉巴 (David Alaba) 相提并论。
该指南指出，这两位年轻的阿尔卑斯山明星有着相似的特
质：“心无旁骛、冷静清醒、超凡自信、充满创造力，因此能够
在欧洲冠军阶层中游刃有余”。
  哈拉尔德·拉卡一举成名的地方是位于施特拉登 
(Straden) 的 Saziani Stub 餐厅，施特拉登是位于奥地利东
南的施第里尔 (Styria) 州的一处圣地。拉卡在 Saziani Stub 
餐厅做了五年半的主厨以及四年的厨师长。在这之前他
从未在其它餐厅工作过。施特拉登并不是一个容易找到
的地方。旅行者需要从维也纳出发一路向南，首先穿越被
称为“驼峰世界” (Bucklige Welt) 的山区，再经过格拉茨市 
(Graz)，最后进入原始而浪漫的施第里尔火山区。施特拉登
是一个位于海拔 376 米高原上的商业小镇。小镇有四座教
堂和三座高塔，因此从远处就能看到。在晴朗的秋日，从施
特拉登放眼望去，越过森林和葡萄园，就能看见在穆尔河 
(River Mur) 对岸仅 10 公里处，与奥地利相邻的匈牙利和
斯洛文尼亚。
  哈拉尔德·拉卡为了找工作来到施特拉登。他之前
曾六次申请成为奥地利顶级主厨，但都因资历不足而
遭到拒绝。的确，他曾是巴特莱昂费尔登酒店学院 (Bad 
Leonfelden Hotel School) 同届中最优秀的学生，但除此之
外，他的简历上只有几次实习经历。“这个年轻人怎么敢申
请来我们这工作？”一家又一家知名餐厅接连拒绝了他。一
次偶然的机会，拉卡看到了施第里尔 Saziani Stub'n 餐厅
的广告，上面说该餐厅正迫切地在寻找一名年轻的主厨。

文：Claudia Tebel-Nagy 
摄影：Andreas Jakwerth (人像) Marion Luttenberger (食物)

拉卡从学校毕业后就跻身于奥地利顶级厨师之列。
在 19 岁时，拉卡就获得了人生第一个奖项。
近期，他成为了《戈米兰美食指南》 (Gault-Millau)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得三顶厨师帽的大厨。
此外，这位 24 岁的主厨是全球最年轻的顶级大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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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第二天，他向父母借了辆老旧的大众帕萨特，从家乡
林茨 (Linz) 驱车 300 公里来到了奥地利东南部。
  2010 年 3 月 18 日是改变哈拉尔德·拉卡一生的日子。
Saziani Stub’n 餐厅的经营者兼顶级酿酒师阿尔伯特·诺伊
迈斯特 (Albert Neumeister) 邀请这位沉默寡言的年轻人
到他的餐厅担任厨师，试用期为一星期。诺伊迈斯特对拉
卡的表现非常满意，因此马上决定聘用他与厨师长尼可拉
斯·瑟勒姆 (Nikolaas Sillem) 一同工作。Saziani Stub’n 餐厅
原先是一家酒馆，几年前供应的是一流的高级料理，但之
后又回归餐厅的专长：提供高级当地美食。几个月后，拉卡
从主厨助理晋升为副厨师长。一年后，当瑟勒姆返回家乡
加拿大时，诺伊迈斯特毫不犹豫地将厨师长的位置交给了 
19 岁的拉卡，嘱咐他将戈米兰厨师帽作为目标。拉卡接受
了这一职位并且“斗志昂扬”。“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是遭到

批评，”诺伊迈斯特笑着说道。他曾与许多顶级大厨共事，现
在，他的两个儿子也已长大成人，成功经营着声名显赫、技
术先进的家族葡萄园。
  相互理解与创意自由让这位美食家梦想成真。如果
你有机会与诺伊迈斯特交谈一番，就能从他的话语中听出
他的自信。他说他一直信奉足坛传奇教练瓜迪奥拉 (Pep 
Guardiola) 的一句格言：你必须恭敬谦卑并且目光高远，
不必去担心自己是否能够成功，这一点非常重要。尽管诺
伊迈斯特对自己充满自信也颇具野心，但他希望缓解美食
界的残酷竞争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与此同时，餐厅的日
常经营已是他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几年前，由于经济原因，

《米其林美食指南》 (Guide Michelin)  黯然退出奥地利国
际美食评论界，将这一领域拱手让给《戈米兰美食指南》 
(Gault-Millau)，若非如此，哈拉尔德·拉卡可能早就成为米
其林的星级厨师。
  诺伊迈斯特本人似乎依然对这位明星主厨的声名鹊
起困惑不解，拉卡本人也从来不曾努力吸引公众的目光，
但肯定有人在某一时刻发现了拉卡的天赋。他既不高调，
也不鲁莽，且一贯如此。

他十分腼腆，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说话，惜字如金，杜绝闲谈。

他的褐色大眼睛中总是带着温和的笑意。他在自己的厨房
小天地里默默地完成工作，这是他最舒适的时刻。他的厨
房并不像一个战场，他的团队甚至连音乐都不播放。拉卡
灵活地穿梭在一排排煤气灶之间，灶头上的大锅一个个都
煮得热火朝天。他穿着黑色牛仔裤、白衬衫、红色跑鞋，理
着一头短发，看起来仍然像个学生。黑色围裙紧紧包裹着
他瘦弱的身体，让每一位慈爱的老奶奶都想催他多吃点东
西。事实上，正是拉卡的祖母告诉他，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
厨师。当时拉卡刚满 10 岁，由于父母都是全职员工，他必
须为自己和弟弟烧饭。当拉卡回忆起祖母烤苹果馅奶酥卷
的情景时，他的脸上出现崇拜的笑容。祖母娴熟处理果馅
奶酥卷生面团的技艺以及只有祖母才能做出的独特味道
让他着迷。精细、精美，加上信手拈来的轻松 — 这些都是
他从祖母那儿学到的东西。祖母和母亲还将他送到酒店学
院，对他的卓越才能充满信心。
  拉卡曾经想都不敢想有朝一日他能取得如此成就。他
的戈米兰评级逐年提升，这令他兴奋不已。他谦虚而又自
信。在单纯的烹饪技术方面，他一丝不苟。在他的职业规划

蜜桃配香草和覆盆子：拉卡将精细和精美与信手拈来般的轻松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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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始终听从自己的直觉，而他的直觉始终给他带来好
的结果。拉卡不喜欢迎合客人的个人偏好。“曾经有一位客
人，他希望每道菜中都有肉，但我们餐厅不会迁就。当客人
来到这里时，他们要么接受我们的理念，要么就只能另寻
他处，”他说道。
  拉卡的烹饪理念是使用本地的当季顶级食材，将简约
和简洁的理念融入到感性的层面，并且以高雅美观的摆盘
来呈现。他省略了繁缛的细节和次要的焦点，坚持和谐、清
新的整体印象。他耸了耸肩，说自己不随波逐流。拉卡认为，
21 世纪餐饮已成为一门结合创意、健康和经济的“武艺”；
在这样的环境下，厨师必须烹制出满怀诚意的高级美食。
  当拉卡在 Saziani Stub’n 餐厅开始自己的厨师生涯时，他
的偶像是前卫的哥本哈根主厨里恩·雷哲皮 (René Redzepi) 

和他的多星级诺玛餐厅 (Noma)。自那时起，拉卡开始培养自
己的风格。拉卡保留了北欧菜肴中对本地食材的偏爱。“我们
尝试以新的理念和现代烹饪技术来烹饪奥地利菜肴，”他反
复强调自己对精简的追求，巧妙地将食材精简成一道精华美
食。在游历了日本的顶级餐厅后，他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同
时，东京让他感到震惊。从只有 3,000 人口的小镇施特拉登来
到有 900 万人口的东京，让拉卡感到有点喘不过气来。

拉卡在近几个月发明了 50 多道菜。可能拉卡的过人之处就
在于他的想象力带来的泉涌般的创意，从而创造出回归特
定风味的菜肴。他通过自己的直觉将各种食材加以组合，
获得了客人们的热烈好评，这些客人来自奥地利邻国，住
在餐厅所在的 Schlafgut Saziani 酒店。不同味道的互相交
融似乎违背自然法则。对于拉卡来说，一加一至少等于三。
“他的创意菜如同来自天堂的美味”，一位美食家在品尝了
拉卡的“绿色菜肴”后表示，这些菜肴包括大头菜配佛手柑、
开心果和甜胡椒，南瓜配小龙虾、菠菜和番茄。在奥地利，番
茄也被称为“天堂果” (Paradeiser)。拉卡将鳟鱼与李子、黄
瓜和藏红花一起烹饪；将鹌鹑搭配雪维菜、红辣椒和澳洲
坚果；还有将羊奶朝鲜蓟配酢浆草和大麻。甜点有百里香
味酸奶配蓝莓和梨。这些菜肴的精髓在于天然、迷人、香气
扑鼻以及一试难忘的风味。
  除了烹饪外，还有一样东西能够让拉卡感到开心。
他喜欢法拉利。有一年，他带着一个朋友试驾一辆法拉
利前往摩德纳 (Modena)。我们问他能开多快？“每小时 
250 公里，”他淘气地笑道，还说当时正在下雨。感到害怕
吗？他眯起眼睛。“嗯，是的……现在想起有点后怕……”他
承认道。
  之前从未达到的速度可能会让他后怕一阵子。然而，
一旦实现一个目标，就会出现下一个目标。他的下一步计
划是什么？拉卡表示他可能在 2017 年诺伊迈斯特退休时
接手 Saziani Stub’n 餐厅。他的女友丽莎 (Lisa) 可能会成为
他的商业伙伴，丽莎目前就读于菲拉赫 (Villach) 的旅游学
校。或许，在哈拉尔德·拉卡获得第四顶戈米兰厨师帽的同
时，他将成为 Saziani Stub’n 的老板。再或许，餐厅甚至有可
能获得 20 分这一奥地利的餐厅至今从未取得过的成绩。
谁知道呢？他有的是时间。毕竟他还如此年轻。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neumeister.cc

牛脑配牛奶和豆瓣菜： 
对精简的追求，巧妙地将食材精简成一道精华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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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with a Story

布宇隆达酒店 (Büyük Londra Oteli)：将奥斯曼帝国历史尽收眼底的屋顶露台

“所有伊斯坦布尔居民都知道这个地方，外国游客都喜欢到这里来，”巴努·森托格鲁  (Banu 
Cenettoğlu)  尝了一口金汤力酒，笑着说道。她瘦长的脸在夕阳微红的光芒下显得容光焕
发。这位举世闻名的伊斯坦布尔艺术家定期在布宇隆达酒店 (Büyük Londra Oteli) 的全景
露台组织讨论会。
  布宇隆达酒店是位于博斯普鲁斯 (Bosporus) 岸边的另类时尚酒店，深受艺术与文化
爱好者的喜爱。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的金角湾 (Golden Horn) 景色旖旎，古城中心充满历
史风情，与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海峡上往来繁忙的船只形成一种迷人的对比。
  布宇隆达酒店是伊斯坦布尔历史第二悠久的酒店。它最初是一个富裕家族的城中别
墅，直到 1892 年希腊著名建筑师阿希尔·马纳萨斯 (Achille Manoussos) 将它改造成布宇
隆达酒店 (Grand Hotel des Londres)，专为乘坐东方快车来到伊斯坦布尔的时髦旅行者
提供住宿。
  “当你在早上醒来，看着薄雾笼罩中的金角湾、直指天空的尖塔，听到宣礼吏呼唤信徒
们以如同俄罗斯歌剧咏叹调般的声音进行祷告时，就能感受到东方的魅力。”这是 1922 年 
9 月 30 日《多伦多每日星报》上的系列报导第一篇中的句子，作者是时年 23 岁的欧内斯
特·海明威。海明威在该系列报导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被
欧洲协约国占领的情况诉诸笔端。海明威一次又一次地描述了从窗口向外望去的景色。他
与 82 年后法提·阿金的获奖电影《勇往直前》 (Head-On)  中的悲剧主人公贾希特 (Cahit) 
一样，住在这家酒店的顶层套房。
  在 1920 年代，佩拉地区 (Pera) 的这些豪华酒店成为了土耳其官员、阿加莎·克里斯蒂
等作家和约瑟芬·贝克等爵士乐传奇巨星的活动基地。来自白俄罗斯的难民在餐厅弹奏钢
琴，在街上出售鲜花。与现在一样，当时的难民营也都分布在城市郊区。
  艺术家穆拉特·盖尔曼 (Murat Germen) 是土耳其现代诗歌的创始人 — 诗人希克梅特 
(Nâzım Hikmet) 的侄孙。希克梅特的祖先中有来自波兰和德国的移民。他的曾祖父出生在
德国马格德堡 (Magdeburg)，名叫卡尔·底特律 (Karl Detroit)。移居到伊斯坦布尔后，他被奥
斯曼帝国军队中的一位将军收养，这个人就是后来担任奥斯曼军队参谋长的穆罕默德·阿
里帕夏 (Mehmed Ali Pasha)。
  与他的杰出先辈们一样，盖尔曼也钟情于金角湾的景色。过去、现在和未来似乎在这
里交织。“这是一个有魔力的地方，”他说道。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londrahotel.net
文：Sabine Küper-Büsch 
插图：Ralf Nietmann

67



new spaces

ne
w

 s
pa

ce
s 

16
 


	82770_gag_new_spaces_16_01_Cover_CN.pdf
	82770_gag_new_spaces_16_02-03_Editorial_Inhalt_CN_RZ2.pdf
	82770_gag_new_spaces_16_04-13_cilento_CN_RZ2.pdf
	82770_gag_new_spaces_16_14-21_barozzi_veiga_CN_RZ1.pdf
	82770_gag_new_spaces_16_22-29_sissel_tolaas_CN.pdf
	82770_gag_new_spaces_16_30-31_whatsnext_CN.pdf
	82770_gag_new_spaces_16_32-39_female_chefs_CN_RZ1.pdf
	82770_gag_new_spaces_16_40-45_sharing_CN.pdf
	82770_gag_new_spaces_16_46-53_nakamura_CN_RZ3.pdf
	82770_gag_new_spaces_16_54-55_kitchen_love_CN_RZ1.pdf
	82770_gag_new_spaces_16_56-61_blenheim_forge_CN_RZ2.pdf
	82770_gag_new_spaces_16_62-67_irka_CN_RZ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