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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E YOUR SENSES

· FLOOR TILES: ASCOT ROBLE 29,4x120cm / 19,3x120cm

CREATING LIFESTYLE

Customer line (+34) 901 100 201
www.porcelanosa.com

PDF DE CLIENTE CHEQUEADO POR

lifestyle

LIFE_LIFESTYLE-2016_LIFESTYLE-N-29-CHINO_SUMARIO-CHI.indd 14

23/12/16 1:29

cartier.com

Ballon Bleu de Cartier

Steel

RICH_Cartier_PUWA1729_Porcelanosa_PS_230x300_ENG.indd 1

19/12/16 17:38

PDF DE CLIENTE CHEQUEADO POR

lifestyle

LIFE_LIFESTYLE-2016_LIFESTYLE-N-29-CHINO_EDITORIAL-CHI.indd 5

23/12/16 1:20

customer service line:

(+86) 21 54355610
www.porcelanosagrupo.com

FLOOR TILE: METROPOLITAN SILVER 59.6x59.6 CM
WALL TILE: METROPOLITAN SILVER 33.3x100 CM

PDF DE CLIENTE CHEQUEADO POR

LIFE_LIFESTYLE-2016_LIFESTYLE-N-29-CHINO_ARTE-CHI.indd 14

22/12/16 23:57

FLOOR: Persian White Pulido 40x80x2 cm · WALL: Persian White Classico 40x80x2 cm, Retro Blanco 10x20 cm· COMPLEMENTARY PRODUCTS: Vintage S Persian White-Blanco 100x42x85 cm, Espejo Vintage S Blanco 99x52 cm

INSPIRING SPACES
INSPIRED BY NATURE

customer care (+86) 21 54355610
www.anticcoloni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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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traordinary work of art arrives at the cultural heart of Madrid at the hand of
Gran Meliá Hotels & Resorts and 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

Cuesta de Santo Domingo, 5 - 28013 Madrid
B R A Z I L · C H I N A · I N DO N ESIA · ITA LY · P U E RTO R ICO · SPA I N · V E N EZU EL A
For information and bookings, call +34 91 276 47 00, go to granmelia.com or visit your travel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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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开张

Porcelanosa 集团在阿尔及利亚

欢迎前来维多利亚
Porcelanosa集团在维多利亚的中心地段开设了一家
新专卖店。这家商店是Porcelanosa集团和品牌代言人
Montejo家族长达40余年合作的产物，它在刚过去的十月
27号开幕。当天，在它那占地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的展
厅里，容纳了500余名嘉宾，还邀请到了超级名模Nieves
Álvarez前来助阵。在这家展厅里展示出了Porcelanosa集
团旗下八家品牌的众多产品和创新成果。

Porcelanosa 集团通过他们在非洲
大陆阿尔及利亚瓦赫兰新开的第一家
专卖店，表示出他们在非洲大陆扩展
的决心。这个店面跟在非洲原来开起
来的展厅相比，空间整整扩大了600平
方米。另外我们还不能忘记，这家西
班牙公司早在40年前，差不多在它建
成之际，就已经登陆这片土地。
这家专卖店开在瓦赫兰的中心地
段Boulevard Millenium区，它是整个
城市商业交易最繁忙、最新的几个城
区之一。整个展厅分为上下两层，在

上图，Montejo家族,
Porcelanosa集团在
维多利亚的品牌代
言人。
左图：西班牙名模
Nieves Alvarez，活
动的特邀嘉宾。

上图, 被列入
Porcelanosa Associate
项目的新展厅。左
图，新专卖店的室内
和商人合影 (自左向
右):Javier Tormo,
Karim Soulimane,Román
Elorza, Reda Soulimane,
Joaquim Martins 和
Rubén Domínguez. 下
图，展览；前来参加
开幕式的嘉宾正在享用
海鲜饭；集团副执行官
Silvestre Segarra 和
Karim Soulimane。

里面顾客买到集团旗下八个公司的大
多数产品。
阿尔及利亚是非洲最大的国家，
这次在它的专卖店开幕式上，前来
参加的250多名嘉宾和集团副执行
官Silvestre Segarra先生一起享用
了（由西班牙厨师烹饪的）西班牙
海鲜饭，观看了安达卢西亚表演团
Porvenir的精彩演出。
这家新店被列入集团的
Porcelanosa Associate项目中，虽
然它并不直属公司管理，但是继
承了公司的全部哲学观念。它跟
Porcelanosa集团其他商店一样，出
售同等优质的商品，提供同等优质的
服务和接待 (更多信息请登录网站:
info@porcelanosa-associate.com)。

摄影:
Andrea Invierno.
出品:
Selma Alabau
造型:
Ramón Ríos

佛罗伦萨新展厅
伴随着一场艺术展览，Porcelanosa集团在意大利佛
罗伦萨开幕了它的新专卖店Spazio 360 Firenze。这家展
厅占地400平方米，在它的开幕式上，接待了1000多名嘉
宾。前来参加的嘉宾们均为行业内的专业人士，其中大部
分为建筑师，他们除了享用西班牙美食 – 海鲜饭和火
腿 – 以外，还可以一览集团旗下所有品牌的产品，尤其
是Systempool旗下的Krion®材质（展出了一个通风墙壁和
若干家具）。

上图，佛罗伦萨新
展厅开幕式上的一
幅画。
右图，超过1000名
嘉宾前来参加了开幕
式，大部分建筑师对
集团旗下八个品牌的
新成果表示出浓厚的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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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tic Colonial 展厅是第一流的空间，

采访

能在那里展出自己的作品绝对是无与伦比的体验”。

LÁZARO ROSA-VIOLÁN
我们与建筑师Lázaro Rosa-Violán相聚于位于比
利亚雷阿尔的Porcelanosa集团。
Lázaro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名的室内设计师之
一，他对集团产品所表现出的有序、
分工及易操作性表示出高度的认同感。由他为
L’Antic Colonial品牌设计的Saint Germain
和 Saint Denis一系列产品成为了整个家族企业
的一员，对此他深感自豪。

撰文: BETTINA DUBCOVSKY.
摄影: ALFONSO CALZA.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你为L’Antic Colonial设计的产品都
是你或微小或宏大的艺术表达。你是否认为那些在品牌展厅里展
出的产品可与画廊里的艺术品相媲美呢？
¡当然可以! L’Antic Colonial 展厅是第一流的艺术空间，能
在那里展出自己的作品绝对是无与伦比的体验！
你认为Porcelanosa集团的展览有助于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市场
动向吗？
这是绝对的！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像到了阿里巴
巴的材料洞穴。
作为顾客，集团展览中哪一部分最吸引你？甚至在你都不知道
自己要找的东西是什么时，是不是也能很容易找到它？
我觉得他们设计展区的方式真是太棒了，灯光照明设计也非常
独特。整体上来说非常具有启发性，甚至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外
行。
你为L’Antic Colonial设计的Saint Germain 和 Saint
Denis产品可不仅仅是卫生间设计那么简单，而是记忆，幻想和
你那独具一格的艺术品位的融合体。你的灵感从何而来？
这些作品诞生的动机在于我想用上好的最新材质表现出古典与
现代融合的艺术感觉。
L’Antic Colonial有没有帮助或者阻碍你想象力的自由发挥？
我可以毫不受限制地自由发挥。在这一点上，L’Antic
Colonial他们非常慷慨。
使用Porcelanosa集团的自然材质工作还顺利吗？
非常顺利。我再也想不到有哪家公司还能提供比这更好的资源
了。和Porcelanosa集团的自然材质工作，一切不可能都能变成
可能。

在阿里巴巴的洞穴里 ，
Lázaro Rosa-Violán 参观了
Porcelanosa集团意在展现其
旗下所有品牌的最新成就的
展览。

“我可以毫不受限制地自由发挥。
在这一点上， L’Antic Colonial非常慷慨。”

白色大理石和黑色大理石。既朴素又纯粹，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种材质？
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曾使用它，他们认为这种材质
代表着永恒。就我个人而言，大理石传达给我一
种纯粹感，一种庄严感。但是在我的作品中，我
尽量把它与常见的线条搭配起来，以此来营造出
一种休闲的华丽感。这让我感觉很有意思。
如果要给Saint Germain 和 Saint Denis找一
个乐队来搭配，你会选谁？
英国歌手和作曲家FKA Twigs的Water me。
你给你的作品起的名字背后有什么寓意吗？
当这一系列作品最终完成的时候，人们自会发现
它背后的寓意了。

纯粹和日常的线条
自上而下，黑色或者白色的纯色Saint Germain(74,5x55x15 cm)大理石洗手台可与镀铬金属框
架或者天然石基座完美搭配。这个基座可以为纯黑色或纯白色，或者也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
模式混搭两种颜色。紧挨着基座的是一个毛巾架，一个独具特色的Saint Denis Espejo Tour镜
子，Saint Denis纯黑色大理石墙壁洗手台和用来安装水龙头的边沿。

大家都说这些作品非常的“你”，Lázaro
Rosa-Violán的风格到底是怎么样的？
哎呀，这肯定得由别人来说的。
在你面对和设计一个项目的时候，你思考最
多的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适应整个项目的气质，然后在这个前
提下，赋予它我们自己的风格。

尊贵设计
设计师位于Porcelanosa集团为
集团第二十三届全球建筑展览
会而设计的顶级厨房内。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理想的卫生间。就我个人而言，
拥有方便使用的设计和宽敞的空间是最基本的。”

风格独特
Lázaro Rosa-Violán把我们这些想为他定义一下风格的人推入了一个尴尬
的处境。有人都说他的风格是混搭风，特别的不拘一格，有人说他具有点
石成金的本领，所有经他手的室内设计都像一幕幕电影场景。由此，我们
认为也许最好地了解他风格的办法就是展现他最近的作品，这样每个人都
可以自己去感受和品位一下这位建筑师的独特魅力。

你愿意继续在这个领域内探索并不
断丰富此类设计的可能性吗？
我非常愿意。虽然这个领域在某种程
度上已经饱和了，但是我认为还是有很
多空间有待探究。
有一个非常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问
题，就是我们并不知道该什么时候更换
卫生间里的配置。
我非常赞同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喜
好装置自己的家这一观点。但是我也认
为，大部分人对自己物件的使用期限，
并没有清楚的认知。一般都是在坏掉或
者我们非常厌倦的情况下才替换。因为
卫生间物件的更换是一件非常麻烦人的
事情，并不像换一件家具或一个窗帘似
的那么简单。
完美的卫生间存在吗？你觉得你的
作品有没有接近完美的程度？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理想的卫生
间。就我个人而言，拥有方便使用的设
计和宽敞的空间是最基本的。
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你的卫生
间是什么样的，我就可以告诉你是什么
样的”这句话也是可行的喽？
很有可能是这样的（笑）。
你愿不愿意再和Porcelanosa集团合
作？你头脑里有没有在酝酿一些新点
子，并期待在与他们的合作中碰撞出新
的火花？
我当然是非常愿意的！我有数不清的新
点子在等着我赋予它们形态。

伦敦STREETXO
在欧洲的第二个
StreetXO总部，我们
发现设计师使用的建
材有染色木材，大
理石和红色混凝土。
对此，三星级米其
林餐厅的主厨David
Munoz先生这样评价
道：“他抓住了精
髓，他知道我想要
什么效果，这非常难
得。”

位于ON
RIVINGTON宾馆
的MEDI咖啡厅
这是Lázaro RosaViolán 在纽约设计
的最早的几个项目
之一。在Lower East
Side，他设计了一堵
由加泰罗尼亚艺术家
受秘鲁神话启发手绘
的瓷砖墙。

AMAZONICO餐厅
这是马德里非常有名
的一家餐厅，不仅因
为它的美味佳肴，更
因为它那里的藤本植
物，攀缘植物，孔雀
等等。一个由Lázaro
制造的热带雨林吸
引了全世界人的注
意力。

马德里BIBO

L’Antic Colonial 品牌中的Saint
Germain 和 Saint Denis这一系列作品
对你而言是……
（用他那种自然地不能再自然的方式回
答道）炸弹！ /

结构创意
在L’Antic Colonial的展览会
上，Rosa-Violán表示自己非常
喜爱集团推出的那些用天然木
和轧制薄板构建的矩形结构。

受马拉加会展照明
设计的启发，RosaViolán 在马德里为
厨师Dani García打
造出属于他的餐厅。
为什么不设计一个带
气球的吧台呢？

为了让住宅的外观看
起来能现代化，Adi
Escura Arquitectos
工作室简化了墙壁上
的空间，让它土色的
地基和铝合金白色的
屋顶完美搭配。

“悬升”的电影
若不是因为ADI Escura Arquitectos工作室的参与，
这个位于佩尼伊斯科拉市临海而立的住宅很有可能
会被完全忽视。如今，它在经过ADI工作室的全面翻
新之后，已经变成了一道不容忽视的美丽风景。
撰文:BETTINA DUBCOVSKY. 摄影:JOSE LUIS ABAD RU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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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图，自上而下，
游泳池区
（配有Venis 旗下
Estocolmo
Gris科技铺面）采用
了Venis旗下Estocolmo
Gris Antislip
(14,3x90 和
22x90 cm)铺面；面临
地中海的客厅
里铺有Porcelanosa
旗下Oxford
Antracita(14,3x90 和
22x90 cm)铺面。
下图，外部屋顶的一
些细节。

年前的这座住宅，建造在一块
颇具坡度的临海地形上，拥有当时那个年
代典型的单户住宅造型。来自ADI Escura
Arquitectos工作室(escuraarquitectos.es)
的建筑师Carlos Escura Brau这样描述它的
外部，“它像海滩边上的大部分房子一样，
拥有拱形的空心构造，外围砌着瓦，涂着胶
泥灰泥层”。内部情况也差不多是这样的：
连接断层，空间沟通差，并且，大部分空间
都缺乏光照。虽然这样说，但是也没有坏到
令人绝望的地步。整个项目的负责人，同时
也是建筑师的Victor Escura 就曾这样评价
道：“在住宅的楼层里它有一个能进光的内
院，一个面临海洋的大开口，这都让我们看
到了修建它的可能性。”
住在这座住宅里的主人，是一对只有一个
孩子的年轻夫妇，他们在决定翻新自己的家
时，只对我们提出了两个要求：赋予它一个更
现代的外观和更先进的节能功能，特别是需要
加强保温隔离的功能。着手这项项目的建筑师
们决定对它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首先，把室
内设计成一个能三百六十五度无死角环视地中
海的空间，这样不仅能保障整个家中都能照进
自然光，也让不同的环境空间尽可能更好地连
接起来。Escura 这样介绍道：“在住宅内部
的顶层和入口处，我们设计了一个能连接整个

自上而下，铺有
Porcelanosa旗下
Oxford Antracita
(14,3x90 和 22x90 cm)
铺面的厨房；来自
Gamadecor旗下G 490
Lacado Blanco Mate 厨
房模型；描写金属楼梯
之薄的两个小细节。

上图和右图，办公室和
最顶层的入口，
都使用了 Porcelanosa
旗下Oxford
Antracita (14,3x90
和 22x90 cm)地板
铺面。靠近这些线
条，右图，主卧室卫
生间里的洗手台使
用了Systempool旗下
Krion® Snow White 包
面，Noken旗下Hotels
系列水龙头，再加上
使用了Porcelanosa旗
下的Oxford Antracita
(14,3x90 和 22x90 cm)
铺面，让整个空
间的氛围看起来非常和
谐统一。

客厅和阳台的大型空间，以此来进一步强化迎
海而立的视觉效果，另外借助如今已经完全玻
璃化的中心庭院呈现出来的透明感，让整个空
间里的其他设计也都面朝大海。”并且在面海
的墙壁那边，还添加了一个看起来薄到不能再
薄的金属楼梯，用来连接和引导自然光线进入
下层空间的后半部分和寝室区域。建筑师们还
补充说：“至于建筑用材，在室内，房屋主人
只想用两种主色调，所以我们把墙壁、屋顶、
所有的家具、厨房和卫生间都设计成了白色，
为地板采用了暗色调的仿木瓷地板。在外部体
积上，做了一些重要的改变，我们简化了墙壁
上的空间，把整个外部结构都打造成了铝合金
白色色调，甚至把整个屋顶都按照工程学进行
了重新构造，让它与土色天然石建造的建筑地
基，完美搭配，相得益彰。”
它曾经是卡斯特利翁省北部一座非常
中规中矩的普通住宅，但是ADI Escura
Arquitectos 工作室的改建工程化腐朽为神
奇，把它变成了一座四面面海，采光性极好，
极为通透的美丽建筑物。用建筑师Carlos
Escura Brau 的话来说：“某种程度上，改
建后的住宅集合了我对建筑物的三大基本要
求：空间通透，建材优质和形态优美。另外，
除了这些，它的节能功能也非常的好。” /

自上而下，墙壁上的空间被简化到在整个家中都能看
到海，卧室里使用了Porcelanosa的Oxford Antracita
(14,3x90 和 22x90 cm)铺面，并一直延伸到卫生间的入
口。家中卫生间使用的墙壁铺面是Venis旗下的33,3x100厘
米Nara Basic Blanco、Mahe Blanco铺面和Mahe Beige铺面。
来自Systempool旗下的RAS淋浴盘上包有Krion® Snow White
包面。来自NK Logic品牌的淋浴头和淋浴开关。
Cota淋浴线和它的支撑都来自Noken品牌。

USA
MADE IN

四家美国工作室向我们介绍他们的项目
为了了解大西洋彼岸的建筑、市内设计和各种其他设计的潮流，我们
和美国四家最具代表性的工作室取得联系，进行了一次访谈。他们丰
富的经验、宽阔的视野和哲学观，都让他们选择和信任Porcelanosa
集团的产品。Ariel Fox使用他们的产品为其公寓设计画出点睛之
笔; Emilio Perez总是能用当地建材魔法般地打造出奢华的氛围;
Christian Schnyder用好奇心为他的建筑空间做注脚；Theresa Fatino
设计工作室用他们的设计取悦您的眼睛和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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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el Fox (Ariel Fox Design)
Emilio Perez (SB Architects)
Christian Schnyder (Beleco)
Theresa Fatino (Theresa Fatino Design)

撰文: BETTINA DUBCOV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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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el Fox
Ariel Fox Design

A

riel Fox 本来是想做律师的，还曾经
当过模特，最终在2008年成立了Ariel Fox
Design工作室（arielfoxdesign.com），一家
致力于打造个性化家具、品牌和多户公寓楼
房市场的精品工作室。她说：“我们设计的
最大特点是挖掘关联性和自由创作。”自她
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北部成立自己的工
作室开始，在她们设计的每一个项目里，都
能看到她和她的设计团队试图讲述一个故事
的努力。她解释说：“今天的建筑在于知道
如何转变经验：把一家宾馆转换成一个艺术
装置，把一个公共市场转变成一个露营地，
或者把一个家转变成一个展厅。我们要把
不同领域的不同准则都混杂起来。”说起她
的风格，她笑着解释说，是在“不断变化发
展的未来设计的定义”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
或极简主义，或温馨或理智的设计风格。“
我们就像变色龙一样，非常反复无常，我们
喜欢探索设计的不同可能性并把它们用全新
的方式搭配起来。”凡是她们经手的项目都
拥有独一无二的特质，正如她自己理解的
那样，这些作品中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它
们那强大的故事感，魔法般地照明效果和一
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极具组织性的风格，还
有整个作品传递出来的热情。” Ariel Fox
喜欢她的工作，从来都不会感到无聊，她会
尽力在新项目中挖掘值得挑战的可能性。
她的座右铭是钻研即成长，因此她拒绝用某
些材质来限定自己：“我不满足于只使用熟
悉的材质，我总是尽可能的尝试新的材质，
为设计探索新的可能性。我们坚定不移地追
随学无止境的说法，我们信任那些愿意跟我
们分享大量技术信息的供应商和制造商，因
为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每件产品的使用
范围和方式。”说起对她产生影响的大师，
她侃侃而谈，信手拈来：我与那些认同我
工作价值和将为我们这一行业做出卓越贡献
的女性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比如Patricia
Urquiola， Alexandra Champalimaud 和 Kelly
Behun，她们都是让我热血沸腾的天才。”最
近八年以来，Ariel Fox Design工作室在它所
从事的领域里做出了许多辉煌的成绩，但是
她们自己并不满意，她们说还有很多梦想在
路上， 等着启程逐一追求。比如，她们的梦
想之一就是：“设计一家摆满了我们家具的
精品旅馆”。查看她们这些年的职业经验，
我相信她们离这个梦想已然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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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像变色龙一样，非常反复无常，我们喜欢探索设计的
不同可能性并把它们用全新的方式搭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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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克萨斯州休斯顿
市豪华公寓的前厅。
2. The Millennium
Kirby厨房，橱柜区
使用了Porcelanosa旗
下的Calacata Silver
43,5X43,5 cm铺面。
3. 位于加利福尼亚
州长滩的The Current
公寓的前厅。在这
个项目中，使用了
Venis旗下的Bambu
Blanco 20x33,3厘米
铺面、Urbatek 旗下
的Town White Nature
59,9x59,6厘米铺面和
Town White Nature 墙
裙、Porcalanosa旗
下的Yakarta Blanco
31,6x90x0,93厘米铺
面。
4. The Current 公寓
里厨房之一，橱柜区
使用了Porcelanosa
旗下的Trento Nacar
20x31,6厘米铺面。
5. The Current公寓
里的外部公共空间The
Fire Sky Lounge，
它的柜台上使用了
Systempool旗下的
Krion® Snow White 材
质。
6. The Current公寓
区里面的一个公共空
间，Altitude 155休
息室，位于楼层的第
十七层，使用了Venis
旗下的Laja Natural
33,3x100厘米墙壁铺面
（右侧的墙壁）。值得
一提的是柜台正面上使
用的L’Antic Colonial
旗下的Wood Duna马赛
克设计。

Emilio Perez
SB Architects

数

不清的高级宾馆、餐厅、公
寓、市区精品多户住房公寓的设计都让SB
Architects (sb-architects.com)工作室无可
厚非地站在大规模项目策划和设计的领导位
置上。“我们充满激情，具有创造力和亲和
力，我们是灵活的，有耐性的，我们所跨
出的每一步都是这五种品质的共同体现。我
们对设计和打造全新体验的激情意味着一
切。”工作室的副执行官，Emilio Perez，
这样介绍道。在他们眼中，当下的建筑在做
设计的时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丢失了与
艺术连接的传统，反而过于依靠科技和设
计手段。这样，设计的工作就变成了一个与
实践打交道的职业。 对此，Emilio Perez
这样理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失去对设计
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设计的追问。
在我们工作室，我们也会使用各种不同的工
具和科技，从数字绘图到虚拟影像，无所不
用，但是，我们始终要求我们的工作要展现
出个性化的东西。我们采用草图反复地思考
和沟通。我们是设计的沟通者，而我们所使
用的语言就是建筑本身。” 在位于太阳海
岸的Uno Beach Residences宾馆、卡拉德米
哈斯的Jardinana宾馆、博卡拉顿的Mandarin
Oriental宾馆、入驻百慕大的Ritz Carlton和
The Reserve宾馆和墨西哥Park Hyatt宾馆等
其他一些项目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这一哲学体
现。“在建筑过程中，我们是灵活的，可变
的。哪怕我们与世界上其他一些更厉害的工
作室竞争，我们也始终秉持聆听与沟通的这
一原则。在这一点上，在我们55年的从业经
验中，我们通过了时间的考验，一如既往，
设计了一个又一个的项目。”他们的建筑导
师名单里有安东尼·高迪、阿尔瓦尔·阿尔
托、奥斯卡·尼迈耶和沃尔特·格罗佩斯。
那些让他们喜爱并感觉舒适的建材是那些
能与环境和大自然任意搭配的建材。Emilio
Perez 进一步解释说：“比如，那些本土建筑
中使用的建材或当地工匠手工制造的建材都
对我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简而言之，
我们特别喜欢那些天然的、有触感的、温暖
的和适应性强的建材。” 遵循这种建筑理
念，适合每一座建筑物的最好建材永远是适
合它风格和气质的建材：“它们会随着
建筑的设计过程自然诞生。”最后，他还跟
我们介绍说，这个建筑团队的梦想之一就
是建造一座能经过时间考验的建筑物：
“我们希望建造一座美丽的、功能齐全的、
深受顾客喜爱的建筑物，并期待它在历史长
河中变得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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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于墨西哥的里
维拉玛雅的Fairmont
Heritage Place
Mayakoba宾馆。它的设
计风格简约、但不失
品位，使用了本地建
材，比如石头和木质百
叶窗。
2. Fairmont Heritage
Place Mayakoba宾馆中
三间豪华套房里的客厅
之一。
3. 位于墨西哥拉巴
斯的CostaBaja Golf
Clubhouse宾馆的外
部。
4. 位于加利福尼亚
州索诺玛的Fairmont
Sonoma Mission Inn &
Spa温泉宾馆中的Santé
餐厅。
5. Fairmont Sonoma
Mission Inn & Spa温泉
宾馆入口
6. Fairmont Sonoma
Mission Inn & Spa温泉
宾馆的前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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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充满激情，具有创造力和亲和力，
我们是灵活的，有耐性的，我们所跨出的每一步都是这五
种品质的共同体现”。

Christian Schnyder
Beleco

他

们的座右铭已说明一切：“
好的设计，即为所有” Beleco工作室
(belecodesign.com)是一家集家具、品牌、
网站和室内设计为一体的综合设计工作室。
他们相信自己工作的关键在于转换，并且这
种转换越完整越好。Christian Schnyder，这
家工作室的主人和掌舵人，认为成功的定义
并不在于拥有一个独特的风格，而在于是否
有足够的好奇心，他说：“我们喜欢研究。
正是不断的变化维持我们工作的趣味性。我
们为下一个项目中将要面对的挑战而激动，
我们探寻每个项目背后历史的真实性。如果
非要用一种风格定义来我们的工作的话，那
就是我们关注点和设计概念，在极力保持明
晰风格的同时，含有丰富的内涵性。”这家
充满创造活力的工作室的职业追求是 :“
永远打造让人舒适的空间。只有这样，我们
才觉得我们做好了自己的工作。我们汇集人
才为项目，为顾客服务。”除了设计一些令
人眼花缭乱的开放性空间外，Beleco工作
室主要致力于设计更为克制和更具连贯感的
空间。“在发现一个空间的同时，我们就把
它视觉化，然后幻想出各种设计可能性。”
对Schnyder而言，理解他的空间和室内设
计的关键在于了解阿道夫·路斯的体积空
间构成理论，勒·柯布西耶的‘Promenade
d’Architecture’和弗兰克·劳埃德·赖
特的一系列开放式压缩空间实践。他的哲学
观更适合用在旅馆产业的开发中：“设计一
种“热情好客的感觉”就像为生命这一戏剧
搭建舞台。就是设计一种让我们的社会交往
和个人经验都变得更加难以忘怀的背景。”
说起他喜欢的建材，我们的设计师表明他
对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天然建材情有独
钟。“看到那些空间被人使用，居住或者感
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这同时也要求，
建筑这些空间的建材必须要能承受得起时间
的磨砺。”芝加哥的The Kimpton Gray宾
馆，匹兹堡的Monaco宾馆，华盛顿希尔顿度假
酒店和（将于2017年夏季竣工的）索诺玛的
The Lodge Renaissance度假村都是他严苛的工
作观的直接体现。Schnyder 承认自己师承多
位大师，使用社交网络，阅读各种当代设计期
刊：“我受过去的一些理论的影响，但是我的
顾客也总是给我带来新的灵感。并且当你有野
心要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设计时，途中遇到的
各种挑战也会不断拓宽你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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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现一个空间的同时，我们就把它视觉化，
然后幻想出各种设计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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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说这个酒吧柜
台像一本书，那它肯定
是那种让你反复阅读的
经典书籍“。Beleco如
此描述改修后的Vol. 39
酒吧间。位于芝加哥的
The Kimpton Gray 宾馆
的前厅。
2. 位于匹斯堡Monaco宾
馆的入口。
3. Mónaco宾馆的几个公
共区之一。
4. Monaco宾馆的248个房间
中（其中13间是套房），
有引人注目的色彩设计，
比如Kelly的绿色床头，
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
细节，比如向城市曲棍球
队抛出的媚眼。
5.匹斯堡Monaco宾馆
的卫生间里使用了
Porcelanosa旗下的
Calacata Gold 31,6x90厘
米墙壁铺面，上面又添加
了Butech品牌中10毫米
的pro-mate 3 aluminio
lacado面表。地面上采用
了Mosaico Calacata Gold
铺面。
6.位于芝加哥的Gray宾馆
里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创
楼梯上，使用了Georgia
Gray大理石。这种石材的
名字来源于宾馆本身。
7. The Kimpton Gray
宾馆的卫生间之一的
细节图，里面使用了
Porcelanosa旗下的Marmi
China 31,6x9厘米墙壁铺
面和为此项目特意设计
的一种蓝灰结合的瓷器
马赛克：Custom Antique
LaSalle 31x90 cm. 另
外，地面铺面为Urbatek
旗下的Graphic Nature
29,7x59,6厘米铺面，
淋浴盘使用了一种特意
截短的5x10厘米的马赛
克铺面。

Theresa Fatino
Theresa Fatino Design

华

丽、智慧、品位、名牌是Theresa
Fatino Design工作室(fatinodesign.com)的
工作对象。Theresa Fatino拥有二十余年的宾
馆室内设计经验（全世界有三十多家宾馆的室
内设计是由她主持设计的，W连锁宾馆的设计
和发展也在其中）。现在她不仅有自己的工作
室，同时也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The RitzCarlton、The Reserve、Baccarat Hotels 和
José Andrés经营的 The Bazaar 等若干宾馆的
设计顾问。虽然她已经入行甚久，但是在她眼
里她的个人风格“随情况而变”，但是不变的
是她的作品都拥有坚实的建筑基础和一种与古
典风格完美融合的强烈个人风格。“我喜欢那
种有力的、有序的、有层次的、一切能表现项
目独特风格的‘包装’”。她不喜欢自我主义
的腔调，正相反，她认为设计的本质在于完美
的融合环境的背景和顾客的情感体验。“也就
是说要设身处地的思考顾客身处我们为他们设
计的每一个空间的感受。并且还要考虑不同时
间段带来的不同变化。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方面，我的每一件作品都有对这些情感的
考量。这要求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要不断衡量
我们思考和设计本身的深度，这也将直接影响
我们作品的质量。” 在Fatino的作品中，自
然光照入室内。“我们喜欢帮助顾客在他们自
己察觉自己的需求之前，就很周到地替他们想
到这些需求，并在设计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付
诸实践。”我们的设计师说她从来不为自己的
项目提前设定框架：“我会从头寻找新的产
品、建材和不同的建筑模式。我享受在一种建
材身上发现多种可能性的这种感觉，好奇它与
不同的表面和支撑搭配而产生的不同效果。”
Fatino设计最大的特点就是赏心悦目。那些影
响过Theresa Fatino的大师的名单里，我们可
以看到时尚界的明星，戴安娜弗里兰、伊夫圣
洛朗和拉尔夫·劳伦和建筑界与装修领域的大
师们，克里斯蒂安·利来格和安藤忠雄。
“我非常喜欢日本经典室内设计中的那股肃穆
气氛和诗意的感觉。另外，我也非常欣赏托
尼杜奎特作品中的那股野性的、充满力量的、
幻想性十足的格调。”在她的最新完成的几个
项目中，我们可以看到位于北加利福利亚的
Kimpton宾馆、亨廷顿海滩上的一个饭店和一
个宾馆和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另一个Kimpton宾
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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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于加利福尼
亚州Kimpton Hotel
Palomar San Diego宾馆
的天际顶层套房中的
客厅。
2. Palomar 宾馆
中的泳池区，又叫
SummerSalt Rooftop
Pooldeck & Lounge。
3. Palomar 宾馆顶层
套房中一间带景观
的卫生间，里面铺有
Venis旗下的Canada
White Wash 19,3x120厘
米铺面。
4. Palomar San Diego
宾馆许多房间的正
面都铺有Venis旗
下的Irish Natural
33,3x100厘米铺面。
5. Cardinal宾馆里
的大厅。
6. 大厅里的色彩和纺
织物的搭配独具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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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喜欢帮助顾客在他们自己察觉自己的需求
之前，就很周到地替他们想到这些需求，并在设
计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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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celanosa 集团每年都会
通过两个展览参加国际建筑瓷
器和组合卫生间沙龙：一是意
在呈现它旗下八个品牌创新成
果的展览，二是意在展示其尊
贵系列产品的展览。这次，在
它的尊贵系列产品展览会上，
展出了Zaha Hadid 为 Noken
品牌设计的最新产品Vitae
和 Porcelanosa 集团与英国
Foster + Partners建筑工作室
联手设计的TONO系列卫生间。

CERSAIE
2016年博洛尼亚展会上的创新

TONO面世
前来参加展会的业
内人士可以先旁人
一览由Porcelanosa
集团与英国Foster
+ Partners建筑工作
室联手打造的TONO
系列作品的全貌。

面对面
位于Porcelanosa
集团展厅对面的
顶级展厅里，展
出了整个集团最
豪华的设计成果，
比如Ramón Esteve
和他的尊贵收藏
系列，Zaha Hadid
为 Noken品牌设
计的Vitae卫生
间系列和Foster
+ Partners 与
Porcelanosa 集团
联合出品的
TONO系列。

发现之旅
通过Porcelanosa集
团的大众和尊贵作
品展览区，所有前
来参展的业内人士
都有机会了解集团
旗下八个品牌的各
种创新成果。

CERSAIE

2016年博洛尼亚展会上的创新

Foster + Partners

一年一度的国际建筑瓷器和组合
卫生间沙龙又在博洛尼亚如期举行，
由Foster + Partners 和 Porcelanosa
联手倾情打造的TONO系列作品也如
期亮相。它呈现出一种简洁的设计语
言，一种材质和色调的完美搭配。用
Foster + Partners工作室工业设计部
长Mike Holland的话来说，TONO表
现出来的极简主义美学形式，“是材
质之真、形式之简和手艺之精完美融
合的产物”。
TONO Elements集合了包括镜子、
复合板凳、坐浴盆、抽水马桶、洗手
台、水龙头等等在内的一百多件不同
的物件，他们都使用了石质、瓷质和
Krion®材质的面表。另外，TONO One
提前生产的三种物件（它们分别是
淋浴、洗手台和抽水马桶） 的复合
系统让它们的安装工序非常便捷。并
且与此同时，它们的可适用性又非常
强，可适用于任何风格的空间。

和

Porcelanosa

联手出品TONO

一种概念，数不清的选择
按照钟表顺时针，自左向右，卫生间带抽屉的核桃木家具
(1600×200)、圆形镜子(D 950)、包有400 Angled 天然石面表的
洗手台。洗手台上安装的高颈水龙头开关（其陶瓷阀芯为Ø25毫
米，水流量为5,7 l / 分）、淋浴调温器和直径400毫米的淋浴头
一样都使用了Chrome面表。在这个枫木为主导的卫生间内， 除了
有一个装有内嵌灯，橱柜式镜子和两个包有400 Straight面表洗手
盆的洗手台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那个用来隐藏抽水马桶并意在保
护设计整体感的白色TONO。提前生产的TONOOne三种产品（淋浴、
洗手台和抽水马桶）中的一些模型都使用了Krion® Snow White材
质；Krion® Snow White材质的独立浴缸配着包有Chrome面表的带
手柄淋浴开关，Krion® Snow White材质的墙壁洗手台和橡木质的镜
子 (800×1000) 一起营造出一个极具极简气质的空间；TONOOne提前
生产的产品展示之一，这件产品它的面表为Habana Dark天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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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celanosa

L’Antic Colonial
混合搭配的
美感
在这里可以看到把
两种风格完全相反
的瓷器作品相结合
而产生的神奇效
果。地板铺面把北
欧风格的Par-ker
Manhattan整体瓷
地板和一些受Soho
系列作品（它的边
缘具有极为真实的
仿旧感）中水泥元
素启发而成形的面
表效果组合在一
起。Manhattan系列
作品一共有五种颜
色（银、天然、
复古、科涅克白兰
地和橡木色）和四
款不同规模
(29,4x180 cm,
19,3x120 cm,
29,4×120 cm 和
19,3×180 cm)的
防滑地板铺面可供
选择。另外，Soho
系列作品中的四种
颜色（灰褐色, 骨
色, 银 和 钢）分
别有两款规模可选:
59,6×59,6 cm 和
80x80 cm。

由YONOH打造的VINTAGE
瓦伦西亚工作室Yonoh抓住了二十年代的老式瓷器洗手台的精髓和
气质，为L’Antic Colonial品牌打造了一系列卫生间家具。这个
系列的作品在它的下半部分设计中使用了简单的金属结构，这让
它处处流露出对过去时光的追忆，但是又在上半部分设计中采用石
铺面，并按照不同版本，打造一个或两个全天然石的洗手盆，以此
来满足现代空间的需要。里面的架子是薄薄的金属板，这让整款设
计都显得十分轻便。这个系列有带一个洗手盆的S版本（见图）和
带两个洗手盆的L版本。但是为每一个版本都设计了两个镜子。另
外，L’Antic Colonial在Cersaie 博览会上展出的另一件新作品也
获得了前来参观的专业人士的一致好评：Mosaico Gravity Aluminium
3D Hexagon Rose Gold （见上图）。

Urbatek

Venis

薄到极致，美到极致

和谐有序的环境
Cosmos瓷砖的新系列产品受由沉积岩转型为变质岩的
石板的启发，最大程度地再现其自然性，其优良的光
泽效果和凸起效果。它的灰色色调让人联想到银色金
属，它极简主义美学风格和完美的线条表现形式赋予
所有使用它的建筑空间和室内设计一种优雅的格调。
它受天然石启发，拥有完美的外观，虽然只有一种
颜色，但是有不同的尺寸可供选择：33,3x100 cm 和
45x120 cm的单孔瓷器墙壁铺面和59,6×59,6 cm 和
44x66 cm的高端Stonker地面铺面（它在技术、物理和
美观方面都高其他产品一头） 。

Urbatek为我们带来了厚
度仅为6毫米的升级版瓷
器作品XLight Premium。
凭借Porcelanosa集团的
先进科技和不断研发的精
神，这种材质不仅结实
耐用，并且还达到了体
积最大化和外观最美化
的双重严苛要求。XLight
Premium的新系列作品，
受大理石启发，其面表有
非常丰富的色彩选择，如
Nature 和Polished 面表
（图片上的铺面是(Aged
Dark Nature铺面），它可
在（120x250厘米）的墙
壁铺面和（120x120厘米）
的地板铺面上使用。另外
也可以做面表使用在卫
生间家具和厨房家具上，
比如由Gamadecor设计的
Porcelanosa精品厨房上就
使用了此瓷质面表。它那
大小为150x320厘米、厚度
为12毫米的创新版本可适
用于各种对面表要求比较
高的设计，比如厨房、大
桌凳、展示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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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on® by Systempool

Butech
不怕水的材质
Butech品牌最新
设计了一款墙壁
铺面，Micro-Stuk
Design，它是一款
均匀的、连续的、
可自由组合的、可
与包括瓷砖在内的
其他材质随意搭配
的铺面。
它由超细的水泥砂
浆组合而成，它的
强耐用性，可自由
搭配性和极薄的厚
度（2毫米）是它
最显著的特征。它
可与大部分的建
筑支撑配合使用，
它既防火又防水，
基本无需维护。它
有多种颜色可供选
择（图片中的天然
米色），这赋予使
用它的空间一种高
度的个性化、个人
风格和优雅性。另
外，Butech Shower
Deck 淋浴盘具有
一个完全平面的
设计，这样水可以
在瓷器的接缝处
流出。

与其说它美丽，不如说它独特

ROYAL+ de Krion® 家族又添入了五种新设计（图左），其最独具特色的
地方就在于它模仿精美金属的质感，比如金和铜。在各种不同大小的设计
中，有一款非常引人注目，它在坚硬材质的表面上加入了仿岩石花纹。
比如，在黑色系列设计中，最优雅的一款设计是Black Gold（上图），它
上面带有金色的透明点缀。这样的小创意让整款设计看起来非常适用一些
高档豪华的场所。

Noken

Gamadecor

简单，但又不乏魅力

亚光瓷器
欢迎在Cersaie展览会上大获成功的亚光瓷器加入Noken Ceramic
家族。它是一种亚白色瓷器，在Lounge(右图)洗手台和
Essence-C系列（上图）中的抽水马桶上得到了广泛使用。这种
高标瓷器面表是Noken品牌一贯追求完美特性的成果，所以整个
由Noken Ceramic出品的产品品质都比同行业产品优秀。多亏了
品牌内部要求的最佳原材料筛选工序，它对原材料的纯度和结
合的完美度要求极高，所以这种瓷器具有极强的抗冲击能力。
另外，它的形式允许它在平面或表面上施行极为严格的设计。
另外它不仅形式优美，还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清洁方式，它有一
个防化学元素、环境废弃物和一般污物的防护杆，这让它的卫
生间通行变得更为顺畅。

没有家具能跟Gamadecor出品的Duna卫生
间家具一样，在保持简单设计的同时，
又保证其独具创意的抓人魅力。它的结
构由一个U形贴墙铝质薄板（用epoxi涂
料漆成黑色）和一个Portobello天然花
岗岩洗手台 （通过folding技术它以一
种流畅的悬空方式安装在U形板内）组
成。作为辅助家具， Duna还设计了一
个带单个抽屉的天然橡木悬浮柜和一个
板条和灯管都内置的圆形铝质镜子。同
时，毛巾架设计充分利用了铝质薄板右
边的小空间。

Zaha
Hadid
勇敢的建筑师

明年三月份是萨哈哈蒂去世一周年纪念。萨哈
哈蒂是位永载史册的建筑师，她留下的建筑
遗产将影响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建筑师。仔细观
察她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主持设计的第一部作
品- 位于魏尔阿姆赖因的Vitra消防站, 凭借
这部作品，她在二十一世纪早期就被授予了普
里克茨建筑奖（2004)-，到她生前的最后几件
作品-包括她为Noken品牌设计的Vitae系列
作品-，我们发现贯穿她职业生涯的最重要的
特点之一就是变革的勇气，并且正是这份勇气
让她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建筑师，成为年轻
人追随的榜样和精神的象征。

撰文: MARISA SANTAMARIA. 萨哈哈蒂肖像: BRIGITTE LACOMBE。

VITAE,
一个完整卫生间概念
Noken 和 Zaha Hadid Design
工作室联手设计了一款极具革
新精神的卫生间概念。
上图，双盆洗手台组合
（带溢水口和瓷塞帽），
中间是带包面的毛巾架和低搁
板。所有的洗手盆和架子都使
用了高质量的Noken Ceramic®瓷
器。镜子跟整个系列中的
其他部件一样也拥有一种有机
的形态，配有LED灯和一个用来
装东西的隅撑。包面为亮白色
的抗菌包面。
在抽水马桶和坐浴盆区
域，VItae在它们之间安装了
毛巾架和卷纸架。
在浴缸的侧面安装了控制
水量和温度的控制器，
水流可以猛如瀑布，也可以从
内部潺潺缓流。
左图，沐浴柱上装有独立的遥
控，可以控制喷头的水量。
水龙头上的配件都包有亮白色
的cromo包面。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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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ITRA消防站。
被认为是当下现存建筑物
的“结尾语”，成为“冰
封状态”下的破冰之建筑。
(1990-1993)
摄影: Christian Richters.
2. 2008年为萨拉戈萨博览
会修建的桥
它是桥梁和人行道的结合，
是2008年萨拉戈拉世界博
览会的入口的一部分，
它穿越埃布罗河，连接了两
岸的入口和展览馆。
(2005-2008）
摄影: Fernando Guerra.
3. MAXXI: 21世纪的国家艺
术博物馆
位于罗马，借助互相穿越和
分离的墙壁，把博物馆变成
了“物体”，没有“里面”
和“外面”之分。
(1998-2009)
摄影: Roland Halbe.
4. 广州歌剧院
面朝珍珠河，它那奇异的形
状、设计和长廊共同营造了
一种港口区和城市区隔江对
话的感觉。(2003-2010)
摄影: Christian Rich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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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巴库 HEYDAR ALIYEV文
化中心,
这座建筑打破了支配阿塞拜
疆建筑业的典型苏联风格，
传递出一份更加现代和乐
观的气息。(2007-2012)
摄影: Iwan Baan.
6. 伦敦水上运动中心
受水流动时的几何形体启
发，自地板而上的曲线屋顶
让整个建筑物看起来就像一
个大波浪。(2005-2011).
摄影: Hufton+Crow.

6

5

过Porcelanosa集团的
Lifestyle，我们和玛莎索恩一起缅
怀萨哈哈蒂，追溯她的建筑生平。
玛莎索恩是哈蒂多年的朋友，也是
普利茨克建筑奖的执行董事，她看
到了哈蒂作品中变革的勇气，并决
定授予后者建筑界最重要的奖项。
于此同时，玛莎还是马德里IE建筑
设计学院的院长，由她策划的先进
教育方案，不仅开拓了一条培训建
筑师的通道，还丰富了与萨哈哈蒂
实验建筑哲学观息息相关的行业视
野。
说起萨哈哈蒂，索恩评价道：
“她精力十足，总是活力四射。这
让她变成领头人，绝对的领导人。
在她的一生中，她总是在打破边
界，各种复杂的边界，比如，她出
生在阿拉伯世界，然后移民去伦敦，然后涉
足一个完全由男性掌控的职业领域。”
她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她总是试图打破建筑
界的界限，她喜欢冒险。借助各种新科技和
新材质，她把建筑物变成了风景，或者有时
候，正相反，把风景变成了建筑物，总而言
之，她总是在游走在建筑结构可能性的边缘
上。由她建筑的那些作品都是见证，比如，
她在美国建筑的第一个项目，位于俄亥俄州
的罗森塔当代艺术中心、意大利罗马MAXXI艺
术博物馆、广州歌剧院、布里克斯顿Evelyn
Grace学院和萨拉戈萨桥。
在巴库(阿塞拜疆), 哈蒂和她的团队建筑
了Heydar Aliyev文化中心，这简直促动了整
座城市的大变身。在为伦敦（2012）奥运会
建筑了水上运动中心后，又在牛津大学圣安
东尼学院建筑了一座建筑物。
玛莎索恩推崇哈蒂的革新精神：“她不断
地挑战设计中的物理学原理，探索新科技的
各种不同技能，并在设计的时候尽可能把它
运用到极致。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呈现出一
种抽象的组合、一种史无前例的曲线形态、
一种震撼世人的活力。她的建筑已经成为了
建筑业的标志，同时也映射出一个社会的精
神面貌：当代生活是不断变化的，呈现出一
种液态的属性。”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还是一个饱受争
议的人物，别人都认为她是一个过于强势的

Martha Thorne

不仅仅是城市设计师

IE建筑设计学院的现任院长
也是普利茨克建筑奖的执行
董事。

Raphaela Platow
俄亥俄州当代艺术中心馆长

人物。她确实是一位毋庸置疑的斗士，她脾
气火爆，并且好战。她的这种强硬来自于她
过硬的专业知识、聪明的头脑、惊人的记忆
力、丰富的历史和数学知识。这样的性格让
她成为一个自我要求极高、非常细心、力求
完美的人。有人用不易打交道和不知变通这
样的话来形容她，但是我只能说她是一位非
常忠诚的朋友。去年十月份大家在伦敦圣保
罗大教堂为她举办了一个追悼会，当时差不
多有2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参加了她
的追悼会，我们都极为欣赏她热情的性格，
她伟大的聪明才智，和她无论是在工作中还
是私人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忠诚。
在她去世五个月后，她在安特卫普港口设
计的办公室正式开幕，它钻石般的形态或者
说为了不影响整体形态而特在老建筑物上修
建的船身形态，惊艳万分。在2017年，她在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利雅德修建的阿卜杜
拉国王石油研究中心和为伦敦科学博物馆修
建的数学厅将要开幕。
人人都担心现如今由她朋友和合伙人
Patrik Schumacher领导的ZHA工作室是否
还会保持哈蒂的建筑风格，对此，Patrik
Schumacher 最近表态说：我们是一家充满活
力的年轻工作室，若要面向未来，我们需要
秉持到目前为止我们一贯擅长的致力专研和
攻克难题的风格，我们做每一个项
目的时候都会全力保护哈蒂为我们
留下的精神遗产。” 这番表态消
除了大家对萨哈哈蒂-这位敢于打
破一切建筑成规的伟大建筑师-建
筑观能否得以持续的疑虑。

这

家位于美
国俄亥俄州的当代艺
术中心，由萨哈哈蒂
主持设计，是当今世
界上非常活跃的艺术
表达中心。
我们按照Black Box项
目活动安排，把若干建筑空间用来举办各种
国际化的展览和表演，另外我们还提供各种
培训项目。我们的玻璃大厅里有咖啡馆、设
计商店、精品区和各种临时的艺术装置。
CAC当代艺术中心也坐落于我们中心，它吸
引了各社会阶层的人物，那里人来人往，
非常热闹。艺术家们也都非常喜欢跟我们
合作，愿意在我们的展厅里展出他们的新作
品。我们在顶层还有一家独特的学习中心
UnMuseum，在那里，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整个
城市的街道和河流，我们在那里举办
的各种艺术互动项目和活动，吸引了不同年
龄段的人。CAC占据了两个非常美丽的楼层，
他们的办公室里都有大型落地窗，我每天都
能看到里面人们忙碌的身影，我非常喜欢我
们艺术中心呈现出来的气质和面貌。”

Zaha Hadid Architects
工作室首席执行官 ,
他参与的项目有罗马MAXXI 博
物馆和Vitra 消防站（1992）。
目前他参与的专业级别项目有
（伊斯坦布尔）Kartal Pendik
项目和新加坡One North 项目。

城市文化遗产管理中心
ZHA工作室获得建筑位于阿拉伯
德拉伊耶的文化遗产博物馆大
楼的机会，这座博物馆由展览
会馆、图书馆、会议厅和教育
空间组成。

摄影: Roland Halbe.

Patrik
Schumacher

为萨哈哈蒂建筑工作
室的首席执行官，我对我们与
Porcelanosa集团联手打造的产
品，感到非常骄傲。Vitae是一款
融身体、水、卫生间和无微不至的
关怀为一体的顶级设计。
它那有机的、优雅的形态，不仅赏
心悦目，并且使用起来也很舒服，
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当今现代建筑和设计可以
提供的最好典范。
这个新系列是独一无二的，是打破常规
的。最近一段时间，人们习惯了朴素风格、
极简风格或者配有角落或者小广场的卫生间
或室内设计，我们想要做一款更感性、更刺
激的设计。我们摒弃简朴风格，并欲创造一
种新的与众不同的审美体验。” /

渲染图: Methanoia

作

圣佩德罗小教堂里的
对比灯光，楼梯上和游
泳池里使用了Urbatek
旗下的MAX Beige
Nature 45x90铺面。
旁边是卡斯蒂利亚巴尔
布埃纳修道院五星
级温泉水疗宾馆和葡萄
园的周边风景。

葡萄园里的奢华
在利贝拉杜罗区，熙笃会修道士们种植
葡萄和酿酒的传统悠远流长，成为葡萄酒酿造业的
传奇。那里风景优美，四季常新，不仅出产
若干种葡萄酒品牌，比如，Vega Sicilia，并且还有
两家使用Porcelanosa集团建材而建造的
美丽建筑物：卡斯蒂利亚巴尔布埃纳修道院五星
级温泉水疗宾馆和阿苏亚加纳瓦罗酒窖。

撰文:ROSA MARQUES.

右图，古巴尔布埃纳修
道院的回廊。下图，靠
近这些线，los monjes
酒窖，里面的拱形天
花板使用了L’Antic
Colonial旗下的Paradise
Baia Stone Negro 30x30
厘米铺面。
下图自左向右看起，
使用了Venis旗下ParKer 系列中Bruselas
Vintage 14,3x90 y
22x90 厘米地面铺
面的饭店和使用了
Porcelanosa旗下Oxford
Natural 14,3x90 和
22x90厘米地面铺面的
La Cilla 咖啡厅。

左图，温泉和躺椅。
地面上使用了 Butech
旗下 Suelo Técnico
Elevado (STE) 铺面，
面表使用了 Urbatek
旗下 Rox Dark Antislip
60,5x60,5 厘米模板。
另外，墙壁铺面使用
了 L’Antic Colonial 旗
下 Globe Wall Shannan
54,8x15 厘米天然石铺
面（下图中也使用了
同款墙壁铺面）。

在

被葡萄园、麦田和低矮山丘围绕的
卡斯蒂利亚地区，有几座中世纪修建的瞭望
台，它们穿越时间的长河，成为昔日辉煌历
史的见证。位于巴利亚多利德市的五星级温
泉水疗宾馆曾经是巴尔布埃纳市的一座修道
院。这座建于七世纪的建筑珍宝，在1931年被
封为国家名胜古迹和艺术文化财产，它隐身
于杜罗河、荒漠和山谷中的一片陆地之间，
曾经一直被人遗忘在一座名为圣贝尔纳多（
位于杜罗巴尔布埃纳市）小村庄里，直到
2015年被Castilla Termal公司修复并扩建。
它被誉为利贝拉德杜罗葡萄酒的摇篮
（住在那里的熙笃会修道士，来自贝尔纳多
和谟里蒙德地区的居民都种植葡萄，酿造葡
萄酒），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西班牙葡萄酒
品牌之一，Vega Sicilia，就产自这里。
在这里，人们既可以与历史、艺术、健
康和美食对话，又可以体验由石墙建筑物
和壮观的回廊营造出的神秘感。这样完美的
组合，自开张以来，就深受顾客喜爱，成为
逃离、思考、观赏、品美食、泡养生温泉的
绝佳选择。身处温泉疗养中心的无边际游泳
池的顾客，不仅可以看到让人心旷神怡的风
景，同时还可以欣赏到圣佩德罗教堂散发出
来的庄严肃穆感，这种轻松与肃穆的搭配成
为这座温泉宾馆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宾馆的修复和扩建工程在不同阶段分别由
来自BDM工作室的Lorenzo Marqués de la Riva
和María Jesús de Pablo Yagüe 两位建筑师主
持完成。项目营销部长Silvia González介绍

道：“这项工程最大的成就是在维持修道院熙笃风
格不变的基础上，使用一种优雅的颜色和纹理进行
了全新的装饰，由此得以在保持建筑物的原始美的
同时，为它营造出一种更平易近人，更让人放松的
环境。”
前来这里的宾客可以自由地出入所有的空间，体
验一番穿越时空的神奇感受。雨夜，在文艺复兴风
格的回廊里，漫步，这绝对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
美好体验 （因为受不了卡斯蒂亚地区极端的温度，
这里所有的植物都被种植在玻璃温室里）。Silvia
González 还向我们介绍了Los Monjes酒窖提供的可
口美食，“这里提供的食物都非常天然新鲜，

并且还有来自整个地区和市场上的葡萄酒酒单可供
选择。”
它的79间客房保留了中世纪和修道院的风格，
但是却拥有二十一世纪的所有现代化设施。最特别
的公寓也位于整个修道院中最特殊的地点，比如名
为Tesoro的公寓正位于圣佩德罗教堂的上面，在里
面可以享受色光桑拿洗浴和独立浴池。瞭望台的公
寓拥有非常大的落地窗，让人可以一边在宽阔的
独立浴池里沐浴，一边欣赏杜罗河美景。跟所有
房间的卫生间一样，这两个房间的卫生间也使用了
Porcelanosa集团的最新材质：带木质纹理的复合瓷
地板。Silvia González 说：“正如材质和原建筑的
搭配一样，不同材质之间的和谐搭配也是至关重要
的。”在扩建后的温泉宾馆中的新空间里，可见它
的“现代感在独特纹理和国际潮流的夹击下凸显而
出”，并且正如Silvia所说：“这种混搭风打造出
了一个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宾馆空间。”

上图，配有Noken旗下Koan 190x97厘米独立浴池的Tesoro套房。使用的地板铺
面为Porcelanosa旗下的Ascot Olivo 19,3x120 和 29,4x120厘米铺面，一种带天
然显旧木质纹理的瓷地板。左图自上向下，一间使用了Porcelanosa旗下Ascot
系列地板铺面的普通套房，它的卫生间墙壁上使用了Porcelanosa旗下的Antique
Brown 31,6x90厘米带液压马赛克效果的墙壁铺面。最里面的墙壁上使用了Venis
旗下的Estocolmo Natural 14,3x90 和 22x90厘米铺面。里面的悬浮抽水马桶出
自Noken旗下Arquitect模型中的一款，水龙头和SP ONE XL浴缸也出自Noken品
牌。地板上的铺面是Porcelanosa旗下Ascot系列中一款铺面。
旁边图上是从一间客房里看到的风景细节图。

当设计与酒相遇
酒窖、温泉、饭店及庄园一应俱全的经营模式，
让人们一谈起利贝拉杜罗区，必定会想到阿苏亚加纳
瓦罗一家。位于利贝拉杜罗区中心，金塔尼利亚德奥
内西莫市的这家酒窖，在90年代建成初始，就收获了
巨大的成功。它成功的秘诀在于不断的更新，并且他
们选用的建材也始终是口碑和品质皆
为一流的材质。他们的新餐厅和品酒
室就是这种先锋精神的集中体现。在
他们本就经营得极为成功的传统餐厅
里，又加入了由Amaya Arzuaga设计的
现代风格的厨房。“当我们路过餐厅
时，一种互动的地板会告诉我们这里
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过程”，
Amaya这样向我们介绍道。她与
Porcelanosa集团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
系，而Porcelanosa也相信在这位设
计师的手中，他们的产品可以焕发出
新的生命力。“新品酒室里的桌子也
是由我设计的，但是是Porcelanosa集团赋予了它们形
态。”她说的是品酒室里使用了Krion® Snow White 材
质的桌子，这样的色调搭配让葡萄酒的色调辨识度变
得更高了。大型玻璃窗外面，就是美丽的利贝拉杜罗
区风景，它仿佛欲穿窗而入，也要品尝一番美酒。 /

上图，新品酒室里的桌子，
使用了Systempool旗下的Krion®
Snow White材质。
左图，酒窖的新餐厅，
使用了Porcelanosa旗下的Ascot
Teca 19,3x120 和 29,4x120厘
米铺面。

In & Out

位于瓦伦西亚卡内特登韦伦格尔市的这座两层楼高的顶楼，
能够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完美地欣赏地中海美景。
主持其改建工程的工作室是Octógono Castellón，在整个工程中，
他们的建材都取自Porcelanosa集团。
撰文:MARTA SAHELICES. 摄影:JOSE LUIS ABAD RUBIO.

右图, 第一层内
部的地面上铺有Venis
旗下的Zurich Ash
44x66厘米铺面。
在另一页上，阳台上
铺有Porcelanosa旗
下的Oxford Blanco
22x90厘米地
面铺面。

当

Octógono Castellón工作室刚接
手这座现如今两层楼高的顶楼设计时，它那
无与伦比的海景景观设计就已足够令人怦然
心动。设计师们只需把两个独立公寓连接起
来，并把它们融合成一个现代住宅。在这个
设计中，虽然很显然它最主要的工程是外部
改建，但是对内部也需要做适当的改建。因
为，虽然它的内部设计看起来很美丽，很舒
适，也有很大的落地窗，但是最大的不足就
是海风进不来。对此，整个项目的建筑师和
室内设计师Manuel Dauffi说道：“我们遵
循“in & out”的概念来设计整个住宅，尽可

能为其设计宽阔的空间，以此达到最大程度
利用自然光线的目的。”
在内部入口处电梯周围设计的平台具有
分割空间的作用：一边是带餐厅的厨房，客
厅，四间带卫生间的卧室，其中包括主卧室
在内的两间卧室带衣帽间。一边由不同的环
境空间（客厅、厨房、餐厅和健身房）一起
组合成一个（除了卫生间和洗衣房外）几乎
完全透明，能三百六十度环视地中海，远离
城市中心的玻璃空间。
说起由Manuel Dauffi主持的室内设计，
它在公共空间应用的色调整体上非常中性，
只有在抱枕、地毯和其他一些小摆设上设
计了一些鲜亮的颜色。这跟它的房间设计形
成鲜明的对比，因为它们各有自己的主打色

上图，可俯视第一层
的厨房里铺有Venis旗
下Zurich Ash 44x66
厘米铺面；
外部的烧烤区铺有
Porcelanosa旗下Samoa
Antracita厘米铺面。
右图，Gamadecor品牌
的Emotions厨房，里
面使用了Venis旗下
Nazca Antracita
45x90厘米的地板和墙
壁铺面。
水龙头使用了Noken品
牌中的Osmosis
水龙头。
在另一页上，
第一层的客厅和私人
电梯区，这两个
空间都使用了
L’Antic Colonial品
牌中Persian
White Pulido 30x60厘
米的天然石铺面。

调。对此，它的设计师如此解释道：“我的
想法是让整个房间的气质跟使用它的主人相
吻合。我认为了解使用者的需要和个性是非
常重要的，最好能让他们参与到整个设计中
来。” 设计师也直白地承认，从小就耳濡目
染深受父亲影响的自己，更擅长室内设计，
他进一步解释说：“我始终认为好的建筑
物和好的室内设计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
的。一个好的建筑物必定有一个好的室内设
计。”
在Dauffi 主持的整个设计中，另外一个

值得一提的地方是，为了保证完美的观海视
角，他把主卧室里卫生间的一面墙壁设计成
玻璃墙（包括入口的门）。对此，他这样解
释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计，在其
他的一些项目中我也这样设计过。但是因为
隐私的原因，并不是所有的客户都能接受这
样的设计。”
外部的阳台几乎把整个完全玻璃化的顶层
都包围起来。里面有若干个休息区，还有一
个完美的烧烤区，在那里可以享受日光浴。
Manuel Dauffi几乎认识Porcelanosa集团
的所有产品，并会在自己的建筑项目中使用
它们。他认为集团的产品不仅拥有美丽的外
观，质量也是一流的。他说如果必须在它所
有产品中选一种的话，那必定会是炻瓷。他

上图，主卧室里使用
了Porcelanosa品牌
的Oxford Natural
22x90和14,3x90厘米
铺面。
右图，使用了
Porcelanosa品牌中
Oxford Acero 22x90厘
米铺面的房间。
下图，自左向右，
铺有Porcelanosa品
牌中Rodano
Caliza 31,6x90 厘
米和Mosaico Rodano
Caliza 31,6x90 厘
米墙壁铺面的卫生间
墙壁细节；洗手台上
使用了Noken品牌的
ACRO-N水空头；卫生
间里使用了Gamadecor
品牌中的Folk系
列家具。
墙壁上使用了
Porcelanosa旗下
Rodano Acero 31,6x90
厘米和Mosaico Rodano
Acero 31,6x90 厘
米的铺面。地板上
使用了Porcelanosa
旗下Rodano Acero
59,6x59,6厘米
的铺面。
在另一页中，主卧
室里的玻璃卫生间，
使用了Gamadecor旗
下Tetris系列的卫生
间家具；Noken旗下
Essence-C系列抽水马
桶和坐浴盆；Noken旗
下Jam系列悬浮洗手
台（最里面）；Noken
旗下Season 56x42厘
米天花板淋浴头。同
时，Porcelanosa旗下
Oxford Natural 22x90
和14,3x90厘米的地板
铺面和墙壁铺面也非
常引人注目。

说：“虽然我一般更喜欢按照每个项目的风
格和建筑概念选材，但是炻瓷的技术特性和
多功能性，让我觉得它极具吸引力。”
Octógono Castellón工作室凭借他们在建
筑、工程和城市设计跨领域的工作经验，赢
得该项目的修建工作。Manuel Dauffi介绍
说：“多亏了我们拥有一支非常专业的跨领
域合作团队，这让我们的施工范围变得无比
广阔。” 他们的工作区域主要集中在地中海
海岸地域，他们最近的获奖项目是Castellón
Cadena Ser广播中心。但是，正如建筑师为

我们介绍的那样，他们的工作领域早已越过
海岸线：“我们也接手阿尔及利亚的项目，
比如我们在奥赫Boulevard Millenium区主持
修建了一个相当复杂的集商业和生活功能为
一体的公寓区。”他们是一群既重视个性又
追求质量的建筑师，用Dauffi的话来说，他们
懂得建筑业的趋势在于“设计迎合现代社会
需求并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建筑”，也坚信未
来的建筑物（宾馆、休闲中心、博物馆、商
业中心、会展中心、办公室，等等）都会采
用这一理念。 /

Lakasa餐厅

右图， Lakasa餐厅
的外观。下图，铺有
L’Antic Colonial 旗
下Delhi Natural
Home 40x80x1,5厘米石
板铺面的墙壁细节。
另一页上，铺有橡木
地板的大厅，里面用
金属片和天然木盒子
搭起的百格窗非常
引人注目。橱柜区旁
边的墙壁上使用了
L’Antic Colonial 旗
下Delhi Natural Home
40x80x1,5厘米的石板
铺面。

不

Touza Arquitectos建筑工作室主持了马德里
Lakasa餐厅的改建工作。质量和细节，是他们
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注重表达的两个品质。而使
用Porcelanosa集团的产品让这两者的实现变得
更为简单容易。
摄影: SERGIO MARTINEZ.

忘初心，不断成长，这就是
Lakasa餐厅的厨师和业主，César Martín，
在决定为自己的餐厅迁址时秉持的观点。
这也是他选择Touza Arquitectos
工作室 (touza.com) 来主持他占地300平方
米的新餐厅的室内设计的原因。
Touza工作室是一家位于马德里的综合性设
计工作室，他们擅长把“吃饭的地方”变
成一家真正的餐厅。
在装修现如今位于马德里Conquistador
Diego Ordás广场的Lakasa餐厅时，他们在酒
吧台区特别设计了高脚桌，使用了Fenabel
品牌的软垫凳子，并引入了自然光线。
由建筑师Julio Touza Sacristán 和他团队
里的一位室内设计师Yumei Chen共同设计
的酒吧台顶部使用了一款染色老年松木条
和黑色金属片相间的天然木铺面。并在顶
部正下方设计了一款带混凝土纹理的木质
铺面。另外，后面的墙壁使用了L’Antic
Colonial旗下的Delhi Natural Home石板铺
面。
餐饮区，夹在若干面临广场的大型落
地窗和一个硕大的百格窗之间，使用了

右图，酒吧台区，使用了L’Antic Colonial
旗下的Delhi Natural Home 40x80x1,5厘米石板墙
壁铺面和Porcelanosa旗下的Dover Topo
59,6x59,6厘米地板铺面。 下图，餐厅的卫生间
使用了Porcelanosa旗下的Dover Topo
59,6x59,6厘米地板铺面，Porcelanosa旗下
Chester Antracita 22x90 和 14,3x90厘米墙壁铺
面。洗手台是Noken旗下带天然木包面的Forma洗
手台，水龙头出自Noken旗下的NK Concept系列，
抽水马桶为Noken旗下的Acro系列。

这一页中，四方形的巨大金属框架百格窗
由黑色和锈色的带孔金属片和不同形状的
木盒子组成。另外，厨房通道区的底部使
用了带条状纹理的混凝土，左边的墙壁使用
了L’Antic Colonial旗下的Delhi Natural
Home 40x80x1,5厘米石板铺面。

Ondarreta的桌子、Fenabel的椅子和天然橡
木地板铺面。由金属管组成的炭黑色方形结
构，连同黑色和铁锈色的穿孔金属片和涂
了色的老旧天然木质的盒子一起把整个空间
隔成若干个空间。
César Martín，入选Metrópoli杂志的
专业厨师和他的伴侣Marina Launay，餐厅的
大堂经理，两人以一种非常私人的方式参与
到餐厅的设计中来。在工程开始不久，
他们就传递给Touza Arquitectos 工作室一个
明确的信息，他们希望自己的餐厅设计要把
他们做食品和服务时非常注重的两个品质也
表现出来：质量和细节。走在它那橡木地板
上，抚摸它那石板和混凝土般的墙壁铺面，
感受它那独特的照明方式，你会发现建筑师
们绝对做到了业主的要求，更不要提这里数
不尽的美食，伊迪阿扎巴尔干酪小面团、
牛尾猪蹄、野生鲈鱼、烤野鸭和用羊奶和笨
鸡蛋做的布丁，让所有来过Lakasa顾客都倾心
不已，欲再次光顾。 /

采访

ALEJANDRO TORRUBIA：

唐潘秋宾馆业主

标志性翻新
贝尼多尔姆市是西班牙最早的几个海边旅游城市之一，
而唐潘秋宾馆是这座城市的第一家豪华宾馆。
它不仅是整个城市的标志之一，它的经营者也是举市闻名。
撰文:ROSA MARQUES. 摄影:JHOTEL DON PANCHO.

小渔村。但是它知道如何与时俱进，如何挖掘
自己最好的一面。放眼整个西班牙，它的城市
建设和扩展速度都是独一无二，难以超越的。
当时，国际旅行正变得逐渐流行起来，唐潘秋
宾馆想抓住这个潮流，并成为这个领域内的弄
潮儿。

宾馆新修
后的正墙使
用了 Krion®
Snow
White材
质，这是最
让我们感到
骄傲的
地方 。

唐潘秋宾馆的影音文件和纪录片中讲述了
这些年发生的很多趣闻。
当然了。我们还保留了很多新闻报道，还有很
多入住我们宾馆的名人的签名和寄语。入住我
们酒店的名人里有演员、作家、政治家还有
著名的体育明星，比如说，Julio Iglesias,
Rocío Jurado, Nureyev 等都曾在这里下榻。

上图，唐潘
秋宾馆的业
主，Alejandro
Torrubia, 在自己
的宾馆。
在另一页上，翻新
后的宾馆正
墙独具特色，使
用了Systempool旗
下的Krion® Snow
White材质。

唐

潘秋宾馆作为在西班牙旅游业新兴
之初应时代而生的宾馆之一，现如今已经成为
能提供最完整服务，受多家大公司拥护，使用
最先锋设计和最好建材来进行维护和更新的
顶级宾馆。它的业主，Alejandro Torrubia，
是著名宾馆经营商Manuel Torrubia的儿子。
而Alejandro继承了父亲对家乡和旅游业的热
爱，和他的兄弟姐妹一起，共同追求并经营他
们渴望已久的梦想：建造一家地标性的顶级宾
馆。于是，唐潘秋宾馆就这样诞生了，它临海而
建，是整座城市最早的几家四星级宾馆之一。
那个年代的贝尼多尔姆市是什么样的?
1972年的贝尼多尔姆是现在的贝尼多尔姆的一
小部分。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年代，也是它最
好的年代，当时成千上万的人第一次认识了这
座城市。这成为后来被公认为旅游“大爆炸”
的开端。我们可不能忘记，就在几年前，贝尼
多尔姆还只是一个人口只有3000多名居民的

这家宾馆名字的由来简直都可以拍一部电
影了。你们家中的这位小潘秋到底是谁呢？
是的，这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我们家族
中的一位祖先曾经是水手，他经常全世界环
游。在一次去菲律宾的旅途中，他认识了一个
叫小潘秋的姑娘，并深深得被她迷住了。小潘
秋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她非常美丽，也非常
时髦，是位走在时代前面的女人。她抽雪茄，
只穿白色的衣服（因为迷信的原因），用特别
大的白色扇子。二人在菲律宾陷入了爱河，然
后，我的水手祖先就把她带到了贝尼多尔姆，
他们在这里结婚并定居下来。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小潘秋在那个年代，跟
当地的居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最终她用
自己的人格魅力挣得了全村人的尊重和喜爱。
结果人人都爱上了小潘秋。这就是我们的小潘
秋奶奶为我们全家人留下的最大的遗产，让我
们在她去世多年之后仍然时常记念她。所以当
我们需要给宾馆取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就决定
用她的名字，以此来向我们这位神秘的，人人
爱戴的小潘秋致敬。

HACER UN TITULÍN PARA PIE
Ovit volorporio et poremporrum
autatque dolesto remoluptium
quat fuga. Nemque corem et asit,
quatus asperrum sum aceperum
earum amus molorem.t.Em
repelesti.ria eum ne plaborun.

唐潘秋宾
馆和贝尼多尔
姆社会始
终都是紧密
相连的。实际
上，它是
贝尼多尔姆市
的标志之一。

右图，宾馆的
正墙无论是白天
还是黑夜都特别的引
人注目。下图，宾馆
前台接待处。
在另一页上，游泳
池区，外面铺有
Porcelanosa旗下Ascot
Teca Antieslip
19,3x120厘米铺面，
内部铺有Venis旗
下Baltimore White
59,6x59,6厘米铺面。
厨房里地板上
铺有Porcelanosa旗
下的Ceilan
Marfil 80x80厘
米铺面。

这家宾馆的开业在当时轰动了整个城市。
您还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有名的事情吗？
我那时还是一个婴儿，但是我知道那个开幕式
是非常盛大的。在前来参加的宾客里有很多名
人，甚至，当时的旅游部长Alfredo Sánchez
Bella都来了。唐潘秋宾馆是整个贝尔多尼姆
市唯一一个由国家级部长主持开幕的宾馆。在
当时还没有任何一家宾馆可与我们宾馆相比
肩。它是贝尔多尼姆市的第一家。
如今的唐潘秋宾馆还和贝尔多尼姆社会有
这么紧密的联系吗？
唐潘秋宾馆和贝尼多尔姆社会始终都是紧密相
连的。实际上，它是贝尼多尔姆市的标志之
一，某种程度上，它“属于”这个村子。它们
二者是相互依赖的，因为贝尼多尔姆的众多重
要活动和会议（有些是地方性质的，有些是国
家性质的）都在我们宾馆举办。我们刚刚把它
的会议室全面翻新了一遍，现在变得更加漂亮
了。我们希望它能接待更多贝尼多尔姆市人。
经过了今年刚结束的翻新工作，现如今它
变成了整个海岸线上集设计、气质和风格为一
体的美丽风景线。特别是它的顶层公寓和复式
套房，可以说是整个黎凡特海滩最精致特别的
住所了，是不是这样？

这样说并不夸张。可以说在整个贝尼多尔姆市
再也找不到像我们的顶层公寓一样的住所了。
我们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我们有著名的技术建
筑师Esperanza Corrales和伟大的室内设计师
Francisco Palacios。他们联手合作为我们打
造出了让人引以为豪的顶层公寓。就我个人而
言，这些公寓让我大开眼界，它拥有一个“无
尽头”的沐浴室，它那大大的玻璃墙壁让你边
沐浴边远眺海洋。这让人感觉非常与众不同。
它还有一个特别棒的阳台，里面有沙发，躺椅
和遥看黎凡特海滩的美丽视野。
它的255个房间，包括卫生间都经过了彻底
的翻新。在这次的翻新工程中，Porcelanosa
集团的建材和设计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这次改建工程中，你们使用了集团的那些新
产品？
因为我们几乎翻新了包括卫生间在内的每个房
间的每个角落，还有宾馆的商业区（餐厅、舞
厅、泳池区、厨房等），这么大的工程，让
我们有机会认识Porcelanosa集团的各种不同
建材。比如说，在卫生间，我们使用了Noken
旗下的配件、屏风和水龙头，这些产品的质量
都是一流的；在房间内阳台的天花板上，我们
使用了Urbatek旗下的XLight大型超薄瓷器铺
面，选用的面表花纹是专为宾馆打造的木质效

果纹理。我们在其他区域也使用了这款铺面，
但是大小是不同的（比如，阳台-泳池上的地
面铺面）。但是，定义了我们整体翻修风格的
建材是Systempool旗下的Krion®。我们在整个
宾馆的不同区域（卫生间、酒吧吧台台面、
自助餐区等等）使用了不同色调和花纹纹理
Krion®材质。
¿您为什么选择了Porcelanosa 集团呢?
答案最简单不过了，我们只选择最好的。在这
个建材领域还有谁能比Porcelanosa做的更好
吗？当面临一个这么大型的翻修工程时，我们
没有犯错误的机会：我们必须一开始就做出最
靠谱的选择。
在翻修工程开始的十八个月前，我们去了

我们知道
我们信任
Porcelanosa
集团的选择是
绝对正确的。
因为结果自会
说话。

上图, 宾馆豪华的复
式套房和它的一个卫
生间，里面所有的物
件都来自Noken品牌，
比如，洗手台和浴缸
上的水龙头出自Urban
系列，Quatro卫生间
配件和Kubec175x78厘
米的独立浴缸。
右图，“无尽头”淋
浴室配用了Noken品牌
中的Neptune Slim 淋
浴头和Urban淋浴。
另一页中，复式套房
里的卫生间，最值得
一提的是，它的淋浴
区配备了Noken品牌
中的Neptune Slim 淋
浴头和Urban淋浴。
洗手台上的水龙头
出自Noken品牌中的
ACRO-N模型。Quatro
卫生间中的附件也出
自这个品牌。房间里
的卫生间都是用了
Porcelanosa旗下Japan
Blanco 31,6x90厘米
的墙壁铺面。

Porcelanosa集团在总部比利亚雷阿尔举办的
展览会，我们非常喜欢我们看到的一切。一看
到这么多展览品，我们瞬间就产生了很多想
法。我们喜欢这些产品身上流露出来的优雅和
独一无二的气质。对我们而言，这两个品质也
是最重要的。我们想用这些建材打造一个温馨
的空间，让人一旦进来，就恋恋不舍，不愿离
开。对我们而言，美观与否只占一半的分数，
最重要的是建材的持续性和可维护性。一家宾
馆总会面临各种不同程度的损毁，所以我们需
要的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耐用建材。所以我
们几乎没有犹豫，就选择了Porcelanosa。因
为我们相信，没人能在质量上胜过它。在比利
亚雷阿尔我们第一次认识了Krion®材质，它
给我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原来从来没
有见过这样的材质。我们宾馆新修的正墙是最
让我们骄傲的部分。我们是整个海岸线上第一
家使用Krion®材质塑造正面墙壁的宾馆。我
们知道我们信任Porcelanosa集团的选择是绝
对正确的。因为结果自会说话。Porcelanosa
集团不仅提供优质的建材，还拥有一支绝对一
流的专业团队。

¿这次翻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自宾馆建成43年以来，它从来没有经历过像
这次一样大规模的翻新工作。这次的翻新几乎
涉及所有空间：正墙、餐馆 、客厅、酒吧、
所有的房间、卫生间、阳台和厨房。我们的
翻修标准也非常高。我们的祖辈就是这样要求
的，我们这一辈肯定也不能破坏它。这次的翻
新肯定要配得上唐潘秋宾馆在贝尔尼多姆的社
会地位和历史。挑战可不止一个，而是两个：
首先，我们必须要在六个月内完成所有的翻修
工作，因为宾馆业的淡季只有这有长时间。经
过18个月的提前准备和不懈努力，我们办到
了，甚至赶在预算期一周就提前结束了工作。
我们把这一周的时间当做了宾馆的“试用期”
（就像“试用”汽车一样），我们只向亲朋好
友开放。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保证在向公众开
放时，它已处于绝对完美的状态。这是一种随
时调整的状态。别人都跟我说这种演练在宾馆
业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对我们而言，这个
经历是非常好的体验，对我们帮助特别大。
第二个挑战，是要保证整个宾馆的本质不
变。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尤其当你要彻

底地翻新它时。我们宾馆的主格调跟阿兹台
克有关，这自打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有个性
的设定，我们管它叫做“灵魂”。我们的这
种格调深受客户的喜爱。我们是说什么也不
愿意破坏它，让它流失掉的。在宾馆重新开
张后，我在我们客户那儿听到的评价之一就
是：“一切都是新的，但是整个宾馆的精髓
和灵魂没有变”。这绝对是目标达到了！ 这
让我想起我的父亲，虽然很不幸他已经不在
了，但是我想他肯定会为我们所做的和所实
现的一切而感到骄傲。
¿结果令人满意吗?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非常满意这个结果。但
是比起我们怎么想，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顾
客怎么想？他们的答案也都是一致的: 他们
也非常喜欢。我们现在只需等待网络上的反
响了。我们的正墙是个值得谈论的话题。它
太惊艳了。白色的泳池、餐厅、阳台、新大
厅和新卫生间也都非常讨人喜爱。在材质和
设计上，我们不能做出比这个结果更好的选
择了。我们非常满意。 /

THE OPTIMIST

一个传奇般的空间
繁华热闹的轩诗尼大道上新张开了一家西班牙餐厅。它的室内设计师
为Rocío Martínez Amoedo，她在整个设计中使用了Porcelanosa集团的
建材，打造出一个集纹理、几何形态和明暗对比为一体的精美设计。
撰文: MARISA SANTAMARIA.

上图，可以看到外部大厅的角
落，使用了两款跟室内设计一
样的瓷质铺面，还有种植了热
带植物的盆栽做装饰。
为引入自然光而设计的硕大的
落地窗与涂有跟大厅瓷砖一样
深绿色的铁质正墙搭配得恰到
好处。左图，酒吧台上的吊灯
是定制的。

右图，优雅楼梯的细
节图。下图，酒吧间
的铁拱门和棚架，
吧台处使用的绿色正
面带格子的瓷器铺面
格外引人注目。
在另一页上，第一层
的客厅，那里有一个
绿色的“孔雀”站在
暖色调的橡木制百格
窗上，而黄色竹子做
成的百格窗起到隔离
宽敞空间的作用。
各种植物和自然小摆
设爬上墙壁，地板是
抛光混凝土地板。
背光的木质餐桌上摆
着几何形体的盘子。

经

过多年的努力，西班牙设计已在世
界设计中占得一席之地，在中国，它更是把
美食和室内设计相结合，打造出一个有一个
不迷信时尚、不追随潮流的独立项目。
香港就像一个流动的国际文化中心，它
的文化杂糅之广让任何一个大城市都相形见
绌，它那庞大的移民群体让它成为中国最不
像中国的城市。西班牙人和由他们主持的美
丽设计也愿意在这里一展风采。于是，

在刚过去的九月份，在繁华的轩诗尼大道上
新开张了一家非常具有西班牙风格的餐厅：
The Optimist 。在这家餐厅里，人们不仅可
以品尝到美食，还可以感受到西班牙民族面
对生活的态度，一种兴高采烈的精神面貌，
一种创造关联和渴求相识的积极态度。
西班牙北部菜系的面貌尽现在餐厅提供的
多汁的菜肴里，更在菜单里丰富的烤鱼种类
中。他们的创始人是Christian Talpo和Manuel

Palacio。早已凭借一家名为El Pirata的意大
利餐厅了解如何攻占香港市场的他们，跟我
们解释说这家餐厅只使用市场上的时令产品
做食材。这两位企业家在说起这个项目的特
点时，反复使用的字眼有：尊重、真实、诚
实和简单。这些字眼看起来跟当下其他成功
餐厅所采用的秘诀格外不符，但是，在他们
朴素的餐饮哲学背后，是一流的食材和精心
服务顾客的态度，而他们想要的装修风格也

深蓝色的墙壁让人联想到大海，它的秘密和传奇。
没有经过特殊处理的图画代表着不完美，原创墙壁上的
纺织材质跟厨房里和酒吧台上精致的铺面形成鲜明的对
比。在员工区和酒吧台区可以看到不同纺织材质和建筑
材质的强烈对比，那里有烘烤过的粗糙泥砖，覆盖着抽
油烟机的黄铜金属，也有画有精美图案的Porcelanosa
旗下的AntiqueSilver 59,6x59,6 厘米瓷砖铺面（厨房周
围的地板和墙壁铺面）和 Porcelanosa旗下带白色凸起
的Dover SpigaCaliza 31,6x90 厘米瓷器铺面。

是如此，所以他们二人找了Rocío Martínez
Amoedo来担任餐厅的设计师。
Rocío的职业生涯开启于她与伦敦GMW
Architects工作室的合作项目，又在西班牙先
后与Teresa Sapey，Pascua Ortega 和
Touza Arquitectos 工作室合作。然后，她以
自由建筑师的身份，担任了Lobby Market
和 Lola&Co等餐厅的室内设计师。在2014年
开始广泛在亚洲大陆活动。她在亚洲的第一

个项目位于海口，与Ortiz León建筑工作室联
合打造了一家西班牙餐厅，然后在香港参与
了Pirata 集团的一系列餐厅设计，其中包括
The Optimist餐厅。
在整个餐厅设计中定义了整体气氛的关
键设计是灯光。被笼罩在格子条里的昏暗灯
光不仅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气氛，还与瓷器上
的花纹和东方传统的明暗对比搭配得相得益
彰。当Rocío向我们解释如何欣赏这个设计

作品时，她跟我们这样解释说它的环境氛
围：“在The Optimist，现实跟传奇融合，打
造出一种永恒的、梦幻的、充满魅惑感的西
班牙式空间。他们主人的流浪传奇也赋予整
个空间和气氛一种传奇感，他们在香港这样
一座城市打造出一家如此特别的餐厅，昏暗
的灯光和低矮的楼层并没有影响它的美丽，
反而在宽阔的空间中尽力营造出一种奢华的
感觉。” /

左图，面积为2508平方米的带隐藏钉
的Butech科技瓷通风正墙，使用的瓷
器为Urbatek旗下的大板块瓷器。更确
切的说，一款专为此大型项目设计的
奶油色的瓷砖，它有两款尺寸可选：
59,6x120 和 29,7x120 厘米。
上图, 大厦的宽阔前厅。

PORCELANOSA 集团项目

纽约克莱尔大厦
在曼哈顿最独特和最具魅力的区域之一，上东城，Manuel Glas Architects
工作室策划了一座豪华公寓楼。这个公寓楼从里到外都使用了Porcelanosa
集团的建材：外面通风正墙由Butech打造，使用了Urbatek科技瓷器；
内部则使用了Porcelanosa的瓷器，卫生间由Noken打造。

自左向右，克莱尔
大厦一个公共区域的
露天阳台，它还连
着健身室和社区活动
室：公寓里一间复
式套房中的客厅、
餐厅和厨房。阳台上
搭配着Porcelanosa
旗下的Oxford
Antracita14,3x90和
22x90厘米瓷砖，使用
了Butech旗下室外陶
瓷基座高地板设计。
下图，一间公寓内
部的客厅、餐厅和
厨房。

克

莱尔大厦，Porcelanosa集团
最近参与的几个项目之一，位于曼哈顿极具
魅力的上东城。
它由Manuel Glas Architects (glas-arch.
com)工作室主持设计，是一座有19楼层高的
豪华公寓大厦，里面有三十间精美公寓。
每间公寓都宽敞明亮，精致优美。有的套间
只带三间卧室，占地面积为180到920平方米
不等，也有占地面积更广，带四个卧室的顶
层公寓。这些顶层公寓都是高顶设计，带有
天窗和阳台。
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位于301 E 61st
大街 ，中央公园和东河之间，靠近皇后大
桥。并且它那大型落地窗的设计，让它拥有
了几乎能俯瞰全纽约的美丽视野，这也是这
个项目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另外，户外的
阳台设计更是方便了住户欣赏美景，使用了
Porcelanosa旗下的Oxford Antracita铺面，并
采用了Butech旗下室外陶瓷基座高地板设计。
克莱尔搭设的内部设计是内敛并优雅的，并

按照钟表顺时针，自
左向右，一间主卧室
里的卫生间，
使用了Carrara
Blanco Natural
59,60x59,60厘米的
地板铺面和 Carrara
Blanco Natural
59,60x120厘米的墙壁
铺面（美国尺寸）。
其他家具等附件都出
自Noken；克莱尔大厦
中一间带美丽视野的
房间；由工作室设计
的厨房。

且它那巨型的，有时候甚至达5米半的，落地
窗设计，让它拥有绝佳的采光条件。
工作室专为卫生间打造的感性设计非常
引人注目，它的地板和墙壁铺面都选用了
Porcelanosa 旗下受经典大理石启发而设计
的瓷器铺面。地板上选择了Carrara Blanco
Natural铺面，墙壁上则选择了米色的Kali
Crema铺面。另外，Porcelanosa Grupo通过旗
下的Noken品牌，也负责公寓的卫生间组合设
计，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它为洗手台选用
了46厘米宽的Azor面表。
Butech通过它那强大的外观设计能力也参
与到克莱尔大厦的设计中来。它提供了一堵
带隐藏钉的科技瓷通风正墙，整个正墙的面
积差不多2508平方米，使用的瓷器为Urbatek
旗下的大板块瓷器。更确切的说，这是一款
专为此大型项目设计的奶油色的瓷砖，它
有两款尺寸可选： 59,6x120和29,7x120 厘
米。 /

项目 /

S ON RIC H

住宅区

飞地上的精品
美丽透明的港湾、带瞭望塔的宏伟磅礴的城堡、石头街道等数
不清的理由都让贝古尔成为人们享受休闲时光的美好地方，一个
充满电影感的舞台。这也成为拥有四十余年经验的地产商Indemur
Investment选择这块布拉瓦海岸飞地来修建Son Rich住宅区(www.
sonrichresidences.com)的原因。这个住宅区拥有55个靠近贝古尔市中
心、带花园、游泳池和观山视野的精美公寓。
Obrein 建筑团队负责整个项目的设计，并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既
保护设计流畅度又注重环保节能功能的现代空间。它正墙使用了
Butech科技，并同时采用了Systempool旗下的Krion® Snow White材质
做铺面。为了安装面朝地中海的巨型落地窗，使用了Urbatek 旗下的
X-Light。所有的住宅都配有电梯和使用了空间循环科技的最新空调。
整个项目的面表设计都选用了Porcelanosa 集团作为它唯一的
供销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地板选用了Mini Eden 天然木地板，
外部游泳池区的脚手架选用了Styledeck Plus Brown 铺面，这两者
都出自L’Antic Colonial 旗下。厨房选用了Gamadecor旗下Premium
Collection里的高端产品。卫生间用具选择了Noken品牌，另外卫生间
的墙壁铺面选自Porcelanosa 和Urbatek两个品牌。 /

3

1. 住房的一侧， 使用的
Systempool旗下 Krion®
Snow White 材质让整个
住宅都看起来都非常宽阔
明亮。
2. 面海的正墙，带日光浴
的泳池，外部脚手架上铺
有L’Antic Colonial 旗
下Styledeck Plus Brown
210x14,4x2,2厘米铺面。
3. 客厅和餐厅区宽阔无
比，拥有极美的观海视
野。室内和室外都统一铺
有Urbatek旗下的无釉Neo科
技瓷器，但是上面有不同
的纹理。
4. 使用了Noken旗下产品的
卫生间之一，比如洗手台上
的水龙头和出自Lounge系列
的淋浴头。
5. 由Gamadecor专业团队打
造的Porcelanosa Premium
厨房。

1

5

2

4

项目 /

M L3 E V O L U C I Ó N

ML3， 位于乐凯如中心的可变大厦
如果只看37+26这两个数据的话，这并不说明什么，但是如果说
37是一间自地板到天花板上都铺满了叶状铺面的宽敞客厅的宽度，
而26则是房间的阳台的宽度的话，那就彻底不一样了。这就是ML3
Evolución项目的新面貌，里面的公寓除了有宽阔的客厅和阳台外，
还带两间、三间或四间按天气和节气不断变化的卧室。
这座大厦位于潘普洛纳市的一个新修小区，乐凯如小区，它是
Construcciones Muroa (muroa.com) 地产开发商策划的第三座建筑
物。跟第一阶段修建的Muroa Lezkairu大厦和已差不多建成的Muroa
Lezkairu 2一样，这次他们也选择了使用Porcelanosa集团的建材来打
造这个极具现代风格的空间。所以，我们看到ML3选用了Porcelanosa
旗下的实木花纹大板块地板瓷砖，Gamadecor 旗下Emotions系列的厨
房，里面厨具都使用了Krion® Snow White材质做包面，来自Noken 和
Systempool 旗下的卫生间。另外还有可能选用Porcelanosa旗下的其他
若干款墙壁铺面，比如Rodano, Dover, Barbados, Safari 和 Carrara
系列铺面。 /

1

4

3

1. ML3 Evolución 位于乐凯
如小区最独特的位置，正对
潘普洛纳网球俱乐部。
2. 住房中的阳台设计部分
是统一的，但是也有一部分
可根据顾客的采光和隐私设
置需求进行灵活变动。
3. Muroa Lezkairu 2 项目
有可能在Ascot或Oxford系
列实木纹理瓷砖中进行选
择，有多款颜色可供选择。
4.另外, ML3 Evolución项
目中的地板铺面也可能选
用Porcelanosa旗下的Ascot
或Chelsea系列实木纹理
瓷砖。
5. Gamadecor旗下的
Emotions, 一个开阔的、
明亮的完整的空间。洗碗
机使用了Systempool旗下的
Krion®包面。
6. Muroa Lezkairu 2项目
中的卫生间之一，色调和纺
织材质都选用了暖色系，并
搭配得十分和谐精致。可
在Porcelanosa旗下的Rodano
和 Dover系列中选择二十
多种不同的瓷砖。可选择
Systempool旗下的带仿雨
效果喷头的Ecoefficient淋
浴柱，RAS – Krion® Bath
淋浴盘，RAS – Krion®
Bath地面洗手台，RAS –
Krion® Bath浴缸，
Attica 9 玻璃屏风和Bend
柱。最后，水龙头和镜子出
自Noken品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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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TUK design
PORCELANOSA presents a seamless cement finish
featuring elegance and superior durability

PREMIUM wall covering for the new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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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 CE LA NOS A E X P E R I E N C E

专业人士之间的交
流和访问

下图，参观位于
比利亚雷阿尔
Porcelanosa集团的
总部。

以Porcelanosa Experience为名，今年9月份29号和
30号两天，Porcelanosa集团在它位于比利亚雷阿尔的总
部举办了一场展览会议，其间面向70多家房地产开发商
展览了他们的最新产品，同时也向它们展现了与国际级
别的大品牌合作的优点和便利之处，比如，他们不仅提
供个性化的目录，还提供市场营销工具，或者产品的项
目信息或图表。这次活动与Asprima联合举办，由Asefa
Seguros， Bizionar 和 Uponor赞助。在整个活动期间，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几个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市场部部
长不仅有机会参加Porcelanosa集团旗下所有品牌的展
览，还可以参观瓷器制造层并亲眼观看集团所使用的先
进科技技术。另外所有前来参观的专业人员都可以参加
由我们的培训师和讲师Victor Küppers主持的有趣的、
热情的、极具启发性的讲座。
这次活动受到所有邀请者的一致称赞，由此而衍生出
了第二次展览会议：第二届Porcelanosa Experience 将
于2017年3月2号和3号举办。届时兼企业家、老师、会议
主持人和培训师多项职业为一身的Emilio Duro先生会
前来参加。 /

Victor Küppers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
几个大型房地产开发
公司的市场部部长
前往瓷器制造层参观
Porcelanosa集团先
进的生产科技。
左图，所有房地产开
发商大合照。

“我的名字是Victor Küppers. 我
于1970年3月23日出生在荷兰埃因霍
温市。我住在坎普罗东和巴塞罗那。
我信奉上帝，我的座右铭是：“让
每个接近你的人都变的更美好，更幸
福。”这是一位曾经是部长，但后来
投身于培训事业的人的自我介绍语。
然后他做了大量考察，阅读书籍，
鼓励周边的人变得更加幸福。Victor
Küppers 目前致力于推广座谈会，正
如他在Porcelanosa Experience的座谈
会上所变现的一样，动机、热情和激
情是他座谈会中的绝对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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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 service (+86) 21 54355610
w w w. g a m a - d e c o r.c o m

XLight Premium Lush White Nature 120x120cm & 120x250cm

U R B AT E K C E R A M I C S , S . A . - C T A . N - 3 4 0 K M 5 6 , 2 CP 12540 VILA-REAL, CASTELLÓN ESPAÑA. TEL. (+86) 21 54355610

创造现代家居空间
THROUGH-BODY PORCELAIN TILES BY PORCELANOSA GRO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