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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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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临嘉格纳 (Gaggenau) 的世界！

21  世纪，黄金和珠宝不再是最宝贵的财富。如今，财富和奢侈基于时间、宁静、健康、品质、真实和

与众不同等各种截然不同的价值来进行定义。奢侈并非人人都能拥有，因为能换来它们的并不 

是金钱，而是高品位、独树一帜的见解或者原创的理念。在嘉格纳 (Gaggenau) 的世界，我们同样

珍视这一切价值。此外，一群特立独行的英国手工艺者运用传统的工艺创造出令人过目难忘的作

品，充分体现了这些理念；主厨塔尼娅·格蓝迪次 (Tanja Grandits) 精彩地融合最顶尖的美味；意大

利建筑师比乔伊·杰恩 (Bijoy Jain) 感性地结合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西西里酿酒师阿扬娜·奥皮提  

(Arianna Occhipinti) 酿造纯正的美酒佳酿，讲述葡萄生长之地的故事。内在价值、可持续发展与创

新  —   正是这些价值理念吸引和激励着我们。我们诚挚地邀请您进入我们的世界展开一段美妙 

的探索之旅。

衷心祝愿您在阅读中发掘到无穷趣味！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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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梅雷迪思·埃里克森 

(Meredith Erickson)

为《纽约时报》、《Elle》、《旅途》 (enRoute)、

《美食与美酒》(Food and Wine)  以及《幸

运桃》(Lucky  Peach )  撰稿，曾担任多本

杂志及各类宣传活动和电视节目的执行

编辑、项目编辑和制作人。2011 年，她与

别人合著了《乔彼夫生活艺术》(The Ar t 

of Living According to Joe Beef)。她还与 

费 伦 · 阿 德 里 亚 合 著 了《 家 庭 食 谱 》 

( T h e  F a m i l y  M e a l ，菲 顿 出 版 社 的 全

球 畅 销 书 ) 、《 珍 禽 美 味 》( L e   P i g e o n ：  

Cooking at  the Dir ty  Bird )   以及《奥林

匹亚美食》(Olympia Prov is ions )。目前，

梅 雷 迪 思 正 在 编 撰《 克 拉 里 奇 食 谱 》  

(The Claridge’s  Cookbook)  以及她自己的著

作《阿尔卑斯烹饪》 (Alpine Cooking)。该书

将在 2017 年秋季出版。梅雷迪思·埃里克森

于蒙特利尔及伦敦两地生活。

— 第 22 页

 

迈克尔·斯奈德 (Michael Snyder)

印 度 孟 买 的 一 位 自 由 撰 稿 人 。他 的 著

作 涵 盖 美 食 、旅 游 、建 筑 和 设 计 ，文 章

常 见 于《 纽 约 时 报 》、《 华 盛 顿 邮 报 》 

和《 印 度 建 筑 文 摘 》( A r c h i t e c t u r a l 

D i g e s t  I n d i a )  等 刊 物 。为 了 替 嘉 格 纳 

《新空间》(New Spaces) 杂志撰稿，他约见印

度建筑师兼孟买工作室 (Studio Mumbai) 创

始人比乔伊·杰恩 (Bijoy Jain)，采访他与资深

手工艺人合作的理念。

— 第 34 页

 
拉尔夫·尼曼 (Ralf Nietmann)

于 2006 年在汉堡中心创建了自己的设计工

作室。热情、专注与敏感激励他创建出完美

的平面设计方案。在其大部分象征主义作品

中，这名平面艺术家致力于寻找一个完美的

时刻。这一点在其即兴的绘画风格和用色的

惜墨如金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本期嘉格纳

《新空间》(New Spaces )  中，他图文并茂地

介绍了东京 Secori Gallery 画廊。

— 第 67 页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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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皮特曼·道威尔公馆 (Pittman Dowell Residence) 是一幢位于洛杉矶北部山区的豪华私人别墅， 

外观看起来仿佛刚刚着陆的 UFO。



Thinking the Future

洛杉矶建筑师迈克尔·马尔察恩 (Michael Maltzan) 
有一个愿望：在人与建筑之间

建立有针对性的联系，这些建筑在美学与情感上
令人心醉，同时也与现代都市生活水乳交融。

文：Steffan Heuer   摄影：Iwan Baan

建立人与建筑的联系

5



都市丛林中的奇观
迈克尔·马尔察恩设计的新第六大街高架桥仿佛白色混凝土、玻璃和钢建筑形成的波浪，横跨洛杉矶河， 

穿越整座城市，分成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三个独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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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the Future

  三 十 年 时 间 匆 匆 而 过 ，马 尔 察 恩 仍 对 这 里 恋 恋 不 舍 ： 

“在现在的工作中，我依然与当初一样，将这座城市视为一座进行

试验以及思考城市与建筑关系的绝佳实验室。”这座大都市有着 

1000 万人口，现在被他称为“家”，让他感到“比我所去过的任何其

它地方更真实。这座城市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文化、论坛、经济、政治

和社会成分。它们在这座不断发展、变化和充满挑战的城市中交织

在一起。”

自 1995 年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以来，马尔察恩一直在改进自己应对不

断变化的趋势与挑战的方式。一系列高档私人住宅以及公共建筑项

目为他在南加利福尼亚州与全球赢得了一席之地。如今，他的工作

室已有了 30 名员工，办公地点坐落于卢斯费利斯时尚街区的一座

简朴灰色大楼中。在这座单层大楼中，只有遍布混凝土地板中的排

水沟证明了这里曾经是一座澡堂。马尔察恩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办

公室里工作，外面是一排排员工的办公桌和一间制模车间。成堆的

打印件、方案和建筑杂志将笔记本电脑遮掉一半，露出的另一半则

暗示这里是他的办公室。

  马尔察恩承认，他接到的第一个工作对他的影响最为深远。

那是在 1992 年，在非洲裔男子罗德尼·金 (Rodney King) 被警察

殴打后，洛杉矶发生了暴动。不计后果的纵火和抢劫让马尔察恩

在震惊之余采取了行动：“这座城市以我所无法想象的迅猛程度

分崩离析。”

若想了解洛杉矶顶级建筑师迈克尔·马尔察恩的作品，最好的方法便是

开着车在洛杉矶市中心绕一圈。他在这座城市破旧衰败的工业区构

筑了一些形状千奇百怪的白色简朴建筑，其想象力可见一斑。错综

复杂的高速公路、货车、仓库与崎岖不平的街道遍布在一条被委婉

地称为洛杉矶河的大型露天混凝土渠周围，马尔察恩的建筑在这

样的环境中显得格外突出。这些建筑是对马尔察恩现代主义理念

的刻意体现，其实质在于希望实现社会共融，其目的是将建筑作为

推动大规模变革的力量以及一门可以减轻、甚至治愈都市生活病

症的学科。

  “我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建筑如何帮助人们创造更前卫或更积

极的都市体验”，这位 55 岁的美国东海岸人在洛杉矶的一个晴空

万里的日子里如此说道。他身穿商务休闲装：锃亮的黑色休闲皮

鞋，深靛青色的设计师品牌牛仔裤以及修身的黑色 T 恤衫，衬托出

他瘦长、健硕的体形。

  在谈话中，马尔察恩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喜欢深思熟虑

后，再谈及城市主义、都市生活以及相比屡获殊荣的住宅建筑和公

共建筑更胜一筹的理念。“我的目标是继续突破建筑的极限，在城

市、社区的发展过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继续设计出具有全球代表性

的图像、理念、愿景以及最终成型的实际作品。”

  马尔察恩身后是一个长 20 米的模型，那是他最新的作品 — 

洛杉矶原第六大街高架桥的替代品。今年秋天，这个千疮百孔的混

凝土结构将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马尔察恩更亲切、更温和的大都

市连接理念。至 2019 年，洛杉矶河道两边的绿地上将建起数段白

色混凝土、钢和玻璃相糅合的建筑，并分成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和

机动车道三层。

  这位建筑师表示，这一挑战证明了基础设施也能够承担多重

职责。“当你建造出如此大的建筑时，对于城市而言，这就不仅仅是

一条让汽车从河的一头驶向另一头的通道，而是在城市中创造出

一种更强烈的衔接感，改变我们对于出行的思维方式，将不同社区

和不同街道连接在一起。”

  马尔察恩在 1980 年代中期第一次看到洛杉矶时，就一心渴望

建立新颖而不可思议的连接。当时，这位在长岛出生和长大的哈佛

应届毕业生立刻被洛杉矶的原始力量所吸引。“那时我觉得这是一

个新世界。在这里，建筑既拥有适逢其时的真正地位，也帮助人们

想象城市的未来面貌。对于一名建筑师而言，这可以让人上瘾。”

充满使命感的远见卓识
迈克尔·马尔察恩是一名专门从事别墅与公共住宅设计的 

建筑设计师，同时他也是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师， 
他从全局角度出发思考 21 世纪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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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所有人开放的建筑
洛杉矶的新卡佛公寓 (New Carver Apartments) 在美学等诸多方面首屈一指。建筑里不是一家银行，而是公共住宅， 

这是它独树一帜的特点 (迈克尔·马尔恩泽的典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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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批评将一直有效。”但 One Santa Fe 是在预测这座城市的未来

面貌。如果你只根据目前城市的样子建造，那么等到完工时就已

过时。”马尔察恩表示，他设计的这座适于居住的大桥象征着人们

对自己生活、工作的城市在未来 15 或 25 年的密度、规模和复杂

性的思考。

  他的设计方案深层次地思考了人对建筑的理解以及通过建筑

时的体验。“在我看来，建筑学的大部分工作在于尽力想象人们在

通过建筑时其人、其体验如何展现。这是建筑所能够带来的最有活

力、最持久、最深刻、最深远的体验。”这正是马尔察恩花费一定的时

间设计建筑走向的原因 — 无论私人住宅还是大型基础建筑项目

都是如此。

位于市区北部的安吉利斯国家森林公园边缘的皮特曼·道威尔公馆

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这是一幢有 7 个面的住宅，但客户在建筑

内部不想要门。马尔察恩在空间中创造出螺旋形的戏剧化艺术

效果。“房子的正面有一扇门，后面也有一扇门。一旦进入建筑内

部，即可畅通无阻地由此及彼。它与外立面透明的典型现代主义

住宅截然相反，试图通过模糊外侧边界或墙体来营造内部与外

部之间的无缝衔接。”马尔察恩表示，皮特曼·道威尔公馆是另一

个极端。“外侧完全密闭，而内部却几乎全部透明，因此内部的生

活完全连接在一起。”

  接下来便是光线，南加州的任何一名建筑师都无法忽视这一

重要元素或工具。马尔察恩充分利用了这项资源，将他的巨大白色

建筑作为一面大画布，让大自然的创意在上面“肆意妄为”。“人们经

常说我的建筑缺少颜色。但我觉得这与现代主义的纯粹无关，”他

沉思道，“在洛杉矶，光以及光对形式的影响非常重要，白色的墙面

可以随着光在一天、一星期和一年中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颜色。我

从来不会将外立面设计成一个静态、永久不变的表面，”马尔察恩

补充道，“而是希望设计出一个在与周边环境不断的交流中进化和

变化的外立面。”

  这并不是说马尔察恩的作品与太平洋的好天气一样明亮、乐

观。对于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在设计和建造适宜居住的可持续发

展型城市时所面临的问题，他直言不讳。他在自己的著作《不再玩

乐》 (No More Play) 中说道，洛杉矶已经在无节制的发展、扩张和资

源使用上达到了极限。他认为，这一转型给世界其它地区上了重要

的一课：“洛杉矶遇到的是所有同时代都市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密度、城市结构、交通、地域等基础问

题。”他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每一幢建筑都能引发和指引这一

讨论。“这一理念的核心可以对一座城市以及全球其它城市产生巨

大的影响。”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mmaltzan.com

  他抓住这一机会，为非营利组织 — 核心城市艺术中心 (Inner-

City Arts) 在洛杉矶贫民区设计了一座校园。这个声名狼藉的贫民

区位于市中心的东南角，里面的居民贫困潦倒，许多人都无家可

归。为了修复及推动变化的进程，马尔察恩设计了一个白色建筑

群，并分三个阶段在 15 年里完成了这个项目。这座校园于他而言

已经不仅仅是一所为弱势群体开设的艺术学校。

  “对于我来说，核心城市艺术中心是一座经过提炼的微型理想

城市，”他解释道。“这非常接近我理想中的乌托邦。这是一座向工

作和生活在那里的教育者、管理者、社工、家庭和学生开放的校园，

但它本身更是一个社区。我将它看作是一种以放大视角看待和思

考城市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它已经成为了我整个职业生涯的

标杆。”

  这座位于贫民区内的充满包容性的艺术校园与马尔察恩近期

的项目 — One Santa Fe 综合公寓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处，该公寓的

名称即是它在这个欣欣向荣的艺术区的地址。这座亮白色的高楼

看起来倾向于一侧，0.25 英里的长度使它成为洛杉矶最长的建筑。

对于马尔察恩来说，这是他不断探索如何在地点、人、文化之间建

立联系和构建文化知识桥梁的结晶。One Santa Fe 的一楼设有零

售店与餐饮店，从上至下共有 400 间公寓，边上有一座地铁站。

  “有人批评这些建筑对于目前的这座城市而言恐怕太大，这些

批评很有道理，”这位建筑师坦言，“如果洛杉矶停滞不前，那么这

向弱势群体开放的现代建筑
拒绝平庸之人，非同寻常的设计理念：马尔恩泽的新卡佛公寓

大楼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



Thinking the Future

俯瞰洛杉矶的宏伟山区建筑
皮特曼·道威尔公馆俯瞰的不止是这座西海岸大都市的旖旎景色。7 角形的造型、没有门的室内空间、 

室内庭院以及巨大的外立面展现了丰富的独家设计理念与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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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Next?

融合建筑与自然的全球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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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Next?

4

5

6

1  独特的环形游艇 
德国汉堡，一个超级游艇系列的 
设计理念 
Zaha Hadid Architects 为  
Blohm+Voss 设计 
www.zaha-hadid.com

2  瞭望塔 (Lookout Tower) 
意大利布鲁内克，观望台 
Anton Pramstrahler and  
Alex Niederkofler 
www.apramstrahler.wordpress.com

3  云城市 (Cloud Citizens) 
中国深圳，深圳湾大型综合建筑群， 
比赛入围作品，一等奖 
Urban Future Organization 与 
CR-Design 以及来自查尔姆斯理工大学 
(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的 Karin 
Hedlund、Lukas Nordström、 
Pedram Seddighzadeh 联合设计 
www.se-urbanfuture.org

4  阿迪达斯会议中心和员工餐厅  
(Adidas Meet & Eat)  
德国荷索金劳勒， 
会议中心、展厅和员工餐厅， 
比赛入围作品，一等奖， 
竣工时间：2018 年 
COBE， 
www.cobe.dk

5  赫尔辛基古根海姆博物馆  
(Guggenheim Helsinki)  
芬兰赫尔辛基，新博物馆大楼， 
比赛入围作品 
Moreau Kusunoki Architects  
www.moreaukusunoki.com

6  威尔希尔 8600 (8600 Wilshire)  
美国洛杉矶比佛利山庄 (Beverly Hills)， 
包含 18 个单元的 “住宅村”，起建时间： 
2015 年 10 月 
马岩松 (Ma Yansong)，MAD Architects 
www.i-ma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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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陶艺师、玻璃吹制师和木工艺家正在创造现代艺术设计，
让长期被人们认为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手工艺回归主流，

这也满足了客户寻求高品质与个性创意的愿望。

文：Josephine Grever 摄影：John Spinks

手工艺术



Style

色彩细腻的人工吹制玻璃
迈克尔·鲁哈 (Michael Ruh) 认为，感受力、对分寸的拿捏和全神贯注是他工作中最重要的元素。 

www.michaelru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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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

用废木料做出比例协调的桌椅
家具工匠塞巴斯蒂安·考克斯 (Sebastian Cox) 希望通过创造美观的家具为世界带来一点改变。

www.sebastiancox.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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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什么才是奢侈品？这一问题最近在伦敦维多利亚阿伯特博

物馆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的一场展览上得到了解答。钻石？

私人飞机？在伦敦这座欧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尤其是在房地产

经纪人中，“奢侈品”一词的使用早已泛滥。“奢侈品”的本义是指价

格高昂的物品，它可以是一栋带游泳池的豪宅，也可以是狗粮甚

至“手工”薯片。但也有一些迹象表明，西方世界的无节制文化正呈

现重新自我定义的趋势 — 脱离设计师品牌，向时间、宁静和健康

等非物质价值方向转变。当前手工艺的蓬勃发展便是顺应了这一

趋势。“手工艺似乎满足了消费者们对自己所明显缺失的东西的

渴望 — 传统工艺秘诀，这种技艺能打造出上乘的品质和充满难

忘回忆、特殊意义的物品，”历史悠久的 Gieves & Hawkes 服装订

制店店长兼 The New Craftsmen 品牌的联合创始人马克·亨德森 

(Mark Henderson) 说道。The New Craftsmen 品牌于 2014 年 6 月

在伦敦最具时尚氛围的梅菲尔 (Mayfair) 区开设了新手工艺品中

心 (New Crafts Centre) 门店。



精致细腻、简约完美的陶艺品
陶艺家马修·华纳沉迷于具有千年传承的制陶工艺。 

www.matthewwarner.co.uk



Style

“手工艺品似乎满足了消费者们对自己所明显缺失的 
东西的渴望 — 传统工艺秘诀，这种技艺能打造出上乘的品质和 

充满难忘回忆、特殊意义的物品。”马克·亨德森

  这幢十九世纪的建筑过去曾是一座皮革马裤作坊。如今，这里

成为了英国顶尖手工艺人的平台，陶瓷、玻璃、原木、金属和织物都

是他们使用的材料。该中心的目标是让公众更加了解这些出类拔

萃的设计师。The New Craftsmen 通过特立独行的现代设计、3D 建

模以及社交媒体的使用，旨在使长期被世人认为登不了大雅之堂

的手工艺回归主流，吸引更多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国际客户。梅菲尔

便是理想的圆梦之地。

  “水是撒哈拉地区奢侈的享受。‘奢侈’是一个主观而多余的词，”

陶艺家马修·华纳 (Matthew Warner) 说。他今年 26 岁，来自埃塞克

斯 (Essex)，毕业于科尔切斯特艺术设计学院 (Colchester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在坎伯韦尔艺术学院 (Camberwell College of 

Arts) 完成了陶艺课程后，马修·华纳于 2012 年赢得了伊丽莎白女

王奖学金基金会 (Queen Elizabeth Scholarship Trust) 的奖学金，在

伦敦安顿下来并在著名的陶艺师朱利安·斯泰尔 (Julian Stair) 那里

实习。如今，他仍在东达利奇 (East Dulwich) 的斯泰尔工作室工作。

从 The New Craftsmen 那里接到了一个为 114 人制作瓷器的大项

目后，他终于有能力购买了属于自己的陶轮。

  陶瓷的哪些特质吸引着他？“陶瓷有着上千年的传承，对餐饮

文化意义非凡，”他回答道。华纳所使用的陶瓷坯成分是他守口如

瓶的秘密。他的陶瓷作品风格清新，简洁典雅。“我的祖父一定会为

我感到骄傲，”他说，“他曾是马可尼公司 (Marconi Company) 的一名

收音机工程师，在花园里有一座小工坊，他总是在那里敲敲打打。”

华纳还表示，尽管勉强维持生活并不容易，“但我热爱我的工作，也

差不多能够以此谋生。”

手工艺曾一度沦为不切实际的空想职业 — 但“新手工艺中心”为这

种局面划上了句点，华纳说道。“现在，手工艺又流行起来，”多才多

艺的女工艺师萝拉·莱利 (Lola Lely) 补充道。莱利在伦敦沃尔瑟姆

斯托区 (Walthamstow) 制作木制品、皮革制品、玻璃和纺织品。“你

根本不可能爱上宜家 (IKEA) 的任何东西，”她说道。“那里的一切都

太平庸了。”莱利解释说，在大规模生产的物品中，她怀念有点不整

齐的“凹凸感“，正是这些小小的不规则令每一件物品都显得与众

不同。莱利今年 35 岁，出生在越南首都河内市 (Hanoi)，8 岁那年来

到英格兰定居。她在黑马工坊 (Blackhorse Workshop) 有一间欢快

而宁静的工作室。这里有一座花草繁茂的室内庭院，雷盖音乐 

(Reggae) 萦绕于间，形形色色的工作室里，大家正在使用车床焊

接、印刷和烹饪。莱利曾是一名墨西哥纹身艺术家，2012 年，她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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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仿造的东西太多，
人们应该用自己的双手去做事才能保持头脑清醒。”迈克尔·鲁哈



Style

木材、皮革、玻璃和织物都是可以尝试的材料
在大规模生产的物品中，萝拉·莱利怀念有点不整齐的“凹凸感”。 

www.lolalely.com

敦大部分地区经营得风生水起的原因。比如 27 岁的家具工匠塞

巴斯蒂安·考克斯，他在泰晤士河 (Thames) 附近的伍尔维奇区 

(Woolwich) 工作。在林肯市学习了家具设计后，他以废木料制作

的 家 具 开 始 远 近 闻 名 ，并 成 为 今 年 克 拉 肯 维 尔 设 计 节 

(Clerkenwell Design Festival) 上的明星。他的木制桌椅比例协调，

朴实含蓄。他热情地介绍了英国森林中的樱桃木和红橡木等鲜少

被使用的木材。“樱桃木的气味不错，而且数量很多，非常容易烘

干，”他表示。

  “我们希望用我们所了解的方式创造出不流于时尚趋势、经典

永恒的出色作品，为世界带来一点改变。”这也是银器工艺师迪

迪·爱库比亚 (Ndidi Ekubia) 的座右铭。她在距伍尔维奇区五英里的

伦敦东南德特福德 (Deptford) 区工作。她们一家来自尼日利亚；爱

库比亚出生在曼彻斯特 (Manchester)，同样毕业于皇家艺术学院。

在她位于 Cockpit Arts 艺术中心的工作室，爱库比亚戴着耳机，选

好爵士灵歌或古典音乐，然后对着一块回收来的扁平银器敲敲打

打，敲打出的形态和光泽也最终令她的名字熠熠生辉。“这道工序

要重复一百次；银器的两面都要加工，”她解释道。如今，她的装饰品

成为了索斯比 (Sotheby) 拍卖会上令人情有独钟的独家拍品。“但

手工艺品不是投资品，”迪迪·爱库比亚扬起眉头强调说。“它们凝聚

着大量的感情与汗水，正是这一点使它们成为了拥有者心目中的

无价之宝。”

  在布里克斯顿 (Brixton) 以南的塔斯山 (Tulse Hill)，到了夏天，

玻璃匠迈克尔·鲁哈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 (Saint Paul) 当地人) 每天

早上 6 点就开始工作。“感受力、对分寸的拿捏以及全神贯注对于

我的工作至关重要，”他边说着，边将一个口吹瓶放入烧窑并擦去

鼻子上的汗水。“不要去捡掉在地上的任何东西，”他提醒道。“它们

看上去没什么，但相信我，它们非常烫。”他会将自己的想法记在墙

上的一块黑板上。“在上班的路上我看到一个贫民区，建筑上反射

着清晨的阳光，类似这样的景象会给我配色灵感，”他说道。“我一直

随身带着我的草稿本。”爬上一段很陡的楼梯，我们来到一间有一

台计算机和一张长桌的房间。鲁哈在长桌上摆放着为 CK (Calvin 

Klein) 制作的餐具以及为康兰家居精品店 (The Conran Shop) 制作

的灯具。“这个世界仿造的东西太多，人们应该用自己的双手去做

事才能保持头脑清醒，”他说道。

迈克尔·鲁哈相信，对消费主义感到厌倦的购物者正在寻找某些东

西。“人们正在寻找某些能够展现自己的个性和看到自我的东

西。他们的内心一定在说：‘我希望自己能够创造些什么。’”鲁哈所

表达的意思非常明显：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是实用且必要的，但

只有实实在在的手工艺才能触及人们的灵魂，这才是真正的奢

侈品。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thenewcraftsmen.com

伦敦皇家艺术学院 (Royal College of Art) 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一

举成名。她设计了一家虚拟餐厅，并对食物、菜式、桌布等每个细节

都亲力亲为。在两周的时间里，她的作品成为了皇家艺术学院的主

要景观。自那时起，她便开始络绎不绝地接到项目，艺术家艾伦·琼

斯 (Allen Jones) 个展上的青铜展品以及与伦敦时装学院 (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 合作设计的工作服，都出自她的手笔。在工作

服设计项目中，她尝试使用鳄梨核为衣物染色。“将鳄梨核煮一个

半小时左右，水就会变成漂亮的粉红色，”她说。“尝试新创作是件让

人心情舒畅的事。”

萝拉·莱利对未来非常乐观。“消费者总是可以看出优秀作品与劣

质作品之间的差别，”她说道。也许，这就是自信的工匠们能在伦

21





Culinary Landscape

文：Meredith Erickson，摄影：Finn Beales

爱尔兰的风雨交加和地道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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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西海岸的野性大西洋之路 (Wild Atlantic Way) 不仅是世界上最美不胜收的海岸路线，也孕
育了独一无二的美食天地。最鲜美的牡蛎、最可口的香草、野莓、香醇的农场奶酪、肉质细嫩的散养
鸡 — 简直就是主厨和食客们的天堂。充满野性的西部之旅由此启程。



Culinary Landscape

原始的自然景观，人烟稀少的国家

西爱尔兰人口稀少。渔夫们在河里

打捞肉质肥美的鱼，湿润的气候滋

养着奇特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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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花异草

巴伦光秃的岩石上生长着

许多罕见的花朵。当地蜜蜂

采集的花蜜能酿造出口感

独特的优质蜂蜜。

乡村亦考究

爱尔兰牡蛎受到全世界的青睐，尤其是戈

尔韦湾 (Galway Bay) 出产的牡蛎。莫兰牡蛎

养殖场 (Moran’s Oyster Cottage) 的牡蛎用

一品脱 (约 568 毫升) 的吉尼斯黑啤酒冲洗

后，风味绝佳。格里甘斯城堡酒店 (Gregans 

Castle Hotel) (右上) 是“野性大西洋之路”沿

途的诸多乡村酒店之一。住客们在这里休

闲放松，还能享受到不一样的精致美味。

我对旅游路线一直持怀疑态度。某管理机构设计的路线会将“自驾

游”中的“游”完全摒除在外，或者为游客设定冒险活动 — 讽刺的

是，这完全背离了冒险本来的概念，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因此，当我看到爱尔兰最近打造的“野性大西洋之路”时，曾一

度怀疑：这又是一条包办一切、毫无正宗民俗、饮食乏善可陈的路

线吧？

  但我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简直大错特错。这条沿着欧洲边缘蜿蜒 

2,500 公里的路线是全世界最长的海岸自驾公路；沿途尽是狂野的

自然风光。任何《权力的游戏》 (Game of Thrones) 剧迷对这片粗砺、

旖旎、变幻莫测的场景都不会陌生。在这里，您可以真正感受到大海

和陆地的碰撞。这里的交通也十分有趣：您可以从多尼戈尔郡 

(County Donegal) 北部的任何一个入口处出发，一路沿西海岸绕科克

郡 (County Cork) 而行。我们肩负着探索这片美食天堂的重任：寻访

全球著名的餐厅、主厨和美食供应者，他们凭借着这片物竞天择的环

境给予的馈赠，创造出了全新的爱尔兰菜系。我们从“野性大西洋之

路”与城市的交界处 — 戈尔韦城出发，第一站我们去拜访的，是戴着

金丝边框眼镜还留着粗犷胡子的金发男子麦克马洪 (JP McMahon)。

  这位来自都柏林的主厨自学成才，已成为爱尔兰菜系的招牌

人物。今年十月，他将在戈尔韦举办“绝品美食” (Food on the Edge) 

活动。该活动是一次主厨之间的研讨会，阿普丽尔·布鲁姆菲尔德 

(April Bloomfield)、大卫·金奇 (David Kinch) 和汤姆·艾肯斯 (Tom 

Aikens) 都将前来参加。在戈尔韦，我们在麦克马洪三家餐厅中的 



Culinary Landscape

在亲切愉悦的环境中享用

爱尔兰新菜系

艾丹·麦格拉思 (Aidan 

McGrath) 和凯特·斯韦尼 

(Kate Sweeney) 在利敦瓦

纳 (Lisdoonvarna) 的野蜂蜜

旅店 (Wild Honey Inn) 经过

精心翻修，我们在幽雅复古

的乡村风餐厅里品尝了塞

有野生大蒜、菠菜和蘑菇的

鸡腿和龙蒿团子。

外再写一整篇关于菜肴的文章，着重介绍扇贝、鱼子、大麦、韭菜和

鸡肉浓汤，所有菜里都加了一个美味的鸡蛋。另一个重头菜，也可

能是其中最简单的一道：自制苏打黑麦面包。它的味道体现出了每

一种原料：糖浆、黑啤和香菜。清晨，许多戈尔韦人都会在炉火边将

这种面包烤热，再涂上醇香的黄油。我们在戈尔韦最著名的一家小

酒馆 Tigh Neachtain 过了一夜，来上一品脱黑啤，看着传统的爱尔

兰聚会将小酒馆的气氛烘托至一个又一个新高潮。

  第二天早上，天气寒冷，狂风大作，我们步行穿过戈尔韦周六的

集市。对于一座小城市而言，这已经算是个非常大而热闹的集市了。

我们品尝了克莱尔郡 (County Clare) 奶油醇厚的圣托拉 (St. Tola) 山

羊奶酪，并在一个摊头吃到了辛辣的海鲜意大利面。本来可以一整天

都去欣赏克鲁莫陶器厂 (Cloonmore Pottery) 令人惊叹的石器和陶瓷

餐具，但由于风雨交加，加之早餐的召唤，我们只好前往 Ard Bia 餐厅。

  Ard Bia 餐厅躲藏在城市港口的一道西班牙拱门内，在资深驴

友中非常出名。内部装潢是天花板低矮的民宿风，混搭着旧家具、

植绒墙纸和波点窗帘。这里的气氛热情温馨，让您立刻感觉就像是

在拜访一群不拘一格的好友。餐厅的主人名叫艾奥西恩·麦克纳马

Cava Bodega 见了面。第一家是 Eat 美食酒吧，第二家是 Aniar 餐

厅，也是我们将要去的一家令人憧憬的餐厅。

  晚餐前，他坐下来告诉我，在他的烹饪中如何运用周围的田野

和农场。“我们使用的野生食材非常考究。海藻研磨成粉末，云杉制

成糖，熊葱拿来腌制。野生的香芥花、豌豆苗、堇菜和包菜花都可以

当作食材。我们周围的每一种生物都代表着一种风味。这非常简

单，但绝非刻意。在 Aniar 餐厅，我们使用三到四种主要原料，将它

们混合成一道菜，以此展示爱尔兰菜系最大胆的创意。对肉类，我

们通常采用很小的切口；比如，我们会把猪颈肉浸入盐水，然后慢

慢煮。我认为有了这些切口，食物会更加入味，也能更好地释放食

物本来的味道。”与大多数主厨一样，JP 与周边的食材供应商和生

产商合作，比如塘鹅鱼养殖场 (Gannet Fishmongers) 的斯特芬·格

里斯巴赫 (Stephane Griesbach)，他的船每周来戈尔韦港两次。“我

和斯特芬讨论哪些是野生食材，哪些可以持续供应，还有哪些是新

食材，这是为了保证 Aniar 餐厅菜单的多样性。”

  一小时后，我们品尝到了这顿米其林星级套餐。您可选择四道、

六道、八道或十道菜，我们较为保守，选择了六道菜。我们有可能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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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爱尔兰新菜式

戈尔韦的 Ard Bia at Nimmo 餐厅里有

经过改良的传统食物，餐厅的氛围令

每一位宾客感到宾至如归。戈尔韦的

麦克马洪是爱尔兰西部的爱尔兰新菜

系“教父” (右页)。



Culinary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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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inary Landscape

为了美味大胆尝试

麦克马洪在戈尔韦经营的 Aniar 餐厅以

主厨的大胆尝试，不断推出富有创意的

烹饪菜肴而家喻户晓。这家餐厅与当地

最好的供应商合作。

白色波斯山地犬 (鸡的保护卫士)，有两个可爱的女儿、一位贤淑的

妻子以及一片小宅地和几辆引人瞩目的拖拉机。

我们坐在他的小屋里，他和我们聊起了几位新的主厨。“JP (Aniar 餐

厅)、约翰·考菲 (John Coffey) (阿斯隆的 Thyme 餐厅)、杰西卡·莫菲 

(Jessica Murphy) (戈尔韦 Kai 咖啡厅)、艾丹和凯特 (野蜂蜜旅店) 以

及来自格里甘斯城堡酒店的大卫 (David) 传承了爱尔兰新菜系，巴

利莫洛酒店 (Ballymaloe House) 五十多岁的美特尔·艾伦 (Myrtle 

Allen)  带领着他们。美特尔和爱尔兰的爱丽丝·沃特斯 (Al ice 

Waters) 风格类似，也就是说，她只用本地的食材并且以简单的方

式烹饪。美特尔的继女戴瑞娜 (Darina) 正在科克的烹饪学校读书，

她将继续传承巴利莫洛的烹饪风格。对于我来说，在分散的食物体

系下，乡村厨师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他们是农场主和消费者之间的

纽带，而我更愿意亲历而为，打破距离，以可持续的方式逐渐建立

自己的事业。八年前，我们在一些小鸡棚里饲养了 50 只小鸡。如今

已经供不应求。虽然现在不再是爱尔兰经济飞速增长的“凯尔特之

虎”时代，但只要有戈尔韦的土地和人，就会有机会。”

  我们驶向大海，回到了规定的航路上。几个在加拿大牡蛎剥壳场

的好友告诉我，我们一定要去莫兰牡蛎养殖场拜访迈克尔·莫兰 

(Michael Moran)，这里有全欧洲最棒的剥壳器。这座养殖场藏身于一

个小小的入口之后，已经有 300 年历史，迈克尔是它的第七任所有

者。迈克尔爱交朋友，为人亲和，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剥牡蛎壳，这是他

父亲曾经教他的方法：使用一把肉排刀。在他看起来，这种方法非常

有效：他因此获得过两个牡蛎开壳世界冠军和五个欧洲冠军。戈尔韦

拉 (Aiobheann McNamara)，与 JP 一样，她也是西方餐饮界的支柱。

菜单里都是爱尔兰的传统特色菜，并逐步添加了些新花样。想象一

下约塔姆·奥图蓝吉 (Yotam Ottolenghi) 用爱尔兰海岸出产的食材

做出的以色列 —  伦敦菜！我们品尝着巴伦熏制屋 (Bur ren 

Smokehouse) 的鲭鱼色拉和 Flat White 白咖啡，看着女经理阿梅利

亚 (Amelia) 忙里忙外，一边研究着当地的创意菜式，一边热情地欢

迎来客。我们询问能否见到艾奥西恩，不巧的是她周末去了阿伦群

岛 (Aran Islands)。阿伦群岛也算是“野性大西洋之路”的景区，乘坐

螺旋桨飞机只要七分钟就能到达。Ard Bia 餐厅每隔一年都要举办

“忘掉一切”庆祝会 (Drop Everything Festival)。艺术家、音乐家、厨师

和烘培师都会聚集到伊涅斯·奥尔 (Inis Oírr) 这座群岛中最小的岛

屿上，艾奥西恩去那里就是为了组织这场文化盛会。我们买了一本

图文并茂的 Ard Bia 烹饪书，然后出了戈尔韦城，向“野性大西洋之

路”进发。

  不过，我们要先稍微绕个路去阿森莱 (Athenry) 世外桃源般的

牧场见见“友好的农场主”罗南·伯恩 (Ronan Byrne) 和他的 the 

Friendly Farmer 农场。在乡村道路上，我们首先看到了戈尔韦城、克

莱尔郡和巴伦的石墙。石灰岩墙壁是爱尔兰的标志性景观。我们与

罗南同行时，他说自己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开拓土地，同时从土

壤中清理掉石块，这样土地才可以耕种。茫茫荒原之上随处可见残

桓断壁；他说，这些墙壁是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由因过强的自尊心

而不愿接受白食的贫困家庭建造的。我们来见罗南不仅仅是因为

他这里有散养鸡，他是西方餐饮界的支柱，还因为每个人都告诉我

们，他的农场是必去之地。罗南饲养着几百只鸡、六条体型庞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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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性大西洋之路”蜿蜒于爱尔兰西海岸。
戈尔韦是美食革命的中心。的牡蛎销往整个伦敦和加拿大东海岸，有着戈尔韦港淡淡的海水味，

迈克尔认为它是海水与新鲜牡蛎完美结合所产生的风味。这座小屋

里满是当地的双壳牡蛎或丁格尔湾 (Dingle Bay) 蟹爪，还有黑啤酒。

阳光下的街道四处洋溢着午后的欢庆气氛。

我们继续向南来到伫立在海边的克莱尔郡，路过金瓦拉 (Kinvara) 庄严

的中世纪邓古莱城堡 (Dunguaire Castle) 时，一群专业自行车手从身

边疾驰而过。我们现在位于巴伦的中心，这里的石墙、浩瀚的天空以

及如同月球表面般的景色令人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据说，巴伦的

奇幻之美对英国作家 J.R.R.·托尔金 (J.R.R. Tolkien) 的传世之作《指

环王》(Lord of the Rings) 影响巨大。书中参照了 Poll Na gColm (咕

噜洞) 地区的岩洞，许多对摩多世界的描述都能在巴伦找到。

  巴伦烟熏屋及隔壁路边酒馆 (Roadside Tavern) 的主人彼

得·科廷 (Peter Curtin) 相信这一说法。彼得曾举办过巴伦托尔金社

交节 (Burren Tolkien Society Festival)，每年六月，这里都是作家、博

士和托尔金粉丝的聚集地。不过彼得和他瑞典籍妻子布丽吉塔 

(Brigitta) 的“秘密武器”是烟熏屋的烟熏鲑鱼和鲭鱼，还有自己酿造

的啤酒：布伦黑啤 (司陶特啤酒)、布伦红啤 (爱尔啤酒) 和布伦金啤 

(拉格啤酒)。尽管烟熏屋周日不营业，但这一天最适合聚集左邻右

舍，听彼得连续讲上几小时让人着迷、略显夸张的故事。他不仅是

一名技艺超凡的酿酒师和烟熏师，还是一位真正的爱尔兰故事家，

仅凭这一点就值得您买张去爱尔兰的机票。

  彼得指引我们向西面的利敦瓦纳 (Lisdoonvarna) 前行，前往那里

的野蜂蜜旅店拜访艾丹·麦格拉思和凯特·斯韦尼这对夫妻档。这座只

有 14 间客房的小旅店最有吸引力的，是曾荣获《米其林指南》“超值餐

厅奖” (Bib Gourmand Award) 的餐厅。屋外街道上大雨倾盆，屋内炉火

旺盛，凯特告诉我们，“野性大西洋之路”非常成功地为该地区带来了无

限商机。我们有幸吃到了罗南做的一道鸡肉 — 塞满了野生大蒜、菠菜

和蘑菇的鸡腿，下面是龙蒿团子，不仅超级美味，而且让人心情愉悦。

我 们 的 最 后 一 站 是 格 里 甘 斯 城 堡 酒 店 ，它 所 在 的 巴 利 沃 恩 

(Ballyvaughan) 开车十分钟就能到达。它并不是一座真正的城堡，更

像是一座隐秘的豪华乡间别墅。总经理西蒙·海登 (Simon Haden) 

以爱尔兰鲑鱼薄饼、鹅肝和当地的扇贝迎接我们的到来。这里没有

电视，但酒店里的火炉、威士忌、带着颓废文艺范儿的菜单 (由备受

尊崇的主厨大卫·赫尔利提供)、方格花呢、古董和健谈的来客们完

全弥补了科技产品的缺失。夜晚的山间雾气弥漫，我们一杯又一杯

地畅饮着爱尔兰威士忌。

  互道晚安时我在想，到底是这里充满活力又坦诚直率的人们

让这里的田野风光更加富有不可思议的魔力，还是这狂放不羁的

风景影响了这里的人呢？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thewildatlanticway.com

地址簿

Cava Bodega 餐厅 
1 Middle Street，Galway 
www.cavarestaurant.ie 

Aniar 餐厅 
53 Lower Dominick Street，Galway 
www.aniarrestaurant.ie

Tigh Neachtain Pub 俱乐部 
17 Cross Street, Galway 
www.tighneachtain.com

Ard Bia at Nimmos 餐厅 
Spanish Arch，Long Walk，Galway 
www.ardbia.com

The Stop B&B 酒店 
38 Father Griffin Road，Galway 
www.thestopbandb.com

莫兰牡蛎养殖场 
The Weir, Kilcolgan, County Galway
www.moransoystercottage.com

巴伦烟熏屋 
Lisdoonvarna，County Clare
www.burrensmokehouse.ie

路边酒馆  
Lisdoonvarna，County Clare
www.roadsidetavern.ie

野蜂蜜旅店 
Lisdoonvarna，County Clare
www.wildhoneyinn.com

格里甘斯城堡酒店 
Ballyvaughan，County Clare
www.gregans.ie

“忘掉一切”庆祝会，伊涅斯·奥尔岛
www.dropeverything.net

厄尔坦·库克  

(Ultan Cooke)，

Aniar 餐厅厨师长，与

麦克马洪意气相投，

将其爱尔兰新菜系的

理念付诸于实际。

野性大西洋之路

戈尔韦 
(Galway)

伊涅斯·奥尔 
(Inis Oírr)

吉尔克根 
(Kilcolgan)

利斯敦瓦纳 
(Lisdoonvarna)

巴利沃恩 
(Ballyvaughan)

都柏林 
(Dublin)



Kitchen Love

郭锡恩 (Lyndon Neri) 和胡如珊 (Rossana 
Hu) 对厨房两大基本要素的看法如出一
辙。但据郭锡恩说，他们的烹饪理念却大
相径庭。

采访：Julia Grosse

空间与搁架

郭锡恩和胡如珊 

这对夫妻是屡获殊荣的如恩 (Neri & Hu)  

建筑设计公司的两位王牌设计师。 

如恩公司于 2004 年在上海成立，提供全球建筑、装潢、 

总体规划、平面和产品设计服务。

下厨在您的私人生活中有多重要？通常你们会一起下厨吗？

郭锡恩：我喜欢下厨！但我们从来不一起下厨。我烧起菜来会搞得一

团糟，但如珊却非常整洁。最重要的是，她烧的菜都很健康，但我不

行。我会用许多油，我喜欢油炸和清蒸。所以在家下厨的话，我们只能

一人上阵。

您有特别喜欢的菜式或地方菜吗？

我喜欢清蒸鱼。最喜欢的是鳕鱼。我烧亚洲菜更拿手，比如豆豉粉蒸排

骨。在这边的市场，我们可以买到非常新鲜的鱼。

在厨房中，什么元素对于您来说十分必要？

我认为厨房有两大重要元素。其中之一无疑是烹饪空间。我们希望设

计一间厨房，里面有能让大家坐下来并共同参与的空间。另一个重要

的方面是出色的搁架系统，这样就能轻松地取用所有厨具。如何在灶

具周围设计橱柜是其中的关键。

在您看来，厨房的功能性是否比外观更加重要？

两者密不可分。人们往往习惯于将功能与形式分离，而且很容易这么

说。但我认为，一间厨房如果只是实用而不美观，也就没那么实用。就

拿人来说，一个人可能非常聪明，但如果他的内在和外在都不美，那

么大家也很难和他相处。当然，厨房如果不实用，也就谈不上美观！我

觉得很难断言功能凌驾于美感之上。

你们会在厨房吃饭吗？

我们住在一幢古老又优雅的房子里，有一间正式的餐厅，厨房边上有

个能够坐五个人的早餐区。我们经常和三个孩子在那儿吃饭。

厨房和烹饪在您的工作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像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 (Olafur Eliasson) 那样为他的团队制作

午餐真的像是一场仪式。我们也很乐意那样做。我们每天为员工提供

新鲜的午间套餐，他们可以坐在会议室一起共进午餐。但我们不会在

办公室烹饪。我们曾经打算找个厨师，让他在屋顶露台上做饭，但最

终没能实现。

您在烹饪时会考虑多少外观方面的因素？怎样摆盘？

这非常有意思。我不会把食物摆得非常漂亮，主要是因为我更希望让

大家趁热享用食物。所以我非常重视温度和口感。不过我们都喜欢简

单的餐具，比如全部用白色的盘子。我会简单地摆一下食物，也喜欢

盛在大碗里与大家一起分享，这样才有聚餐的气氛。我们有许多漂亮

的器具和餐具、调羹、刀叉、杯盘……所以真的不需要刻意摆盘！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neriand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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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森特·凡·杜伊森 (Vincent Van Duysen) 的“百变

多用”食品罐 

我们就是喜欢他在这里以千奇百怪的方式摆弄

各种材料，设法将木材与粘土融合，将不同的功

能加以组合。这个食品罐功能丰富，有种颇受大

众喜爱的美感！我们用它来盛放食物，再把它保

存起来，有时它简直就成了一件展示品。

2   阿尔多·罗西 (Aldo Rossi) 的艾烈希 (Alessi) 茶壶 

主要是标志性的后现代主义概念令这个茶壶别

具一格。阿尔多·罗西对我们而言意义重大，因为

在建筑学习过程中，我们从他的书中受益匪浅。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茶壶也表达了我

们向他致敬的心意。

3   如恩紫砂茶杯 

这些茶杯对于我们意义非凡，因为它们表达了

一种主张。我们过去一直尝试着展现传统不一

定非要成为装饰。在中国，许多茶杯上都有龙等

装饰图案。我们并不太喜欢这些装饰元素，因此

将它们缩减到了最简约的形式。我们希望人们

更加关注茶杯的设计比例与材质。

4   铜壶 

我们喜欢铜的导热性。这种材料不仅非常实用，

而且真的很美。我们在欧洲、美国和中国都会购

买铜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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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富当地特色的传世建筑

孟买工作室 (Studio Mumbai) 创始人比乔伊·杰恩 (Bijoy Jain) 或许称得上是当
代印度建筑行业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的建筑设计将传统工艺和摩登现代感
巧妙融合，就像是从土壤里自然生长出来一般。

文：Michael Snyder 摄影：Hélène Binet



Concepts

冷峻的色调，“透视”的墙壁。

比乔伊•杰恩的巴尔米拉别墅 (Palmyra House) (左页) 

可以抵御印度的炎热气候。木板条设计消除了室内外
的明显界限，令两厢空间渗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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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境融为一体

巴尔米拉别墅名副其实。乔恩非常注重建筑的

周边环境，努力探索当地的精髓，并将此融入他

的设计工艺中。



Concepts简洁的线条与挑高的房间

乔恩在贝拉瓦利别墅 (Belavali House) 中大

量采用挑高空间，并以零散布置的家具定

义各个房间。

房间里的大自然

铜屋 II (Copper House II) 的大块玻璃

窗幕墙在室内与室外之间实现自然的

过渡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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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

“美来自参与其中的所有演绎者，
我的角色更像是一名乐队指挥。”比乔伊·杰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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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影响力的男人

比乔伊·杰恩是当代举足轻重的印度设计师。他与自己

创办的“孟买工作室”所完成的作品荣膺诸多知名奖项。

光影的妙用

塔拉别墅 (Tara House) (左) 对光的巧妙运用令参观者

们惊叹不已。窗板可以遮阳，也能让阳光照进屋内。杰恩

进一步推广并完善了这种印度建筑的传统理念。

如同置身户外

九房别墅 (House with Nine Rooms) (右) 中的室内庭院绿

荫葱葱，可以营造出清爽宜人的空间氛围。

比乔伊·杰恩早年赴美学习，并先后在洛杉矶和伦敦的理查德·迈耶 

(Richard Meier) 工作室工作，他可能是当代印度建筑行业中最具影

响力的人物。杰恩于 1995 年回到孟买，创办了建筑事务所孟买工

作室。在位于印度最大城市的工作室里，杰恩设计出了极富当地特

色的传世建筑，并在全球获奖无数，其中包括 2009 年全球可持续

建筑奖 (Global Award for Sustainable Architecture)，并在 2010 年入

围阿卡·汗建筑奖 (Aga Khan Architecture Awards)。乔恩的建筑紧密

融合了本土材料与工艺技术，仿佛就是从印度的土地上生长出来

一般；它们凝聚了无数精心构思的细节，而并非以高大上的姿态或

庄重华丽的气势见长。与此同时，乔恩的建筑精妙地协调了室内与

室外，浑然天成与人为修饰之间的动感线条，不仅单纯融合了传统

工艺与摩登现代感，更使这种融合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所以我向他们阐述了对地形的想法，让他们完成需要一定鉴别能

力的任务。我无法一直待在现场，因此我要让每个人都同步了解项

目的本质所在，这就是我所说的审美观。它是一种对泥土、对砖块、

对空间的态度。一个人可能会遇到 101 种变数。我非常关注工匠对

这些不可预测情况的调解能力。

这就是您在美国和英格兰看到的灵活性吗？还是说这是印度独有的？

事实上，我并不称之为灵活性，而是包容性。我认为它在全球各地

都存在。这是一个与谁合作的问题，也就是您所组织的团队。我的

观点是召集一个感受力共通的团队，而且我相信无论是在美国、日

本、瑞士还是印度，这种做法放之四海而皆准。每个地方都有优秀

的人才。

您之前曾说过“单纯的制造无法成就一名工匠”，还说过“操作重型机械

的人称得上是工匠”。您对工匠是如何定义的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运用闲置物品并进行转换的能力。操作这些机

器的人对机器本身、机器能力以及它的运行速度都了然于心。这是

一种专注、发自本能又警觉的能力。因此，我想真正的工匠应该对

即使了无生趣的东西也非常敏锐，并能通过引人注目的姿态赋予

它们新生，从而将其转化成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

你认为手工艺仍是寻常可见的吗？还是已经变得弥足稀有了？

在我看来，哪怕是用最简单的工具进行制作，人人都可以做到，它

的意义也取决于制作者付出多少。其道德基础在于懂得其他人参

与了创作，无论是一把椅子还是一台手工织布机，伴随其中的是一

种忘我精神。只顾潜心创作，而不考虑经济价值。细心与专注并不

需要太多金钱。

您使用了“道德基础”一词，这种观念在当今的制造过程中已变得越来

越重要。而被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无疑是“可持续性”。您如何定义可持续

建筑？

简而言之，可持续建筑指的是能够跨越时间的东西，并不一定仅限

于我们的有生之年。它可以延续到我们的生命以外，它可能会对未

来诞生的某种文化产生影响。我们用五感来解读空间，所造的建筑

能够以某种方式容纳这些感官，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可能跨

越地域、种族或宗教，建立起更加普遍的联系。

在印度，建筑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行业。长期以来，建筑都是由工匠自己

完成的。

作为一名与工匠合作密切的建筑师，您如何理解这两种职业之间的

关系？

比乔伊·杰恩：工匠们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领悟能力，对一切

的心领神会都源于一次又一次的创造和制作。我认为，协作的目的

就是为了实现一个能体现能力优势的解决方案，这并不代表单纯

的制造就能够成就一位工匠。作为建筑师，我们为协作带来的是一

种方法，一种鉴赏力。工作时，我们会各司其职。

在您看来，建筑师是否像一种催化剂？

我在工作或开发项目时，必须对物质资源有一定的了解，无论是

石头、木材，还是其它可用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工匠本身

也是一种资源，了解他们能够为整个流程带来的价值，我才能制

定策略。美来自参与其中的所有演绎者，我的角色更像是乐队的

指挥。

您能描述一下您的日常工作流程吗？

过去的几天，我们一直在研究这项土地规划工作。在印度北部的纺

织厂建筑群项目中，我使用了几台 JCB 装载机和“山猫” (Bobcats) 

设备。操控这些机器的都是年轻人，他们平时负责为道路工程搬运

沙土，但这一次我让他们来规划土地。由于他们熟悉自己的机器，

“工匠们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领悟能力，对一切的心领神会都源于
一次又一次的创造和制作。”比乔伊·杰恩



Concepts

宁静的岛屿

乌特萨别墅的房间宽敞地分布在几片广阔的水域

之间。水的蒸发能够在别墅内营造怡人的气候。

历史悠久的精湛手工艺

乌特萨别墅的铰链式窗户沿袭历史悠久的传统理

念，由纯手工精心打造而成。

寻找哪怕是最小的改变，这些改变一点一滴地见证着正在被取代

的东西，也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它会将某个情景相关的所有变化都

考虑在内，而且可以超越地域的局限。同时，环境也具有这种灵活

性，能够收放自如。

所以说本质上，它不仅是被环境化的产品，更是一种过程吗？

更准确地说，产品是被过程环境化了。它让整个过程兼容并蓄，将

每个人带入到建设性的互动中。

在美国和英国待了几年后，1995 年您回国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是什

么让您决定回到孟买呢？

我想回到成长的地方去探索，与曾经喜爱的一切联系起来，再去不

太熟悉的地方激发自己的灵感。

在印度的工作中，是什么激发了您的灵感？

是协作的力量，这里有发展空间，有包容性，永远都有前进和提升

的空间。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tudiomumbai.com

您的许多知名作品都是居家建筑。在更大的项目中，您要如何演绎运

用于私人住宅的建筑技术呢？

我们将私人住宅称为案例研究房。它们用于测试如何大规模地使

用材料和技术。而建造更大的工程如同换挡，方法则是一样的。大

项目中参与的人员更多，但它要涉及规模更大的团队，以及如何让

这些组成部分全部运作起来。

查尔斯·柯里亚 (Charles Correa) 最近与世长辞，这标志着印度建筑史上

一个重要时代的结束。您是否将自己的建筑看作现代主义传统的延续？

在这段时期，我已经变得成熟起来，因此现代主义只是我设计基

因的一部分。对于我来说，现代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

是美学价值。在某些方面与某个时期相关联，而且有可能超越这

个时期 — 这就是我对现代主义的理解。

发展中国家都非常关注如何创造既具有当代风格，又不失本地特色的

建筑。您的作品已经实现了这一点。您认为 21 世纪的印度建筑风格有

哪些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很重要，但也完全不重要。这并不是说我不在乎环境，我所提

到的印度环境包括经济适用性和人在项目中投入的体力和情感力

量。这里的经济适用性是指财力上的经济。更重要的是，我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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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te

年轻的西西里酿酒师阿扬娜·奥皮提 
(Arianna Occhipinti) 酿制出的有机葡萄
酒甘醇可口，凝聚了大地的精华，将关乎

土壤的故事娓娓道来。

汲取大地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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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热的风吹过荒芜的原野

阿扬娜·奥皮提的葡萄园位于西西里东南部，这里是意大利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当地人只能依靠传统的酿酒业以及最重要的水果、蔬菜种植谋生。



Taste

文：Felix Watzka 摄影：Maurice Haas

  21 岁生日时，她只向父母要了一件礼物：Fossa di Lupo (地名，

意大利语中意为“狼窝”) 一公顷的葡萄园。“刚做酿酒师时，我只有

这一公顷土地、一个塑料桶和一个旧钢槽。这些就是我的全部家

当，”她回忆道。“不过这样很神奇，因为我学会了不利用任何技术和

点缀酿造葡萄酒。”第一年，她在葡萄园里酿造了 4,000 瓶葡萄酒。

一家纽约的葡萄酒经销商发现了她，并且几乎买下了所有葡萄酒。

她的成功史由此开始。她得到了《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的

赞赏，从伦敦到纽约各地的高人气酒吧都在订购她的葡萄酒。如今

回首往事，她还记得刚创业时的关键：“特别感谢那些一开始就相

信我的人，虽然当时我还只是无名之辈，我的葡萄酒也全然不为人

所知，有他们，我才能得以发展壮大。”

  阿扬娜从最初就坚持着自己的方式，她拒绝以传统的西西里

方法灌溉她的葡萄藤，也绝不使用化学杀虫剂。“杀虫剂是有毒的，”

她严肃地说。她希望她的葡萄园是有生命的。鸟儿在葡萄藤上筑

巢，蜜蜂和其它昆虫也来这里安家。“西西里有着巨大的有机葡萄

酒酿造潜力，这里的气候条件近乎完美，不生产有机产品实在太可

惜了。”她说道。她一直努力保持酒窖的原始性 — 经人工摘取的葡

萄使用野生酵母发酵，接下来葡萄酒会在这里慢慢成熟，有时这段

漫长的时期会超过四年。大自然本身加之阿扬娜耐心的筛选，确保

了采摘的葡萄品质优良，风味独特。阿扬娜不希望这一点在酒窖的

发酵过程中发生改变。

阿扬娜相信，她的自然酿酒法是唯一合情合理的农艺种植。“这能给葡

萄园带来更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并且帮助我更全面地了解农业，”

她表示，“当然，这也能给我带来更多的优势。”如今，阿扬娜·奥皮提

拥有超过 25 公顷的土地 — 除了葡萄园之外，她还拥有橄榄园和

蜂房，并在田里种植了一些传统谷物。她在葡萄藤之间种植蚕豆，

在这里，虽然看不到地中海，却可以闻到它的味道。晨曦照亮了地平线

上的依波雷山 (Monti Iblei)，和煦的微风吹过田野和葡萄园，吹进西

西里东南部的小镇维特多利亚 (Vittoria)。该地区有着悠久的酿酒

传统，但如今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到处都是玻璃和塑料薄膜搭建的

温室。当地人可以通过在此种植水果和蔬菜来获得更多的收入。这

里是意大利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这让年轻的酿酒师阿扬

娜·奥皮提所取得的成就更加富有传奇色彩。

  阿扬娜是西西里人，出生在西西里岛北部，在南部长大。她曾

在米兰读书，并周游世界，但最后还是选择回到故土。“维特多利亚

镇、葡萄酒、葡萄园和石墙 — 这就是我的家乡，”她的言语中流露

出自豪之情，嘴角洋溢着亲切的微笑。阿扬娜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

西西里人，是个活力四射的年轻姑娘，嗓音嘹亮，深褐色的眼中闪

动着热情的光彩。她的葡萄园位于 Strada Provinciale 68 公路 — 

是西西里岛最古老的葡萄酒路线之一。“SP68 不是一条普通的公

路，它是通往葡萄园最重要的交通干线，我们每天都要奔波在这条

路上，”阿扬娜说。

  阿扬娜总是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在她耐心地巡视葡萄藤的

生长情况时，我们很难跟上她的脚步。她一只手指挥着葡萄园里的

团队，另一只手不停地打电话：刚才还在与建筑师交谈；几秒钟后，

又在安排下午的葡萄酒品鉴会。“在酿酒厂，我们每十分钟就会作

出一些更改，这就是这里的工作如此特殊的原因，”她说，“早上醒来

时的感觉和晚上睡觉时的感觉截然不同。”阿扬娜总是忙忙碌碌停

不下来，但并不是个鲁莽的人。只有必须作出重要决策时，她才会

安静下来审慎思考 — 但她很少像这样冷静下来。一旦阿扬娜作

出决定，就不会反悔。从十多年前攻读酿酒学学位时决定回到家乡

成为一名酿酒师，阿扬娜便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着。有了这样

的目标之后，在米兰的每一天都过得很漫长。

“西西里有着巨大的有机葡萄酒酿造潜力，
这里的气候条件近乎完美，不生产有机产品实在太可惜了。”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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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葡萄酒酿造之路

阿扬娜·奥皮提从一公顷的葡萄园开始创业，这块土地是父母给她的 21 岁生日礼物。

如今，她的葡萄园已经扩大到 25 公顷，并拥有一支年轻的团队。阿扬娜正在传授他们酿制优质、纯正葡萄酒的方法。



Taste

“许多花草有助于土壤更加肥沃，因此我让它们在这里自由生长，这样蜜蜂也会回到葡萄园。”

葡萄园的公路为前缀，名为 SP68 Bianco。“我最想闻到每一瓶葡萄

酒散发出所生长的土壤的芳香，”她的脸上绽放出笑容，“这一瓶有

白垩土的味道！”她的葡萄酒就像阿扬娜本人一样，深深地扎根于

这片土地 — 这里的传统、这里的文化、这里的手工艺，最重要的还

有这里的人。

  午餐时间不多，因为她下午必须赶回葡萄园与那里的工人们

碰头讨论未来几天的天气。目前，阿扬娜的周围都是男人，她开玩

笑地叫他们“男孩子们”，这些年轻人都是在这片种植蔬果的地区

长大的。阿扬娜有一种责任感。“尽管维特多利亚是欧洲最古老的

酿酒地之一，但我们已经失去了大量的手工艺和传统，”她说，“年轻

人不再了解如何在葡萄园里工作。”

阿扬娜吐露，她梦想着在她的家乡建立一所酿酒师学校。“许多人没

有经过任何职业培训，但却有着巨大的激情与意志力。我可以帮

助他们成为酿酒师，而且我也愿意这么做，”她说道。她已经有了场

地，也已经确定了合适的教师人选。她并不想亲自上阵授课，因为

没有时间。

  这位年轻女子在这个经济落后的地区开创了先河，这无论对

于酿酒业还是维特多利亚的下一代都具有重要意义。阿扬娜·奥皮

提不仅勾勒出了西西里酿酒业的未来，同时也在困难重重的窘境

中树立了榜样。刚开始创业时，许多村民都怀疑一个女人在这座以

男人为主导的小岛上能否成为一名酿酒师。但没有人可以阻止阿

扬娜。“全心全意为你的目标奋斗很重要，因为它会贯彻你的整个

人生，是你最强大的武器。”她说道。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agricolaocchipinti.it

让野生花草遍地生长，让园里的生物越来越丰富。“当鲜花满园时，

葡萄园里的一切也会生长得更茁壮，”她解释道，“许多花草有助于

土壤更加肥沃，所以我让它们在这里自由地生长。这样，蜜蜂也会

回到葡萄园，构成整个生态循环。”

  她喜欢每天都待在葡萄园里，这里是一切的开始。她最喜欢的

地方都在户外，葡萄藤从红色白垩土中破土而出，这一景象令她着

迷。“我希望我的葡萄酒可以诉说它所生长的土壤的故事，”阿扬娜

又一次强调：她的葡萄酒不是在酒窖，而是从葡萄园酿造而来的。

西西里古老的葡萄品种弗莱帕托 (Frappato) 和黑达沃拉 (Nero 

d’Avola) 深深地扎根于这片土壤，这就是健康的土壤对阿扬娜如此

重要的原因。她还指出，“葡萄藤是从白垩土中长出的，不要怀疑我

的葡萄酒品质。可能是因为我从小与佛莱帕托葡萄一起长大，酿造

优雅的葡萄酒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标。这种来自维特多利亚的葡萄

品质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清新口感。”

  土壤和气候的特殊性、日间的高温和夜晚的凉爽使葡萄产生

了可口的酸度和鲜美的水果风味，这便是阿扬娜葡萄酒醇臻香味

与精致口感的来源 — 正是这些品质让阿扬娜的葡萄酒不同于其

它西西里驰名于世的葡萄酒，后者的口感浓郁而丰富。“这就是我

想要酿造的葡萄酒 — 也是我想要的葡萄酒，”她说道，“即使我不

得不搬到其它地区，也还是会酿制同样的葡萄酒。”

中午，这里的气候变得非常炎热；只有海风可以带来些许凉爽。海风还

带来了红土的气息和咸咸的海水味，在阿扬娜的葡萄酒中也可以

闻到这种香味。大家都在农舍的厨房共进午餐，阿扬娜站在大厨房

的煤气灶前，搅拌着满满几锅意大利面、菜豆和兔肉。所有青菜都

来自葡萄园。阿扬娜热爱烹饪，却鲜少有时间。今天，她抽出了时间

下厨，并在午餐时开了一瓶白葡萄酒。这瓶葡萄酒以连接阿扬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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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顿·布鲁曼索 (Heston Blumenthal)、阿历克斯·阿塔拉 (Alex Atala) 和张大卫 
(David Chang) 都是一代名厨。可能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的成功不仅是源于自身
的努力和创造力，还要归功于帮助他们将创新摆上餐桌的科学家们。

文：Tobias Moorstedt 插图：Uli Knörzer

瑞秋·爱德华兹-斯图尔特 (Rachel Edwards-Stuart) 与

赫斯顿·布鲁曼索 (Heston Blumenthal)

英国食品科学家与著名主厨携手发明了 

一种奇特的鸡尾酒，这种鸡尾酒在饮用过程 

中味道会不断发生变化。

当科研邂逅烹饪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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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te

托马斯·维尔吉斯和中村彻 (Tohru Nakamura)

物理学家运用科学的方法

帮助主厨改良虾片的口感。

甜品对他们有着魔法般的吸引力。在罗尔德·达尔 (Roald Dahl) 的童

话故事书《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中，有一种糖果叫做“吃不完的大糖球” (Everlasting Gobstopper)。在

吃这种糖果时，它的颜色和味道都会发生变化 — 这是一位主厨的

梦想，但这难道只能是个单纯的幻想吗？英国食品化学家瑞秋·爱德

华兹—斯图尔特很想找到答案。作为诺丁汉大学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她最近尝试发明了一种糖果，它的

味道一开始像番茄汤，之后像炸鸡，最后像蓝莓派 — 就像吃了一

整顿饭一样。她的研究得到了伦敦郊外肥鸭餐厅 (The Fat Duck) 著

名主厨赫斯顿·布鲁曼索所建立的一项助学金的资助。

  爱德华兹-斯图尔特发现，她的新糖果并不适合餐厅，因为“人

们吃甜品的方式各有不同”。有些人会把糖嚼着吃完，还有些人会

含在自己的左腮，让它慢慢融化半个小时。于是，这位化学家与这

位主厨联手发明了一种必须用吸管慢慢品尝的糖果饮品。

“科学家们知道实验往往不会按计划进行，”爱德华兹—斯图尔特说

道，“你总是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这非常令人受挫，但有时也会带

来有趣的发现。”

  这件小事说明，幻想仍然先于技术一步。它也生动地证实了当

今名厨与顶尖科学家之间存在的密切协作。高科技与烹饪艺术碰

撞，餐厅与科研融合。过去费伦·阿德里安 (Ferran Adriàs) 的斗牛犬

餐厅 (El Bulli)、肥鸭餐厅 (英国布雷) 以及诺玛餐厅 (Noma) (丹麦哥

本哈根) 之所以声名远扬，部分原因就在它们的实验厨房，各种新

的方法和创意总是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诞生。

  “即便是最前卫的餐厅也没有我们这样的实验室，”美因茨 

(Mainz) 马克斯·布朗克聚合物研究所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olymer Research) 物理学教授托马斯·维尔吉斯 (Thomas Vilgis) 表

示，“我喜欢与有创意的主厨分享我们在各种食物成分方面的发

现。”维尔吉斯是一名物理学家，同时他也是一名充满热情的美食

家和业余厨师，最近他一直领导着工作团队研究软物质食物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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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te

“ 烹饪已经历了变革。 
凭借对食物分子特性的了解， 
我们能够有针对性地控制他们的结构。 
分子结构决定着食物的质感。” 
托马斯·维尔吉斯

理学。“烹饪已经历了变革，”他说道，“凭借对食物分子特性的了解，

我们能够有针对性地控制他们的结构。”维尔吉斯还编写了多本有

关分子料理和味道组合 (食物搭配) 的权威著作，他直接与一流的

厨师合作 — 还喜欢在他们的餐厅就餐。

  比如，维尔吉斯建议沃尔夫斯堡 (Wolfsburg) 丽思·卡尔顿酒店 

(Ritz-Carlton Hotel) 水叮当餐厅 (Aqua) 的斯文·埃勒菲尔德 (Sven 

Elverfeld) 使用新的冷冻干燥法。在全球排名前 50 的餐厅中，该餐

厅位居第 33 位。他还帮助慕尼黑盖泽尔韦尔内克霍夫餐厅 

(Geisels Werneckhof) 的中村彻和他的团队改良了泰国虾片 (虾饼) 

的口感。“分子结构决定着食物的质感。”维尔吉斯表示。

学术派与知名大厨在多项研究领域开展合作。哈佛微生物学家瑞

秋·J·达顿 (Rachel J. Dutton) 与纽约百福餐厅 (Momofuku) 的张大卫

一起研究鲜味和柴鱼片 (经晒干、发酵和烟熏处理的一种鱼) 等亚

洲特色菜的发酵过程。张大卫在哈佛的一次联合展示上，将发酵称

为“味道机器”。波士顿 (Boston) 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数学教师约

翰·布什 (John Bush) 以及来自迷你吧餐厅 (Minibar) 的著名分子主

厨何塞·安德烈斯 (José Andrés) 在哈佛的食品和科学系列讲座上

相识，并且决定开展合作。他们的合作成果是一艘使用三维成型机

制作的小糖船，这艘糖船的成分是糖和明胶。小糖船在鸡尾酒杯中

悠闲自在地游弋，释放剂量精准的酒精。很难说它是装饰品还是鸡

尾酒配方的一部分。

  圣保罗 (São Paulo) D.O.M. 餐厅的亚历克斯·阿塔拉 (Alex 

Atala) 来自巴西，是南美洲最好的厨师。在热带雨林寻找新的香料

和植物的过程中，他得到了人类学家和亚马逊专家贝托·里卡多 

(Beto Ricardo) 的帮助。同时，麻省理工学院的 EGS (弹性、几何和

瑞秋·J·达顿和张大卫

微生物学家和名厨 

正在研究亚洲特色食物的发酵过程。发酵作

用是目前高级餐厅的一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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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不知道这次协作会产生怎样的 
启发，但餐桌上的创新有许多可能性。” 
佩德罗·里斯

统计) 实验室主任佩德罗·里斯 (Pedro Reis) 在品尝过出自巴斯克 

(Basque) 超级餐厅穆伽里兹 (Mugaritz) 之手的一道菜后，发现这道

菜与自己所研究的超薄结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遂邀请他会面。

“我们希望进行一次开放性的对话，”里斯说道，“谁也不知道这次协

作会产生怎样的启发，但餐桌上的创新有诸多可能性。”

  来自美因茨的物理学家托马斯·维尔吉斯也相信，酵素以及软

系统内部基础相互作用方面的研究在未来“将很快使我们能够去

做厨师们至今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维尔吉斯很享受他正在合作参

与的实验。他开发出了一种利用豆奶中的酵素使肉质更软嫩的烹

饪技术，并对此感到非常骄傲。该酵素的秘密在于豆奶必须使用发

芽后的大豆制作。尽管维尔吉斯空闲时间有限，但他仍然每天烹

饪，并且从来不使用食谱。“我已经掌握了自然的内在构成方式。”他

说的是指材料、分子大小、脂肪和水的含量以及之间的化学反应。

他的一连串实验结果常常会带来新的创意。而且，他与他的家人也

都非常喜欢这些食物的味道。毕竟，“科学家的假设如果被肯定，他

们就会感到非常开心，”他说道。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thefatduck.co.uk 

www.geisels-werneckhof.de 

www.momofuku.com 

www.minibarbyjoseandres.com

约翰·布什和何塞·安德烈斯

数学家和分子料理主厨之间的 

协作产生了一个妙趣横生的成果： 

一艘酒精剂量释放精准的小鸡尾酒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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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上的新艺术

软装设计师们对现代地毯的热爱近乎痴狂。
如今的时尚公寓和简约风别墅都会以布置几张图案设计精美、
编制手法细致的地毯作为亮点。地毯的设计均在计算机上完成，
并精确计算出每个编结的位置，再由亚洲的传统织毯师进行编织。

文：Marie-Sophie Mü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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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

新一代地毯

亚历山大·麦昆 (Alexander McQueen) 

为 The Rug Company 公司 (最左)  

设计的“Military Brocade”军旅龙纹

锦缎地毯；西班牙品牌 Nanimarquina 

表达的新思潮 (上)；将传统手工艺 

与最潮设计编织一体的詹·卡斯  

(Jan Kath) 地毯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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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始于色彩回归墙壁的时代，现在地面也重获新生。地面正在摆脱

平淡无奇、光滑单一的砂浆、镶木或天然石材表面。影响居住空间

舒适感的裸板或冷色瓷砖不再流行，地毯风潮卷土重来。

    地毯风潮迅速风靡。突然之间，高端家居内饰杂志中的每一幢

房子里似乎都点缀了色彩丰富的叠印基里姆 (Kilim) 地毯或摩洛哥

柏柏尔 (Berber) 地毯。最流行的是蓬松、粗织的象牙白羊毛贝尼 

(Beni Ourain) 地毯，上面由黑色或褐色的细线条构成钻石图案。柏

柏尔部落从不将这些地毯作为纯粹的装饰品，而是当作温暖的围

巾、床单或垫子来抵御阿特拉斯山脉 (Atlas Mountains) 的严寒。

    在伦敦和纽约的简约派阁楼住宅中，这些毯子就像是摇曳在

忘记修整的英格兰草坪上的一丛野花，带来相同的小清新感。

勒·阿布西耶 (Le Corbusier) 以及查尔斯 (Charles) 和雷·埃姆斯 

(Ray Eames) 的确曾用柏柏尔地毯作为其中世纪光滑美学设计的

陪衬对比，但他们是设计师中的特例。长期以来，现代室内装饰师

及其客户一说到地毯，就会联想到祖辈们布尔乔亚风格的波斯地

毯或实用型的满铺地毯。但今天，地毯的形象正在全面提升。客户

也顺应了这一趋势并认识到优质地毯的一系列好处：令人愉悦的

空间、隔音效果、大房间的点睛之笔、奇妙的纹理和高档的面料。

    色彩丰富的基里姆地毯和几何图案的柏柏尔地毯在时下的流

行风潮激发了许多公司的信心，他们开始注意到编织地毯的图形

美并精心改良。同时，地毯市场正走向繁荣。新式地毯的魅力在于

其将传统的编织工艺与可通过数字方式生成的无穷无尽的图案和

设计相结合，编织图案通过像素来精确计算和转换。简·卡斯 (Jan 

Kath)、亚历山德拉·克哈约露 (Alexandra Kehayoglou) 和卢克·埃尔

文 (Luke Irwin) 等设计师和织毯师以及 Walter Knoll、The Rug 

Company、Golran、Edelgrund、Nanimarquina、Moooi、Hay、Ruckstuhl 

和 Danskina 等公司已经历了一场传统地毯的设计革命。如今，地

毯不再是过时的象征。帕特丽夏·乌古拉 (Patricia Urquiola) 为 

Moroso 品牌设计了寓意丰富的“撒丁岛地毯”，为 Ruckstuhl 地毯制

造公司设计了欧普艺术图案的地毯。候塞因·卡拉扬 (Hussein 

Chalayan) 创造了数字奥斯曼图案，约伯工作室 (Studio Job) 为 

Mooo i  公司推出非洲主题图案，而德国艺术家卡斯滕·福克 

(Carsten Fock) 为 e15 Illustratives 提供设计。

抽象中的传统

简·卡斯 (左) 来自一个地毯经销商家庭， 

陪伴他成长的是各种传统地毯图案。 

他的系列作品 (左上：“Ferrara Border Special”)  

反复运用这些或扭转或简化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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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

几何图案与生动明艳的色彩

苏珊娜 (Suzanne) 和克里斯多弗·

夏普 (Christopher Sharp) 凭借令

人惊艳的设计触感创立了他们的 

The Rug Company 公司。自那时

起，无数知名的艺术家和设计师

为之献出自己的设计，比如来自 

Marni 品牌的康秀露·卡斯第里奥

尼 (Consuelo Castiglioni) (下： 

“Overleaf Yellow”) 和汤姆·迪克森 

(Tom Dixon) (最右：“Tube”；档案照

片 — 该产品只提供定制)。

苏珊娜和克里斯多弗·夏普在 1997 年成立他们的地毯公司 — The Rug 

Company 公司之前是两位收藏家。在利雅得 (Riadh) 居住了四年并逛

了无数次这座城市的露天市场后，他们就成了专家。“最初你只会挑

选自己喜欢的地毯，但有时你会发现它们背后的故事和传统、不同的

织法和各种面料。一旦你对地毯产生了兴趣，就会上瘾，”克里斯多

弗·夏普表示。回到伦敦后，这对夫妻开始做起古董地毯的生意，偶然

间发现了市场的一个空白。“人们不希望自己家铺着与祖辈们一样的

地毯。他们想要不同的、更现代的地毯，但却不知道具体要什么，”苏珊

娜·夏普回忆道。所以，她开始运用几何图案和生动明艳的色彩设计自

己的地毯。这对夫妻在尼泊尔找到了一位工艺水平满足其高标准要

求的织毯师。就像橄榄油一样：过程和工艺决定产品的质量，”苏珊

娜·夏普说道，“质量和可持续性是新生代奢侈品，”她的丈夫补充道。

  如今，The Rug Company 公司在全球已有 25 家门店，并且与

薇薇恩·韦斯特伍德 (Vivienne Westwood)、汤姆·迪克森 (Tom 

Dixon)、乔纳森·阿德勒 (Jonathan Adler) 和保罗·史密斯 (Paul Smith) 

等设计师开展合作。在加德满都 (Kathmandu)  管理 The Rug 

Company 公司工坊的织毯师已经在这里工作了 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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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难以想象地毯会成为艺术品，
但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亚历山德拉·克哈约露



Style

草坪般的地毯

出自阿根廷设计师亚历山德拉·克哈约露之手的这张长地

毯 (最左) 由小岛形羊毛地毯拼接而成，曾在德赖斯·范诺顿 

(Dries van Noten) 的巴黎时装展上亮相。她运用同样的技

巧制作出风格类同的纯白款地毯 (下)。

  来自德国波鸿 (Bochum) 的简·卡斯将大众常见的元素混搭起来，

编织出具有东方风情的地毯，比如通过数字方式扭转图案、减淡颜色

或以艺术手法撕碎面料。他的一些设计仿佛是从飞机上透过错落有致

的云层所看到的景象。最近，他展出了自己的太空飞船 (Spacecrafted) 

系列 — 编织而成的缤纷色彩如同使用哈博望远镜看到的遥远星系。

  卡斯是德国鲁尔 (Ruhr) 地区一位地毯经销商的儿子，他不小

心搞砸了父母的事业后背着行囊来到了尼泊尔。在加德满都身无

分文时，卡斯只能在一家地毯厂作质量控制员。当地毯厂主提出将

工厂卖给他时，他很快就接受了，并开始创造自己的设计。现年 42 

岁的卡斯作为地毯新趋势的引领者已享誉全球，连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 也是他的客户。甚至来自阿联酋的许多酋长也摒弃了

传统的东方地毯，喜欢在他们的游艇中装饰简·卡斯设计的地毯。

  许多为设计师制作地毯的公司都在尼泊尔建立了工厂。今年 

4 月和 5 月的地震袭击了加德满都山谷边的村庄，对村庄中的织

毯师和编结师家庭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简·卡斯、卢克·埃尔文和

夏普夫妻送来了救援包、钱款以及打折销售所得的收入，帮助工人

及其家人渡过难关。

  距布宜诺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郊区数千公里之外，亚历山

德拉·克哈约露正在一间工作室里编织一张充满艺术感的地毯，这

间工作室紧邻她父母的工厂 El Espartano。她有一幅作品是一张由

许多绿色羊毛小岛形地毯拼接的长地毯，与其说是地毯，其实它更

像长满青苔的地面。比利时时装设计师德赖斯·范诺顿在他 2014 年 

9 月举办的巴黎个人成衣展上，将该地毯作为其夏装系列的舞台。在

展览的最后，模特们在这张蓬松柔软、充满山野风情的艺术品上摆

出各种造型，宛如一群落入凡间的精灵，观众们纷纷用手机拍下了

这一幕并上传 Instagram，竟使克哈约露的地毯意外成为这场时装展

上的明星。自此以后，这位 33 岁的艺术家便开始被竞相报道，地毯

订单也源源不断涌来。在一次《纽约时报》的采访中，克哈约露说：

“很多人难以想象地毯会成为艺术品，但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

  地毯还是艺术品？简·卡斯非常重视他的产品是否实用。克里

斯多弗和苏珊娜·夏普也坚持认为人们必须亲自在地毯上走走，测

试在上面的感受。但其实在销售目录中，这些地毯被归为艺术品

类。根据针织密度和面料，这些奢华的产品价格从每平米 €500 到 

€1,000 以上不等，展示在一本同样装订奢华的样册中。比如 The 

Rug Company 公司，为了每张地毯能陈列在上镜效果最佳的布置

环境中，为每一张地毯寻找最完美的室内装潢。这样做显然是因为

地毯并非可以随意搭配。潜在买家不仅需要用自己的双脚去感受，

还要用双眼去鉴赏。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jan-kath.com 

www.therugcompany.com 

www.alexkeha.com 

www.nanimarqu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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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

    将重建工程委托于 i29 工作室绝非巧合。这家位于 Industrieweg 

大街 29 号的建筑师事务所以其所在的门牌号命名，尤其擅长解决

棘手的项目。i29 之所以闻名遐迩，是因为该事务所总是能够推出另

类的解决方案，既能发挥项目场地的最大影响力，又能运用对比手

法展现惊人的创造性张力。

    在这个项目中，事务所面临的挑战是在非常有限的狭小空间

内打造一系列互相融合的居住和工作空间。居住者可以在这里看

书、思考、寻找灵感，可以站在画架前创作，坐在笔记本电脑前工作，

还可以放松、烹饪、就餐和睡觉。“他们要在只有 16 平米的空间里

完成这一切，”德尔伦森叹了一口气。

    本来，i29 工作室只要建一个夹层就能轻松解决这一问题 — 

房间层高达到七米，增加一个夹层绰绰有余。“但这样的话，整个空

间就会失去个性，而且变得拥促不堪，”他说道。螺旋楼梯也会变得

碍手碍脚。楼梯是进入塔顶居所的唯一途径，而且向上直通塔顶。

它是唯一要保留的旧元素。

“双拼”风格的艺术家居所

来自 i29 工作室的建筑师将空间从上至下一分为二 — 白色的一半适合沉思冥想， 

另一半是高高叠起的天然原木功能区，黑色螺旋楼梯串联着一切。

“多棒的房间！多美的景色！”马尔滕·巴斯 (Maarten Baas) 彻底被折服

了，“这是全阿姆斯特丹最美的地方，不！是全荷兰最美的地方！”这位

著名的荷兰设计师是第一位被允许在这幢新艺术家宅邸“屋顶上的

房间” (Room on the Roof) 待上两周的人。这处居所位于阿姆斯特丹

历史悠久的奢侈品百货商店女王店 (de Bijenkorf) 的塔顶。矗立在屋

顶的小小塔楼就像鲜奶蛋糕上的樱桃，原本只是纯粹的装饰建筑。在

约一个世纪以前，这幢宏伟的大楼竣工后，就完全被遗忘了。其原因

之一是这座塔楼出入不便 — 只有穿过幽暗的阁楼、迷宫般的狭窄

过道和黑漆漆的房间才能到达这里。但如今，来访者们爬上黑色螺旋

锻铁楼梯就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这里就像爱丽丝仙境，”来自 

Büro i29 工作室的年轻室内建筑师杰伦·德尔伦森 (Jeroen Dellensen) 

笑着说，他是将这座塔楼改建成艺术家居所的负责人。从这里可以俯

瞰叹为观止的 360° 全景风光，将阿姆斯特丹拥有 400 年历史的荷

兰运河 (Grachtengordel) 和周围的屋顶尽收眼底。女王店与阿姆斯特

丹国立博物馆合作，为画家、设计师、视觉艺术家、诗人、制片人、舞蹈

家和作曲家提供在这座塔楼居所中发挥创造力的机会。

文：Kerstin Schweighöfer   摄影：Ewout Huibers

蜂窝上的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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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

马尔滕·巴斯就在这个画架上绘制了 60 副画 — 它们全都描绘着相同

的图案：从这座塔楼望出去所看到的另一座塔楼，也就是阿姆斯特

丹旧证券交易所 (Beurs van Berlage) 的钟楼。钟楼每过一分钟，他

就画一幅画。这一系列画作恰如其分地命名为“我的最新作品” (My 

latest work)。

    巴斯离开这座塔楼后，该系列作品在女王店的橱窗中作为艺

术品展出。一群抱着娱乐心态的好奇观众很快聚集在一起，观看穿

着蓝色工作服的仓库工人规规矩矩地努力敲钟。他每 60 秒从墙上

拿下一幅画，然后换上另一幅来显示当前的时间。

    这对于新的塔楼居所是一个充满趣味、充满希望的开始。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roomontheroof.com

    但随后，两位室内建筑师提出将空间垂直一分为二的想法。由

此可以产生一个挑高的空闲区域，采用雪白色的冷色调，另一个为

暖色区域，以云杉木制成开放的多功能嵌入式壁柜，一直通到天花

板。最下方是嵌入式厨房和一个橱柜，三米高的位置是一张书桌和

一个书架，五米高处有一张床。

    “这样，我们就多增加了十平方米，”德尔伦森表示。“此外，正是

这个嵌入式橱柜完全发挥了整个空间的高度优势。每个人都会说，

哇，这么高！”错落的各层由梯子连接，会让人联想到运动场馆。“我

们认为可以增加一些运动和娱乐元素，”德尔伦森补充道。

    从每一层眺望，都能看到阿姆斯特丹老城区中心的不同面貌；

而在几乎空白的白色区域，只摆放着一张白色的扶手椅和一个小

茶几，还有一架可以四处远眺的望远镜。这项设计参考了白立方画

廊 (White Cube) 和传统的博物馆大厅的建筑风格，因为这个区域

的空间足以操作一个装置或摆上一个画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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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蜂巢上俯瞰

住在这里的艺术家可以从女王店屋顶的小塔楼俯瞰整座城市的美景 (对页)， 

获得创造新作品的灵感。

行云流水，典雅大气

如同木箱子一样，“卧室”和办公室等功能空间紧凑地叠加在一起。 

各层之间由木梯连接 (上)。



味觉艺术的大师

塔尼娅·格蓝迪兹 (Tanja Grandits) 热爱细腻的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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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te

文： 
Wolf-Christian Fink 

据说，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等

伟大的作曲家在将旋律记录在纸上之前，通常已在脑海中完成了

对整部作品的构思与编排。许多情况下，早在听众们欣赏到作品之

前，作品的每一个环节，包括乐器、声音和节奏的铺展等，都已经在

大师的脑海中成形。这就是天才无与伦比的创造思维：创作还未诞

生于世，便已完成。

  身为巴塞尔传奇餐厅斯塔基 (Stucki) 的经理兼创意菜的灵魂

人物，明星主厨塔尼娅·格蓝迪兹便是这样一位天才。这位来自德国

斯瓦比亚 (Swabian) 地区的漂亮女人有着一双风情万种的眼睛、难

以抗拒的微笑和天生的“完美味觉”。与具有完美乐感

的音乐家一样，她可以在脑海中构思与编排出各种味

道的“交响曲”。她以自己称为“风味料理”的烹饪法而闻

名 — 相比她精致完美的烹饪理念，这个名字实在过于

谦虚低调。塔尼娅·格蓝迪兹是米其林 (Michelin) 二星厨师，2014 年

被《戈米兰美食指南》 (Gault-Millau) 第二次评为“年度主厨”。

  “它就在那儿，而且很有用，”她大笑着说道。这是一个普通的工

作日中午，员工们正在她的餐厅里忙碌着，但还没有达到最忙时的

速度。她刚刚所说的“它”是指自己脑中时常涌现的不同寻常、独树

一帜的烹饪创意。也可以是她与 33 名员工的感情交流、她在餐厅

里热情好客的招待、她与供应商的友好关系、底楼精美小食店营造

的温馨氛围还有支持她的家人。

  塔尼娅·格蓝迪兹与她的女儿住在餐厅所在的别墅的顶楼，这

幢别墅位于巴塞尔繁华的布鲁德霍斯 (Bruderholz) 街区。从别墅

精心打理的复古外饰丝毫看不出，这是可以容纳 70 位食客的现

代风格餐厅。必要时，一楼的宴会厅也会开放，强烈建议美食爱好

者们提前预约。屋内装饰主要采用浅灰、纯白、碳晶黑和深原木色，

辅以简单的白色圆形瓷砖。完美的背景与外观精美的食物相得益

彰，这也令塔尼娅·格蓝迪兹跃居成为顶级主厨中的标志性人物。

她的“风味料理”自然巧妙地运用了一些视觉元素。其料理的每一

次“改变”都会有一个主打的颜色。在这方面，这位厨师长决不妥

协。“我发现颜色可以定义味道，”她解释说，“某些颜色分组的原料

塔尼娅·格蓝迪兹拥有“完美的味觉”，她利用这
一优势制作的精致美食不仅具有如同交响乐
般层次丰富的口感，巧妙的色彩搭配也令食客
们赏心悦目。

料理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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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te

色香味俱全

塔尼娅·格蓝迪兹使用龙虾、茴香天妇罗和

鳄梨煎茶奶油创造的一款艺术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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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te

几乎总是可以互相组合，这常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她继续

说道。这一灵感的来源似乎有局限性，但她将其视为创造过程中

的一项挑战 — “并能帮助我探索无止境的原料世界，”她补充道。

这些丰富多彩的主题还帮助她制定出了一套完整的菜单，确定每

道菜的合理顺序和时间。一些香料被反复使用，并且以不同的方

式加以组合。“甜”与“咸”之间的对立关系被“溶解”为一种对独特料

理体验的整体感知。塔尼娅·格蓝迪兹的餐厅没有多余的装饰物或

美食家的吹捧，食客们可以全神贯注地品尝她的料理杰作。

  在斯塔基餐厅，你完全感受不到时下的烹饪和营养趋势，而格

蓝迪兹对于素食主义的教条和周期性的热门“新潮流”也全无耐

心。她对大家热议的“北欧菜系”不感兴趣，在说到时下流行的“安

第斯菜系”时她皱了皱眉头。“我无法理解这一点，”她表示，“我尊重

地区传统。地区传统为我的菜系提供了元素，我总是会换着花样对

它们加以组合。如果大家想品尝安第斯山或斯堪的纳维亚当地的

美食，可以去那儿吃。”只有一个趋势塔尼娅·格蓝迪兹并不完全排

斥 — 菜单中的有些菜是不含乳糖的，因为她的员工注意到人们

对不含乳糖产品的需求正在逐步增加。

  看到斯塔基无可挑剔的服务，人们都对员工的彬

彬有礼感到吃惊。员工们态度自然，体贴周到，富有感

染力，不仅对待食客们如此，他们之间的交流也是如

此。就连在前台后面的厨房里也几乎没有噪音。这里的

工作环境十分安静。“我一直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我去

过许多厨房，大多都是喧闹嘈杂的工作环境。我们这里

不是这样。我希望我的员工交流态度亲切友好，而且我

相信这也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这一点显而易

见。大家都叫格蓝迪兹“塔尼娅”。她的几个员工住在一

起，餐厅的市场专员也是格蓝迪兹最好的朋友，照顾着

她的女儿。格蓝迪兹拥有超凡的自信，因此她以一种随

意、开放的方式管理公司事务，同时也分享她的知识。

最近，她在《香草》(Kräuter) 一书中公布了 140 个她最

得意的食谱。格蓝迪兹每两星期为瑞士食品商合作组

织的在线时事资讯写一篇专栏。她不介意与公众分享

她的烹饪艺术，也不会保留任何秘密。这对于她在巴塞

尔布鲁德霍斯街区的邻居而言是一大优势：他们偶尔

可以在格蓝迪兹的精美小食店里购买在超市忘买的东

西。为了满足这种非常特殊的客户需求，塔尼娅·格蓝迪

兹有时甚至会出售她所库存的鲜鱼和肉类。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tuckibasel.ch

紫色的美味之诗 

鲜嫩的小山羊肉配紫罗兰酥、 

杜松子团子和黑醋栗朝鲜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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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with a Story

Secori 画廊 (Secori Gallery) — 热爱简单食物的艺术家和朋友们的东京小木屋

这座深色木屋有三个房间和一间车库，于九十年前毁灭性的东京大地震后建造，是一座充
满故事的小屋。有五代人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入口后面曾是一个街铺。“他们的生意肯定
经营得不错，”宫浦真矢 (Shinya Miyaura) 指着一张带有家族徽章的大保险箱说道。这个保险
箱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宫浦是一名记者和时尚节目制片人，曾在伦敦学习，三年前回
到家乡。“比起东京来说，在国外更容易立足。但我更为珍视日本文化！”他说道。
  他与建筑师吉川光司 (Koji Yoshikawa) 一起将车库改建成现在的咖啡厅、酒吧兼餐厅。
在马蹄形的柜台前，客人们品尝着米酒和关东煮。关东煮是一种将白萝卜、鱼丸和鸡蛋放在
鱼汤里煮的料理。在他的 Secori 画廊里，宫浦真矢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渡过了一个又
一个夜晚，他们都是关注未来、关注时尚的设计师和艺术家。宫浦敦促他们与日本的工作室
一起联手保护日本的工坊。
  “我希望日本再次成为全世界大师级工坊的中心！”他如是说，“我们将我们的工厂和技
术诀窍外包给中国，因为那边的生产成本更低一些。目前，我们在日本生产的纺织品只占 
5%。正如月岛 (Tsukishima) 地区这幢简易的房子一样，手工艺是日本的象征。”宫浦指向完美
拼接的木梁、榻榻米垫精巧的包边以及令小空间也变得温馨舒适的空间分配。
  宫浦没有选择附近舒适的高层住宅，而是住在这座冬天冰冷、夏天湿热的简易小屋里。
这会让他每天都想起自己的使命。他的传统小木屋还能坚持多久？“在这个街区，每隔几星
期就会有一幢旧房屋消失，”这位富有远见的梦想家说道，“2020 年奥运会将在东京举行，房
地产价格正在飙升，但我们会尽可能地坚持更长时间。毕竟，这并不是在怀旧，而是关乎日
本的未来！”

 
更多信息请访问： 

4 Tsukishima, Chuou-ku, Tokyo, Japan, secorigallery.com

文：
Roland Hagenberg
插图：
Ralf Niet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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