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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页 位于米兰市中心Bocconi广场的路易威登
“Objets Nomades”展览，
展示品牌历年来与知
名设计师如Campana兄弟、Patricia Urquiola、
Nendo、Barber & Osgerby为其设计的家具系
列，
这件Concertina的折叠椅则是今年伦敦设计
团体Raw Edges为其带来的新作。
本页 Campana兄弟这件新作Maracatu携带式旅
行柜，
高挂在这座19世纪的古典宫殿里却一点也
不令人觉得突兀。

Design Revival
设计复苏
也许不只是因为世博会的缘故，
相较于前几年的经济不景，
2015年米兰设计周显现出设计界小阳春般的活跃生机。
《安邸AD》
对话18位设计精英，
从设计聊到生活，
甚至整个世界……通过设计去构筑未来生活的幽默与浪漫。
策划 本刊编辑部 执行 Beryl、Jovier、Jian
photographer Claudio Tajoli、Patricia Parinejad、Mads Mogensen stylist Fulvia Carmagnini

古典
路易威登 当代遇上
路易威登在 Bocconi 广场的“ Objets Nomades ”展 ，无疑是今年

photographer:Claudio Tajoli stylist Fulvia Carmagnini writer:Beryl

米兰设计周的亮点之一 。在这座19世纪建筑里 ，置入当代家居设
计 ，经典氛围跳跃穿插着当代设计 ，相互迸发精彩火花 ，也让这场
展览令人津津乐道 。路易威登将过去包括 Campana 兄弟 、Patricia

Urquiola、Nendo、Barber & Osgerby 等知名设计师为其创作的家居系
列 ，以装置艺术的形式呈现 ，配合绿植营造室内宫廷庭院的错置美
感 ，一款由 Barber & Osgerby 为其设计的 Bell 灯 ，结合路易威登一向
擅长的手工缝制与意大利 Murano 手工玻璃制作技术 ，太阳能供电
的功能回应当代对环保节能的诉求 。而除了历年佳作之外 ，英国设
计组合 Raw Edges 为其设计的 Cincertina 系列灯 、边桌和单椅 ，旅日
法国设计师 Gwenaël Nicolas 以作家海明威一次非洲旅行为灵感设
计的 Miller 灯 ，以及法国设计师Damien Langlois-Meurinne的植物架和
洗漱装置 ，围绕品牌一直以来强调的“ 旅行 ”主题 ，同时又以极为优
雅的形式描绘家居梦想 。

越快
Patricia Urquiola 脚步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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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多产的节奏，Patricia今年同样交出一张不凡成绩单 。维持

发了户外家具所需要的材质和模具 ，也让这件 Butterfly 沙发有了和

一贯不温不火的风格 ，却能在其中看出她近来做出的突破 ，例如过

室内沙发一模一样的造型及美感 ，在我看来 ，能耐得住晴雨的沙发

去曾经宣称憎恨玻璃作为家具材料的她，今年发表了与Glas Italia的

材质也让户外家具有了新的样貌，这其实也同时让户外变成了你的

Shimmer系列，利用渐变色为玻璃质感带来很好的过渡与质量，呈现

客厅。今年我和Flos合作的Serena灯具，也使用了3D打印的科技，而这

在单柜、边桌等小件家具，保留了玻璃透明质感给予的轻巧感，也是

件灯具也拜技术所赐而轻量。告诉你！我还在研发的过程里，趁机给

Patricia解决玻璃作为家具材料的方法，而这样的突破也得到不少好

自己打印了一个戒指。

评，被认为能在她设计历程里留下里程碑的作品。而无独有偶，在与

AD ：你成名于米兰，今年正逢世博会，你是不是也有一些参与？

Flos合作的灯具Serena以及与Kartell的Jellies系列挂钩，以镀金、玻璃

Patricia Urquiola：今年我感觉自己像个东道主，不只是我被选为米兰世

等材料呈现清爽与轻巧质感 。出道多年的 Patricia ，随时都在追赶时

博会的大使，我还邀请了15位建筑师和设计师，利用世博会的建筑垃

间的脚步 ，每到米兰设计周 ，她的身影总是穿梭各处 ，活力十足 。今

圾设计一场慈善派对，也回应了这次世博会“喂养地球”的主题。米兰

年她可是更加忙碌 ，因为在设计周落幕 ，随即启动的米兰世博会 ，

这次举办世博会，等于把这个城市放到全世界的水平，让人们看看我

Patricia可是担任了世博会大使的角色！

们做了些什么。其实米兰设计周也像是在喂养我们的灵感，许多精彩

对页 除了精彩佳作，Patricia Urquiola今年担任世博
会大使，
使她更成了米兰东道主的角色。
本页 1.Patricia Urquiola为Glas Italia设计的Shimmer
系列边桌。2.轻盈质感与为Flos设计的Serena灯组
（图2）有异曲同工之妙。3.为B&B Italia设计的Fat
Sofa户外沙发则延续了她设计中一贯圆润饱满的风
格。
下图David Chipperfield与e15合作的Fayland木质
长桌，
质感极佳而耐人寻味。

的创意密集地在一周的时间内萌发。

AD ：对于这样的快速度 ，你认为自己习惯了吗 ？其实你的创作速度

Patricia Urquiola：今年我还是带来很多好作品！和B&B的合作，来到第

也是快节奏 。

12个年头，一直以来我都在设计室内家具 ，到今年才把它搬到户外 ，

Patricia Urquiola：不习惯也不行！对我来说米兰设计周就像年度期考

主要是因为这个品牌在生产环节上完全不假他人之手，而今他们研

结束后的狂欢派对，但同样，我还要保持赶场的快节奏！

极简风格并不是
一时流行，
简单才最珍贵。
1

David Chipperfield

真材实料

作为极简风格代表的英国建筑师 David Chipperfield
算是低调 ，他的作品没有太多让媒体拿来当话题的创作
元素 ，干净利落的现代主义线条 ，总是用最纯粹的材料和
“ 极简
颜色 ，可是他对细节的把握却是数一数二的有名 。
风格并不是一时流行 ，我试着不想趋势 。我要创作出永恒
的作品 ，越长久越好 ，真材实料的简单才最珍贵 。”在今
年与德国家具品牌 e 15的合作，也是因为理念一致走到一

photographer:Mads Mogensen writer:Beryl

photographer:Claudio Tajoli stylist:Fulvia Carmagnini writer:Jovier Chien

AD ：谈谈你今年的新作？

“ 这些家具原是一年前我为客户和自己家所设计的 。
起：

e 15以实木闻名，尊重材质的纯粹特性 ，在这商业市场上
几乎难寻 ，合作也就顺理成章 。”从长桌 、长凳到椅凳 ，它
们乍看无奇 ，其线条比例以及木纹的处理才是关键 。为
“ 一个家最重要的
此 ，Chipperfield 耸耸肩漫不经心地说 ：
元素是一张桌子 ，而不是建筑 。家人围绕在餐桌前的温馨
情景 ，以及使用后所留下的痕迹和味道 ，才最耐人寻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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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页 1.Jaime Hayon今
年佳作不少 ，除了家具新
作 ，在米兰展期间与Mini
Cooper折叠电动摩托车
“都市观点”展览最
合作的
叫座。2.Mini Cooper今年
带来的新款折叠电动摩托
车。3.与Magis合作的Mila
椅，
是Hayon挑战塑料的处
女秀。4.为bd Barcelona设
计的猴子造型边桌 。5.与
Cassia合作，向建筑大师
柯布西耶致敬的Réaction
Poétique系列。
本页 Marcel Wanders带领
其推
Moooi带来精彩展览，
出的数字印刷地毯系列在
摄影师Rahi Rezvani极具
张力的作品背景下 ，相互
衬托得更加动人。

“马戏团男孩”
也许厌倦了
的
称号，
今年Jaime Hayon发表的新设计
比起过去来得严肃。

2

Marcel Wanders 未来10
年在

中国

4

1

率领 Moooi 再次惊艳米兰 ，Marcel Wanders 今年推出数码印刷
的地毯系列及家具新品 ，相较于去年较少的创作量 ，Moooi 这回一

起来
“严肃”
Jaime Hayon 反而
为 Cassina设计的“ Réaction Poétique”系列（ 图5 ），黑色木头为主
调 ，向现代主义大师勒 · 柯布西耶致敬 ，灵感来自勒 · 柯布西耶的知

3

名作品如朗香教堂 、印度昌迪加尔政府大楼的造型 ，Hayon 指出这
个系列的设计出发点是希望能被真正使用在家居环境中 ；不仅如
料设计处女秀 。一件名为“ Mila ”的单椅 ，曲线扶手造型前卫 ，虽不
见其经常所见的设计玩心 ，确属佳作（ 图3 ）；而为 Mini Cooper 的折
叠电动摩托设计的“ 城市观点 ”展览中 ，40米长的白色大理石桌与
“马
条纹图样陶瓷灯为这台折叠电动摩托车（ 图2 ）带出高雅质感 。
戏团男孩 ”也并非一下子销声匿迹 ，他为 Mini Cooper 折叠电动摩托
车设计的一系列色彩鲜明且造型趣味的配件 ，仍能看到 Hayon 玩心
未减 ，更别说那张为 bd Barcelona Design 设计的“ 猴子 ”边桌 ( 图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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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grapher:Patricia Parinejad writer:Beryl

此 ，一贯使用木头 、陶瓷 、金属等自然材料的他 ，也为 Magis 献出塑

photographer:Claudio Tajoli stylist:Fulvia Carmagnini writer:蔡惠贞 editor:Beryl

半以上的新品是 Marcel 贡献的 。不仅如此 ，Moooi 还向意大利品牌

B&B Italia 买回其所持股份 ，完成100 % 持股 。面对全球和中国市场 ，
Marcel Wanders脑里早有清楚蓝图。

AD ：你对未来十年的愿想是什么 ？
我要做的事情之一 ，就是将不同民族跟文化连结起来 ，让欧洲与中
国互通 ，这是我们的使命 。目前我们正在设计完成多哈的新六星级
酒店我们为建筑师坂茂设计的日本大分县立美术馆设计的7个大
型艺术装置作品 ，也在开幕展出 ，当然还有其他几个机密案子 ，都
是很具实验性的 。我将会更专注在中国的发展 ，因为她是未来5 ~ 10
年内的市场焦点 。

AD ：请聊聊你的中国计划 ？
中国艺术太有爆发性 ，我希望中国设计师也要这样来做设计 。我
们跟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前总监 、艺评家和策展人杰罗姆 · 桑斯合
作 ，期许将中国新一代设计师带到国际舞台去 。中国需要找到通向
世界的路 ，西方对中国文化也需要有更多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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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从压碎
的回收灯泡
得到启发，
今年Tom Dix
on与Front合作，
完成这件Me
lt灯泡，
每个貌似都不
一样，
而且你看不出
它是塑料做的。

设计
Lee Broom 戏剧大于
这位来自英国的新锐设计师 Lee Broom ，今年迅速
窜红 。在米兰设计周期间 ，他租下整间店面改装为“ The
（百货公司）个展展场，从橱窗设计、人台
Department Store”
模特 、店员到伦敦开来的出租车 ，Lee Broom 做到了极致 。
其实，Lee Broom是戏剧科班出身，其后在伦敦圣马丁学院
学习时装设计，并且在Vivienne Westwood工作。舞台设计、
情景营造、时装潮流和夸张的喜剧张力影响了他的设计风
格，求学期间，更曾为超过40家的酒吧和餐厅设计空间。不

AD ：按惯例 ，你依然将老旧复古的家具形状 ，加上自己前
卫大胆的创意 。你的灵感从何而来 ？

Lee Broom ：没错 ，我一直很喜欢古董家具 。所以我的设计
不是要推翻它们，而是试着让人们能用另一个角度欣赏它
们。无论是古董家具、老旧建筑还是复古时装，我总是希望
能够结合其中两者 ，并找到不同的创意 。当然 ，你必须抱
着“ 现代的审美观 ”来看事物 。我大多数的灵感都来自 Art

Deco时期，如Cresent圆形灯具，我从中切开一刀，改变它的
形状。这就是我的风格，非常英式。

AD ：今年是否尝试了新的材质？
和亚克力 ，这些材料结合在一起非常有意思 。我曾经花了
好长一段时间寻找大理石最好的用法，今年首度设计了一
款黄色大理石灯具，其颜色惹眼，形状经典，反应特别好。

AD ：能说说这次的展览空间吗？
“ 百货公司 ”是最能够呈现不同家居系列的摆
Lee Broom ：
设背景 ，我研究了上世纪60年代的各种百货公司 ，如伦敦
的哈罗德和 Liberty 百货 ，存留的大多是黑白照片 ，于是我
将展览空间背景调灰 ，同时更能衬托产品 。时装真的影响
了我很多 ，Vivienne Westwood 和 Alexander McQueen 是我的
偶像 ，我平时阅读的也是时装杂志 。戏剧同理 ，我不只设
计单一产品 ，而是整个空间 、氛围和音乐 ，现场所有的细
节我都会想到 。

photographer:Claudio Tajoli stylist:Fulvia Carmagnini writer:Jovier Chien

Lee Broom：从水晶到大理石，今年更多地使用了有色玻璃

本页 Lee Broom推出25件
新产品，
就如时装系列般，
分开设计，
但也有连贯，
在
同一个大的框架下 ，又分
支出不同设计 。如进门的
“Ring”灯具和“Hanging
Hoop ”椅子它们都以圆
形、
悬吊于天花板上，
以及
黄铜为设计元素 ，衍生一
系列桌子和杯子。
对页1.结合17世纪
Wingback椅子及18世纪
Balloon Back椅子原型设
计成的Wing Back椅，
今年
Tom Dixon向经典表达致
敬之意。2.Tom Dixon今年
新作之一的Lens灯，由60
个三角形塑料元件组成 ，
折射灯光形成幻化效果 。
3.Tom Dixon这回将展览场
地化成一座老式电影院 ，
昏暗灯光 、播放影片的平
面电视和地上贴的座位号
让人感觉身临其境。

photographer：Claudio Tajoli writer:Anne-France Berthelon stylist：Fulvia Carmagnini editor:Jovier Chien translator:邓冰艳

过，他却在2008年跳槽到产品设计领域，并成立同名品牌。

1
作为音乐人和自学成才的设计师 ，Tom Dixon 在1991年于 Giulio

Tom Dixon 重拾音乐
人都认为是玻璃材质的 ，每个灯都是不同的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

Cappellini 推出的S椅，成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永久收藏

AD ：既是设计师又是企业家 ，这符合你的个性吗 ？

品之一 ；1998 ~ 2008年在英国知名家居名牌 Habitat 任设计总监 ，开阔

Tom Dixon ：奇怪的是 ，我认为我从没将商业和设计分开过 。我没想

了对市场的认识 。自此 ，Tom Dixon 也是一位天生的出色企业家 ，他

过成为设计师 ，更加没想过去学校学习这一学科 。因为人们想买我

在其伦敦工作室旁开了一家 The Dock Kitchen 餐厅 ，设计了诸多私

制作的东西 ，让我觉得我可以做一名设计师 。当人们以黄金的价格

人会所和酒店 ，不要忘了他还是最早运用铜材的引领者 ，那件铜金

购买我用生锈金属制成的产品 ，这简直等同炼金 ！之后我成为小的

色泡泡吊灯至今仍畅销 。

生产商 ，当成为商业时 ，我就再没了选择 。
但我不得不说在 Habitat ，作为当时年营业额达5亿公司的艺术总

AD ：新作Melt 吊灯是你和Front 合作完成的 ，如何促成的 ？

监 ，我实时了解每个作品在欧洲所有城市销售的情况 ，这让我有了

Tom Dixon：5年来，我一直想做一个工业化但又个性化的东西 。我看

更大的优势 。如今看到我的作品出现在复古沙龙上 ，我才意识到这

过工厂如何把有缺陷的灯泡压碎压实后再回收利用 。这跟我们处

是它们的第二次生命 ，正是这种将旧物做成看起来更美的作品给

理塑料矿泉水瓶相似 。同“ 凯撒压缩技术 ”也有点类似 ，我很喜欢由

了我最多的乐趣 。目前灯具占 Tom Dixon 品牌更大的营业额 ，家饰 、

此产生的光线 。试验了很多次 ，都没有成功 。4年前我将此项目写入

桌上用品和餐具增长最快 。我们的商业理念并不是如此 ，而是要在

备忘录 ，但并没有放弃这件事 。直到去年在德国 ，在我们的生产商

大的框架里创作内部的装饰 ，因此我们开始制作最耐用的东西 ，不

那里意外看到一个用来生产灯泡的模具 ，该模具是Front 用的 。由于

然就成时尚行业了。

我之前在 Habitat 任职时就已经认识 Front 这群姑娘 ，我给她们打了

AD ：你还在做音乐吗 ？

电话 ，询问是否可以用她们的模具 。准确来说这并不是一次合作 ，

Tom Dixon：休息了25年，我又开始做音乐了，我们重组的ROUGH乐

而是结合了我对金属的痴迷而进行的一次“ 模具 ”上的分享 ，最妙

队 ，在 Designjunction 展后派对上做了演出 ，可以说还不错 ！我们收

的是我们成功地做成了不像塑料 ，且不像是批量生产的作品 ；所有

到的邀请已经足够可以做世界巡回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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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页 1.Campana兄弟再次与
品牌Fendi跨界合作 ，将毛绒
吊饰“Bag Bugs”应用于这张
“The Armchair of A Thousand
Eyes ”单椅上 ，展现的是两人
的未泯童心。2、3.与捷克水晶
品牌Lasvit首次合作的Fungo
吊灯及Candy系列灯具，打破
水晶灯原有的洁净简约，反而
为其带来了丰富生命力。
本页 荷兰设计师Maarten Bass
游走艺术与设计之间，今年将
他著名的Clay概念运用在LED
灯的设计上，
也是一大突破。

2

品，
去年没有发布新
，
令Campana兄弟
两年的准备期
彩发声，
今年到处都有精
设计红人！
的
目
瞩
人
受
为
再次成
3

Campana Brothers 酝
酿2年爆

1

发的能量

Campana 兄弟在本次米兰展上展现出无限能量和生命力 ，来

Maarten Baas

卧室 、花园都有着不同的气味 , 通过这些气味我们记住了一个空间 ，

自巴西圣保罗的他们也告诉《 安邸 AD 》，在明年的巴西奥运会上 ，

米兰也有个特殊的气味 ，那是都市的气味 ，圣保罗也有都市的气

他们即将以设计告诉全世界巴西的充沛活力 。

味 ，但是又有些不同 ，有种特殊的精神在 ，我发现北京也有和圣保

黏土捏成一盏灯
（Smoke）系列打开
2003年，Maarten Baas以与Moooi合作的“烟熏”

罗一样的气味 ！

AD ：今年Campana 兄弟简直是米兰展的最大亮点之一 ，能谈谈这些

“有机 ”这个特色能充分阐述你们的设计理念吗 ？
AD ：

作品吗 ？

The Campana：很多人已经反映我们今年的表现很好。我想是因为去
年我们没有在米兰发表新品 ，这也让我们更有时间准备今年 ！这些

的 ，这也形成我们设计的能量和形式 。

项目都进行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之所以与Lasvit合作，很大的原因是

AD ：接下来还有哪些计划 ？

我们去参观了它们的工厂，发现有许多能玩的东西，我可以说，每件

The Campana：最让我们兴奋的项目之一，是巴西奥运会，现在我还

设计都是我们引以为荣的 。香水瓶的设计更是新鲜 ！这是我们第一

不能透露太多 ，但是一定会让全世界都感觉到巴西的活力 ！今年很

次设计香水瓶，为这么抽象的概念设计一件具体物件，很有意思！

多人都认为我们交出了很好的成绩单 ，但是对我来说这只是开始 ，

AD ：味道对你们而言 ，意味着什么 ？

一件设计在空间里产生的能量是很巨大的 ，它们相互诞生出一种

The Campana：生命、记忆。我们呼吸到体内的，永远不只是空气，更

亲密感 ，这些新的设计都必须真实地进入人们的居住空间 ，那才是

是记忆 。打个比方 ，我们祖母的房子有个特别的气味 ，我们自己的

真正优秀的作品 ！

和我一直研究的Clay系列有关联，过去我从未将Clay如此深入地和灯
结合在一起，这次不论是和Bertjan Pot合作的LED，或是Lasvit的Das Pop，

The Campana：我同意。这跟我们生长的地方有关，巴西具有丰富的

产设计之路 ，却仍每年活跃于米兰设计展上 ：今年他将研究多年的

尽可能把Clay系列的那种手感加进去，而不只是两者生硬的结合。

生命力 ，相对于极度简约 ，她是极限主义 ！ 所有的东西都是丰满

“黏土Clay”系列应用于灯具，分别与设计师 Bertjan Pot合作限量设计

photo from 品牌提供 writer:Beryl

photographer:Mads Mogensen writer:Beryl

全球知名度 。十多年下来 ，这位来自荷兰的设计师虽然没有选择量

AD ：你的设计保有素描和手工质感 ，如此也不容易进入量产 ？

的LED Clay以及与Lasvit合作量产的Das Pop，也让这组持续出现于迈

Maarten Baas ：为了保留这些质感 ，我只能有所牺牲 ，我很满意设计

阿密设计展的“黏土家具”，能以更为亲民的方式进入人们的生活。

艺术的这个方向 ，但我绝非艺术家 ，功能还是重要的 。

AD ：你在家里会摆自己设计的家具吗 ？
AD ：你今年发表了几件灯 ，光线对你而言代表什么 ？

Maarten Baas ：会 ，而且我常常得控制自己别摆太多 ，但是问题在

Maarten Baas：我在考虑光线时，还是从功能的角度切入的。很多设计师

于 ，当发现家里少了一件家具 ，我总想着自己动手做或至少设计

和艺术家会从材料去选择设计方向，我并不这么做，形式总是被我放

一件 ！比如 LED Clay 展的那件镜子之所以诞生 ，是因为我最近搬了

在次要地位。去年我推出了Das Pop的吊灯，后来我们发现很多消费者

新家 ，市场上却总找不到一面好看的镜子 ！而现在我想设计张沙

反映它的体积过大，因此今年我做了一版较小的版本。当然这个系列

发 …… 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

由Studio Jo
b与Seletti合
作 生产的
户外椅，
对19世纪末
风靡一时
超媚俗铝
的
制公园座
椅
进行了摇
滚版重新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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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高级定制系列 ，而和品牌合作的量产则是成衣 ，如果只做量产
设计 ，我会很忧郁的 ！我需要做雕塑 ，否则也不会有做量产的灵感 ，
和Moooi 、Seletti 的合作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大品牌没有这样的空
间给到我 ，我也没有兴趣和他们合作 。

Stefano Seletti：我接触Studio Job，是因为Fabio Novembre的介绍，后来
我们互相欣赏 ，就开始合作了 。

Smeets Job：Fabio是个艺术家/企业家，我是艺术家/设计师，而Stefano
是艺术家 / 制造者 ，艺术是将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关键 ，多好玩 ！你能
想象吗？过去我们讲到户外家具，只有那些没有一点新意的沙发、座
椅，拜这次合作所赐，世界上终于有好看的户外家具！

AD ：在Studio Job 的设计里 ，总是在述说一些故事 ，这次的合作想告

Seletti
Job Smeets×Stefano

幽默
户外家具大玩黑色

photographer:Claudio Tajoli stylist:Fulvia Carmagnini writer:Beryl

Job Smeets ：你可以看到 ，18世纪的经典家具会使用铸铁和花朵、植
物等图样 ，然后这些植物构成整件家具 。这次我们的灵感同样来自
这样的构成 ，只是我们将植物换成了Studio Job 资料库里的图样，一

当一身黑色皮衣劲装的Job Smeets和嬉皮打扮的Stefano Seletti 出

件椅子可以被广泛地使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件雕塑因为它的前

现在镜头前，两人很有默契地，一个站上“Industry”椅子上，另一人则

卫而没有这么高的实用性 ，但是在这件家具里 ，你仍可以感受到前

顺手拿起身边的另一张椅子高举过头，3分钟完成了这张肖像！ Job

卫 ，座椅上这个“ 放屁 ”的符号 ，可是我们刻意想玩的黑色幽默 ！

“世界上终于有最酷的户外家具了！”他们在访
拍拍Stefano肩膀直呼：

AD ：今年有很多关于感官的展览 ，也许是因为世博会主题的缘故 ，

问时的谈笑风生，让人很难想象当日的新品发布会，其实是Seletti二

你们怎么看 ？

代传人Stefano Seletti和Job人生的第一回相聚，先前关于这个项目的沟

Job Smeets ：感官 ？ 听上去挺无趣的 ，设计师总在找很多“ 潮流 ”，这

通都在网络及电话上完成，当然所有的沟通都建立在相互信任之上。

回是感官 ，下回又是什么 ？说真的我不是很在乎 。你看这把椅子 ，有

一直以来，Studio Job在“限量设计”舞台上的表现都比“商业量产

（左）是品
本页 Stefano Seletti
牌的二代传人，此回首次跨足
（右
户外家具，
找来Studio Job
为Job Smeets）来跨刀助阵，
将最常见的铸铁户外家具加
上当代风格图腾，让双方都认
为是一次完美的合作。
对页 1.MORESQUE陶瓷吊灯
灵感来源于清新图案的纸胶
带。2.Marcantonio Raimondi
为Seletti设计的Monkey
Lamp,延续了品牌一贯戏谑、
幽默的态度。

诉我们什么呢 ？

所有感官体验 ，我必须得说 ，潮流就是商业手段 。

家具”来得出色，不论在迈阿密设计展上那烫金高塔上怒吼的金刚，

Stefano Seletti ：你知道 ，当我们在说这些潮流 ，甚至地球暖化问题

或是在V&A博物馆里放置在安迪·沃霍尔作品旁俏皮的猴子雕塑，很

时 ，数据显示 ，在意大利每个人拥有40张椅子 ，你能相信吗 ？

显然地，Studio Job被贴上的“艺术标签”比家具设计来得鲜明，也正因

Job Smeets ：今年我看到许多设计师都显出疲态 ，这是他们一直以

如此，每年米兰展上Studio Job的发声都显得前卫且不受限制。Job Smeets

来取悦品牌和商业的缘故 ，说真的 ，每年来米兰 ，看到无数的新家

坦承，就像专注高级定制的时尚设计师，有时也需要成衣系列来调配

具 ，让我觉得很无聊 。我认为整个家具产业的体系必须被改造 ，而

节奏一般，每年出自Studio Job之手的量产设计数量不多，却件件出色。

不是只是做商业产品 。有时候我会想 ，500年后世界上存有的 Studio

Job 设计会比 Ikea 的家具还要多 ，设计师必须考虑永续和持久，没有

AD ：这件设计是在中国制造的 ？

人会丢掉的设计 ，极端一点说 ，这也是为什么这件户外家具必须存

Stefano Seletti ：对 ！ 我常开玩笑说我是生在中国的 ！我的父亲在中

在的原因 。

国开始 Seletti 前身的日用品制造生意 ，然后卖到欧洲的超市 ，我还

AD ：但是世界上还有新的市场正在消费着你所谓的商业与设计 。

未成年就去过中国 ，直到1972年我们开始自己的品牌 ，同样利用中

Job Smeets ：没错 ，中国 、中东 、俄罗斯都是新市场 ，品牌也看见了 ，

国制造产业的力量 ，我可以说 Seletti 诞生于中国 ！

但不代表不能融入新的体系 。

AD ：Studio Job 花很大的精力在限量设计上 ，这次给你什么启发 ？

Stefeno Seletti：中国吸收新鲜事物的速度很快，5年前中国还没有人

Job Smeets ：我的兴趣一直在“ 应用艺术 ”这块 ，我将它看成是时装

知道 Seletti ，在今年的设计上海 ，Seletti 却是最受欢迎的品牌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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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e Starck

从一盏台灯到整个世界
人们曾经以为 ，从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作品的大获成功（ 设计

巴黎首家 Café Costes ，以及同名椅子的发行 ）到去年 TOG 计划的发
起（ 在世界各地设计发行不同理念的精品酒店 ，这一计划到目前还
未结束 ），Philippe Starck 已经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一切 。但是 ，在2015
年的米兰家具展上 ，他再一次玩转自由元素 ，通过将科技 、人文和
社会的创新与材质的自由使用 、个性化和环保等理念相结合 ，从
而再次推动了设计领域的创新 。在一次深入的访谈中 ，他向《 安邸

AD》敞开心扉，分享了他的世界观和一些哲学思考。

3

AD ：从你为Flos 设计的“无线 ”台灯中 ，我们发现了你对“无 ”的浓厚
入设计领域新人的难题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设计师能

Philippe Starck：我们在设计中的所有考虑都倾向于节约化、微型化

够为生产的一个椅腿 ，而去承担高额的模具费用（ 大约30万欧元 ）。

和去物质化 。例如在未来不到十年内 ，信息服务整合到人体内的做

这是一个互助的系统 ，是一个开放的交易平台 ，在那里 ，每个人都

法将成为家常便饭 。去物质化的需求清晰地朝着进化的方向发展 。

可以购买他们需要的部件 。

4亿年后，太阳将不再运转 ，这一点至关重要 ，因为在某个时刻 ，人

AD ：近几年 ，你一直在推崇“透明 ”的理念 ，这是为什么呢 ？

类将无法避免地需要搬离地球 ，我们应该尽量使行李变小 ，我们要

“ 透明 ”是去物质化的一个方面 ，我非常坚定地相信
Philippe Starck：

搬动的东西将不再是物质形式的 ，而应该是非物质形式的 。如何实

透明 ，因为我认为任何事物都不应该被隐藏 ，而应该拥有展现美

现呢 ？ 我也不是很清楚 。所有现存的东西 ，一旦不再有用 ，便都是

的途径 。目前 ，我正在设计一些新的酒店（ 在中国台湾地区和西雅

过时的 、陈旧的 。不过 ，增加东西容易 ，将一样东西去除却相当困

图 ），都不会设计抽屉和门 。我最新设计的所有房屋都是透明立方

难 。增加是无限的 ，而去除却不是 。Unplugged 小灯的设计不仅体现

体 ，所有的墙面都是透明的 。能够在视野中与大自然对话是一件很

了将最大的功率聚合在最小的体积里的思想 ，还体现了去除所有

棒的事 。我喜欢领地的概念 ，但讨厌洞穴的说法 。现代的领地已经

肤浅 、无用之物的思想 ，即不再使用电线 。我们从中得到了自由 。与

不再是一个洞穴 ，而是一种心理的界限 。那么 ，有什么能够比玻璃

媒体 、市场和大企业预先的操纵相比 ，自由是唯一可接受的风格 。

更好地表现这个心理界限呢 ？

A D ：如果我们将“ 无 ”这一概念延伸 ，你认为我们的社会正朝着

AD ：你在TOG 项目中提出的个性化进展得如何呢 ？

“无 ”，即经济共享的方向发展吗 ？

Philippe Starck ：这一方面的发展超出了预期 。今年 ，通过发行 Boss

“ 共享 ”一词是毫无疑问的 ，我在米兰提出了一个集
Philippe Starck：

Boss 和 Maria Maria 两款模型 ，我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定制模式 ，中间

环保 、共享 、趣味和逗乐为一体的想法 ：Open Stock 。想象一下 ，一

不产生任何额外费用 。家具的某一部分（ 比如椅背 ）会嵌入一个透

个设计师 ，如果想设计一把办公椅 ，其实他们想使用的滚轮都大同

明面 ，这个透明面可以打开 ，供人们放入想放的东西 ，如一张画 ，一

小异 ，那么这些设计师为何还要花费时间 、精力 、金钱和原材料来

张冲印的照片等我们将这一透明面的尺寸永远设置为 A 3大小，以

设计这些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呢 ？ 因此 ，我提议创建一个虚拟俱

保证任何人都能够自行打印和嵌入 。花上一分钟 ，您就可以将从外

乐部 ，在这里 ，设计师们可以出售他们的零部件 ，当然这个过程伴

面买来的 、本与您毫不相关的物品变成您的专属品 。奶奶们以前经

随着发布商的协助 ，他们还可以针对被使用部分 ，收取特许权使用

常在壁炉的玻璃下面贴上这些东西 ，现在 ，我们在 TOG 项目和 Open

费 。Open Stock 一方面可以节约成本 ，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那些初

Stock计划的帮助下，开始慢慢复兴这些古老的习惯。

photographer:Mads Mogensen writer:Anne-France Berthelon editor:Jovier Chien translator:邓冰艳

兴趣 ，为什么会对“无 ”有这么强烈的兴趣呢 ？

对页 1.为Magis设计的Stanley椅子。2.为Flos打
造的Unplugged无线台灯。3.在Glas Italia发行
“偷窥者”储物家具Box in Box。
的
本页 Philippe Starck为TOG设计的在几分钟之内
便可定制的Boss Boss和Maria Maria椅子，
他提
嵌入一个透
出了一种全新的定制模式Togienne，
明面，
可以打开供人们放入想放的东西，
如一张
画、
一张冲印的照片或者一张孙子寄来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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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 Bouroullec兄弟于Kettal展场接受采访，
维
持一贯冷静理性。
对页 最近Bouroullec兄弟的设计开始走向户外，
诠释着巴黎户外露
包括与Vitra合作的Belleville，
台咖啡座的优雅悠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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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an & Erwan Bou
roullec
审慎的优雅

Ronan & Erwan Bouroullec 两兄弟永远是那么的审慎。在今年的

photographer:Claudio Tajoli stylist:Fulvia Carmagnini writer:Anne-France Berthelon editor:Jovier Chien translator:邓冰艳

Bouroullec兄
弟
Stampa单椅， 为Kettal设计的
看似
高技术含量， 简单的外形却是
他们也对这
件设计
信心满满，
认为它将
耐得住时间
考验而成为
经典。

Fehlbaum（ Vitra 老板 ）的交流基础之上的 。我们几乎每日都会就世

米兰艺术展上 ，他们依旧多产 ，光彩夺目 。这就是他们的天赋所在 ，

界现状 、应该或者不应该做某些事情进行交流 。尽管现在事情有

在设计上面 ，他们从未失手 ！他们的风格是什么呢 ？审慎的优雅 ，这

些改变 ，因为自收购 Artek 以来 ，Rolf Fehlbaum 就与 Vitra 保持一定距

既是一种态度 ，也是一种审美 。瑞士品牌 Vitra 是他们的老主顾 ，他

离了 ……

们为这个品牌设计了一套桌椅系列 。这套桌椅系列重拾露天咖啡

AD ：你对户外家具有特殊的兴趣吗 ？

馆情怀 ，名为 Belleville（ 美丽城市 ），以怀念巴黎的平民街区 ，他们的

Ronan Bouroullec：我对家具的兴趣并没有明显的等级之分。让自己一

工作室曾经就设在那里 。在设计中 ，他们不自觉地受到了这个街区

直保持好奇的态度是一场持久战 。可能让我产生热情的潜力 ，是促

强大的中国群体的影响 ，带扶手的版本从某些角度看来 ，带有一丝

使我投入到某项工作中的唯一动力。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风格，而

中国明朝座椅的韵味 …… 两兄弟对工艺设计的高度重视在他们设

是最终能够找到一种交流语言和一些解决办法。

计的第一个系列 Kaari（ 桌子 、搁板 、托架 ）中显露无疑 。这是他们为

不过 ，我确实非常喜欢到户外活动（ 巴黎的大海让我异常想念 ！），

芬兰品牌 Artek（ 后被 Vitra 收购 ）设计的一个家具系列 ，采用了相同

而且我认为 ，在现存的户外家具中 ，真正令人满意的作品少之又

的木质与金属相结合的设计理念 。他们还为 Magis 设计了一个椅子

少 。为 Kettal 设计 Stampa 穿孔铝板椅子时 ，出发点非常简单 ：我希望

和一个搁脚凳 ，其比例都是经过精心加工的 。这两件作品的问世 ，

设计出一款结实的座椅 ，这款椅子20年后出现在跳蚤市场上时会

进一步充实了于去年发布的锻铁家具系列 Officina 。此外 ，他们还为

比它现在更美 。这就像那些被我们重新刷漆的金属椅子 ，我们之所

Kettal 设计了一款 Stampa 穿孔铝板椅子 ，这款椅子虽然看似线条简

以这样做 ，是因为我们喜欢这些椅子 。一把自身散发着宁静的椅

单 、精炼 ，但其中包含的技术含量却是非常高超的 。因此 ，他们被认

子 ，它造型简单 、制作精良 、外形优雅 ，此外它的色彩也是经过精心

为是当今世上称得上 Jean Prouvé 继承人的杰出设计师 ……

设计的 ，那充满节制的颜色在周围风景中丝毫不会显得突兀 ：对于
我而言 ，这就是一把很适合露天咖啡馆的椅子 。它的价钱不便宜 ，

AD ：设计师应该表现出灵活性吗 ？

因为它的工艺非常复杂 。它的复杂性并不体现在其重量上面 ，而是

Ronan Bouroullec ：我认为 ，他们需要表现出的不是灵活性 ，而是聆

体现在它的技艺上面 。

听的智慧 。我并没有对极尽详尽的介绍情有独钟 ，但是我喜欢苛

AD ：想起你不久前为Vitra 设计的Belleville 系列座椅 ，你确实对露天

求 。我将苛求发挥到了极致 ，以至于在我看来 ，没有任何事物是尽

咖啡馆椅子的设计充满激情 ……

善尽美的 ，我们总可以做得更好 。我讨厌在一个项目里每个人都认

Ronan Bouroullec：当时的想法就是要将Belleville系列设计成一款普

为我们的作品非常棒 。要知道 ，现如今 ，随着我们名气的增长 ，这种

通 、简单 、实用和材质精良的座椅 ，独特的低矮塑料椅背框（ 两个版

事情时常发生 。

本 ，带或不带扶手 ）和木质 、塑料 、皮质或布料材质的椅身 。这是一

AD ：通常都是你发起一个项目吗 ？是通过草图还是通过对话 ？

把没有过多语言 ，因而能够出现在不同情境中的椅子 。我认为 ，它

Ronan Bouroullec ：由于 Erwan 和我都非常腼腆 ，所以我们最初的交

拥有一种独特的魔力 ，能够回到某个充满历史厚重感的遗址 ，在那

流方式实际上是草图 。这样一来 ，我们之间的交流可能变得越来

里既可以表现出一个有力存在（ 因为无论如何 ，它还是经过精心设

越不直接 ，但是我们对主题方面的了解却可以更加深入 ：这既是

计的 ），又能保持足够的距离 。它就像一首歌曲 ，像是偶然出现在收

优点又是缺点吧 ！ 草图是一种途径 ，它可以让我们捕捉到那些无

音机里的音乐 ，但我们同样可以选择用更加细致的方式进行聆听 。

法在我们脑海里显现的画面 。我现在画画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因

AD ：你还有其他户外项目吗 ？

为这是我的兴趣所在 。但是 ，我画画并不完全是为了设计图 ，有时

Ronan Bouroullec：我们目前正在为HAY筹备一个大型的公园家具系

只是绘画 。不过 ，我们有时也需要通过对话的方式进行交流 ，比

列 ，到时会设计一些金属长椅 、长沙发 ，但是外形会非常漂亮 。这个

如在与 Vitra 的合作中 ，我们的工作方式至今仍然是建立在与 Rolf

系列将于今年9月在Maison & Objet 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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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
宗旨：
Jasper Morrison 一个
Jasper Morrison 算得上是设计师 Bouroullec 兄弟和 Konstantin
Grcic 的精神导师 ，他凭借自身极其精确的审慎 ，为自己赢得了美
誉 ，其设计风格正好处于日本的纯粹主义与斯堪的纳维亚的极简
主义之间 。这位英国设计师对能够为日常生活提供便利的功能性
物品情有独钟 ，这份热爱不仅体现在他自己的设计作品中 ，而且还
体现在他所组织的艺术展中 。他的设计作品不仅有各式各样的座
椅 ，而且还有不同样式的玻璃杯 、碗碟 ，此外还有德国汉诺威轻轨
列车以及各种灯具 ，其中他为 Flos 设计的 Superloon 灯具刚在米兰设
计周上强势发布 ，并一举成为未来设计的新宠儿 。

AD ：比利时画廊Grand Hornu 的“Thingness ”展览（至2016. 5. 10）是你
首个作品回顾展 ，你怎么评价自己过去的设计或者作品 ？

Morrison：这种感觉很奇妙。回顾展上展出我这40多年来的作品。即
使不刻意安排 ，创作到了一定时期也会开类似的展览 ，把不同时期
的作品放在一起 ，让观众朋友们看到哪些是你重视的设计 。

AD ：说到重视的设计 ，你最喜欢设计座椅吗 ？
Morrison ：是的 。首先是兴趣 ，其次是座椅设计很灵活 。一把座椅能
演变出四五十种不同的设计 。

AD ：你的家里有自己的设计吗 ？

本页 Jasper Morrison今年
不只为Flos设计产品，也接下
Flos展厅的设计工作。
对 页 J a s p e r M o r r i s o n与
分为吧
Emeco合作的Alfi系列，
台椅及单椅等种类。

photographer:Claudio Tajoli stylist:Fulvia Carmagnini writer:Anne-France Berthelon editor:Jovier Chien translator:邓冰艳

Morrison ：有 。偶尔也会添些新的设计 ，顺便测试一下新品 。直觉会
告诉你这件设计是不是应该再高点或再有弧度一点 。

AD ：你这次为 Emeco 设计的座椅 ，有5个颜色可供选择 。这很少见 ，

AD ：办公座椅呢 ？

因为你通常不太用很多颜色 。

Morrison ：我其实不太喜欢设计办公用品 。我觉得设计贴近生活的

Morrison：其实我挺喜欢不同的颜色。一般来讲如果材质好，就不需

物品更有趣 。我讨厌看见办公椅 。一看见它们 ，我就觉得后背疼 ！

要额外的颜色增加噱头 ，但这次我们精心挑选了5种颜色（ 座椅是

我不太相信它们能舒缓疲劳 。不过 ，我倒是觉得如果椅子质地比较

巴黎咖啡店常见传统藤椅的现代变形 ）。如果咖啡厅或餐厅的椅子

坚硬 ，人们会经常想站起来活动一下 。这倒是对缓解疲劳有一定帮

颜色太明亮 ，客人的感觉会很糟糕 。颜色会影响行为 。你可以做个

助 。对我来说 ，是这样的 。

试验 ，在摆放着彩色和淡色椅子的地方分别记录噪音值 ，前者肯定

AD ：你一直以来的梦想是成为设计师还是同时成为一名作家 ？

高很多 。

Morrison：以前可从没想过写东西！我可不是个好学生。我喜欢文学，

AD ：在Emeco 这一系列的座椅中 ，你最喜欢哪个颜色 ？

但更爱雕塑、设计之类的东西。大概18岁的时候，我看到了女设计师

Mo r r i s o n ：我喜欢烟灰色 ，还有黑色 。这次和 G re g g B u c h b i n d e r

Eileen Gray的个展，非常有共鸣。我觉得那是我真正想要从事的行业。

（ Emeco 的 CEO ）的合作也很愉快 。我们是在一次设计展上碰到的 ，

AD ：你喜欢做不同的设计吗 ？

当时简单聊了聊 ，希望有机会合作 。后来整个设计过程中 ，沟通得

Morrison：确实常常如此。倒不是刻意追求，而是每次接到的项目都

也很顺畅 。愉快的合作能够激发好的作品 。

不一样。5年前，我怎么都想不到有一天会设计鞋子 ，但后来Camper

A D ：听 说 你 在 法 国 西 南 部 还 有 自 己 的 酒 庄 O r m i a l e（ 最 近 M a r c

找到了我 。或许未来还会有人找我设计裤子 ，谁知道呢 …… 对我来

Newson 也加入了进来 ），酒庄怎么样 ？

说功能性和设计同等重要。

Morrison ：酒庄很小 。我们2013年差点甩手不干 。卖酒可不简单 ，天

AD ：你喜欢贴近日常生活的物件 ，如今年为瑞士品牌 Punkt 设计的

气又不怎么好 ，我们连葡萄都不想摘 。但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们不能

USB 充电器 。为什么充电器本身那么沉 ？

就那么扔着葡萄不管 ！ 没想到 ，酒庄之后却起死回生 。我们的酒现

Morrison：这是从功能性出发的。充电时，你只需要接入需要充电的东

在已经销到了布鲁塞尔 、伦敦和巴黎等地的知名餐厅 。

西，通常这一过程单手就可以完成。充电器的形状、重量都是为了照

AD ：你平时在伦敦 、巴黎和东京生活 ？

顾这一操作特性。如果用两只手，很容易觉得累。这是很小的细节，但

Morrison ：是 。我在东京待的时间更长 ，回欧洲时也经常旅行 ，但在

点点滴滴加起来就会影响到物品整体的便捷性。设计应该便利生活。

巴黎有家 。

本页 1.吉冈德仁为Kartell设计的Planet灯具系
列。2.吉冈德仁与Glas Italia合作的Prism系列，
今
年延伸到凳子及单柜产品。3.吉冈德仁为Moroso
设计的Brook软凳，
加入了温暖的色彩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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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冈德仁 感动的瞬
日本设计师吉冈德仁，当年为三宅一生设计旗舰店而开始走红，他的语调沉稳，就如他
的作品一样。而此次在与Moroso合作的第8个年头，所推出的彩色面料软凳Brook系列，打破
以往几年来只使用透明、黑白材质的冰冷格调。今年吉冈德仁还延伸去年与Glas Italia合作的

Prism系列推出同系列凳子及单柜，并与Kartell合作新系列Planet灯，让人联想到去年他在上
海与卡地亚合作的大型装置展览，冰冷而理性。我们在米兰采访吉冈德仁，他说自己除了设
计，没有别的爱好，我们更多地聊了他的设计。

AD ：Brook 系列算是些许打破你以往的设计风格 ，它属于现在的趋势吗 ？
吉冈德仁 ：设计这个词似乎已经与“ 潮流 ”等同 ，大家对设计非常痴迷抓狂 ，甚至有些急着
想独树一帜 ，我追求的只是“ 永恒 ”，我的设计只是我自己的声音 。

AD ：你还是会继续以标志性的“实验性 ”为设计出发点吗 ？
吉冈德仁：实验性的设计总是出乎意料，设计对我而言，是一个思维的过程，并且被一个感觉牵
引着。如近期我在京都设计了一个茶室，纯玻璃制造，反射光线最是美丽，尤其每天的下午3点，
你会看见彩虹。光，也是我最爱的媒介之一，所以我总是用透明的材料。光的存在，让人们感到
愉悦（就如在卡地亚的展览上），它甚至能改变一个空间的氛围，一个人的情绪……这说得有点
虚幻，就如光线穿过透明的物体，很自然地发生变化，并且对周遭环境产生影响。

AD ：你的家也围绕着自己的作品吗 ？
吉冈德仁 ：我的设计总是由我为出发点 ，我得先进行尝试 ，再出现非常主观的意见和观点 ，
“人类”是设计重点，所以我的家堆满着我的作品。我相信10年后，大家会开始忽
传达给大众，
略产品的外形 ，而更注重它内含的数据 ，如触摸和视觉上的感受 ，以及当下感动的瞬间 ，这
又如音乐般，旋律和歌词会让人记住。

AD ：能说说未来的项目吗 ？
吉冈德仁 ：我们的项目增加了 ，但是公司目前也只有8个人 ，设计可以说是我的全部 。最近
在着手设计化妆品 ，中国也有建筑项目正在进行 。请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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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ndo 佐藤大变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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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 时 间 ，1 9 个 品 牌 ，2 1 6 件 作 品 ，似 乎 只 有 日 本 设 计 团 队

“ 这对一家餐
改变椅背的高度 、手扶的长度 ，就又成为全新的椅子 ，

Nendo才有这么多的精力可以做到。佐藤大在今年米兰设计周上策

厅来说应该会有帮助 ，同个系列却不单调 。当然 ，这得看品牌买不

“ 我从来不记得产品的名字 ，
划个展 ，回顾2014至2015年所有作品 。

买单 。”

名字只是附加的 ，传达出去的信息以及故事内容才是设计的核心 。

“ 我们开始做建筑 ，尺度
目前手头上的项目已增加到400多个 ，

我在设计时 ，尽量避免文化上的枷锁 ，试着颠覆设计的原型 。”佐藤

变得更大 ，基本理念依旧 。明年我们在曼谷设计的商场即将开幕 ，

大举例 ，如设计桌子时 ，不要想着它是桌子 ，那么创造力将更加自

内部共有30个不同风格贯穿一起 ，将会很有意思 。”可想而知 ，佐藤

由和宽泛 。如为 Glas Italia 设计的“ Soft ”桌子 ，若不是佐藤大赋予它

“ 我做越多的设计 ，越觉得放松 。”
大的生活依旧与设计绑在一起 ，

“ 桌子 ”的名称 ，又有谁会认为它是张桌子 ？佐藤大的另一个设计秘

他的生活惯例 ——上班前遛狗 、一天喝6杯咖啡 、吃同一种面 ，习惯

诀 ——变形记 ，或者说是一个“ 设计进行时 ”的全记录 。他擅长将一

“ 我在日本的工作室楼下开了一家咖啡厅 ，我完
只去同一个地方 。

件产品衍生出3 ~ 4个独立的设计，如在一款基本椅子的形状上面 ，

全不用离开公司 ！这样的生活挺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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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恩设计 七个告白

今年的米兰设计周里 ，中国设计的发声在去年高潮之后 ，呈

业的结合 。”邀请广东华颂家具集团作为赞助商 ，展出的家具均为

这是一个一连串的故事 ，从好奇心到秘密 ，又联想到“ 七宗罪 ”，到最后的秘

现平稳而理性的频率 ，当“ 中国热 ”退去 ，设计师及观众 ，乃至于使

设计师针对展览主题“ 心 · 物 ”发想概念 ，由华颂提供生产的途径完

密告白 ，这只柜子不仅连接故事背景和用户互动 ，它更颠覆产品设计的规范 ，这

用者都能有更加充分的空间 ，理性地评估中国设计被放诸世界标

“ 心 · 物指的是艺术与设计两个面向 ，也可以说是中国 ，乃至于
成，

是如恩设计带到米兰 Spazio Rossana Orlandi展览的新作 ——为品牌 Stellar Works 设

准后所应得到的分数 ，人们听到“ 这是来自中国的设计 ”，不再发出

全球设计师在创作过程中的纠结 ，他们希望能设计利于生活却又

（ 私人家里的异物展柜）项目 。早在18世纪 ，家家户户
计的“ A Cabinet of Curiosity ”

“ 不敢相信 ”的惊叹 ，我们相信 ，中国设计已然进入统一规则的国际

不失概念的家具 ，在这中间找到一个平衡 ，产业在其中的角色就显

几乎都有一个专属柜子 ，客人可以通过柜子里的收藏 ，看到一个家族的背景 、个

游戏之中 。去年在米兰大学的一场名为“ Yu ”的中国设计师群展 ，仍

得相对重要 。”此次的合作设计师 ，包括了陈耀光（ 穿越 ——关于抽

性喜好 ，或是他们过去的旅行 ……“ 可惜 ，现今的社会有太多引诱 ，太多东西 ，柜

令不少设计圈内外人士津津乐道 ，今年策展人杨冬江率领6位中国

屉的故事 ）、林学明（ 侘系列 ）、阮昊（ 猫桌2 . 0）、朱锫（ 水印苍山 ）、姜

子里的摆件不足以看清一个人的个性 。”如恩设计认为 ，只有秘密才能最直接地

设计师 ，于同样时间地点再次举办名为“ 华颂 · 中国设计进行时 ”。

峰（ 聚离 ）、杨冬江（ 风系列 ），短短不到半年的创作及生产的紧凑

“ 受上帝惩罚的七大重罪 ——傲慢 、嫉
面对真实的自我 ，并引起人们的好奇心 ：

相较于去年“ 中国设计大会师 ”的展览形式 ，此次展览更有指向性 ，

时间 ，交出一张精彩成绩单 ：陈耀光将传统抽屉榫卯做出不规则堆

妒 、愤怒 、懒惰 、贪婪 、暴食与色欲 ，这些罪行大多为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们以此

策展人杨冬江指出 ，中国当代设计体现出艺术和设计过于密切的

叠 ，削减中国传统形式 ，看上去反而有当年设计师 Tejo Remy 为荷兰

设计7件生活用品 ，放在这个柜子里 。”物件有新有旧 ，如代表贪婪的算盘 、代表

“你
现况 ，很大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家居设计缺乏产业链条的支持 ，

家具品牌 Droog 设计“ Chest of Drawer ”的趣味在其中 ；林学明则以相

暴食的盘子 、代表色欲的烛台 …… 如恩设计再以金属元素将其贯穿一起 ，中西结

能看到 ，许多中国设计采用限量设计或项目合作的路线 ，很精彩 ，

对东方禅味的形式对办公室家具进行设计阐述 ，在形式处理上也

“ 其中的信封里 ，有 Marcel Wanders
合 。而在柜子的最底层 ，一叠叠信封让人好奇 ，

但是也离多数人越来越远 。此次展览与去年最大的不同 ，在于与产

不忘功能性 。

和 Jaime Hayon 他们自己写下的秘密告白 ，20年后我们将打开来，让大家回头看看

photographer : Patricia Parinejad writer：Beryl

当“中国热”
在米兰设计
退烧，
周
很显然地，
中国设计已
然进入
统一规则的
国际游戏之
中。

photographer:Claudio Tajoli、Patricia Parinejad stylist:Fulvia Carmagnini writer:Jovier Chien

这个年代的社会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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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页 去年在米兰大学的
一场名为“Yu”的中国设
计师群展 ，仍令不少人
津津乐道 。今年策展人
杨冬江率领6位中国设
计师 ，于同样时间地点
再次举办名为“ 华颂·中
国设计进行时”的群展。
左起为 ：阮昊 、姜峰 、杨
冬江、
陈耀光及林学明。
本页 1.Neri & Hu的郭锡
（左）与胡如珊。2.Neri
恩
&Hu与Stellar Works
合作的“ A Cabinet of
Curiosity ”于Rossana
Orlandi的设计艺廊中展
出。3.新锐设计师阮昊作
。
“猫桌2.0”
品
4.杨冬江作
“桴海”
。
品

4
3

2

话题

Marni 水果市集

1

回应米兰世博会的“ 食物 ”主题 ，此回 Marni 施展了一场热带魔法 ，维持以往
与哥伦比亚匠人的合作 ，灵感来自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最常见的市集景象 ，塑料
编织菜篮和金属编织家具为这次展览主角 ，然而篮里盛满的菠萝 、石榴 、番荔枝 、
蛋黄果等热带水果 ，以及十足异国风情的丰满鲜艳色调 ，即便在尚未入夏的米兰
四月天里 ，这个展览空间仿佛被催眠得温暖又潮湿 ，在现场 ，人们不只能品尝这
些漂洋过海的美味热带水果 ，还能以合适的价格带回看中的家具 ，真让人体验到
五感行销的魅力 。

Airbnb×Fabrica 暖房
派对
网络上有句关于 Airbnb 的注脚是“ 最成功的旅馆 ，旗下却没一间房 ”，然而这
或许无法形容此回米兰展上的Airbnb。选址位于Crespi广场的巴洛克风格大宅，与

Fabrica旗下19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设计师，合作举办的“Housewarming”装置展，以此
为主题玩互动设计。例如来自澳大利亚的设计师Thomas Fethers，将家乡的旅游小
贴士制成拼图片，询问现场观众问题来完成拼图；来自里斯本的Mariana Fernandes
则在一张张米兰明信片上印刷里斯本风格的图样，然后邮寄给留下通讯地址的观
众。这场“新家派对”上，Airbnb创办人之一的Joe Gebbia和Fabrica创意总监Sam Baron
在现场忙进忙出招呼观众 ，反倒是大宅女主人显得优哉游哉 ，也算摆足一次旅馆
主人的排场了。

photographer:Patricia Parinejad writer: Ber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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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 1.Airbnb将一栋位于米兰市中心的大宅变
身为当代设计的最佳舞台，
找来Fabrica的19名
（左起）
“新居派对”为主题创作。2.
新锐设计师以
Airbnb创办人之一Joe Gebbia、大宅女主人及
Fabrica创意总监Sam Baron。3.这栋宅院外观保
持良好，4月天里盛开的紫藤花为其带来更美好
的装点。
“食物”主题，Marni推出
“水
对页 回应世博会的
果市集”
的展览，
叫好叫座。图为主要负责Marni
家居线的创始人的女儿Carolina Castiglioni.

photographer:Patricia Parinejad writer:Ber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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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不只应该赏心悦目，
要让人的五感神经都受到
感召，
那才叫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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