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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光临嘉格纳 (Gaggenau) 的世界！

第 17 期《新空间》一定会让读者惊奇不已。一方面，您将发现数字技术已经大范围地应用在一流

设计师和建筑师的工作中。另一方面，您会了解到那些极富创造力的艺术家们已经将传统、精湛工

艺和纯正材料作为工作的指导原则。汉堡灯光设计师乌尔里克·布兰迪 (Ulrike Brandi) 的文章中介

绍了如何通过超现代方式利用天然日光资源，我们也将进一步阐述这一明显的趋势。无独有偶，建

筑师二人组 — 拉泽里尼·皮克林建筑设计室的项目也是如此，随着建筑的逐渐成形，项目成为自然

的一部分。能够进行自我修复或造型的新材料已不再是海市蜃楼，很快，它们将改变我们的日常生

活，与我们进行沟通并能进行自我管理的技术。这种创新、优质和用户实用性逐步优化的综合趋势

也正是嘉格纳 (Gaggenau) 所遵循的方向。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中，您将发现我们共同的未来已经

扬帆起航。

衷心祝愿您在阅读本书中收获无穷乐趣！致礼！

斯文•施内 (Sven Schnee) 
嘉格纳 (Gaggenau)  
全球品牌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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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索菲·洛弗尔 (Sophie Lovell)
索菲·洛弗尔 (Sophie Lovell) 出生于英国，是
建筑及设计领域的著名作家、编辑和顾问。
她著述甚丰，其中包括关于设计师迪特·拉
姆斯 (Dieter Rams) 的权威著作《设计宜精
不宜多》 (As Little Design as Possible)，不久
之前她曾担任以建筑业为主的突破性数字
杂志《uncube》的主编。她现担任《墙纸》 
(Wallpaper) 杂志的德国编辑，还是一个新
成立的“& beyond”团体 (www.andbeyond.
xyz/sophie/) 的一员。关于本期杂志中洛弗
尔与乌尔里克·布兰迪 (Ulrike Brandi) 的讨
论，她表示非常欣赏：“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场
所的照明技术改进方面，布兰迪令人耳目
一新的照明理念、产品设计背景以及所坚
持的设计原则使她成为不可或缺的一员。” 
(www.sophielovell.com)
— 第 12 页
 
汉斯·坎特瑞特 (Hans Kantereit)
汉斯·坎特瑞特 (Hans Kantereit) 早期曾在讽
刺杂志《Titanic》任职作家和记者，后改写严
肃题材。自那时起，他写了许多书、文稿和剧
本。目前他住在汉堡，但经常四处奔波，因为
他最热衷的事业是探索美食天地，在了解明
星主厨的同时大饱口福。
— 第 4 页
 
玛丽亚姆·斯特奇纳瓦 (Mariam Sitchinava)
玛丽亚姆·斯特奇纳瓦 (Mariam Sitchinava) 
出生于 1989 年，定居第比利斯，是一名自由
电影摄影师。她怀着对自然和女性的热爱从
事人像和时装摄影。2009 年，未接受过任何
正规教育的玛丽亚姆·斯特奇纳瓦开始了这
项工作，仅仅几个月之后，她迎来了自己的
第一个商业项目。自那时起，她的摄影作品
不断在各个国家展出，她的第一本摄影作品
集《我属于你》 (me in you) (www.mariam.ge) 
向世界各地发售。
— 第 50 页

3





Taste

与火焰共舞

学会用火烹饪食物对于人类的历史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些无畏挑战的人同样证明了，即便是在今天，摒弃电和燃气依
然有可能成为名厨。

文：Hans Kantereit

火热的工作场所  
瑞典主厨尼克拉斯·艾克斯泰特 
(Niklas Ekstedt) 的厨房很容易让
客人们联想起锻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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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的味道 
有时，尼克拉斯·艾克斯泰特的客人会感觉

自己仿佛正坐在森林小屋中的炉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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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te

我们的原始祖先在第一次看到火的时候一定吓坏了，他们可能会在穿

过大草原时看到这一幕：天空中的乌云在瞬间遮住了太阳，突然一

声雷鸣，紧接着一道闪电划破天际，直击树木，树木立刻起火。这一

切发生得太快了，火焰似乎要吞没一切生命，眼前的一切都完全失

去控制。整个情况完全失去控制。

  这里提到的“控制”一词奥妙无穷。在进化过程中，我们学会掌

握这种本来具有毁灭性的力量，这对于人类这个物种的更快速、更

深远发展意义重大。正是因为学会了用明火烹饪食物，我们才开始

直立行走，并进一步进化成智人。动物蛋白煮熟后容易消化得多。因

此，人类的大脑开始进化：我们学会了思考、感受和区分。实际上，进

化生物学家甚至怀疑学会如何控制火帮助人类大幅提高了语言技

能，因为围绕篝火举行的部落活动使语言能力变得尤为重要。换言

之，学会用火烹饪食物对于人类的历史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时至今日，多位蜚声世界的主厨重新沿袭了这一古老的传承。

自 2008 年开始，拉塞尔·摩尔 (Russell Moore) 就一直在加利福尼亚

州奥克兰的著名餐厅 Camino 使用明火烹饪；同样，旧金山 Saison 

餐厅的约书亚·斯基尼斯 (Joshua Skenes)、门多萨 1884 餐厅的阿根

廷主厨弗朗西斯·马尔曼 (Francis Mallmann) 以及迈阿密的洛斯·弗

戈斯 (Los Fuegos) 也在这么做。

“我们只用明火烹饪，
就像远古时代的

人类那样。”
尼克拉斯·艾克斯泰特

火烤大师

尼克拉斯·艾克斯泰特知道，火不仅只是燃烧的火焰 
— 烟和灰同样能给他的菜肴带来独特的风味。

  然而，说到这一古老而新式的变生为熟的烹饪法，斯德哥尔摩

市中心艾克斯泰特餐厅 (Ekstedt) 的老板——瑞典人尼克拉斯·艾克

斯泰特 (Niklas Ekstedt) 才是最地道的铁杆玩家。“除了咖啡机和冰

淇淋机，你在我的厨房里再也看不到其他电器，”艾克斯泰特说道。

他曾与法国名厨艾伦·杜卡斯 (Alain Ducasse) 和英国名厨赫斯

顿·布鲁曼索 (Heston Blumenthal) 同窗学艺，凭借大紫大红的烹饪

电视节目《Niklas Mat》成为瑞典家喻户晓的人物。

“我们不使用任何电器、燃气或煤炭。我们只用明火烹饪，就像远古时

期的人类那样。事实上，明火烹饪在瑞典谈不上“远古”：我们的餐厅

现在所用的烹饪方式正是大家在1920年代前所用的烹饪方式。我

的祖父和祖母炖肉的方法是，把肉放进锅里，吊在明火上煮。在二

战后，全国才开始有了电，然后电炉才开始普及。在我看来，这的确

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大的文化转变之一，”他解释道。“剧院、芭蕾

和古典音乐都保留了下来，但传统的烹饪方式却在十年间淡出人

们的记忆。这就是我想在艾克斯泰特餐厅使用、并且只使用这种传

统方法的原因。在我们的餐厅里，您总是有那么一点儿感觉，仿佛

自己是在一间森林小屋里用餐，这是我们餐厅极为令人愉快的特

色。这不仅仅是因为能听到火烤的噼啪声，闻到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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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热的风味

尼克拉斯·艾克斯泰特的餐厅刻意烤焦
洋葱等蔬菜。他用蔬菜灰给菜肴调味。

  艾克斯泰特餐厅的味道闻起来仿佛是一群猎人和采集者在一

片白桦林的中央点燃了一堆篝火，篝火上正在烧煮美味的食物。四

个火盆、烧木头的烤箱和烟熏器，餐厅本身也自然给人一种感觉：

虽然主人只有 37 岁，却已经实现了自己所有的职业梦想。很难相

信，对于古老烹饪方式如此热情的艾克斯泰特曾经在分子美食领

军者费伦·阿德里亚 (Ferran Adrià) 的厨房中工作过。“所有其他烹

饪方式总是通过某种方式避开明火：比如烤肉，要等到火焰熄灭后

才开始烤；比如火砖，首先要加热，然后让它们慢慢地放出热量。在

我们的餐厅里，只需点火，然后直接在火上烹饪。火所产生的热是

我们的核心。将一条鱼放在铁盘中，然后把铁盘挂在火上，鱼的味

道会非常棒。鱼被热气和烟所包围，这就意味着，鱼会自然烤出迷

人的烟熏味，让整道菜变得香气扑鼻！”艾克斯泰特说道。

  这种神奇的美食体验早已名闻遐迩。许多人不远千里来到斯

德哥尔摩品尝这位厨师仅用明火烹饪的美味。餐厅里的 50 个座位

常常需要至少提前 30 天预订。《米其林美食指南》给了这座餐厅

宝贵的一颗星。

“用火烹饪时，你必须察觉
各种动静 _ 风的吹动方向、煤的温度。”
拉塞尔·摩尔 (Russel Mo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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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te

“你需要通过感觉、
嗅觉和触觉学习。
你需要用火创造

烹饪的浪漫。”
弗朗西斯·马尔曼 (Francis Mallmann)

“我们都激动万分，”艾克斯泰特坦率地说道，“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

的做法比其他大多数星级餐厅简单、轻松得多。这再次反驳了明火

烹饪的范围极其有限、不得不在菜肴的各个方面作出妥协这一观

点。当然，我们会避开极度依赖恒定低温烹饪的现代北欧菜肴。我

们还无法很好地控制那种温度。毕竟，干透的或者略带潮湿的每一

根木头在燃烧时都会有一些区别。”

  此外，正如各位“明火主厨”所知，“火”不只是灼热的火焰，“火”

还会产生烟和灰，而主厨可以充分利用这两种东西。龙虾和蟹在烟

熏器中稍微烟熏一下便会带上诱人的香味；鳄梨同样如此；番茄在

火上慢烤后会产生惊人的甜度。

  艾克斯泰特解释道：“我们在烧蔬菜时，会烧出带有独特异香

的灰。我们将切成大块的蔬菜紧靠着火放着，直到外皮发焦——放

大葱特别好，这就会烧出异香扑鼻的灰，是用来为扇贝调味的出色

调料；还可以将灰与海盐拌在一起，制作出一种香气扑鼻的灰黑色

调味盐。无论如何，我们这里烹饪的每一道菜都比真空烹饪食物带

劲得多。”

  不过，还是有人会问，既然明火烹饪这么棒、这么简单，为什么还

有人不辞麻烦地发明电烤箱呢？所以明火烹饪肯定有缺点，是吗？

  “有两个小问题，”尼克拉斯·艾克斯泰特笑着承认。“举个例子，

如果让毫无准备的糕点师来到我们这样的厨房，由于无法像使用

普通烤箱一样精确控制温度，大多数糕点师会因此而败退。还有一

点就是硬派作风，主厨本来就给人硬汉的印象。媒体始终不厌其烦

地表示，只有硬汉才能在专业厨房的水深火热中生存下来。当你看

到这些汉子整晚不停歇地围着火堆转，就会更加坚定这一先入为

主的印象。不过，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的厨房不需要硬汉，我更

希望看到的是温和、敏锐、多思的人。“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ekstedt.nu
www.caminorestaurant.com
www.1884restaurante.com.ar
www.saisonsf.com

就像高乔人和印度人一样。 

弗朗西斯·马尔曼 (Francis Mallmann) 从传统的柴火中获得灵感。迄今为止，他开发
并使用“siete fuegos”— 七种不同的火。图中，他将整只动物用烤叉挂在离火有一
定距离的地方慢慢烘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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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Next?

融合建筑与幻想的全球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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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Next?

1   维京船博物馆  

挪威奥斯陆比格迪半岛 
获奖博物馆扩建方案 
Arkitema Architects 
www.arkitema.dk 

2   水族馆 

美国纽约 
纽约市水族馆设计大赛获奖作品 
Piero Lissoni、Miguel Casal Ribeiro、 
Mattia Susani 和 Joao Silva (米兰) 
www.archoutloud.com

3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博物馆 

丹麦欧登塞  
项目计划用 Cornelius+Vöge 建筑 
事务所和 MASU 景观建筑公司的 
方案取代目前由隈研吾建筑都市 
设计事务所所设计的博物馆 
www.kkaa.co.jp 

4   UNIC 住宅建筑 

法国巴黎 
计划建造一幢四面有高低错落的 
阳台的住宅建筑，该项目赢得了 
国际设计大赛。预计在 2018 年 
竣工北京 MAD 建筑事务所和  
Biecher Architectes 建筑事务所 
www.i-mad.com 

5   紫檀塔  

巴西圣保罗 
酒店和住宅高层建筑设计， 
为 Groupe Allard 设计的  
Cidade Matarazzo 的一部分 
www.jeannouv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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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成就建筑

自然光是汉堡商会门厅 (左) 和鹿特丹中央火车站屋顶 (上) 的重要设计元素。

一缕阳光

乌尔里克·布兰迪 (Ulrike Brandi) 是德国一流的照明设计师和策划师之一， 
大力提倡在建筑设计中尽可能多地使用日光。1986 年，她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至今为 600 多个项目完成了照明设计。



Concepts

您能更详细的介绍一下您完成过的作品吗？比如由 Benthem Crouwel 

Architects 建筑事务所、MVSA 建筑事务所和 West 8 Architects 建筑

事务所合作设计的新鹿特丹中央火车站。

  在这个项目中，我与希望将这座新火车站打造成城市门户的

建筑师合作，让新火车站成为鹿特丹市的新中心，这真是太棒了。

这是供大家相聚、停留的殿堂，不只是旅行的出发点。这是一座火

车站，同时也是连通外界的室内公共空间。我们为火车站前的区

域以及平台设计了照明。如今那里将空间连通为一体，而非将城

市一分为二，因为铁轨往往会将铁轨两边的人们分开。

这座火车站是一幢巨型建筑。您有没有为小型的私密场所设计过

照明？

  有过！就在汉堡，我曾做过一个二战逃亡者纪念碑项目，这是

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项目。这座纪念碑由雕塑家沃尔克·朗 (Volker 

Lang) 雕刻，只有一段几个金属字母组成的文字，字母之间没有

任何东西。因此，当为雕塑照明时，这些字母的影子会映在一面

墙上以及同一地点的另一座纪念碑上。这些字母的影子如何重

合大有讲究。影子和黑暗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并不害怕它们，

它们正是我的爱好…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对天文学非常感兴趣，常

常观察星星，光可以给人带来太多信息！所以说，我的兴趣中有自

然科学的方面，但同时也能在黑暗的空间中发现美。

您还创立了一所名为“布兰迪光与设计学院”的教学机构。为什么这

么做呢？

  因为我太喜欢光了，希望与他人分享。我还觉得学习照明设

计的人需要学会花时间观察光，并理解光的产生方式、原因。他们

必须同时运用观察和技术知识。

我对过去几年的技术转变非常感兴趣，这种技术转变导致人工光

源和物体之间的界限日益清晰，比如通过 LED 技术。说到这一点，

您能告诉我这些新技术如何影响您的工作以及建筑吗？

您是因何选择从事建筑照明专业领域？

  我来自一个摄影师和建筑师的家庭，所以一直以来都对光以

及光产生的效果非常感兴趣。过去，我常常协助母亲摄影或者在

暗房中工作，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影印是非常神奇而美丽的事，我

也因此下定决心从事于这个行业。

但 您 最 初 学 的 是 产 品 设 计，在 汉 堡 艺 术 学 院  ( H f B K )  师 从 

迪特·拉姆斯 (Dieter Rams)？

  是的，他是我的教授，不过是教工业设计的。所以我一开始

设计的是物品，现在我做的是空间照明设计 — 这完全是另一个

领域。

您有没有从他那里学到什么特别的东西，是对您之后的职业生涯产生

影响的？

  有啊，肯定有。他有非常明确而直接的原则：设计师不是为自

己而设计。为人们设计环境是一种社会活动，因此必须避免设计

“喧宾夺主的”物体，也就是格格不入的物体。在他看来，物件必须

为人类服务，让人类的生活更轻松。人们往往可以从我的照明设

计中看出这一点。我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引人瞩目或让大家大吃一

惊，而是致力于为每天生活在里面的人创造一种轻松的氛围。

可以谈谈您创办的 Ulrike Brandi Licht 公司有哪些核心领域吗？

  一开始，我们主要做大楼人工照明，但我一向对自然光更感

兴趣，因此设法说服客户，让他们知道出色的日光照明设计和建

议同样十分重要。如今，我们接到了越来越多采用日光的项目。也

就是说，我们帮助建筑师设计大楼的通光孔，或者帮助他们了解在

不放下百叶窗的情况下能够在建筑物内部利用到多少日光。我认

为，日光的使用一方面涉及技术，另一方面富有诗意：建筑内的日

光应该始终与你所在的地方息息相关，这样就可以通过日光带来

的感觉了解自己是在鹿特丹、东京还是其他地方。我认为一个地

方的日光、景观等要有自身的特色，这很重要。

采访：Sophie Lovell

亮如白昼
乌尔里克·布兰迪为 2006 年竣工的斯图加
特梅赛德斯—奔驰博物馆创造了具有完美

光散射效果的大型照明装置 (右)。

踏光而行
自然光洒落在汉堡商会 

“楼中楼” (Haus im Haus) 的楼梯上， 
使其显得不那么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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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学习照明设计的人
需要学会花时间观察光，

并理解光的产生方式和原因。”乌尔里克·布兰迪

  有两大转变：一是朝新光源 LED 转变，这是一件好事。但另外

一个由此而来的结果是，人们往往只关注能效，而不关注照明的

实际质量。没有人考虑这样一个事实：LED 其实对人的眼睛有害。

一开始，制造商开发出冷白色 LED，它的能效更高。但我告诉制造

商，我们需要一种暖白色 LED，因此他们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开

发这种光源。

  另一方面是显色性。白炽灯和日光具有最佳的显色性。也就

是说，色彩能够以合适、良好的方式呈现。但随着 LED 灯的普及，

色彩发生了变化，各种表面变得丑陋而死板。过去几年我们使用的 

LED 灯质量还不错，但不幸的是，它们比现在随处可见的、我所讨

厌的垃圾 LED 灯贵得多。我认为他们的确是视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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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点让我感到不满的是，我们现在开始通过各种 LED 颜色

控制和变换选项，毫无道理地使用浓烈的色彩来污染我们的世

界。我们身边有许多漂亮的颜色，但应该合理使用。

不仅是光，在生活中的许多领域，我们现在都在同时使用数字和

模拟技术。比如餐厅桌子上的蜡烛，可能会与 LED 环境照明混在

一起，或者日光对计算机屏幕的影响。您是不是觉得自己更加专

注于实现数字和模拟技术之间的平衡？

  是的，这让我们需要考虑很多东西。刚开始时，唯一的条件是

提供一定的照明量，设计师可以在不考虑日光的条件下完成所有

计算。随着计算机屏幕的普及，即便是日光也开始成为一种影响

和干扰因素，所以人们开始给工作室装百叶窗。而现在，研究结果

表明日光和昼夜节律对于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合理地使用这项

技术以及我们所拥有的数字化元素将帮助我们保持健康和快乐，

而不是成为周围数字化设备的奴隶。

我认为现在人们已经开始这么做。比如，我的智能手机上有一款

应用程序可以根据昼夜节律调整屏幕光线 — 它会在晚上滤除亮

蓝色光线。

  的确如此。我们在这方面的意识越来越强，照明设计师在这

方面的意识也越来越强，开始与医学研究者合作研究昼夜节律

以及照明对我们的身心影响，这是一件好事。但还有另一个有关

数字化的严重问题：需要每两年更换一次的不只是 iPhone，灯具

也是如此。在不久的以前，灯具外壳的耐久性还是 20 年左右，而

现在，由于技术日新月异，整套灯具不出几年就要全部丢弃。LED 

可以有很长的使用寿命，但每当我们设计出更高效的 LED 时就

会更换原来的 LED。之前，我们只更换灯泡。现在，我们会把整盏

灯扔了。

“研究结果表明日光和
昼夜节律对于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

乌尔里克·布兰迪

熠熠生辉
反射的光芒令梅赛德斯—
奔驰博物馆的内部空间显得
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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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

我曾与索恩照明公司的高级董事伊恩·麦克雷 (Iain Macrae) 进行

过一次有趣的谈话，我们讨论如何使用照明来控制大型体育馆里

的人群，利用人类在密闭空间中会朝光线较亮的地方移动这一天

性来将人们引向出口。控制人们的移动和客流量也是您工作的一

部分吗？

  是的，我的工作涉及到控制人的移动。反过来，我还要帮助人

们的眼睛从亮处到暗处后适应黑暗。照明设计中有太多的细节需

要注意。比如零售店，要设法通过明亮的背景墙鼓励人们注意到

这家店开着、可以进入，以此吸引人们走进商店。

再回到餐厅内饰这一话题，在打造完美的餐厅或餐室氛围时，是

否存在照明方面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

  没错，主要涉及的方面有照明的色温和照明点的高度：光源

越低，就显得越惬意。人类发明电灯只有 100 年左右，在人类出现

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对于夜间照明的记忆都来自地板上的

火炉！所以，较低的灯光会让围桌而坐、共同进餐的人们感到更舒

服。桌子上的蜡烛让我们感觉良好，因为数千年来，它一直是我们

社交体验的一部分。我们在人行道区域等地方使用较高照明点，

距离地面约 4 米，同样，这比马路、体育场等地方的高达 8 到 16 米

的照明点更舒服。

人们不是真心喜欢待在这些高挂的灯下，对吧？这样的灯光让人

感到处在众目睽睽之下，而想朝着较低光源迁移…

  的确如此。人们希望坐在或待在灯光较低、较温暖的地方。但

在办公室里，天花板上的间接灯光会让人感到更舒适。如果在白

天工作，那就需要让其中一部分亮度与同一时间的室外亮度相

当。将这种间接光与距离较近的直射光相结合才是最舒服的，尤

其是在有雾、光线较暗的日子里。这会给人带来一点新鲜感，让人

更清醒、有良好的工作状态。

您认为照明行业与照明设计师面临哪些巨大挑战？

  设计师需要了解自然光是我们的良师，需要在我们负责照明

设计的建筑中引入更多自然光，因为我们的确需要自然光。我们

还需要寻找更恰当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技术上能怎么做就怎么

做。我们需要更加注重光的质量，而不是只关注价格和能效。如果

一个空间实现了全世界最高的能效，但这个空间却让人不舒服，那

就帮不到任何人。不幸的是，能效最终会成为高质量的敌人。另一

个挑战更加实际：客户的确需要进一步认识到光的重要性。许多

客户认为光不是建筑的整体组成部分，而只是点缀。在我看来，光

是建筑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能真正提升空间，让人们在里面

感到舒服和健康。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ulrike-brandi.de
www.brandi-institute.com

抽象空间

光线掠过鹿特丹中央火车站大厅高处的倾斜平面。 
28,000 平方米的屋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面积被太阳能板所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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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

建筑师克劳迪奥·拉泽里尼 (Claudio Lazzerini) 和 
卡尔·皮克林 (Carl Pickering) 建立起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 

的巧妙联系。他们的作品平衡了对事物本身的敬意与修补的 
设计理念，截然不同于“archistars” (建筑明星) 的个人主义设计风格。

文：Fiammetta Bonazzi

当树屋遇见鲍豪斯学派 
这座正方形的小屋仿佛悬浮在意大利
托斯卡纳方圆 33 公顷的乡间。建筑师
的构思是希望这座小屋与自然环境水
乳交融。

回归本源

18



 摄
影

：C
liv

e 
N

ic
ho

ls



 摄
影

：G
ill

es
 M

ar
tin

-R
ag

et
 ( 左

) ，
M

at
te

o 
Pi

az
za



Concepts

在历史的长河中，建筑师一向肩负着以最实用、最负责的方式设计

人类住所的社会任务。建筑师所带来的巨大文化影响不仅限于住

宅和市区空间，还覆盖更广泛的范围，甚至包括汇成日常生活的

大小物品。

  两位来自罗马的设计师 — 克劳迪奥·拉泽里尼 (Claudio Lazzarini) 

和卡尔·皮克林 (Carl Pickering) 完美诠释了这一职业的多面化，植根于

古文明的同时完美融入当代审美。

  他们在 1982 年开设了自己的专业工作室 — 拉泽里尼·皮克

林建筑设计室 (Lazzarini Pickering Architetti)。在长达 34 年的工作

中，拉泽里尼和皮克林在为数众多、种类各异的领域不断开拓，包

括私人住宅、餐厅、办公室、商店、酒店、水疗中心乃至家具，以及私

人飞机及游轮的内部装潢。当代设计典范、豪华游艇 Wally Power 

118 就是其中一例。他们获奖无数，包括 AR + D 大奖、金罗盘奖、

联邦德国设计金奖和千禧年设计大奖。他们始终朝着一个明确的

目标共同努力：“在设计时，建筑师必须对客户以及所工作的场所

怀有最大的敬意。人们应该能够感受到建筑师的风格，但这绝不

应成为最主要的元素，”克劳迪奥·拉泽里尼说道。他于 1953 年出

生在罗马，毕业于罗马大学 (La Sapienza)，师从意大利顶尖城市规

划师之一 — 卢多维·夸罗尼 (Ludovico Quaroni)。

卡尔·皮克林出生于 1960 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悉尼人，于 1980 年

来到意大利；他毕业于威尼斯建筑大学建筑系，这所大学拥有大

师基诺·法利 (Gino Valle)、马西莫·斯科拉瑞 (Massimo Scolari) 和

彼得·艾斯蒙 (Peter Eisenman)。2004 年，在第九届威尼斯双年展

国际建筑展览会上拉泽里尼·皮克林建筑设计室展出了两个项

目：南波尔扎诺的 Bad Dreikirchen 酒店和波西塔诺的别墅。如

今，他们只接待私人主顾，而且 60% - 70% 来自国外。公司与芬迪、

华伦天奴、万宝龙、沃利和费列罗等重要客户均有合作。最近，拉

泽里尼·皮克林建筑设计室为 Marta Sala Editions 家具品牌设计

了一个家具系列，还为米兰的 Galleria Rossella Colombari 公司

设计了定制限量版家具。

  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接过公共项目，原因何在？“意大利

有许多优秀建筑师，但总的来说，建成的建筑整体质量还不高。与

众不同的案例屈指可数，比如城市天际线在五年内获得极大改观

的米兰，但数量还是太少，”拉泽里尼说道。“问题在于公共建筑常

常承包给与政府关系非常‘铁’的几家小型建筑公司。因此，几十年

来，他们不断以相同的方式建造，没有任何文化项目，”卡尔·皮克林

补充道。“比如罗马，它的建筑数量在过去十年增加了一倍多，却看

不到任何高质量的建筑，所有的建筑都如出一辙。”

  而在其他地方，在欧洲，在国外，这一情况已经大有不同，拉泽

里尼和皮克林的众多国外项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些项目受到

了私人客户的青睐，也被当地政府视为典范。南非班特里湾悬崖

上的别墅群便是如此，被称为“Bluff”的建筑更是如此。这座建筑位

于距离伦敦 45 分钟车程的地方，俯瞰多风的奇尔顿谷。这是一座

透明的住宅，就像是一个完美镶嵌在景色中的大型阳台。

机动游艇
闪闪发亮的黑色船体令这艘高速机
动游艇 Wally Power 118 俨然成为一
架隐形飞机。船的内部主要采用纯粹
主义设计和白色柚木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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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庄园
奇尔屯丘陵风景区内的这幢别墅坐
落在风景如画的开阔地中，仿佛绿洲
中的一座凉亭。

“我们在一个由小村庄组成的乡村地区工作，这些村庄中的资产阶级

建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卡尔·皮克林表示。“客户要求我

们拆除旧的小屋，重建与过去毫无关联的新住宅。我们设计的密

斯式玻璃屋由两个大‘箱子’和一间中央密闭室组成，中央密闭室

用于存放客户收藏的家具、陶瓷、绘画和雕塑。起居区域通过一套

能够在外立面上打开、使其更具有活力的面板与外界和周围的大

自然相连。为了进一步加强与自然环境的融合，这幢住宅刻意设

计在低于大门的水平位置上，在四周围了一圈树篱。从远处看，越

过绿色的帘幕，房子仿佛悬浮在山上。

  另一个类似的项目是位于苏格兰的 Gin Head，客户要求拉泽

里尼·皮克林建筑设计室将一个在 1984 年拆除的二战雷达站改建



Concepts

成一个高级住宅群。“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必须考虑让人们能够看

见悬崖和坦特伦城堡遗址，”卡尔·皮克林解释道。“我们牢记这一

点，设法通过我们的项目治愈千疮百孔的景色，沿着悬崖部署绿

色元素，创造出匹配中世纪城堡轮廓的体积。这在新建筑和旧建

筑之间制造了某种对立。”

  此外，拉泽里尼·皮克林建筑设计室的每一件作品都从仔细研

究地方风俗、地区精神以及历史、传统和人文景观开始，使之成为

每一座新建成的地方特色建筑的基础。这一做法平衡了对事物本

身的敬意与修补的设计理念，截然不同于“archistars” (建筑明星) 

的个人主义设计风格。

“现代建筑不再有自己独特的基因，因为它已失去了对历史和地域

的归属感，”拉泽里尼表示。“战后建筑依然保有自己的特色，但如

今我们的城市已充斥着糟糕的‘剪切和粘贴’型建筑，而郊区也都

成为了毫无个性、千篇一律的地方。可能我们的错还在于滥用了

互联网，网络实现了设计语言的全球化，但同时也带来了设计变得

平庸的风险。”

  幸运的是，现在也有一些相反的例子。“我发现由赫尔佐格 

( H e r z o g )  和 德 梅 隆  ( D e  M e u r o n )  设 计 的 米 兰  F e l t r i n e l l i 

Foundation 新大楼就与市区环境水乳交融。大楼看上去就像是一

个玻璃金字塔，与 Porta Volta 的城墙相呼应，并衬托出米兰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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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

性建筑米兰大教堂的轮廓，”拉泽里尼说道。“我还要提一下由 

Park Associati 设计的位于波尔扎诺的沙乐华总部大楼，其造型、

材料和颜色都与周边群山珠联璧合。沿着布伦纳高速公路，伊泽

尔防噪音屏障保护着小村庄并支撑着一面光伏墙。这是一个刻意

突出市区高速公路路线、看起来像是一个景观艺术装置的鲜明元

素；但它也有着实际的用途和显著的环境可持续发展作用，”皮克

林补充道。

  重建还是翻修？“意大利拥有全球约 65% 的艺术遗产，我们可

以反其道而行之，停止建造，而对公共和私人建筑领域采用另一种

办法：整修现有的建筑，根据当代标准进行重新设计，”克劳迪奥·拉

泽里尼说道。“只有结合当地的商业、工业和传统，尤其是改变历史

遗产观早已过时的监管机构的官僚主义限制，才能开展这种建筑

修补工作。”事实上，“继续建立和创建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巧

妙联系非常重要，”卡尔·皮克林补充道。

在托斯卡纳的阿尔真塔里奥，拉泽里尼·皮克林建筑设计室翻修了一

幢历史建筑，建筑的玻璃副楼伸向长满圣栎和松树的山谷，通过一

条“为保护野生仙客来而设计的”木质走道可以抵达。在罗马和博

利厄 (法国)，他们使用现代而古典的家具和高科技材料翻新了一

幢老式住宅，将其改造成两套古典公寓。他们在索非亚的一座十

一对极富创意的搭档
克劳迪奥·拉泽里尼 (左) 和澳大利亚
人卡尔·皮克林于 1982 年在罗马成立
了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在墨尔本，他
们共同设计了 GAS 餐厅的透明内饰。

24



层酒店、罗屈埃布兰的一幢别墅以及其他目前正在建造的项目 

(包括圣莫里茨的一幢 2,000 平米木屋、翁布里亚的五幢别墅、托

斯卡纳的两幢别墅和贝鲁特的一座度假村水疗中心) 采用了相

同的方法。

  “创造前所未有的建筑、能够完全自由地工作和思考，这是客

户和建筑师所能享受到的最大奢侈，”拉泽里尼和皮克林总结道，

“最棒的项目？永远是下一个。”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lazzarinipickering.com

都市典雅
在罗马的一间公寓内，历史风貌与大
理石地板和配件结合得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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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幻照进现实

比钢更坚硬，比莱卡更有弹性，比羊毛更柔软 — 在一系列创新材料中， 
仅一种就能集这些神奇的属性于一身，它们将改变人类世界。概述。

文：Tobias Moorste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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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the Future

新宇宙 
随着自然资源的日渐稀少，人们对新材料的需求空前高涨，因此也产生了许多开发新材料的机会。与此同时，对未来应用材料的需求
也同样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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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技术史学家罗伯特·弗里德尔 (Robert Friedel) 表示。“铝

最多是应用在飞机上，但是它在人们痴迷于这种材料的十九世纪

初还未出现。”

  弗里德尔所发现的新材料公共效应的规律是：“材料越具有

创新性和突破性，我们越难搞清楚到底应该将它运用在哪里。”

  但由于三菱等公司在研发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如今这些工

艺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之前。2002 年，海姆表示：“我们一开始制造

的是石墨烯的亚微米片。“我在 2009 年时从来没有想过，仅仅一年

以后人们就能制造数平方米的石墨烯。”

“发现神奇材料” — 像这样的标题和爆炸性新闻一般都用于宣布

新材料的面世。

▪  2013 年，莱斯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将纳米管成功地旋转成一根

具有导电性且非常坚固的线。全世界的媒体再次引用了科幻小

说作家亚瑟·查理斯·克拉克 (Arthur C. Clarke) 在其 1970 年代

的小说《天堂喷泉》 (Fountains of Paradise) 中所作出的预言：

“最后，我们能够建造太空升降机，或者叫做轨道塔。因为在某种

意义上，这是一座塔，直冲云霄、望不到头…”

▪  2015 年，荷兰家具设计师卡尔·德·斯梅特 (Carl de Smet) 展示了

能够自己组合和搭建的家具。为此，他使用了一种来自三菱重

工的特殊聚亚安酯。如果这种材料被加热到 70°C 以上，其分子

结构就会重组 — 而一堆白色塑料就会变成一把摇椅。在弗劳

恩霍夫研究所，研究人员已在构思一种飞机，这种飞机不仅会在

空中滑翔，还能像鸟一样适应气流，甚至能折起机翼。

▪  加州的生物技术创业公司 Bolt Threads 在推出自动塑型家具

后不久宣布：公司已在实验室中成功制造出蛛网。“它比钢更坚

硬，比莱卡更有弹性，比羊毛更柔软，”Bolt Thread 公司首席执行

官丹·维德迈尔 (Dan Widmaier) 非常高兴地说道。该公司想象着

这种新材料将被用于制造新的功能服，并掀起一场建筑革命。

为什么不让蜘蛛机器人在未来为我们织出整幢大楼？今年，斯

图加特大学的专家已使用这种方法为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

伯特博物馆建造了一座展馆。

  这些梦想看上去很美，但它们还不会成为现实 — 至少它们

不会完全像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样成为现实。大多数情况下，一

个开天辟地的发现必须等到适合其存在的环境出现，历史学家塞

勒斯·莫迪 (Cyrus Mody) 说道。“必定存在某个特殊的时刻，各种技

术之间的联系导致人们行为发生改变。”他说道。

托马斯·皮克勒尔 (Thomas Pichler) 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他不相信

天花乱坠的广告语和特效。因此，他在笔记本电脑上使用问号键

的频率大大高于感叹号。不过，这位维也纳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无

法掩饰自己对“我们发现了科学家们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寻找的

材料”这一成果的骄傲之情。2016 年春，皮克勒尔的跨国团队在科

学期刊《自然材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阐述了他们首次生产出稳

定碳炔的方法。碳炔是一种由碳原子链组成的一维材料。

  化学家阿道夫·冯·拜耳 (Adolf von Bayer) 早在 1885 年就已预

测了碳炔的存在。他认为这种物质比石墨烯或金刚石更硬、更坚

固。“理论上，这种物质有着非常有意思的特性，”皮克勒尔说道，“而

现在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系列实验。”皮克勒尔希望避免对这种

新材料进行大肆宣传。在我们的对话中，他多次强调：“我们距离量

产和工业应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不久前，《经济学人》中的一篇文章中将二十一世纪初称为

“材料研究的黄金时代”。科学家目前正在探索更高性能的物质、合

金与合成物。即使是根据既定情况改变自身形状或者能够自我修

复的智能材料也将成为可能。尽管许多新材料还无法投入使用，但

这篇《经济学人》文章的作者希望其中一些材料“能够改变世界”。

  2002 年，物理学家安德烈·海姆 (Andre Geim) 发现了材料石

墨烯，但这一发现多多少少是个意外。石墨烯是一种碳层，它的厚

度与一个原子相当在原子力显微镜下，石墨烯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由六边形组成的网格。由于这一独特的结构，电子能够畅通无阻

的通过这一网格。石墨烯的导电性比铜高 1,000 倍，强度比等量的

钢高 150  倍。2010  年，海姆和他的同事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 

(Konstantin Novoselov) 凭借他们的研究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

奖。2013 年初，与石墨烯相关的专利已超过 8,000 个，包括充电电

池、柔性显示器、超级计算机以及具备太阳能电池功能的窗户和

建筑涂料等。这些产品目前均未上市。

  新材料面世后，研究人员要为其找到合适的用途才能让它真

正改变世界，这是很长、很曲折的一段路。研究人员常常不得不绕

弯路，有时候他们甚至永远无法达成目标。瑞典化学家永斯·雅各

布·贝采利乌斯 (Jöns Jakob Berzelius) 在 1824 年就对硅元素进

行了最早的描述，但在距此一个多世纪以后，人们才开发出第一

个半导体。铝也是在 1820 年代被发现的，它被誉为一种神奇的物

质，因为它具有其它金属所没有的属性。铝重量轻，有光泽，不会

生锈并且具有导电性。最初，铝只被用于制作首饰。虽然人们在 

1880 年就实现了铝的工业化生产，但是“他们仍不知道该将它用

“ 必定存在某个特殊的时刻， 
各种技术之间的联系导致人们行为发生改变。” 
塞勒斯·莫迪 (Cyrus Mody)，技术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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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科幻小说 
新材料可以自我修复，甚至在必要时改变自己的形态或形状。

  在二十一世纪初，亚琛和德累斯顿 (德国) 公司的研究人员开

发出他们称之为“织物混凝土”的材料。他们使用了一种只比钢厚

几毫米、硬度却比钢高六倍的特殊碳纤维基层，以此取代在钢梁

上浇筑混凝土。“织物混凝土板可能会在中期取代钢筋加固混凝

土，”碳混凝土复合材料 (C3) 项目负责人弗兰克·席拉德兹 (Frank 

Schladitz) 表示。该项目计划在市场上推出这种新材料。从现在起

到 2020 年，C3 将从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门获得 €4500 万欧元

资金。这使该项目成为欧洲结构领域的最大研究项目。

  “我们正处在合并阶段，”弗兰克·席拉德兹表示。他的同事在

实验室中耗费了无数时间，研究到底哪些材料能够接合、以哪种方

式接合以及如何结合。“这是一个不断试验和犯错的过程，”他说

道。“研究人员需要这种自由来最有效地开展工作。”

使用这种碳纤维强化混凝土建造的独栋住宅的墙壁厚度只需几厘

米即可。建筑的外立面厚度也只需两厘米。这样就能节省多达 

80% 的建筑材料，席拉德兹表示。此外，建筑的寿命会更长，这是因

为不再使用最终会生锈的钢。使用这种材料的一个项目已经获得

了施工许可证，第一座人行天桥已经竣工。使用这种材料还有可

能创造全新的建筑形式，包括弧形和拱形。尽管如此，席拉德兹却

指出：“只有我们说这种材料好还不够。这些建筑到头来必须具有

高成本效益。”

  Gartner 技术公司已开发出一种名为“技术成熟度曲线”的分

析工具。这种图形看起来像是小写的“r”。发明从“技术触发期”开

始，迅速上升到“期望顶峰”，然后下降到“幻灭期”，随后，在发现实

际应用后，缓慢爬升到“生产高峰期”。碳炔距离生产高峰期还很

远。托马斯·皮克勒尔有所保留是对的。他表示“对于一种材料的过

高期望会让人们大失所望，从而过快放弃这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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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密歇根湖畔的巴黎第 16 区。
在芝加哥的一间起居室里，现代主义灰
泥天花板与加莱里·戴勒 (Galerie Diurne) 
为让—路易·德尼奥 (Jean-Louis Deniot) 制
作的地毯相映成趣。摇椅出自吕西·安罗
林 (Lucien Rollin)，青铜羊皮咖啡桌出自
艾尔维·凡·德·司特拉顿 (Hervé Van der 
Strae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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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

巴黎室内建筑师让—路易·德尼奥 (Jean-Louis Deniot) 通过大量使用单色
以及浓郁的法式风格营造出电影般的效果。

文：Elke Reinhold

微调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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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

结构主义与戏剧 
巴黎圣哲曼的楼梯，带有普埃纳铁艺制品公司定制的“折纸手工”镜，集雕塑、镜子和灯于一体 (左)。 

这座由 Henk op ten Berg 制作的青铜雕塑被放在让—路易·德尼奥设计的更衣室里。 
玻璃门的背景是反向玻璃画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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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极简主义…” — 这个词让许多人哭笑不得。但让—路易·德尼

奥认为这个词非常适合自己，甚至应该出现在他的主页上，与“折

衷”、“经典”、“神奇”和“自然”等词平起平坐。他是这样解释的：“我当

然不是一个极简主义者，但我也绝对不是一个极繁主义者。”可能

这就是他在全球取得成功的秘诀：与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截然相反，

你很难将他进行分类，他也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这些人“对

‘国际褐’这一颜色冷嘲热讽，但却没有意识到他们一模一样的纹

身、胡子和沙发并没有形成任何个人风格，完全是随大流而已，”他

说道。

  灰色及“国际褐”大师让—路易·德尼奥喜欢平淡的对话，而且

毫不惧怕两极化。此外，他从不以取悦每一个人为目标。当一位潜

在客户表示自己不喜欢他的设计时，德尼奥回答道：“那就更好了！

这本来就不是专为你设计的。这是为一些非常特别的人所设计的，

这设计让他们神魂颠倒。还好你不喜欢它，因为你不会从我这里得

到它。如果你看到喜欢的东西，一定要赶快多看一眼，因为你同样

无法从我这里得到它！”

  自一开始，这位 42 岁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就规定自己绝不重复

制作同一件作品 — 这是出于对客户的尊重以及复制品没有灵魂

这一理念。尽管如此，络绎不绝的客户从世界各地前来造访他位于

巴黎的工作室。折衷、装饰精美的纯法式风格室内装潢显然符合大

众的品位。另一方面，他坚信在香港装修和装饰的室内空间不可能

印度的巴黎
新德里一幢私人住宅的客厅，家具由让—路易·德尼奥
量身定制，天鹅绒布料来自皮埃尔·福雷 (Pierre Frey) 
(下)。巴黎贵族酒店中的一座克里斯托半身像；新德
里入口通道的设计灵感来自英国建筑师埃德温·路特
恩斯 (Edwin Lutyens)，他曾参与这座印度大城市的设
计和建设 (右上)。

与纽约完全一样。他能够同时管理 20 个项目，覆盖的地点包括比

佛利山庄、曼谷、迪拜和新德里、博拉博拉岛、卡普里岛、科西嘉岛、

纽约、伦敦、莫斯科和伊斯坦布尔。他绝不会依靠运气。在一个全球

资深工匠网络的支持下，他会从每个项目的初始设计阶段开始监

督，直至确定烛台上蜡烛的形状和颜色。

  同时，他会与 Jean de Merry、George Smith、Collection Pierre、

Pouenat、Bronze d’Art français、Baker 和 Marc de Berny 等设计公

司在灯具、家具、面料和其他设计对象的项目中开展合作。他的大

多数客户都是私人推荐、追求绝对完美的个人。



Style

德尼奥在 25 岁的时候第一次受到关注，当时他还是巴黎装饰艺术

博物馆 (École Camondo) 的一名学生，这是一所位于巴黎的私人

设计和室内建筑学校。他的第一个项目来自一对从事法律业务的

芝加哥夫妇，这对夫妇在他做小型咨询工作赚“外快”时偶然遇见

了他。

  最初，德尼奥的父母对儿子的职业理想不以为然 —  虽然他

在三岁时就已经开始重新装饰他的卧室了。“我来自一个非常传统

的法国家庭。我妹妹的卧室是粉红色的，我的是蓝色的，家具是可

怕的新洛可可风樱桃色家具，床的上方挂着一幅耶稣画像。当然，

我被禁止在墙纸上钉任何东西 — 这是一张带有白色小树叶的蓝

色墙纸。”他开始建造阿里巴巴的山洞。在 12 岁时，他已能够善于

使用在当地古董店发现的或从垃圾车中“救出”的布料和物品创造

自己的世界。摆弄各种颜色和明暗、表面和纹路，玩转“拥有美丽能

量的东西”成为了他的最大爱好。他开始制作模型，后来在 13 岁

时，他在学校图书馆发现了一本关于室内装潢的杂志。首先是杂志

本身激发了他的热情；其次是有人能够从中赚钱。

健康的自信
面对“室内装潢师”称谓毫不畏惧。让—路易·德尼奥，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和家具
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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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摄影艺术遇见民间艺术
手袋设计师南希·冈萨雷斯 (Nancy Gonzalez) 的哥伦
比亚起居室，伊夫·克莱因 (Yves Klein) 所设计的桌子
上摆着前哥伦布时代的物品，复古的落地灯由加埃塔
诺·斯科拉里 (Gaetano Scolari) 和斯提诺沃 (Stilnovo) 
设计，还有一张坎迪德·霍夫 (Candida Höfer) 拍摄的
巴黎卢浮宫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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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

家
德尼奥的巴黎公寓：他收藏的普埃纳黄
铜长椅、瓦蕾丽·贝兰绘制的黑白肖像画、
出自菲利普·安戈之手的石灰石雕塑，裱
以金色画框的十八世纪肖像画。

38



稳重大方：
哥伦比亚客厅的细节。出自奥尔
加·德·阿马拉尔 (Olga de Amaral) 

之手的金色挂毯；使用了 Romo 
布料的家具。

  崇拜法国的芝加哥夫妇最终委托他装修他们的巴黎小公寓。

在德尼奥以出色的成绩从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毕业后，这对夫妇

又再次委托他彻底改造他们位于芝加哥的 465 平米住宅。

这项工作成为了他事业的开端。自那时起，他就一直忠于自己的原

则：在开始装修前先完善平面图。他的目标是“尽量不把房间当成

一个白盒。”每个项目的细节都经过精密的规划：对墙和门进行移

位，对比例进行调整，对层高进行修正，增加了壁炉，对照明和声音

进行分析。

  这么年轻就受到如此大的信任，这使他有信心在 2000 年毕业

后开设自己的“让—路易·德尼奥小陈列室”工作室 (Cabinet Jean-

Louis Deniot)。工作室位于巴黎 Rue de Verneuil 大道，由他的妹妹

维吉妮 (Virginie) 经营。

  他为什么总能对客户挑挑拣拣？他将原因归结为自己表明了

对古典主义的喜爱：“通常，一名毕业生能够获得一个项目并不是

因为他有多么与众不同，而是因为他知道如何装修和装饰一幢路

易十六公寓。”在他看来，当前极简主义风潮的优点仍停留在出色

的理论上：“坦白地说，极简主义的理念很好，但实际上它并不适合

住宅。我们的身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  衣服、特殊的锅等，我们

喜欢把这些东西放在身边。我们生活在各种物品之中。在不注重细

节、空空如也的地方，我们的灵魂也会消失。”德尼奥的哲学往往截

然相反：“我喜欢沉浸在一个房间的氛围中 — 这种感觉就像是你

可以赤裸着进入这个房间，但却没有赤裸的感觉，反而感到舒适、

有安全感。”

  他认为将古董、现代设计、独特物件以及当代艺术并置是抽象

和学术的完美交汇点：“这能将不同的潮流融合在一起，回归到根

据当今标准全新诠释的伟大法式装饰传统。”并且他完全接受有些

人将他称之为“装潢师”。“我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建筑师、装潢师和

家具设计师。我与许多同事不同，我觉得被称为装潢师并不是一种

诋毁。我对我的创意和品位非常自信。”

  在他那所大小 110 平方米、可以听到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钟

声的公寓内，他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折衷风格。门厅有月光色的丝绸

窗帘、卡拉拉和雪花白大理石、刷成仿大理石色的墙、一张他收藏

的普埃纳黄铜长椅、一幅瓦蕾丽·贝兰 (Valérie Belin) 绘制的六英尺

高黑白肖像画、一座出自菲利普·安戈 (Philippe Angot) 之手的 

1990 年代石灰石雕塑以及厨房门上金色画框中的一幅十八世纪

肖像画，厨房门采用的是银箔板材。他将公寓命名为“即兴诗歌”。

  他根据可可·香奈儿在康朋街的公寓以及她在一生中住过最

多次的丽兹酒店套房为香奈儿的顶级珠宝展设计了一个套房。“要

避免照搬！”这是他的口头禅。“使用细腻的浮雕、颜色和错综复杂

感表现香奈儿的个性，而不是为她画一幅肖像画。”比如，一个戴罗

勒 (Deyrolle) 制作的白色孔雀玩偶令人想起这位时尚界标志性人

物的“优雅与美丽”以及她著名的钻石羽毛胸针，而绸缎沙发上的

艾尔维·凡·德·司特拉顿 (Hervé Van der Straeten) 的旭日纹镜子则

令人想起与可可·香奈儿合作过的多位艺术家：达利、伊瑞布、毕加

索、贾科梅蒂、科克托。德尼奥设计的水晶盆景和靠在客厅墙上的

丝绸花纹房间隔断则体现了香奈儿的高雅品位以及对乌木屏风

的喜爱。

  他的爱好之一就是解决装修和装饰一个大空间所遇到的挑

战。“你需要了解大客厅的功能：你要在那里接待客人，所以你得展

示最好的画、最好的家具；而且你需要安排不同的座位。客厅是你

向客人展示你自己的地方。它也是你个性的延伸。”

 

更多信息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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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te

概念艺术
巴黎 Restaurant A.T. 餐厅的田中敦 (Atsushi Tanaka) 被称为餐饮界的毕加索。与那位著名艺术家一样，田中也被迷彩色深深吸引。 

在他的作品“迷彩”中，生鲭鱼或红点鲑被隐藏在颜色深浅不一的绿色杜松子或欧芹薄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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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美食也是一种艺术的话，那么谁是艺术家呢？仔细看一下全球

排名前 50 的餐厅以及这些餐厅主厨的作品，就会发现大师级菜

肴原来如此丰富多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非常热衷于就菜

肴的材料、展示和颜色，美学、抽象甚至是形式艺术展开讨论。十多

年前，四名最具影响力的当代美食界人物 — 主厨费伦·阿德里亚 

(Ferran Adria)、赫斯顿·布鲁曼索 (Heston Blumenthal) 和托马斯·凯

勒 (Thomas Keller) 以及作家哈罗德·麦吉 (Harold McGee) 作出这

样的表述：

  “‘吃’这个动作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食物的准备和供应

是最复杂和全面的艺术。”

  许多现代主义美食的显著特点是抽象表现了所使用食材的

原有形式或质地。如同绘画一样，这种对食材或特定菜谱的抽象

表现是对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传统表现形式的一种突破。为了避免

与具体食材产生直接关联，其目标是创造一种新的背景和一种全

新、更明晰的看待食物的方式。El Bull i  餐厅的费伦·阿德里亚 

(Ferran Adrià) 正在引领这一趋势。他有意识地使自己脱离食材的

自然形式、颜色和质地。而且他这么做不是为了掩盖其外观或味

道，而是为了衬托出它的精华和纯粹的口感，并且以此摆脱陈旧理

念，以新方式来展示食材。

摆盘艺术

菜肴、展示和餐盘的交织组合是现代美食的重
要部分。当这一切都浑然天成时，出色的作品就

会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

文：Felix Watzka

  来自法国南部拉吉奥尔的迈克·布拉斯 (Michel Bras) 发明了

这种抽象表现形式。他用菜肴表现了一片附近的野花丛，将美学

与美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自学成才的布拉斯是法国最富有创造

力和影响力的主厨之一。他给这盘汇聚了当地生长的可食用香草

和花卉的美食取名为“温沙拉” (Gargouillou)。这些香草与花卉被

精心摆放在一个如同画布一般的白色大盘子中。

  这道菜十分复杂，需要准备多达 60 种原料并且将它们拼成

独特的图案。因此，每一盘、每一勺、每一口都独一无二，不尽相同；

每一位食客都能获得独特的体验并且对迈克·布拉斯“尊贵专享”

温沙拉难以忘怀。

他的基本理念 — 在丰富的彩色和馥郁的芳香中有意识地回归简约

遵循的是过去十年让新北欧美食大获成功的本土风味原则。唯美

再现食材的自然生长环境，并同时丰富了地方和季节美食理念。

与顶级葡萄酒一样，无论是在整体还是从本质上，这都是一种在

餐盘中体验特殊生态系统或地区独特性的尝试。

  “甜菜根的深土红色让精致的意大利饺呈现出如此美妙的颜

色。先要敏锐、精确地摆放它们，然后将它们小心放入奶油色芥末

冰淇淋球旁的手工菜肴深处。使用餐厅后面菜园中的黑夏至草叶



幻想、诗歌、纯粹
凹形搪瓷餐盘突出了煎蛋的简洁 (Matt Lambert，The Musket Room，纽约，左上)。卡尔加里 Market Restaurant 的 

阿历克斯·埃德蒙森 (Alex Edmonson) 和肖恩·麦克唐纳 (Sean MacDonald) 只需要半个盘子就能装下他们的杏仁奶油扇贝 (右上)， 
他们的金枪鱼仿佛在粘果酸浆和塞拉诺火腿汤中“游动” (左下)。“醉鸡”是基特·李 (Keat Lee) 创造的一道美食  

(墨尔本 Ezard Restaurant，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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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te

归约、浓缩、简洁。
放在黑色餐盘上的一道由芝麻冰淇淋、芝麻蛋糕和腌制梨子组成的甜点 (左上)。“草地羊肉” (右上) 配西洋菜和绿色草莓  

(两道菜均由美国里士满 Longoven 的帕特里克·费兰 (Patrick Phelan) 烹制)。只选最好的食材：日本和牛配鱼子酱和旱金莲 (左下)， 
由安东尼·莫苏·里瓦德烹制 (蒙特利尔 Le Mousso 餐厅)。布兰登·怀特 (Braden White) 的“粉红之云”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里面有无鳔石首鱼、酸奶油芝士、葡萄柚和藜麦 (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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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te

在海平面上
秘鲁的顶级主厨 — 利马 Restaurant Central 的维尔吉利奥·马丁内斯 (Virgilio Martínez) 使用了秘鲁所有特色食材。 

他的作品专注于表现食材的源流概念，如海洋深度等。“沙漠中的八爪鱼”代表海平面。主要成分是烤八爪鱼和紫色玉米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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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个与众不同的意大利饺上摆出小皇冠的造型。整个摆盘简

洁明了，没有任何疏漏之处。这道杰作完美地结合了美感与手艺，

但过不了多久它就会消失。我曾好几次对摆在我面前的餐盘浮想

联翩。那是几年前由哈拉尔德·拉卡 (Harald Irka) 准备的一道菜，当

时他虽然刚满 20 岁，却已是 Saziani Stub’n 餐厅的厨师长，”法罗

拉·霍曼 (Flora Hohmann) 回忆道。

霍曼本人已担任多年的主厨。今天她将作为一名菜肴设计师，为餐

厅和精品酒店设计美食。在工作中，她不仅要创造新菜品的食谱，

同时还要好好想想如何展示它们。对于霍曼来说，菜肴、展示与餐

盘的组合是现代美食的重要部分，无论你点的是放在木板上的一

片面包还是重新设计整个摆盘都不例外。因此，她和年轻的设计师

联手创造了独特的餐具，甚至将食物放在与餐桌和餐盘截然不同

的独特装置中。

  展示不仅仅是霍曼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许多主厨

而言，这是整个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在最后点缀

几下。

  “如今的主厨需要认真思考他们的地域特色以及自己工作所

在地的本土风味。霍曼表示：“因此，餐盘及其上的菜肴都必须淋漓

尽致地展现自然。颜色、形式和质地都要围绕食材的原产地。有时，

菜肴本身精简到只剩一些食材，有时它们会被摆成各种可食用的

图案。这都是为了简单、纯粹地展现原产地、生态系统以及自然的

最美之处。大自然是主厨们一直使用的主题，但大家从来没有像

现在这样对地区特色如此关注和敏感；以前，独立的食材和原料

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担任如此重要的角色。这就是这些菜肴真

正与众不同之处：它们展现了大自然的美。”

  并不是所有主厨都沉迷于地区特色。但田中敦在所有方面均

是个例外。他来自日本，他的餐厅 Restaurant A.T. 位于巴黎市中

心，他所提供的既不是日本菜也不是法国菜。田中敦的菜肴特色

展现了他的各个职业阶段，并且受到分子料理、斯堪的纳维亚菜肴

和传统法式烹饪等欧洲烹饪技术的启发。你无法将他的风格归入

某个类别，但他的烹饪技术无疑是前卫、动感而充满艺术性的。他

的每一个套餐菜都如同戏剧一般讲述一个故事，其中的每一道菜

都是整部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令人难忘的是这位年轻日

本主厨的摆盘方式：概念化、抽象化、浓烈的色彩 —  就像是立体

派和表现派大师的作品。他的导师 — 大师级主厨皮埃尔·加涅尔 

(Pierre Gagnaire) 将他称为厨房里的毕加索。事实上，他最有名的

作品之一正是基于这位西班牙画家最感兴趣的主题之一：迷彩。

在餐盘上，精致的华夫饼被摆放在无穷无尽的绿色中。藏在下面

的才是这道菜的真正主角：一块生鲹鱼片。

  法罗拉·霍曼认为，另一个展示元素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那就

是餐盘本身。就拿哥本哈根的北欧菜餐厅 Noma 来说，这是第一

家舍弃传统的白色陶瓷餐具的餐厅。食物在这里不再只是被放在

一个如同一张简单画布的表面上；相反，这个表面成为了菜肴本身

以及背后故事的一部分。如果要重现食材的自然原产地，瓷器的

选择对于一道菜的展示而言则将至关重要。可能会选择一个有机

形状的赭石色陶器碟子或是一块覆盖苔藓的大石头组成菜肴故

事中的自然元素和场景的一部分。波兰陶艺家马格达莱纳·卡鲁娜 

(Magdalena Kałużna) 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她为新北欧美食的大师

级主厨设计和制作餐具。她的作品已成为这项运动取得成功的一

部分，因为它们为其本土风味理念提供了完美的背景。

  餐盘的材质、颜色和形状都影响着我们对一道菜的印象和所

产生的联想。当一切都水到渠成时，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充分展现

自然之美、只看一眼就让我们无法忘怀其食材的伟大作品。当我

们真正品尝到这些食物时，它们就成为梦幻料理。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gaggenau.com/zz/the-gaggenau-experience/essays



物联网的世界



Concepts

一个通达的世界 
卡洛·拉迪的交互式家具模块“Lift-Bit” 

由一个特定应用控制 (左和右)。 
这位设计师还以交互式超市  

(2015 年米兰世博会) 与海洋量子号 
邮轮上由机器人控制的“仿生酒吧”  

(上，右) 成为公众焦点。

名教授，同时也是位于都灵的 Carlo Ratti Associati 设计公
司的创始人，他的使命是为这一静态关系带来变化。为何
建筑不能与人类互动？为什么一件家具无法根据主人的需
求改变自身的形状和功能？简而言之，为何世界不能变得
更有活力？这样，人们不仅能够适应物品，而且物品也能根
据人们的需求进行自我调整。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抽象？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在最近
的米兰家居展上，卡洛·拉迪展示了一件名为 Lift-Bit 的家
具，这件家具是由他的设计公司与制造商 Vitra 联合开发
的。这件家具由能够以多种方式组合并且高度可调的六角
形模块组成，可以通过一个特定应用精确地操控它们。创

如果要简要概括意大利设计师卡洛·拉迪的设计理念，我们
可能最先想到的是一个古老的模拟世界，在这里，人类周围
的家具、建筑、甚至城市都是固定栖息地。这里的“固定”是
指“不变”。在造了一幢房子后，你就能住进去。你可以将家
具移动到不同的位置，但家具本身的形状、性质或功能不会
改变。相反，卡洛·拉迪，这位波士顿名校麻省理工学院的知

卡洛·拉迪 (Carlo Ratti) 是全球最富有创造力和创意的设计师之一。他能被这样冠名的
原因并不在于他的设计有多么漂亮，而是因为他在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完全重塑了
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且提出了一些新颖而令人惊奇的设想。

文：Hendrik Lake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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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对象之间有无数种连接方式。通过物联网，人类和机器
之间以及对象和用户之间的联系正变得越来越无缝和直
观。或者说，这些联接变得越来越自然。这对于人类和机器
或者家具、浴室或整幢办公楼等物体而言都是一大优势。
  卡洛·拉迪、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和他的团队正凭
借惊人的创造力，在各种领域探索这些新的可能性。目前，
他们还在做一些开拓性的工作，但相信他们的奇思妙想将
在不久的将来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arloratti.com 
dusp.mit.edu/faculty/carlo-ratti

远见卓识 
卡洛·拉迪所设计的  

ABB Free Pixel 是一部 
由机器人控制的复杂 

LED 照明系统。

  这不只是卡洛·拉迪的大胆预测，而是大型互联网公司
所得出的一个肯定的结论。冰箱能够发出牛奶告罄的警告，
并自动将牛奶添加到相应的应用程序购物清单中；Amazon 
Echo，一款便携式圆柱形无线扬声器和语音命令设备 — 
这些已不再只是对未来的幻想。Amazon Echo 可以按照要
求来播放音乐或广播，但它的功能还不只是这些。在连接相
关系统后，它还可以提供天气预报，显示最新电子邮件，调
整照明系统的亮度或打开暖气。设备还将拥有一个能够对 
Alexa 这个名字作出响应的虚拟机器人，这位人工“室友”可
以作为可靠的全天管家，它不仅认识每一位家庭成员，而且
还会设法满足他们的不同需求。Amazon Echo 与屋内其他

这些只是卡洛·拉迪诸多项目中的两个而已。他的许多其他
项目都致力于以更有效、更具有可持续性的方式组织市
区交通。在另一个被称为“Cool Paris”的项目中，他给出了
一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我们用一个具有制冷效果的高科
技冷却膜包裹住整个市区，以此应对全球变暖，那么将会
发生什么？在所有这些项目中，有两个方面扮演着关键角
色：通过新数字化技术和物联网采集数据。如今，我们依
然习惯于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计算机访问网络。这
在未来将被逐渐拓展延伸。互联网将会更深入地融入到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全球的连接将会变得越来越无缝，并
且网络将会像我们所呼吸的空气那样，看不见摸不着，却
无处不在。

建一把摇椅需要三个模块，一张床、一个长沙发或一张舒
适的躺椅则需要八至十个模块。
  卡洛·拉迪最近还展示了他为都灵 Fondazione Agnelli 
所作的翻新设计。他的设计理念是将这幢历史建筑改造成
一个为还在创业阶段的企业和学校提供工作区域的开放
式园区。这一设计理念的关键是为这幢建筑安装大量的传
感器。这幢建筑的每位用户都可以使用软件选择并编辑个
人偏好的室温和照明。当个人用户进入他所预订的房间，
空调就会根据个人设置自动调节。系统还能准确响应个人
需求并且节省电能，一旦人离开了房间，所有功能都将切
换到待机模式。



Concepts

气候控制 
Cloud Cast (上，左) 和 Cool Paris  
是卡洛·拉迪制定的气候变化应对策略。

“数字化技术就如空气一般变得 
越来越无处不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今天我们可以第一次实时观测一座城市了。”
卡洛·拉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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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大师
格拉西姆神父 (Father Gerasim) 掌管阿拉韦尔迪修道院 (Alaverdi Monastery) 的 

葡萄酒酿制。僧侣们只酿制有机葡萄酒，并严格按照卡赫季传统工艺使用 
大陶罐，对此他们感到非常骄傲。



Culinary Landscape

美丽的格鲁吉亚卡赫季地区气候怡人、土壤肥沃。 
当地的农民可以收获到新鲜的自然产物。 

这里的酿酒传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6000 年。 
有僧侣、蜜蜂和羊群与之相伴，这无疑会是一次令人愉悦的旅行。

格鲁吉亚 —

天堂之国

文： 
Tatjana Montik  

摄影： 
Mariam Sitchin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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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文化和特色
阿拉韦尔迪修道院的僧侣 (上) 饲养蜜蜂、酿制葡萄酒、种植多种在当今极为罕见的传统小麦。 

在泰拉维农贸市场 (下) 可以见到香肠形状的糖果“澈琦克拉” (churchkhela) 和新鲜的奶酪。



Culinary Landscape

餐桌上的乐趣 
希尔达村的亚历克斯·沙洛斯威利葡萄园 (上) 只经营了三年，却已经能够生产格鲁吉亚最好的 

半甜红葡萄酒 —“格德基玛拉乌里” (Kindzmarauli)。麦酸泥屋 (Matsoni House) 的特产是“麦酸泥” (matsoni)， 
这是一种高加索地区特有的酸奶产品，一般会拌入蜜饯、蜂蜜、干果或坚果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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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修道院院长约瑟夫 (上) 振兴了阿拉韦尔迪修道院的养蜂业。他同时经营着一所养蜂学校。 

“我们想要向当地人展示如何高效地生产蜂蜜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事业，”他说道。 
被精心修复的哲盖里城堡 (Château Zegaani) (下) 是卡赫季最大的秘密基地之一；这里的葡萄酒甘醇可口。



Culinary Landscape

清脆的黄瓜、沁人的番茄、鲜嫩的菠菜和甜菜、多汁的石榴、李子、坚果、 
香味扑鼻的青菜和异国香料 — 格鲁吉亚的菜肴是天赐的美味。 

新鲜的香草同样不可或缺，如野生百里香、芫荽、紫罗勒、莳萝以及扁叶欧芹。

格鲁吉亚人将祖国称为“上帝的国度”。为了解释这一点，他们

会向客人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当上帝将土地赐予各个民族
时，格鲁吉亚人来得太晚了。上帝十分生气。于是上帝问他
们在其他人排队领取土地时去了哪儿。格鲁吉亚回答道：
“噢，主，我们走得很慢，因为一路上都在为您的安康开怀痛
饮！”上帝说道：“你们的善良让我很欣慰。我将赐予你们山中
最美的土地，这是我原本打算留给自己的！”于是他将格鲁
吉亚这片乐土给了他们。
  事实上，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所有三个国家中，格鲁吉亚
有着最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卡赫季，它位于该国东部的
传统农业和酿酒地区，其酿酒传统可以追溯到 8,000 年前，
并在 2013 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在卡赫季地区，葡萄酒是在一种名为“柯瓦瑞” 
(qvevris) 的陶罐中酿制的。葡萄汁被放入这些陶罐中发酵，
从而让“众神的饮品”带有独特的颜色和口感：矿石般的颜
色，浓郁，混合着焦糖、香子兰和蜂蜜的味道。这种古老的葡
萄酒传统至今依然可以在该地区的每个家族、家庭和无数
古老的修道院中见到。
  卡赫季温和的气候与肥沃、富含矿物质的土壤为当地
农民提供了丰富的自然产物。如果没有这些清脆的黄瓜、沁
人的番茄、饱满的茄子、鲜嫩的菠菜和甜菜、多汁的石榴、李
子、坚果、野生香草、香味扑鼻的绿叶菜和异国香料，就没有
当地的美味佳肴。各种糕点和奶酪以及肉类料理令每一位
游客都对卡赫季的美食赞不绝口。这些菜肴非常符合格鲁
吉亚的传统：悠闲、自由地享受和追求优雅、激情、轻松惬意
的生活。

我们在初夏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开始了卡赫季之旅。我们从
第比利斯出发，沿着一条路经城堡废墟、美丽村落和神秘窑
居的直通悬崖的乡村小道，途经格姆伯利山口，前往卡赫季
地区的首府泰拉维。我们的第一站是米尔城堡 (Château 
Mere)，接待我们的是经营“温妮沃丽“ (Winiveria) 葡萄酒和
餐厅的吉亚·皮拉达什维利 (Gia Piradashvili)。在一个能够看
到大高加索山脉的露台上，我们品尝了当地一种名为“瓦
尼” (Mtsvane) 的低度葡萄酒。其名字的含义是“绿色”，这种
葡萄酒在成熟过程中使用了欧洲工艺，而不是泡在葡萄皮
上。吉亚·皮拉达什维利是一位著名的美食家，他在尝试去
现代化传统格鲁吉亚菜肴的同时也在复兴古老的食谱。他

的菜单包括各种由水果和蔬菜混合而成的酱，比如作为调
味品的甜辣椒—胡萝卜—薄荷—蜂蜜酱。他为我们准备了“什
锦菜” (pkhali)，即各种格鲁吉亚开胃菜混合菜，包括核桃酱、
香料、香草和各种汆烫蔬菜，搭配来自附近森林的松露。开
胃菜之后是新鲜的香橙龙蒿溪红点鲑。
  “我们的格鲁吉亚菜不能缺少各种新鲜的香草，比如野
生百里香、芫荽、紫罗勒、莳萝以及扁叶欧芹，”皮拉达什维
利说道。芫荽是香草之王。相比非洲和亚洲的芫荽，格鲁吉
亚的芫荽味道更淡、更温和。
  我们来到了阿拉韦尔迪修道院。这幢雄伟的宗教场所
建于公元六世纪。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马拉尼” (marani)，也
就是酒窖，该酒窖建于十一世纪，可存放 50 个“柯瓦瑞”，即 
60,000 升葡萄酒。今天，僧侣依然使用自己种植的有机葡萄
根据传统的卡赫季工艺酿制，修道院首席酿酒学家格拉西
姆神父说道。
  酿酒葡萄采摘后被放在一个由巨型树干制成的特殊
长桶中赤脚踩踏，这样不会踩碎葡萄种子。在进行这一仪式
前，僧侣们必须经历一个严格的禁食和忏悔过程。每年，修
道院会酿制多达 10,000 瓶葡萄酒。有些葡萄酒之前已在陶
罐中成熟，最长存放三年。修道院使用一种空心、干燥的葫
芦为酿酒葡萄脱脂。
  这些白葡萄酒被称为“琥珀葡萄酒” — 使用卡斯泰利 
(rkatsiteli) 葡萄酿制的白葡萄酒不仅有着焦糖和桃子般的
浓郁香气，而且还呈现出琥珀色。采用萨佩拉维 (saperavi) 
葡萄酿制的红葡萄酒因深红的颜色而被称为卡赫季的“黑
色葡萄酒”。随着口味的成熟，这款葡萄酒会有细腻的黑醋
栗、樱桃、巧克力和烟熏味。卡赫季人非常喜欢吃肉，因此他
们需要搭配味道浓郁的葡萄酒，格拉西姆神父说道。因此，
葡萄酒是僧侣饮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除了酿酒和园艺之外，僧侣们还饲养蜜蜂。经过悉心照料，他们
能够产出各种蜂蜜 (菩提花、板栗花、草地花、蜂王浆) 以及蜡
烛等蜂产品。为了延长收获期，蜂巢被转移到附近的亚高山
草甸。你在卡赫季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用车子运输的蜂巢。
  2005 年，阿拉韦尔迪修道院在经历了漫长的共产主义
时代和内战后，重新恢复了修道院的各项活动。当时，院长
约瑟夫积极地重振养蜂业。现在，他负责多达 200 个蜂巢，
能够赤手打开蜂巢而不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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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自然
勒利亚尼村的娜娜·奈斯扎什维利 (下) 和她的家人完全依靠自产作物生活。 

他们养了一头奶牛、一头小牛、几头猪、几只鸡和几只鸭。 
他们餐桌上的食物全部来自一座大花园和果园。



Culinary Landscape

  在修道院对面的麦酸泥屋 (Matsoni House) 餐厅，我们
品尝到了“麦酸泥”，这种酸酸的浓稠格鲁吉亚酸奶是这座
餐厅许多菜式的主要配料。我们喜欢它的朴素，以及上面搭
配的香气扑鼻的槐花蜂蜜和香脆可口的核桃。酸奶会和装
在粘土锅里的有机干果以及新鲜皮塔饼一起上桌。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造访了“玫瑰之村”瓦德兹斯巴尼，
这座村庄也被称为陶匠之村。当地的陶土质量举国闻名，因
此来自全国各地的葡萄酒生产商都到这里来购买制作“柯
瓦瑞”的最佳原材料。
  塔玛兹·卡劳拉什维利和他的儿子扎扎是这一古老陶
匠村落的一员。过去，女性也会制作“柯瓦瑞”，比如扎扎的祖
母。卡劳拉什维利的陶罐作坊前摆放着无数个巨大的“柯瓦
瑞”。它们中大多数都能装入 2,000 升的葡萄酒。制作一个这
样的巨型陶罐需要两个月时间。10 厘米厚的陶土层需要一
层一层地叠加，而制作一个陶罐需要叠加许多层。叠加时的
间隔时间不能太长，不然的话陶土就会变干。然后，“柯瓦瑞”
会被放入一个烧窑，以高达 200 ℃ 的温度烘烤最多两周。
  我们驾车前往晚上的住宿地纳帕拉乌里，这座村庄位
于阿拉赞河谷，这也是格鲁吉亚最大、景色最美的山谷。我
们沿着一条两旁种满古老核桃树的大路穿过了阿拉赞河，
在那里观看了日落并且欣赏到了葡萄园和大片绿色原野的
全景。到卡赫季旅游的人需要非常有耐心，因为他们经常要
停下来等待大批羊群和牛群过马路。没有人敢催促这些牛
羊。所以等我们到达纳帕拉乌里已经很晚了。我们在一个热
陶罐中烤面包作为晚餐，还做了点“澈琦克拉” (churchkhela)，
这是一种在稠厚的白葡萄汁中浸过、由碎核桃组成的当地甜

品。这种格鲁吉亚特色甜品在当地被称为“格鲁吉亚士力架”，
看起来像是一根小香肠，挂起晒干并斜切成片后就能吃了。

第二天，我们去了泰拉维的市场。农民们自豪地展示着堆成
山的奶酪、各种颜色的蔬菜、新鲜的夏季浆果、蘑菇和香草
以及新鲜的干果和坚果。在逛完市场后，我们来到了位于城
郊的一座小奶酪厂。这座奶酪厂由高佳·盖格什维利家族经
营，能够生产 60 种不同的当地奶酪。我们品尝了一种名叫
“苏琳古力” (sulinguni) 的奶酪，它有点像马苏里拉奶酪。这
种奶酪的传统做法是用烟熏或者放在红葡萄酒或蜂蜜中，
待成熟后扭转成细带状。
  我们前往希尔达村，参观亚历克斯·沙洛斯威利的农
场，他们的“格德基玛拉乌里” (Kindzmarauli) 葡萄酒去年被
评为格鲁吉亚最佳葡萄酒。现在，我们位于阿拉赞河谷中部
的“格德基玛拉乌里微区”，这里的土壤是蓝灰色的，含有丰
富的矿物质以及大量的燧石和石灰石。这里种植着酿制“格
德基玛拉乌里”自然半干红葡萄酒的萨佩拉维葡萄。这种葡
萄在大量阳光照射下能达到非常高的成熟度，因此只有通
过给葡萄降温才能停止发酵。
  我们继续开车前往拉戈代希国家公园，中途在勒利亚
尼村的娜娜·奈斯扎什维利旅馆停留。当地人从没有考虑过
吃加工食品，因为自然赋予了这片土地樱桃、苹果、李子、桃
子、坚果和无花果树、美味的蔬菜以及让乳牛生产出美味牛
奶的多汁青草。娜娜告诉我们如何制作格鲁吉亚奶酪以及
类似于意式乳清干酪的美味乳制品“珞吉” (nadughi)。我们
一起制作“霞哈莉” (charkhali)，这是一种由甜草根、香草、香

伐木是一项老少皆宜的工作
花园中的一个小烤炉用于制作各种当地美味，如奶酪馅糕点“卡恰布吉”和菜肉馅饺子“金卡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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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国 
圣尼诺女修道院是卡赫季地区最美的景点之一，这里可以俯瞰整个阿拉赞河谷 (上)。 

这座女修道院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瓦德兹苏巴尼村的扎扎·卡劳拉什维利 (下) 来自一个陶匠世家。 
当地的优质陶土被用于制作格鲁吉亚最好的“柯瓦瑞” — 巨型葡萄酒罐。



Culinary Landscape

这位王子使用法国种植技术改良了传统的格鲁吉亚酿酒
葡萄种植法。
  这座酒庄位于一座美丽而古老的花园中，可以看到整
个阿拉赞河谷和大高加索山脉。这里采用欧洲种植技术以
及传统的卡赫季技术种植当地的卡斯泰利葡萄和萨佩拉
维葡萄。使用欧洲技术酿制的葡萄酒被放在橡木桶中成熟，
而卡赫季葡萄酒则放在“柯瓦瑞”中成熟三年后才装瓶。
  这座酒庄的新主人大卫·塔图拉什维利 (David Tatulashvili) 
坦言，他的葡萄酒只适合真正的葡萄酒鉴赏家 — 每瓶葡萄
酒的价格达到 30 欧元起。但这么高的定价是有原因的。塔图
拉什维利只用自己亲自种植的有机葡萄酿造这些葡萄酒，并
且从葡萄采摘到用“柯瓦瑞”装瓶的整个过程全部手工完成。
  品酒会在一个气势恢宏、满是烛台和手工胡桃木家具
的大厅中进行。金色的卡斯泰利干白葡萄酒有着非常浓郁
的香料、李子和香子兰的香味。深红色的萨佩拉维葡萄酒口
感辛辣而浓郁，有着蔷薇果、樱桃烟熏的香味。我们在此次
美食之旅的最后时刻品尝着这些葡萄酒，完全明白了为什
么格鲁吉亚人将他们的祖国称为“上帝之国”。
 
 

酒店和餐厅

Matsoni House (麦酸泥屋餐厅)
matsonihouse@gmail.com
alaverditravel@gmail.com

Nana Nersezashvili  
(娜娜·奈斯扎什维利旅馆) 
kakhetivillagetours.weebly.com

料和被称为“特玛力” (tkemali) 的李子酱所组成的传统卡赫
季 美 食 。我 们 尝 试 的 另 一 种 当 地 特 产 是 “ 卡 恰 布 吉 ” 
(khatchapuri)，这是一种填满格鲁吉亚奶酪的糕点，我们就
在花园里的小烤炉上烘烤出这一美味。娜娜还向我们展示
了包“金卡利” (khinkali) 的方法，这是一种大而多汁的菜肉
馅饺子。“金卡利”的层数只能是奇数：19、21、23 等。
  晚上，我们在传统的格鲁吉亚盛宴上庆祝自己学会了
新 的 厨 艺 。这 时，一 家 之 长 马 克 哈 兹 做 起 了 “ 塔 玛 达 ” 
(tamada)，也就是祝酒者。祝酒必须严格按照传统顺序：敬祖
国、敬上帝、敬祖先、敬子女、敬司仪神父朋友。

我们在第二天参观了西格纳吉，这是一座被坚固的古城墙
所包围的美丽山城。距离城镇两公里处是圣尼诺女修道院 
(St. Nino)，这座大型朝圣地于公元四世纪将基督教传入格
鲁吉亚。修女拉希尔 (Rakhil) 带我们参观了修道院的花园。
花园很大，有 10 头乳牛在这里放牧和大量产奶。在一个黑
暗、凉爽、潮湿的房间里，我们看到修女们是如何种蘑菇的。
修女从不吃肉，只在节日吃鱼，并且很少喝葡萄酒。但修女
的饮食却异常丰富，因为修道院的生活非常单调，而食物则
需要为她们提供一定的慰藉，这位修女说道。每天，修女都
能喝到美味的蔬菜汤、品尝到丰富的卡赫季素食、各种特色
乳制品和“麦酸泥”、各种豆类以及来自修道院面包房的自
制面包。
  我们的下一顿饭是在西格纳吉”菲森之泪“ (Pheasant’s 
Tears) 餐厅和酿酒厂吃的，这里的菜肴比修道院更为丰盛。
主厨吉亚·洛卡什维利 (Gia Rokashvili) 是卡赫季的传奇人
物。世界各地的主厨都前来向他学习新的理念和创意。
  我们坐在一座可以俯瞰整座城市的美丽花园中，吉亚
亲自为我们烹饪了他的最新作品：嫩青豆配薄荷和欧百里
香、黄瓜番茄色拉配冷压卡赫季葵花籽油、多汁的野生蘑菇
配龙嵩、迷迭香辣味青椒、”什锦菜“配嫩煎本地野菜、“纳塔
卡塔玛” (natsarkatama) 和“查克霍克薜荔” (chakhokhbili)、
加入各种格鲁吉亚香菜与香料的洋葱番茄鸡肉砂锅。
  我们还品尝到了用茴香和甜菜根制成的嫩腌制香草
以及成熟度恰到好处、干燥、几乎无盐的羊奶酪。除了这些
菜之外，我们还品尝了卡赫季的葡萄酒 — 在“柯瓦瑞”中成
熟的“琴纳里” (Chinuri) 白葡萄酒，以及用稀有本地葡萄“沙
乌卡比多“ (shavkapito) 压榨而成的沙乌卡比多红葡萄酒，
这种葡萄过去用于酿制国王御用葡萄酒。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古尔贾阿尼镇附近的“泽嘎里城堡” 
(Château Zegaani) 酒庄。这座最近才重新开始种植葡萄、
如今迎来了一次复兴的葡萄园始建于 1820 年，由格鲁吉亚
王子亚历山大·恰夫恰瓦泽 (Alexander Chavchavadze) 建造，

农民和产物 
 
Château Mere (米尔城堡)和 
Winiveria (温妮沃丽酿酒厂)
www.mere.ge 

Alaverdi Monastery  
(阿拉韦尔迪修道院)的“马拉尼”
酒窖
www.since1011.com 

Gocha Gagashvili  
(高佳·盖格什维利奶酪公司)
电话：+99 5579621252  
gochagagashvili@yahoo.com

Alex Shaloshvili  
(亚历克斯·沙洛斯威利葡萄园)
shaloshvilismarani@yahoo.com，
info@georgien-wein.de  
www.facebook.com/ 
georgien-wein，

Pheasant’s Tears  
(菲森之泪葡萄园)  
www.pheasantstears.com

Château Zegaani (泽嘎里城堡)
chateau-zegaani.com/eng

格鲁吉亚

土 耳 其

第比利斯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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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对于厨房而言是不是比较重要？

我认为如今被称为“价格实惠”的产品太廉价。这实际上是
一个悖论：一方面，人们希望不断调整或改变自己的生活方
式，另一方面，他们想要高质量的家具。我认为人们应该有
针对性地进行购买，尤其是厨房。他们应该购买具有价值且
能够保值的产品。

你们自己的厨房是什么样的？

我们最近刚搬了家，扩大了厨房的空间，这样所有人就能一
起在厨房里用餐和生活了。厨房与起居室相连，不是一个孤
立空间，而有一个宽敞的连接区域。但最重要的是靠墙的长
椅、长桌和椅子。

最棒的聚会永远是在厨房。为什么？

我的祖父母是农民，我的父母也不富裕。他们认为如果有人
来访，你就要拿出吃的喝的，这是基本的待客之道。我的脑
海中浮现出过去的情景：有人敲门；在厨房中大家分享着炉
子上的一锅汤。如果你在厨房的话，你也会与大家分享而不
是展示。我觉得这才是厨房的精髓。这就是为何厨房是一个
家的中心。我会和我的女儿一起待在厨房，她们做作业，我
烧饭，然后一起吃饭，聊聊一天的生活。

法国人天生就擅长烹饪吗？

并非完全如此。法国菜并不是最适合日常生活的菜系，因为
法国菜的烹饪非常复杂。意大利菜烹饪起来更简单、便捷。
尽管我这个法国人好像不该这么说。(笑)

您是布列塔尼的本地人。您有没有拿到该地区最受欢迎的菜谱？

没有。布列塔尼菜的乡村根基非常深厚。除了土豆以外，布
列塔尼菜里没有任何蔬菜，并且唯一使用的肉是腌制猪肉。
这种烹饪方式已经过时。看看阿斯泰里克斯和奥比里克斯
就知道了。(笑)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bouroullec.com

我们第一次碰面是在 15 年前。当时，你们开发了一个厨房的

模型。那个原型后来怎么样了？

罗南·布鲁莱克 (Ronan Bouroullec)：天哪，我不知道！我甚至
都忘记那个厨房在哪儿了。我们一直向公众展示两个方面：
将进行量产的设计，以及实验和艺术设计、展览设计和装
置。我们从不亲自创造厨房，我们只做模型。

你们设计的厨房模型有哪些参数？

在上世纪 70 年代，家具都是照着既有标准制作的。父母一
代中有几个人买过新厨房？现在我们的搬家次数增加了。
我们经常搬家，而我们的私人生活环境也在不断改变。这就
是为何我认为厨房既可以固定安装——这样我就可以将盘
子放在里面并随意使用，也可以由便于组合和分离的模块
组成，以此适应不同的楼层规划。

布鲁莱克兄弟认为厨房是一个家的中心 — 
是一个分享而不是展示的地方。他们为厨房
选择的用具是具有价值且能够保值的。

采访：Andreas Tölke

厨房就是分享的地方

布鲁莱克兄弟 (Erwan & Ronan Bouroullec)
这对兄弟是全球最成功的项目设计团队之一。1997 年，在巴黎开
设自己的工作室后不久，他们被吉多·卡波里尼 (Guido Cappellini) 
挖掘。如今，他们不仅为卡波里尼工作，同时也为 Kvadrat (科瓦杰)、 
Ligne Roset (写意空间)、Kartell (卡特尔) 和 Belux (比鲁克斯) 设计。 
他们的作品已成为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伦敦设计博物馆和洛
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 (MOCA) 的展品。他们定期在巴黎的 Galerie 
Kreo (加莱里·克雷欧设计美术馆) 展出自己的设计项目。



Kitchen Love

1 我喜欢在窗户旁的花箱里放
入一整个火腿。等到朋友来的
时候，它就成为我与朋友一起
分享的最简单的美食。

2 我喜欢简单、传统、没有任何噱
头的小刀。这些工具在你使用
的过程中会逐渐培养出个性。

3 我相信橄榄油壶源自阿拉伯
地区，然后被传入意大利，但
我不是很肯定。无论如何，它
们是我最爱的厨房用品。

4 我们刚刚为 Kvadrat 设计了多
种颜色的软百叶窗。我个人很
喜欢这种材料。它非常轻，就
像一张纸一样，并且可以通过
遥控调节。

5 我的父亲加布里埃尔 (Gabriel) 
自己制作调羹。我也很喜欢。
不仅因为它们是父亲亲手做
的，还因为它们是造型简单、
独一无二的手工制品。

6  收音机是必备品。我一个人
做 饭 时 就 靠 它 获 得 信 息 或
听音乐。

7  我非常喜欢磨刀。这是父亲教
给我的。这简直是一种仪式。
磨刀带由于采用了软性材料，
因此非常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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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诗歌

纯白色的墙壁已过时。
带有复古图案、现代设计或者个性化的
墙纸和面板重新成为设计新宠，
并由柏林一家特别的公司所设计。



Style
摄

影
：W

el
te

r W
an

du
ni

ka
te

 ( 7
)

63



墙纸的偏好
乌尔里希·维尔特 (Ulrich Welter) 认为通过 

对墙纸的选择可以深入探究一个人的性格。



Style

文：Doro Bitz-Volkmer

乌尔里希·维尔特表示，心情是决定一切的关键。房子已经竣
工，客户对线条和角度非常满意，但还缺一样东西：氛围。创
造合适的氛围是维尔特的专长。他位于柏林—舍嫩贝格的
公司专门从事独特的墙面和天花板墙纸和面板的设计。由
于所使用的材料非常丰富，因此他的独家墙面可以有无数
种设计方案，包括精美的金叶、透明的玻璃珠、坚固的树脂
以及华丽的墙纸装饰，既有复古风格，也有超现代主义风
格。维尔特表示：墙面展现生活。从对墙面的选择可以看出
客户的个性。维尔特的客户数量跟他的产品种类一样多。
他的客户包括柏林阿德隆酒店、海利根达姆豪华酒店和尼
斯内格莱斯科酒店等知名酒店以及奢侈品牌迪奥和香奈
儿。维尔特和他的团队花了六年时间进行研究，最后才找
到合适的、具有“克拉魁” (craquelé) 结构的墙面材料。现在
这种材料被用于装饰香奈儿的旗舰店。维尔特解释说：如
果要达到合适的面板厚度，必须覆盖三十层材料。之后对
表面进行手工砂磨，在相应位置进行雕刻，再次抛光，镀上
银层，上漆，最后用家具涂层密封。
  维尔特公司的墙面已多次在奥斯卡、金球奖和艾美奖
等颁奖典礼上大放异彩。事实上，乌尔里希·维尔特最初从
事的是电影行业。作为一名专业的广告技术人员，他一开
始做的是场景和道具布置。他喜欢在特殊技术的帮助下营
造各种氛围和场景。但在结束后不得不销毁他精心设计的
场景，这每次都让他心痛不已。最终，他意识到他可以创造
“私人生活的场景” —  比如通过完全个性化、经久不衰的
颜色、图案和结构来设计住宅和公寓的墙面和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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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

 
“ 摒弃过于闪亮的设计将是趋势。 
人们都在选择铜色代替金色， 
选择泥红色代替粉色或蓝绿色。”乌尔里希·维尔特

球。当然，这也不是说应该大量使用引人瞩目的结构或装
饰。“就拿凡尔赛宫来说，”乌尔里希·维尔特说道，“他们会用
珍贵的丝绸面料覆盖一个房间的所有墙面。”大量使用这
种装饰材料展现了非凡的自信，同时也淡化了它们本来的
效果，他解释道。此外，凡尔赛宫的这些墙前放着许多家具。
这就是极致的奢华！

未来将呈现何种趋势？“摒弃过度闪亮的设计将是趋势。人
们都在选择铜色代替金色，选择泥红色代替粉色或蓝绿
色，”维尔特表示。在他的新项目 —  一家柏林豪华酒店的
翻修中，他的公司可以实施他的一些新创意。“酒店的所有
者非常大胆，不满足于将它仅作为一座历史纪念碑保存。
相反，他希望重新改造建筑的基本结构，”他说道。
  事实上，整个行业的趋势还是有充分的理由值得庆
贺。长期以来，纯粹的氛围和纯白色墙是室内设计师的不
二选择，但如今大家认为这种外观过于高冷。于是，墙再一
次成为有故事的地方。最近的设计展，如巴黎家居装饰博
览会 (Maison et Objet) 等都出现了惊世骇俗的墙面设计。
伦敦的科恩森公司 (Cole & Son) 和阿尔萨斯历史悠久的
筑波公司 (Zuber) 等传统公司正在引发一股异国风情和复
古花卉图案热潮，而英国小格林公司 (Little Greene) 则在
激发人们对条纹设计和复杂纹理墙纸的兴趣。帝家丽  
(De Gournay) 墙纸擅长再现精美的复古印花手绘图案，尤
其是十八世纪的中国风和十九世纪的法式设计。室内装潢
专家波吉特·奥特 (Birgit Otte) 的客户再次要求为他们的住
宅铺设墙纸。无论她的客户是为入口通道选择经典条纹墙
纸，还是为起居室选择百鸟乐园图案的墙纸，“墙纸会提升
整个房间的档次，”她说道。
  在充满危机和不确定性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至
少要为自己创造一个舒适的家。墙纸可以激发人们的幻
想，让人们得以在日常生活中拥有片刻的宁静享受。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welter-wandunikate.de
www.degournay.com
www.colefax.com
www.littlegreene.com
www.zuber.fr
www.cole-and-son.com
www.hohenberger-wall-coverings.com

柏林客户的故事充分证明了这一计划有多么成功。这名客户
最近购买了一幢维尔特在 20 多年前装修的房子。由于新
房主修理镶木地板的过程中破坏了墙纸，客户请他将墙纸
恢复原样。这对于乌尔里希·维尔特而言不是什么问题。他
很少会放弃一种设计，但他在扩展产品范围时非常挑剔，
因为他往往需要花好几年时间才能创造一种新图案。这种
劳心费力的工作显然是极具价值的。手工墙纸的均价是每
平米 150 至 400 欧元，墙板的价格在每平米 500 至 1,000 
欧元之间。
  乌尔里希·维尔特常常从大自然中获取灵感。他每次
度假都会拍无数张奇特的树根、土壤、石料、树叶和其他结
构的照片。他还得到了他的三位设计师的帮助，其中两位
是经过培训的工匠。“每个人都贡献了自己的创意，”维尔特
解释道。比如“变色龙宝珠”，这是一块带有玻璃珠的铝质面
板，可以根据观察者所站位置改变颜色。这种效果非常适
合酒店或酒吧，维尔特为这种面板注册了专利。
  全球客户的喜好是否因国家而异？维尔特表示，“国家
间的差异并不像人们想象的这么大。”根据他的经验，客户
在性格上的差异更大。有些客户喜欢外向、惊艳的设计，而
有些则更喜欢低调内敛的设计。“这取决于性格，”维尔特解
释道。有些客户清楚地知道他们想要哪种墙面外观。但大
部分客户在达成最佳方案前需要对颜色、结构和材料进行
选择。例如，用金色面板覆盖房间的一整面墙定会夺人眼

闪耀的杰作
各种合金和颜色的树脂镀层 
五角形金属板构成了这一独特 
墙面材料的基本元素 (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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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with a Story

  亚洲的常旅客都对香港这座不断发展的大都市兼世界级旅游胜地赞不绝口。但与所
有大城市一样，一个受欢迎的地方会因激烈的竞争和飞速上涨的租金而在一夜之间消失。
因此，仅向内部会员开放的奇俱乐部能够长期成为市中心的高人气场所，这已经是一个小
小的奇迹了。
  独树一帜的奇俱乐部位于中环中心的深处，15 年来通过创建华丽的艺术空间吸引着
它的会员，这个空间与光怪陆离的巴洛克住宅十分相似，令人乐不思蜀，无法自拔。尽管奇
俱乐部经过扩张后开设了上海分店和一家日式居酒屋餐厅，但俱乐部的粉丝们还是喜欢
回到总店的双层小楼，享受最新鲜的菜肴和周末的国际 DJ 表演。
  回想 2001 年，龙基兴和陈雅仪决定重新设计已经沿用三十多年的俱乐部风格。作为 
97 Group 的董事会主席，龙基兴不仅帮助促使兰桂坊成为了全球热门景点，还培养了大量
富有创造力的狂欢者，他们愿意在试行新的私人会员概念时与集团一同转移。
  隐藏在著名镛记酒家上层的奇俱乐部已成为企业家、艺术家和时尚人士周末享受私
人社交活动或舞会的天堂。融合东西方美学的装饰与丰富的超级俱乐部菜单相得益彰，体
现的是其创建者的心态。
  多年来，从格温妮丝·帕特洛 (Gwyneth Paltrow) 到美国总统克林顿，无数名人在这里
一边品尝闻名全球的点心，一边欣赏着墙上的巴勃罗·毕加索作品以及密斯·凡德罗家具。
这种完美的随机性似乎成为俱乐部长期保持全球顶级地位的关键。
  顺便一提，请不要对“私人会员俱乐部”一词望而却步。在香港，您总会找到门路。酒店
的礼宾部将会告诉您路线。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keeclub.com

香港奇俱乐部 (Kee Club) — 一个远离都市喧嚣的世界

文： 
Stevie Wong 
插图： 
Ralf Nietmann

67



ne
w

 s
pa

ce
s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