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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电器美丽而实用。 
但是只有烹饪才能让它们焕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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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艺术家：Miya Ando

未来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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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时间总是令艺术家着迷——回想一下过去的静物作品，常将头骨作为
死亡的象征物。现在它依然给许多画家带来灵感。 

美国艺术家Miya Ando就是其中之一。这位39岁的艺术家使用大自然
的语言创作探索我们与时间关系的作品。她的创作方法是使用诸如
云和渐变光之类的淡出图像。她的目的是让观众了解当下时刻，以及
我们在大自然中稍纵即逝的位置，并注意到所有事物之间相互关联
的事实。 
 
虽然艺术家大多想努力创造经典永恒的作品，Ando却提醒我们：没有
什么可以永垂不朽，伟大的艺术作品也不例外。

欣赏Miya的作品： 
miyaando.com

上图与左图
Ando的作品反映了
我们与时间和空间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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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热物

摄影：Richard F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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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左图和上图 
Richard Foster尝试
捕捉某个特定时刻里
的热力 7



摄影

欣赏Richard的作品： 
richardfoster.com 8



焦点

左图和上图
将热转化为有形的
形状 

一般而言，热力可以被感知，不能被看见。但若是我们以肉眼看到热
的存在，它的神奇（和破坏性）力量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展示热的最好
的形式是什么呢？ 

摄影师Richard Foster找到了答案。“我们成功呈现出炽热的颗粒并将
其包含在几何形状中。”他说，“将相机快门时间设为10到30秒就实现
了这一效果。这经历了很多次尝试，但每张照片都是一次拍摄而成。”

那个一生一次的瞬间凝固成了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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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nando Laposse的简历看起来是一名设
计师，但拨开表面看其深处，他广泛的创作
实际涵盖了各种领域。 

他的工作涉及艺术、美食、科学、政治、地理、
历史、经济学、炼金术、企业家、混搭风和激
进派。

对食物的迷恋是他的工作的核心：食物生
产，食物深植于全球经济概念，以及食物体
现并塑造民族的认同感。 

作为一个30岁的墨西哥人，他最终把工作重
点放在了玉米身上，这是他的祖国最重要也
是最麻烦的农作物。 
为此，他来回奔波于伦敦和墨西哥之间。

“我的生活跟随玉米的生长周期。”他在自己
的伦敦工作室解释道，“我要去墨西哥种玉
米。然后回到伦敦做设计 
、生产，然后我再回墨西哥收割。”

这个工作流程使他获得了奖项“Totomoxtle”
，该项目是一系列采用濒危墨西哥本土玉米
为材料制作的 
产品。到目前为止，他用玉米制作了从 
桌子和橱柜到灯具和花瓶的各种物品。

“Totomoxtle”项目不仅仅具有美学意义，它还
向我们展示了墨西哥传统农田所遭受的破
坏，以及工业杂交作物对当地玉米的侵害。 

对Laposse来说，设计是深入复杂想法的切
入点。

“设计能简化那些看似无聊和复杂的东西。”
去年首次交谈时他告诉我，“设计能简化事
物，并且 
体现这些事物背后的想法。”

一年过去了，Totomoxtle取得了进一步的进
展。去年年底，Laposse在荷兰设计周赢得首
届未来食物设计大赛的冠军。摘得头等奖也
让他获得了继续推进该项目的资金。他不仅
可以购买更多设备，供Tonahuixtla（项目所在
的墨西哥乡村）的居民用于加工玉米，还可
以把很多时间放在田间。

“我目前正安排相应的生产流程。”他说，“除
了购买了设备，我们还用几个月的时间培训
人员。以前我还自己加工材料。计划则是让

人在墨西哥持续这个项目。”

最近他在伦敦设计节上展示的另一个作品
使用了“剑麻”，这种环保纤维由龙舌兰植物
制成，曾经是墨西哥制造业的支柱。在作品“
剑麻圣地”中，Laposse使用这种纤维制作了
巨型雕像，并开始探讨为什么这种经久耐用
的材料会被塑料取代。

Laposse毕业于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学校，
其设计生涯开始于制作可以吃的“玻璃”（实
际上是糖）。

虽然他承认自己创作了大量食品设计，但他
还是谨慎地不要陷入所谓 
“餐饮”领域太深。

“我觉得这是很多食物设计师面临的陷阱。”
他说，“有人问起食物设计是什么，但问题的
关键是大部分人并不真正清楚。我的首要关
注点还是设计本身。”

他在美学和功能方面的设计技能构成了
Totomoxtle项目的核心。Laposse从墨西哥丰
富的本土玉米（有60多个品种）获取玉米壳，
并将其转变为可用于制作镶嵌细工、室内家
具和墙板的饰面材料。鼓励农民再次种植本
土玉米是该项目的主要目的之一。

Laposse与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通常
以其西班牙语缩写CIMMYT称呼）的合作
也卓有成效。CIMMYT玉米种群的负责人
Denise Costich与Laposse联系， 
希望他能使用该中心庞大的种子库中的一
些传统种子。 

除了让Laposse获得“技术上灭绝”的种子（这
一点很重要，因为种子库需要经常更新其库
存，确保种子可发育生长），这还进一步加深
了他对这种作物的了解和欣赏，正如民谚所
说，没有玉米就没有墨西哥。

那么他是否感受到：当人们购买他的作品
时，他们是否完全理解这些物品的政治和经
济含义？ 
他不太确定。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人们只想谈论材料，谈
论是不是可以用它制作地板。”他说，“不过，
有个购买桌子的收藏家对桌子背后的故事
很感兴趣。Totomoxtle正在延伸为一个交流

项目。如果我能传达这种理念，那就很棒了。”

对于Laposse来说，Totomoxtle的主要目标是
生物多样性。他提到《国家地理》最近刊载
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在1903年至1983年
间，美国失去了93%的独特种子植株。小小
的Tonahuixtla村发生的事只是全球问题的
缩影。

“这太过分了。”他说，“到超市看看，那里只供
应大约12种不同的蔬菜。就这么一点。如果
我们只依赖这么少的食用植物品种，我们可
能会在大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或被气候变化
左右命运。” 

Laposse说，这在根本上关乎我们希望如何
养活自己。

“我们拥有的品种越少，种植时需要使用的
添加剂就越多。品种越多就越安全，产品也
越健康。”

对于Fernando Laposse，设计不仅仅是桌子、
灯具或瓷砖。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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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nando Laposse

观看Fernando的故事： 
gaggenau-themagaz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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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60多种玉米，质感和颜色各
不相同（上图）使用剑麻 
天然纤维（右）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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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nando Laposse

 “有人问起食物设计是什么，问题的关
键是大部分人并不真正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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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nando Laposse 

设计

上图
Fernando站在他的toxmoxtle作
品前面（fernandolaposse.co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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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tr 与 In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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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tr 与 Ingrid

在宁芬堡宫附近风景如画的静谧之
所，我们和Ingrid Harding以及Piotr 
Szpryngwald见面，这两位颇具创新精神
的创意人士从事两个不同的领域：Ingrid
在陶瓷行业，而Piotr则是嘉格纳未来研究
的设计师。他们在这里探讨了设计、创意
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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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一个品牌要历经很多年才能在工艺方面赢得无与伦比的声誉。 
德国陶瓷公司宁芬堡皇家瓷器工坊（Porzellan Manufaktur 
Nymphenburg）以手工方式制作精美瓷器的历史已有270年。嘉格纳
是全球领先的家用电器生产商，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1683年。精湛
的工艺是这两家公司独到之处的核心，但它们都没有拘泥于传统。
虽然工艺手法和关注细节是其制作的核心，但创新同样不容小觑。 

下面，我们和宁芬堡产品开发负责人Ingrid Harding以及嘉格纳未来
研究设计师Piotr Szpryngwald展开交流，探讨了他们的创意流程、顾
客反响以及为什么要鼓励犯错。

本刊：如何在保持工作与时俱进的同时，还可以保留贵公司众所周
知的传统品质？ 

Piotr：嘉格纳最开始是制造钉子，与我们现在的产品有天壤之别。现
在我们非常依赖技术，如今你要决定是紧跟潮流，还是坚守过去。我
非常幸运，因为我可以挑战嘉格纳的创作。 

Ingrid：实际上，我们在宁芬堡也非常幸运，我们能以非常开放的方式
工作。我们承担非常复杂的工作。 

比如？ 

Ingrid：我们总在制作非常前卫的产品，但我们一直很敬仰古老、美丽
的手工艺，并将现代新理念与之相融合。我们没有让传统手艺消失， 
而是让这些传统相互借鉴。

您能介绍一下从简单想法到制作出产品的过程吗？ 

Piotr：我们从研究开始，到绘制草图，再到制作出创意样品，这是一种
非常典型的做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质疑所做的工作。设计
是一个允许自己犯错的过程，但往往是这些错误会带给你新想法。
有时最小、最幼稚的原型——有时就是纸模型， 
都能让你有所进展。 

那么你会犯错吗？ 

Piotr：我想这正是我所存在的原因[大笑]。我希望犯错，由此我得以
实现我的价值。 

Ingrid：真是让人耳目一新的说法！我们应该更多地鼓励犯错，因为我
们可以从中获益良多。 

通常，我会快速画出草图，这是最快的反应方式。画图对我有帮助，但
也不是进行下一步所需的。 

你们两人有多大的创作自由？ 

Ingrid：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和同事负责绘制草图，然后我们常常
到另一个工作室制作实物模型。但他们不喜欢看到我们这么做。

为什么？ 

Ingrid：因为他们总是觉得自己是有40多年经验的专业人士 
，突然间，年轻人闯进来，对他们的工作一无所知，肆无忌惮地尝试新
玩意。 

你呢，Piotr？ 

Piotr：我所处的环境没有这么封闭，我可以自由地开展一些挑战现状
的项目。虽然我并不是很确切地了解工程师们对我工作的想法，但
我不可能每一步都让他们有安全感，特别是我是担任概念设计师。 
Ingrid：你和他们谈过吗？ 

Piotr：我当然熟悉整个的生产工艺。能够设计出可以被重复生产的
产品，这种感觉很妙。但是有些时候尝试做一些短期内无法真正投
产的概念产品，也是我们静静地挑战传统世界的一种方式。 

“我们一直很敬仰古老、美丽的手工艺， 
并将现代新理念与之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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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作品放在人们面前，观察他们如何反
应，这总是很有趣的过程。”

嘉
格

纳
与

宁
芬

堡

这个想法非常有意思。你们两个是如何工作的？单独一人还是和他
人合作？ 

Piotr：这要看具体情况。有时，我非常喜欢一个人做事。但是，如果你想
将项目投入生产，就需要与其他人交流，否则你不会成功。

Ingrid：我们一直是密切合作，因为要完成我们所要求的作品需要各
种专业技能，因此，一件作品总是要经过很多人的手。

你希望顾客如何看待你正在创作的作品？ 

Ingrid：就像你在餐厅时，有人端着巧克力蛋糕从你身边走过，刚好你
还什么都没吃，于是你露出垂涎三尺的表情…

Piotr：是的，这就是第一印象，但最终我创作的作品必须有实用的功
能。作品要能在某个时刻吸引顾客的兴趣，但必须是有助于烹饪的机
器。如果这台机器不再引人注意，顾客只是专注烹饪，对它视而不见，
这就达到了最佳效果。 

嘉格纳是功能性品牌，但宁芬堡陶瓷的声誉源自精美而不是用途。这
么讲对吗，Ingrid？

Ingrid：当然，一尊雕像没有实用用途，但很多物品应该能满足你的日
常生活目的。你把作品放在人们面前，观察他们如何反应，这总是很
有趣的过程。

Piotr：是的，正如你所说，物品要能带给用户愉悦的心情。你要获得情
感方面的反应，但作品也必须在实用性上满足人们的需求。

最令你自豪的作品是哪件？

Ingrid：这有点像自家的孩子。你要平等地对待他们[大笑]。

Piotr：说不准，我没有特别偏爱的。对我来说，我设计某些东西，然后它
去了某个地方，比如展览，这就是非常美好的时刻。

在职业生涯中，最令你自豪的那一刻是什么？

Piotr：对我而言，是听到人们谈论我设计的作品时。把作品首次拿出
来展示的那一刻也令我很自豪，而且永远不知道别人会有什么反应。 

Ingrid：我总是觉得工作全部完成的那一刻最令人愉快。许多客户真
的会打电话致谢，这总是让我惊喜不已。 

技术如何影响你的工作方式？

Piotr：我天生就对技术很有感觉，我从来不质疑技术的作用！这是设
计过程的一部分，但我认为在某个阶段你只需让技术发挥应有的作
用即可。不管怎样，技术很伟大，能让我们所设计的一些东西在一天
之内就能做出原型。 

Ingrid：技术对宁芬堡没什么影响。我们自己用双手做出所有的模型，
因为对我而言，这就是体现差异的关键所在。我们尽可能少使用技
术。 

你们两个有完全放下工作的时候吗？

Piotr：当然！否则我会发疯的。这并不容易，有时候问题一直在脑中盘
旋，即使回家也在想着。 

Ingrid：我不断解决问题，思考如何让物品变得有趣和不同。这让我发
狂。我经常会在醒来时灵感涌现，“对啊，我想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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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linn.co.uk

黑
胶

复
兴

我们生活在数字世界中。

从报纸到旅游、会计到电视，互联网横扫我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音乐尤其如此。 

自Sean Parker和Shawn Fanning创立Napster已经过去了
19年，这个点对点共享平台消除了实际购买音乐的不便，
让人们免费获得音乐。 

今天，大多数音乐都是通过iTunes或Spotify等方式下载
或流式播放，整整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接触到实
体音乐媒介。尽管如此，全球黑胶唱片销售额却达到自
1992年以来的最高点。 

黑胶唱片不仅没有像磁带、八轨软片和CD一样消失，而
是日渐受人热捧，其真实的触感让黑胶音乐迷远离数字
音乐的影响。如果买唱片，就需要转盘唱机。 

虽然很多人满足于购买一台质量不错、价格相对便宜的
唱机，但对有些人来说，只有最好的转盘唱机才能充分诠
释黑胶唱片模拟信号的魅力。 

于是，作为全球可能最受爱戴的音响品牌，Linn突围而
出。Sondek LP12唱片机（如图）代表无以伦比的声音再现
品质。LP12最初于1973年发布，多年来经过各种升级，但
外观变化不大：一个设计精美的转盘（或称为“音乐舞台”）
悬置在底座上，外面安装橡木、香桃木、白蜡木、红木或胡
桃木外壳。 

LP12则是对数字世界的一种反抗。这台唱机没有Wi-Fi
连接，无法打电话，也很难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它的身影。
金刚石镶头唱针（或唱头）将唱片的每个细微差别沿着
钛合金唱臂输出到独立扬声器，这款唱机唯一的功能
就是播放音乐。而其音乐播放效果几乎优于其他所有
唱机。 

Tom Farrell是声音保真方面的专家。对他来说，黑胶唱片
拥有无与伦比的音质。“要在家里再现更好的声音，唯一
的方法是使用盘式磁带。”他说，“黑胶唱片品质非凡，一
台不错的唱盘和唱头可萃取的声音范围和细节令人难

以置信。然而，你要是使用廉价的唱机播放音乐，那简直
就是浪费时间。数字格式会更好一些。”

科学原理很简单。数字录音——即MP3或CD，由模拟声波
的一系列快照组成，它们将重新被转换为模拟信号，然后
输入扬声器。 
无论信号输出的频率多快（CD盘是每秒输出44100次），
音质都不免会有一些受损。 

黑胶唱片与此不同。唱片带有精确映射原始声波的凹槽，
因此唱盘越好，可传输的声音越多。只要唱片没有损坏，
并且没有灰尘和污垢，声音输出差不多和录制时一样纯
净。 

除了音质外，黑胶唱片还赋予音乐实体感，让音乐更特
别。Dean Muhsin是Bear音乐管理的负责人，他在工作中
接触的大部分是数字音乐文件。但黑胶唱片截然不同。 

“由于在这个行业工作，我被数字音乐淹没，真是受够
了。”他说，“之后，我开始订购唱片，用双手感受它的存在，
我从架子上取下唱片，查看我在封套上写下的潦草字迹，
与音乐进行互动。虽然我喜欢技术，但如果知道打开笔记
本电脑会让我进入工作模式，我会感到害怕。将黑胶唱片
放在唱盘上不会带来这样的感受。这是一种逃脱：一种有
触觉、多感官的体验。”

对于音乐家兼DJ的Jon Carter来说，黑胶唱片——特别是
有了些年头的旧唱片，是音乐大制作时代的遗产。 

“我喜欢每次播放唱片时那种发现新事物的感觉。”他
说，“你听到的是直接回放过去通常在装备精良的录音室
录制的内容，而不是简单地用笔记本录制的东西。”

当我们拿出一张专辑并放在LP12上播放时，细致复杂的
声音充满整个房间，人们对“灵魂”和“质量”的一切描述化
为切身可感的体验。 

毕竟这不是一个完全数字化的世界。

随着黑胶唱片的销售量达到25年来的最高点，
我们要对这种永不消失的音乐形式和全球最佳
唱盘的品质表达敬意。

27





“将黑胶唱片放在唱盘上不会带来置
身于工作的感受。这是一种逃脱：一种
有触觉、多感官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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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a Perfect  
加州风尚

The Future 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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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中，大量创意人才从纽约涌入洛杉矶，这已不是
什么秘密。新移民让天使之城重新焕发活力——特别是在
市中心，现代画廊、设计前卫的酒店和有机食品店不断涌
现。因此，若是发现这座城市最受关注的新设计陈列室隐
藏在比佛利山庄Trousdale Estates区密布月桂树的山中，
这的确令人意外。但“Casa Perfect”就是为了带给人惊喜。

这栋现代别墅是由建筑师Rex Lotery于20世纪50年代设
计，其已经成为上世纪中期风格建筑的著名典范。但在
The Future Perfect项目中，一批卓有远见的设计师接触
到这座别墅，并着手进行细致的翻新后，人们感受到的是
与众不同的私人购物体验。 

The Future Perfect项目由David Alhadef在2003年启动，为
著名设计师和设计新手提供了发挥才能的平台，这个位
于Hollywood Hills的新展厅作为纽约和旧金山展厅的姐
妹店，闪亮登场。

Casa位于洛杉矶黄金时代的著名街区之一Trousdale 
Estates，远离时尚的设计区。该地区包括Greystone 
Mansion（目前是炙手可热的取景地），还有一些由Frank 
Lloyd Wright、Wallace Neff和Harold Levitt等建筑师设计
的风格大胆的建筑，这些建筑均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委
托建造。Frank Sinatra、Dean Martin和Richard Nixon曾在
此处居住过。

Casa Perfect过往的历史同样星光熠熠。1967年，摇滚乐
之王猫王（Elvis Presley）将其购入名下。猫王与他的妻子
Priscilla和女儿Lisa Marie在这栋别墅中度过了六年欢乐
时光，在此期间，他创作出《Suspicious Minds》和《Always 
On My Mind》等曲目。

Casa充满大胆的抽象设计元素和鲜艳的色彩，出自世界
上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设计师和工匠之手。房屋保留了
原本的弧形墙壁、大理石壁炉和格子天花板，为住宅带来
美妙的复古气质，而球形采光井为室内注入绚丽的科技
色彩。

Casa Perfect遵循与The Future Perfect项目设在纽约和
旧金山展厅的类似模式。中性色调墙壁、反射镜面和抛光
镶木地板仿若一幅钢化的画布，与工作室创作的作品和
限量版商品相映成辉，鼓励客人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房间
内闲逛。我的房子，你的房子。

大部分作品出自The Future Perfect的常用设计
师：Lindsey Adelman（灯光雕塑）、Piet Hein Eek（家具）和
Dimore Studio（负责设计Fendi的Sloane Street门店），以
及由崭露头角的洛杉矶本地设计师创作的原创作品，还
有大量出自国际著名设计师之手的作品。 

引人注目的作品包括由委内瑞拉陶艺家兼家具制作师
Reinaldo Sanguino创作的一系列风格活泼生动的凳子，
以及伦敦前卫品牌Shore Rugs推出的一系列Missoni风
格地毯，该品牌提供手工编织的无毒硅胶地毯。 

实际上，Casa展示的一切物品都可以买到，但访客在这里
不仅能为家里添置独一无二的物品，还可以欣赏洛杉矶
的全景、起伏的背景山色以及新奇的Hockney式游泳池。 

对洛杉矶生活方式的一场致敬，对当代设计和别致购物
体验的一曲情歌。猫王虽已“离场”，但Casa Perfect依然在
演奏撩动心弦的美妙乐章。

隐藏于比佛利山庄别致的上世纪中叶风格街
区，猫王故居是洛杉矶最独特的新设计参观目
的地。访问仅限预约...

这
栋
住
宅
拥
有
缔
造
精
致
完

美
宅
邸
不
可
或
缺
的
各
个
因

素
：景

观
、空

间
和
光
线（

右
上

）
，以

及
通
向
露
台
的
滑
动
玻
璃

墙（
右

下
） 

空间

32



The Future Perfect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thefutureperfect.com/los_angeles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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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a充满大胆的抽象设计元
素和鲜艳的色彩，出自世界上 
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设计师

和工匠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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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ta以现实隔离的方式展现他的摄影人物，
但这些人物不会在自己的社区感到孤独，因
为他们经常出门办事，或是携带供别人使用
的物品。这位摄影师解释说：“通过隔离人物，
排除任何分散注意力的内容，让我的作品只
诠释人物本身。”Berta拍摄的人物经常透出
贫困，但所展现的形象绝非需要帮助的弱势
群体。Berta毫无主观意见地呈现他的作品人
物，拒绝采用浪漫化手段。

Berta“对人物倾斜占位带来的和谐构图”很
感兴趣，空间运用以及将人物布置在图片角
落，强化了观者的视角。

最终的作品经过数字方式处理，与简单的人
物动作形成微妙的对立关系。Berta采用现
代和技术性艺术手法，与主题人物进行的简
单体力劳动行为形成鲜明对比，有人指责说，
这使观众远离艺术“真实性”。但Berta的艺
术既不遥远，也不是为了评判。相反，从艺术
可以同时存在于古典和技术领域的观点来
看，Berta的艺术属于全球新兴的热潮。 

在埃塞俄比亚的日常生活中，有一股创
新力量正在摆脱审查制度，迸发出勃勃
生机。艺术家Girma Berta是非洲艺术
新人

Girma Berta独自创作，埃塞俄比亚政府严格的
媒体管控隔绝了他与全球艺术界的联系。但他
并不孤单；他的艺术作品充满了亚的斯亚贝巴
街头的非洲最贫困人群的面孔。

Berta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摄影师，他用iPhone
拍摄的照片融合了街头摄影和艺术。他的获
奖系列作品《Moving Shadows I+II》聚焦孤立
的个人，以大幅的单色调为背景，展示他们的
日常生活。2016年，Berta赢得了Getty Images 
Instagram奖，然后在2017年获得了CAP奖，这两
个奖项显示出国际艺术界对他的作品和新非
洲艺术的兴趣在不断增加。

Berta代表了非洲艺术的新形式，与大规模生产
的旅游商店设计迥然不同。他利用数字媒体（偶
尔使用传统摄影）进行艺术创作，是席卷非洲的
数字革命的真实代表，展示了非洲千禧一代的
创造力。

Berta的美学是一种友好直接的表达。 
他认为自己的艺术创作动机是展示“美丽、丑陋
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切。”他对这座城市居民
的诠释不仅极具视觉冲击力并在社交媒体上
得到广泛流传，而且引发了关于一个与外界隔
绝的国家的对话。 
虽然Beta的照片使用通常表示幸福的明亮色
彩，但没有快乐的感觉。“我喜欢对比鲜明的颜
色。”他解释说，“它表达了我在整个摄影过程中
看到的反差巨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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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Berta的作品： 
addisfine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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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玻璃	 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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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波希米亚玻璃是一种坚守传统的 
复杂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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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堪比珠宝，拥有颓废派艺术风格和雕塑般的
气质。 

随着20世纪40年代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和
共产主义的兴起，这里的玻璃制造业遭受到
了重大影响。工厂和学校被迫关闭，但传统工
艺延续下来，如今更在Lasvit的努力下，不断
蓬勃发展。 

该公司与Lindava著名的Ajeto玻璃厂合作，为
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波希米亚玻璃，满足 
不断增长的需求，同时通过当地学校培养下
一代玻璃制造工匠。 

针对未来发展，Maxim对品牌拥有以下愿景：“
我的想法是以公司为根基，并为Lasvit建立一
个总部，包括一个熔炉和工作坊作为我们团
队的基地。” 

这一全新的总部采用传统乡村房屋的设计风
格，安装具有现代感的玻璃，计划于2019年投
入使用，与此同时，公司将翻新一所旧的玻璃
制作学校，促进专业学习发展。 

今年早些时候，Lasvit创作的由数百个不同
尺寸的玻璃泡组成的抽象艺术装置亮相公
众。位于Karlín的蝴蝶办公大楼的三面墙现
在点缀着大片玻璃泡装饰，并采用巧妙的组
装方式，观者退后观察，一张人脸就浮现而
出。Maxim以前曾经将这种巧妙有趣的玻璃
使用技法用于韩国乐天世界大厦内高达17
米的“采珠人”艺术装置上，该作品描述了一
位悬在玻璃小饰品挂坠条中间的采珠人。 

每个大型项目皆离不开长时间的投入。正如
Maxim所说：“有时候，一个项目需要长达三年
才能完成！这要看具体情况，但我们会预留几
个月的时间，因为组装一万个组件需要耗费
大量时间，而且每个组件要采用了 
特定的设计方式。” 

Lasvit进行的每个项目均与建筑空间相
关，Maxim、创意合作伙伴团队和客户合作进
行空间设计，并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空间
的作用。 

“我们的系列产品相对设计项目而言稍有不
同。”Maxim说，“我们只能进行略为有限的实
验探索，因为这些产品最终对于客户而言必
须价格合理且实用。” 

这些作品是Lasvit传播完美波希米亚传统
的一种方式，正是通过对古老手艺的复
兴，Lasvit方得以不断超越传统手法。

借助高温和灵巧的工艺，匠人将大量微小沙
粒转化成无数精巧的造型，从反重力装饰品
到家用玻璃器皿。无论最终产品是什么，玻
璃制作都需要经过长年的专业技术学习。捷
克玻璃制作公司Lasvit的作品正是基于这种
对传统的坚持。 

与数百年波希米亚玻璃制作历史相比，成立
于2007年的Lasvit是一家年轻的公司，但其
每件作品都彰显出深厚悠久的底蕴。在很短
时间内，Lasvit便成就了其作为顶尖设计及
制造公司的地位，为豪华精品酒店和公共场
所提供定制产品。 

Lasvit植根于传统，在坚持波希米亚传统精
神与锐意创新进取之间取得了良好平衡。该
公司在所有项目中均贯彻这一思维方式，并
与Ross Lovegrove、Nendo Studio和Michael 
Young等著名设计师合作。 
 

“我把我们的作品称为’完美波希米亚'。波
希米亚玻璃是一种坚守传统的复杂艺术形
式——虽然听起来有一点矛盾，但这就是我的
想法。”Lasvit的艺术总监Maxim Velčovský说。 

波希米亚现在属于捷克共和国，此地的钾盐
复合物和白垩等资源丰富，在文艺复兴期间
便以玻璃器皿而远近闻名。玻璃工匠发现，
将这两种原料相结合，烧制的玻璃器皿在
外观和稳定性方面甚至优于意大利Murano
玻璃。捷克玻璃器皿因此备受追捧，其价值

在海滩上抓起一把沙子，细微的沙粒
从手指间流下，很难想象这些颗粒如
何转变为固体玻璃……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lasvit.com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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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瑞典到法国、英国及其他国家，嘉格纳
侍酒师大赛的决赛选手将葡萄酒鉴赏提
升到新水平…

47



品味

2018年嘉格纳侍酒师大赛颁奖典礼首次在中国首都北
京举行。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化、民族骄傲和创新历史，但
对葡萄酒的喜好尚处于拓展阶段。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
具有鉴赏力的葡萄酒饮家数量不断壮大，到2020年，中国
将成为世界第二大葡萄酒消费国。

该奖项旨在表彰世界各地崭露头角的年轻侍酒师，他们
均展示出完美的服务、丰富的知识和坚定的奉献精神。除
此之外，嘉格纳为全球葡萄酒爱好者倾情奉献高品质葡
萄酒柜，进一步强化合作关系。

今年的入围者皆是当地预选赛的决赛选手，并且来自于
世界各地：比如法国的Mikaël Grou，他在伦敦Dorchester
酒店的Alain Ducasse餐厅担任助理首席侍酒师，还有卢
楷文（就职于台北万豪酒店的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是
那里的侍酒师兼酒水部副经理）。事实表明与决赛选手以
及奖项本身一样，葡萄酒体现了一种高度全球化的语言。 

葡萄酒瓶内部和外围装点着来自南
非、瑞士、中国、法国、瑞典和英国的
本土植物（前页）；中国的传统花卉
兰花（上图）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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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保加利亚一家高级餐厅做过服务员，那会儿我
们品鉴大量当地产的葡萄酒，并负责出售。我从那时开始
阅读葡萄酒的书籍，但真没想过会以此为生。

我很佩服侍酒师Piotr Petras（Hide的葡萄酒总监），因
为他对我而言就是成功的化身，他实现了我想要的
一切！Court of Master Sommeliers首席执行官Ronan 
Sayburn也是个传奇人物：看他谈论葡萄酒时，我就切实
感受到我是多么热爱这份工作。

接下来，我希望成为一流的侍酒师，为一家深受好评的餐
厅设计酒单。哦，我还希望能在未来10年通过MS（侍酒师
大师考试）！ 

我的三款梦幻葡萄酒是1976年的Egon Muller 
Scharzhofberger，1978年的Henri Jayer Cros Parantoux以
及爆发根瘤蚜虫病之前Heitz Cellars任何一款年份酒。

如果不当侍酒师，我真不知道我会做什么。 
大概会成为无业游民！

我无意发现哥德堡大学有一门葡萄酒速成课， 
这为我开启了葡萄酒世界的大门。我深受启发，坚持学
习，最终获得餐厅管理理学学士学位。之后，我继续去侍
酒师学校学习，在那里我迷上了比赛，并开始我的第一份
侍酒师工作。  
 
虽然我没有过导师，但以前的同事 
Gustav Cansund 从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就一直鼓励我， 
在哥德堡Upper House餐厅与他共事那段时光给予我莫
大的鞭策和鼓舞，让我走得比想象中更远。
 
侍酒师要有好的态度，还要有一把好刀。在打开数百件货
物的包装后，“侍者之友”里的小刀基本就废了。我没别的
意思！  
 
这份工作里最难的部分也是令人心满意足的地方：这是
一种服务职业，也就是说，你要像对待宾客那样小心呵护
葡萄酒。
 
我心中没有特别具体的理想客户的形象，但若是客人很
友好，兴致勃勃，而且很愿意接受建议，我会很感激。工作
里最令人着迷的部分包括能满足不同客人的愿望，同时
还能提供优质服务。
 
以后几年我会继续参加比赛，然后在首席侍酒师的岗位
上进一步磨练我的技能。我还想讲课，向别人传授我掌握
的知识。 

Emma Ziemann 
瑞典

Zareh Mesrobyan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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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岁就开始和葡萄酒打交道。我曾在酒吧、酒店和私人
会所工作过，大学毕业后，我在新加坡Pollen餐厅找到一
份工作，担任助理侍酒师。之后我去了台北万豪酒店，在
那里我担任了一年半的酒水部副经理和侍酒师。 

做这份工作一定要身体健康，因为你必须能搬运沉重的
葡萄酒包装箱。还要努力学习，因为葡萄酒行业总在变
化，必须始终掌握最新资讯。

优秀的侍酒师需要热爱自己的客人，无论客人是谁或是
点了什么酒水，都要为他们提供相同水准的专注服务。正
是这种始终如一的服务让优秀的侍酒师脱颖而出。 

我的服务友好热情，让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为此感
到自豪。我工作的餐厅装潢精美、高档大气，有些人可能
觉得不自在。我们将客人视为来家里做客，而不是入住酒
店。

我想我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我的服务水平，真正全身心地
投入工作。如果我干够了， 
我会考虑将我在酒水部经理岗位上学到的知识 
传授给那些想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在我熟悉了餐厅外场的工作，并于2005年在斯德哥尔摩
完成侍酒师课程后，我开始从事葡萄酒工作。我被葡萄酒
深深迷住了，于是我在葡萄酒产区寻找海外工作的机会，
最后我去了南非。 

从服务业的角度讲，Ulrika Karlsson 对我的职业生涯影响
最大。她是斯德哥尔摩Grand Hôtel酒店Mathias Dahlgren
餐厅的服务开发人员，我有幸为她具有远见卓识的工作
贡献过几年绵薄之力。

没有精彩纷呈的各款葡萄酒就没有侍酒师。这个职业最
有趣的一个方面就是不可能达到完美的最高境界，所以
你要不断寻找更好的葡萄酒，这是持续不断、令人兴奋的
寻宝过程。

有人问我最喜欢哪一款葡萄酒，但这真是无解的问题。面
对这么多美酒佳酿，对风格或类型的偏好总会随着情绪
和环境而变化，我永远不会只选出一款。

如果我不是侍酒师，我可能会成为建筑师或商业开发人
员。我喜欢解决问题。日常业务运营已经带给我们足够的
挑战，我对现在的工作非常满意，没什么别的能打动我！

卢楷文
大中华区

Joakim Blackadder
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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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夏天，我在威尼斯附近的一个小岛上担任餐厅经
理，我就是从那时开始接触葡萄酒工作。有个叫 
Massimo的人每天都来照看葡萄酒，我就问他在做什么，
他就解释给我听。从此以后，我开始购买相关书籍，增加
我对葡萄酒世界的了解。

从事侍酒师工作有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你总能成长，并获
得新地位。我今后五年的目标是，跻身欧洲，甚至全球的
侍酒师五强之列。

要想成为大师，你就要热爱这份工作，因为要学、要做的
太多。但我还认为，同理心同样至关重要，你要让客人感
觉舒适，并理解客人对就餐之夜的期望。

我很神往1976年在巴黎举办的盲品比赛——也就是著名
的“巴黎评判”，在这次评比活动中，加州葡萄酒表现特别
突出。

葡萄酒是一门艺术，就像每件艺术品一样，葡萄酒蕴含丰
富的历史、文化和故事。一天结束时，打开 
一瓶新葡萄酒就像去不同的国家旅行。 

我曾在法国学习酒店专业，因为我想成为一名厨师。我在
课堂上遇到了一位也是侍酒师的老师，他点燃了我对这
份工作的热情。我就这样进入了葡萄酒行业。 

这位老师的热情很有感染力，让我从厨师课程转为学习
葡萄酒。他说，侍酒师工作是一种表演，要成为优秀的侍
酒师，就必须深谙现场的行为举止之道，同时也要了解葡
萄酒的方方面面。他引导我去了正确的地方，比如巴黎的 
Le Cinq，我在那里工作了七年，从实习生开始，最后担任
助理首席侍酒师。

要成为优秀的侍酒师，必须谦虚谨慎，因为没人是无所不
知的。此外，你还要能正确地品鉴葡萄酒，并能仔细分析
所有细节和年份酒的法定产区名称。你必须了解你的客
人，解释葡萄酒的口味、颜色和价格范围。这一切都要在
很短时间内完成，因为通常情况下，你会在繁忙的餐厅或
酒吧里工作。

谈到葡萄酒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想我很喜欢葡萄酒的历
史掌故，僧侣们在古时候就确定了最好的风土条件和葡
萄园地。你能相信吗，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取得了这些成
就，不借助任何现代技术，我们在葡萄酒产地的分布和范
围方面没有什么突破。对于新旧世界的葡萄酒，技术仍然
没有改变。对我而言，葡萄酒总是讲述酒杯背后的故事、
成分和相关人物。 实际上，葡萄酒蕴意丰富，绝不只是普
通饮料！

Mikaël Grou
法国

Davide Dellago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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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牛



文化

山坡下有一棵孤零零的树，周围延绵着一片农场。黑色的斑点缓慢飘
过草地，就像在乡间徘徊的小片乌云。

这些黑色的斑点就是毛茸茸的威尔士黑牛。在煤炭被称作“黑金”之
前，这个绰号曾经属于威尔士黑牛，它们始终受到人们的珍视，其牧
群名称传承至今，好像人们的传家宝一般。

和威尔士的音乐与诗歌竞赛节日“eisteddfodau”一样，威尔士黑牛也
是该地区的文化标志。围绕这种体格强壮的牛种有很多神话和传说，
它们被视作象征着威尔士山峦崎岖的景观与威尔士人吃苦耐劳的
民族精神。结实。可靠。骄傲。

威尔士位于英国的西部，是欧洲最潮湿的地区之一，威尔士黑牛无疑
最能体现威尔士精神。连绵起伏的山脉占该地区陆地面积的80%。威
尔士黑牛就在这片拥有板岩灰山顶和浅棕色山坡的土地上茁壮成
长。就像它们的威尔士主人一样，这种黑牛能够忍受最恶劣的环境。 

Hafod yr Esgob Isaf的Jones家族是最著名的威尔士黑牛饲养者之
一，他们在Bala的Cwmtirmynach拥有一片900英亩（364公顷）的山地
牧场。石头建造的农舍之外是气势雄伟的Snowdonia山区， 
这种环境为家畜带来巨大挑战，也是威尔士黑牛繁衍生息之地。

Meredydd Jones和Gwilym Jones兄弟是农场的第九代传人。他们是
古老的Rhiwlas庄园的租户，该庄园的所有者据说是高贵的“uchelwyr”

（贵族）的后代。传说在1485年，两个家族的祖先在伯兹沃斯荒原战
役中并肩作战，这是玫瑰战争的最后一次重大战斗，这段渊源确保了
租约的持久稳定。  
 
这两个家族对威尔士黑牛有着相同的热情，是1904年黑牛协会成立
后第一批注册者。Jones家族的60头Hafodesgob牛群在威尔士一直
深受尊敬，公牛Hafodesgob Hari仍然保持着该品种23100英镑的价
格记录。

威尔士黑牛长有独特的白色牛角，适应能力极强。厚厚的黑毛可以遮
风避雨，在夏天则显得顺滑油亮。这种动物可以耐受极寒，但黑色素
也能让它们应对高温。威尔士黑牛的皮肤很厚，足以抵御风雪、昆虫
叮咬和晒伤，威尔士多岩石山区的生活让它们拥有坚固结实的蹄子，
降低了受伤的风险。这些身体特征让威尔士黑牛完全适应当地的环
境。

“我们极其看重这些黑牛。”72岁的Gwenfair Jones说道，她是Hafod yr 
Esgob Isaf的女族长。几十年来，她的父亲Ned和叔叔Gwilym将这个
家族的威尔士黑牛发展成高品质牛群的代名词。26岁时，Ned过度自

威尔士黑牛历史悠久，笼罩着传奇色彩，帮助塑造了该地
区的形象。现在，威尔士黑牛已成为威尔士的文化标志，体
现了该地区的精神气质。 

信，尝试用轻便摩托车运送牛奶搅拌器，结果发生意外而失去一条
腿，尽管如此，他依然成就非凡。他没有因为残疾而气馁，而是每天坐
在当地木匠特制的矮凳上完成挤奶工作。

威尔士黑牛直到近些年都一直属于肉奶两用牛，挤奶通常由女性手
工完成。Gwenfair在1951年开始加入黑牛挤奶行列，那时她才4岁，她
的姐姐Gaenor已经是挤奶老手。女孩们每人负责为三头牛挤奶，她
们呼吸着清晨空气中的薄霜，用威尔士语聊天，或是在冬日的夜幕降
临时分，点着灯进行下午挤奶。

“挤完奶后，奶牛会走到Afon Mynach喝水。”Gwenfair说，“日久天长，每
个养牛家庭都有自己通往河边的小径。”

一条小路从Hafod yr Esgob Isaf农舍延伸而出，路的尽头耸立着两颗
苏格兰松树。人们相信，家族的祖先种下这两棵松树是为了曾横跨威
尔士的家畜贩运商人。树木的独特轮廓与酒店标志相似，提醒贩运商
人附近有遮风挡雨之所。 

几百年来，正是这些人赶着大群的牛、羊和鹅，从威尔士前往英格
兰的大城市，满足城市人对肉类永无穷尽的需求。到1810年，仅
Anglesey岛就出口了14000多头牛。牛群游过Menai水道时，形成一
股黑色的沸腾洪流，然后浩浩荡荡穿过Snowdonia山区，前往英格
兰。 

从道路到银行业，威尔士的现代基础设施多少都受到了家畜贩运
者的影响。除了传递消息之外，经过长途旅行后，贩运商人还带回
大笔钱财，由此也成为土匪强盗眼里的到嘴肥肉，比如臭名昭著的
Mawddwy红土匪。 

为了降低风险，农场上设立了银行。直到最近，Hafod yr Esgob Isaf还
有一家这样的银行，就在通往苏格兰松树的路上。石头建筑Banc y 
Foty后来改建为牛棚。

虽然说起威尔士牛总是想到黑色，但并非一直如此。基因组测试显
示，威尔士黑牛与现已灭绝的欧洲野牛有着联系，根据中世纪诗人对
这种野牛（特别是公牛）的描述，这些“神奇的仙牛”曾经有过彩虹般的
色彩。实际上，在1599年至1602年间，Pembrokeshire的两个市集上记
载了大约15种有色牛。

有些是白色的，据说督伊德教的祭司将这些白色牛用作祭品。其他品
种则被十世纪国王Hywel Dda（Hywel the Good）接受以偿还债务。一
些威尔士白牛仍然存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Carmarthenshire的
Dinefwr牛群被涂成绿色，避免敌军轰炸机在空中识别附近的城镇。

1904年成立的威尔士黑牛协会让该品种变成了单色品种。黑色一直
是这个品种主要的颜色，但现在的培育者却要求黑色应该是“唯一”
的颜色。即使是现在，威尔士黑牛也会偶尔生出非黑色的小牛，证明
这种隐性基因并没有完全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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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fod yr Esgob Isaf

“我们保留这个牛种不是因为它
们历史悠久，而是因为它们非比
寻常，适合我们的农牧方式。”

面临萨克逊人的入侵，古凯尔特人向西撤退，那时威尔士黑牛及其祖
先是他们最宝贵的财产。直到现在，威尔士黑牛依然深受珍爱，尤其
是Hafod yr Esgob Isaf的Jones家族。 

作为农场的第九代监护人，Gwenfair的儿子Meredydd和Gwilym从蹒
跚学步起就被言传身教。1973年9月，一家当地报纸刊登了Meredydd
的照片，他带着一头威尔士黑牛参加Cerrigydrudion农业展。那时他
才三岁，天真无邪的大眼睛让他显得个头很小。 

现在，Gwenfair的五个孙子正在学习使用绳索，有朝一日他们将成为
这一古老品种的守卫者。

“我们有责任让威尔士黑牛传统发扬光大。”品种协会现任主席
Meredydd说，“我们保留这个牛种不是因为它们历史悠久，而是因为
它们非比寻常，适合我们的农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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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在描绘一座典型的工厂时，人们很少能想到工
艺。但是，参观一下嘉格纳设在Lipsheim的工厂，
你会彻底摈弃诸如笨重机械和烟雾缭绕的工业
设备这样的陈词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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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工厂被柔和的机械嗡嗡声包围，里面聚集着一大群身着便捷
藏青色制服的员工。他们全神贯注地工作，脸上洋溢着轻松的表
情。显而易见，他们很喜欢公司和环境。 

工厂位于法国Lipsheim，距离德国边境仅10分钟车程。这座20世纪
30年代建筑的天花板很高，采用自然采光。用途不明的机器和金属
部件从一只手传递到另一只手，偶尔间，你会瞥见一件成品：烤箱或
咖啡机。 

1760年至1840年的工业革命始于英国，并很快扩展到到整个欧洲
大陆。工厂的兴起为农业地区发展成都市贸易中心带来了契机。到

左图
材料切割机

1900年，德国工业发展迅猛，成为欧洲最大经济体。2010年，一度是钢
铁厂、煤矿和蓝领工作代名词的德国鲁尔区被评为欧洲文化之都。 

人们将工厂归于毫无情感、经过消毒杀菌的机械空间。“工厂”这个词
出现在脑海时，刻板的生产线的画面让我们失去判断力。但是，我们有
多少人曾走进工厂参观？有多少人曾和工人交谈？也许没有几个。

工厂的形象充斥着怀旧的情绪。巨大的烟囱冒出滚滚浓烟，自动化生
产线还有宛如迷宫的巨大机械设备。这样的场景不会让人联想起浪
漫，而是象征着工业时代充满活力的辉煌过去。 

从一开始，嘉格纳工厂就与众不同。首先，它是一个工业生产基地，而
不是自动化生产基地。  

“我们比其他工厂做更多的手工操作。”负责Lipsheim嘉格纳品牌中心
的JörgNeuner如是说。 

“人们参观这里时，看到展示出的个性风格以及制造能力，往往会感到
很吃惊。” 

嘉格纳工厂约有350名工人从事生产工作。每名工人都接受过多种产
品和流程的培训，因此他们在生产线的许多领域都非常娴熟。工厂生
产嘉格纳的所有厨房用具，包括令人神往的90厘米烤箱。这款独具一
格的标志性产品主要采用手工制作方式，需要两个人用一个小时完
成。 

在整个工厂中，只有一台自动化设备：TruMatic 6000，而在其他机器
上，有很多是工人们徒手送料或操作。工厂里传来充满活力的阵阵嗡
嗡声，展示出人与机器之间和谐工作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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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无尘室组装”工序中体现得淋漓尽致，BSH（嘉格纳母公司）仅设
有这一间无尘室。这个狭小的空间就是整个工厂的缩影，在这里，工人
必须穿着白色套装并佩戴面罩。在这个充满未来感的小空间里，五位
嘉格纳工厂的工人精心打造每一块TFT触控显示屏。 

“这个流程要花费很多心血，”Jörg解释说，“因为这是未来客户的第一
个接触点。” 

这家工厂位于Lipsheim的郊区，内部条理分明，设计一丝不苟。与其田
园般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工厂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
这个地方。原来的建筑依然矗立。 

工厂每年生产20.5万台家用电器。每天有七辆卡车装载货物，然后运
送给顾客。 
对于仅生产订购和销售产品的企业而言，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嘉格纳
工厂是BSH旗下最小的工厂，但却拥有最广泛的产品种类。 

然而，真正让嘉格纳工厂脱颖而出的是其高度个性化和货真价实的
内含。这里的工人充满热情、积极参与且技术娴熟。他们对产品和品
牌的热情充满感染力。 

这里高度格式化、纪律化，但绝不是冷冰冰的自动化环境。这是一家保
留人文精神、崇尚机械和工业现代化的工厂，同时仍然以手工制作传
统为荣。

“这里的工人充满热情、积极参
与且技术娴熟。他们对产品和
品牌的热情充满感染力”

上图
对流烤箱的上釉工序 6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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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  
Rob Crossan

四季厨师
德国厨师Nils Henkel介绍他的创意 
菜单以及对完美烹饪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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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就拿到两颗米其林星很不
寻常，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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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 King三文
鱼 - 法式咖喱混合
汁 - 鹰嘴豆 - 黑芝
麻（左图）“动物志”
和“植物志”菜单前
菜：Gillardau牡蛎配
珍珠豆 - Handkäs
奶酪配甜菜根 - 香
草Flammkuchen薄
饼 - 绿叶沙拉配鱼
子酱 - 咖喱惊喜蛋

（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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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先是在奥伊廷
的Romantikhotel Voss-Haus，然后在汉堡和
明斯特兰德的多个餐厅担任厨师，最后他于
1997年开始在Dieter Müller的Lerbach餐厅
担任二厨。

“我不是一直做厨师。”他说，“我15岁时的第
一份工作是制作塑料窗户！ 
那时我很沮丧。但当我找到第一份厨房工
作，看到烹饪是那么有创意，而且我在第一
周就能为客人制作出菜肴，那时我便知道我
找到了最适合的工作。”

此后，对完美的追求让Nils不断进步。从2008
年直至2014年停业，Nils一直担任着Lerbach
餐厅的主厨，制作的菜肴主要选用鱼类、蔬
菜和当地农产品，让客人和美食评论家赞不
绝口。

“追求完美很有意思。”Nils说，“我想寻找完
美的做事方式。为了让米其林检查员满意，
你必须积极探索，并力求完美。对我来说，就
是要使用最好的产品，与富有创造力的人合
作，使用德国食材，以及创造我们的独特风
格。”

Schwarzenstein的菜单显示出Henkel希望融
合素食、肉食和地方特色，同时也促使就餐
者重新思考日耳曼人热衷红肉的传统。午餐
的最后一道菜是用向日葵和玫瑰代替猪肉
和炸肉排，但又能让客人心满意足，或许这
就是Henkel精湛厨艺的最佳体现。

“鲜花和香料植物 
全部产自本地区。”Nils说，“我们有一道菜就
是用煮熟的向日葵根制作的。 
 
这道菜还使用了葵花籽，最后用向日葵花点
缀，配上蛋黄和玫瑰萃取粉末。这盘菜完全
使用植物食材：根、种子和花朵。这就是我的
烹饪之道。”

Henkel主理的餐厅由高端餐饮区和更具休
闲风格的酒吧区组成，这两处均可容纳28位
客人，他的日常工作极为忙碌，通常长达12
到15个小时。

“这算不上完美。”Henkel说，“但当你经营这
样一家餐馆时，八个小时肯定完不成你想要
完成的工作。从无星、米其林一星、两星，或许
一直升到三星，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聆听厨师充满热情地谈论食材，就能很清晰
地分辨出谁是烹饪创新者，谁只是称职的厨
子。Nils热爱当地的植物和动物食材（他的两
份不同菜单以这种方式命名，而前者是完全
的素食菜单），谈起来它们甚至稍有狂热：

“我最喜欢的食材是鱼和蔬菜，它们是完美的
搭配。 
要让我按自己的菜单点菜，我会首先点这道
酸橘汁腌鱼风味石首鱼配芹菜。然后，我会吃
搭配紫罗兰咖喱和樱桃的鹿肉，最后是杏子、
杏仁和巧克力甜点。”

在讨论他的美食之旅梦想（“我喜欢去亚洲——
特别是日本”）和他为之服务的梦想食客（“我
宁愿先为妻子和两个小女儿做饭，然后再考
虑名人”）的间隙，Nils谈了谈德国菜能否像某
些欧洲邻国的美食那样，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顶尖的德国餐厅各有特色、五花八门，有些
带有地中海特色，有些则受到亚洲菜肴的影
响。”他说，“我不认为德国菜只有一种识别度
很高的‘典型’风格。”

Henkel最终超越了传统德国小餐馆，巧妙融
合了可持续发展、个人风格和向日葵，没有一
丝折中妥协。那些葵花籽不仅是一道菜，更为
传播德国美食播种下新的希望。

如果要寻找代表某个国家的经典菜肴和美味
瞬间，有些国家会比其他国家更容易。

无论在法国餐厅葡萄酒开瓶的时刻，或是在
最爱的意大利小菜馆侍应端上第一道主菜

（primi）之时，食客很快就沉浸其中，感受由
多道特色美食体现的连贯想法和风味。

但对于德国来说，要想确定体现德国美食风
味的理念、风格，甚至是开胃菜都要颇费些
心思。不过，主厨Nils Henkel一直在考虑这个
问题：

“人们都觉得德国菜就是香肠和猪肘。”他说，

“但这只是德国菜的一部分。在西班牙或意大
利，人们很容易理解并发现该国的美食，因为
世界各地有很多西班牙或意大利餐厅。但德
国的美食则并未以完整的面貌展现世人。”

虽然有所隐藏，但绝对算不上鲜为人知。Nils 
Henkel主理的餐厅Schwarzenstein刚刚在
2018年米其林指南中获得第二颗星。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这么快就拿到两颗
米其林星很不寻常！”Nils说，“通常需要长得
多的时间。”

Schwarzenstein位于Rhine Valley的中心，这
是Nils美食之旅的最新一步，他的厨师生涯

品味

上图 
Nils Henkel:（米其
林）明星男厨

70



绝
佳

厨
艺

上图  
位于Relais & Châteaux的
Hotel Burg Schwarzenstein  
(burg-schwarzenstein.de)的
餐厅Schwarze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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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 
之城

耶
路

撒
冷

撰写： Joanne Gould

耶路撒冷古城是全世界最神圣、也是 
最富争议的城市之一，但除了复杂的宗教背景和富丽堂皇
的金色建筑之外，这里还有着异常丰富的饮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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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ne  
Yehuda市场的香料（左图） 
耶路撒冷老城的 
油炸鹰嘴豆饼厨师（上图）

耶
路

撒
冷

2014年的加沙战争让以色列的旅游业大幅下滑，但过去18
个月的游客人数激增，去年达到360万人次。随着特拉维夫
最近在全球美食地图上占得一席之地，大多数美食游客直
奔特拉维夫，尽管如此，那些热衷于了解以色列美食大熔炉
的人应短时游历一番邻近的耶路撒冷。 

去看看哭墙，到圣墓教堂体会敬畏之情，欣赏“尊贵圣地”（
或“圣殿山”）的奇迹，但一定要驻足品味眼花缭乱的食物，
因为这座中东城市中有着丰富多彩的美食佳肴等待您去
探索。

Angelica Malin定期去耶路撒冷，他认为：“耶路撒冷拥有世
界上最令人兴奋和不拘一格的美食选择，融汇了也门菜肴、
东欧风味和阿拉伯食材。这让耶路撒冷充满灵感和创造力，
每家餐厅都成为这座城市中风味独特的必去之处。 

“将所有文化和美食融合在一起的是分享和交流食物。无论
是掰开哈拉面包，大口品尝北非炖菜或是一盘巴勒斯坦蜜
枣，聚餐文化深入于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 

“我最喜欢在Mahane Yehuda吃饭，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食
品市场之一。在市场周围，你会发现各具特色的休闲餐馆，
在市场中，你可以找到非常新鲜的枣、无花果、果昔、阿拉伯
糖果和自制的哈尔瓦酥糖。你可以到Abu Shukri吃午餐，这
家正宗的shuk餐厅拥有城里最好的鹰嘴豆泥。

实际上，鹰嘴豆泥在这里很受欢迎，以色列厨师Oded 
Oren（他目前每周三至周日在位于伦敦的Borough Wines 
and Beers驻场烹饪）解释说：“这里的鹰嘴豆泥与你在Jaffa
或Akko（Acre）找到的非常不同。它更传统，像耶路撒冷本身
一样，有自己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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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拥有世界上最令人兴奋 
和不拘一格的美食选择 
，融汇了也门菜肴、 
东欧风味和阿拉伯食材。” 

Oded还认为食物是促进理解的有效工具。“穿过小巷和市
场到老城的食品摊，品尝现炸的油炸鹰嘴豆饼，搭配刚出炉
的皮塔饼，你会体会到食物是如何将人们聚在一起的。”他
说，“尽管耶路撒冷的政治气氛非常浓厚，但从犹太区到基
督徒区和穆斯林区，犹太人会和阿拉伯人混坐在一起享用
鹰嘴豆泥。” 

像许多人一样，Oded认为最美味的鹰嘴豆泥是在基督徒区
的Hummus Lina，那里的鹰嘴豆泥使用以色列橄榄油搅拌
得柔软光亮，上面撒上精选中东香料、“masabacha”（整颗鹰
嘴豆）、豆子或腌菜。 

但耶路撒冷不都是传统食物：要想品尝一些别有不同的美
食，可以试试广受欢迎的Machneyuda餐厅，那里的所有食
材均来自Mahane Yehuda市场，餐厅气氛热情而奔放。游
客Felicity Spector是伦敦美食界的重要人物，他说中了要
害：“这家餐厅真的很疯狂！不可思议，简直是天价，但的确
很棒。” 

品尝不断更换的菜单上提供的地中海和中东菜肴，欣赏桌
上舞蹈，一定要尝尝他们的布丁：耶路撒冷以独具一格的糕
点而闻名遐迩。Felicity说：“去Marzipan面包店享用卢吉拉
奇甜饼，或者在老城的摊位停下来品味甜味油酥糕点和石
榴汁。” 

我们在那里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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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从北方拍摄的以色列
耶路撒冷旧城天际线 77



杂志的品质取决于制作者水平。在本期《
嘉格纳杂志》（Gaggenau The Magazine）
中，我们有幸与一些才华横溢的作家、摄
影师和设计师合作。 

热物
Richardfoster.com
撰写 / 摄影： Richard Foster 

06

唱机魅力
Linn 产品 | linn.co.uk 
撰写： Anthony Teasdale 
摄影： Richard Foster 

24

封面
封面摄影 Karl Howard

一丝真相
Fernando Laposse | fernandolaposse.com 
撰写： Jim Butler 
摄影： Jake Curtis 

10

Casa Perfect
The Future Perfect | thefutureperfect.com 
撰写： Leo Bear 
摄影： Pia Riverola

30

撰稿人

04 18 36

未来的形状 
Miya Ando 
miyaando.com 
撰写： Miya Ando 

Piotr与Ingrid
撰写： Catherine McMaster
摄影： Thai Hibbert 

按下快门
撰写： Amber Elias 
摄影： Girma Berta

78



玻璃之魂
Lasvit | lasvit.com 
撰写： Imogen Smith 
照片提供： Lasvit

40

工厂、工厂、工厂
撰写： Catherine McMaster
摄影： Ben Reeves

60

神奇之城
撰写： Joanne Gould 
摄影： MaestroBrooks/iStock,  
Danita Delimont/Getty Images and Jacek 
Sopotnicki/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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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蔓
撰写： Alistair Macqueen
摄影： Ben Reeves
造型： Victoria Lees

46

四季厨师 
Nils Henkel | nilshenkel.com
撰写： Rob Crossan
摄影： Wonge Berg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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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士黑牛 
撰写： Andrew Forgrave 
摄影： Karl Howard

四季厨师（续）
Nils Henkel | nilshenkel.com 
撰写： Rob Crossan
摄影： Roman K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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