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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丝不苟的老派绅士，内心却不失狂野；维多利亚时代的
严谨裙装下面，散漫之心已在天外⋯⋯保守与前卫，矜持
与不羁，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装饰着伦敦这座丰富醇厚的
城市。打开此页，与Noblesse一同分享伦敦的过去与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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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olas Grimshaw
建筑师眼中的伦敦

尼古拉斯·格里姆肖(Nicholas Grimshaw)是英国著名
建筑师，他设计的建筑遍布纽约、伦敦、墨尔本和悉
尼，并已赢得超过150个国际设计奖项。Noblesse专
门采访到了这位杰出的建筑师，请他从建筑的角度谈
谈对于伦敦的看法。

Noblesse：作为一个长期在伦敦生活的成熟

建筑师，你如何描述伦敦的建筑景观？

Nicholas Grimshaw：关于伦敦城市现状最有

趣的一点是它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一些大

片的区域给人一种长久恒定不变的深刻印

象，比如南肯辛顿，那就像是一个由大量低

矮的连排房屋与绿树成阴的街道构成的保护

区。就建筑的角度来说，在伦敦范围内被允

许“展翅高飞”的地区是市中心、金丝雀码

头以及全新的奥运地块。但这些地方同样受

到相当的控制和限制，以免影响到伦敦的其

他区域。我相信，当人们说他们喜爱伦敦

时，不但因为那些街头景观、大片绿化和精

美广场，还因为这个城市在总体平衡上的良

好把握。

N：在建筑方面，是什么让伦敦在世界各大

城市中显得独一无二？

G：我猜想伦敦有着世界上最严格的建筑规

划法规。所有允许建造摩天大楼或高层办公

楼的地块都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你的建筑

计划必须在各方面都体现出极高的品质，因

为伦敦的每个规划办公室都会仅仅因为不喜

欢某方面设计就拒绝批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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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劳埃德大厦；

Zaha Hadid设计的水上

运动中心；

圣保罗大教堂；

Nicholas Grimshaw完成

的Eden项目；

Sir Norman Foster大厦。

N：你觉得什么是伦敦最有趣的的建筑物？

为什么？

G：那毫无疑问是由理查德·罗杰斯设计的劳

埃德大厦和Leadenhall大厦。我们建造过一个

规模相较而言更小的精致综合办公楼S t 

Botolph，用来推广一种小镇式工作而非写字

楼式工作的理念。较之高耸的摩天大楼，这

些高度相对低矮因而更接地气的楼宇其实在

伦敦更受欢迎。

N：为了举办奥运会，伦敦兴建了不少新的

建筑物和运动场馆。有哪些是你比较喜欢

的？为什么？

G：我很欣赏两个优秀的奥运建筑。一个是

Michael Hopkins设计的自行车馆，十分简洁而

且具有出色的可持续发展性。另一个是Zaha 

Hadid设计的伦敦水上运动中心，它的外形非

常壮观。

N：对于来到伦敦的游客，你会建议他们去

哪些公园或是户外景观游览？为什么？

G：海德公园加上圣詹姆斯公园和摄政公

园。它们构成了一个体验田园风貌的大轨

道，而不仅仅是用来散步的小型绿化广场。

人们还可以去缙庭山顶，在那里可以饱览伦

敦的绝美风光。而里士满公园相对较少游客

造访，那里既能感受到乡间气息又能欣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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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肯中心

巴比肯中心(Barbican Centre)是欧洲最大的艺术中心，囊括多种

文化平台，如艺术画廊、剧院、电影院以及伦敦交响乐团的驻团场

地巴比肯音乐厅(Barbican Hall)。建筑群采用多层次布局，其野兽派风

格历来争议不断。虽然它曾被评为“伦敦最丑陋的建筑”，但也凭

借庞大的规模和项目所体现的凝聚力和野心，作为拥有特殊建筑趣

味的场地而得到广泛认可。这里处处点缀着礼品店，出售现代派家

居产品及精美的设计展目录。

www.barbican.org.uk

伦敦设计博物馆

Terence Conran创立设计博物馆时，着重把最前沿的当代建筑和

工业设计引入当代文化中。这座现代派风格的建筑可以饱览泰晤士

河的美妙景色，已成为伦敦创意界的灯塔。博物馆举办的展览非常

受欢迎，涵盖各个设计类别，如汽车设计、平面设计等，与馆内永

久收藏的代表性设计作品相得益彰。设计博物馆还收藏有商业设计

作品，以此彰显商业设计在日常生活及现代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它

是最先把批量生产的家居用品置于画廊环境里的机构之一。

designmuseum.org

没人会否认伦敦的国际化和多元性，但这座古今融合的大都会有时看来
却仿佛是一个由许多村庄、小镇集结而成的综合体。这里的每个区域都个性迥异，

但无论何处都不会缺乏创意。

寻访伦敦创意源头

Heal’s
Heal’s是家族经营的室内装潢百货商店，拥有超过200

年历史。陈列室坐落在Tottenham Court Road专门建造的建筑

内，这栋建筑如今被视为零售业建筑的里程碑。Heal’s在全

英国有6家门店，但位于伦敦中央的陈列室无疑是其王冠上

最美丽的宝石。Heal’s提供齐全的家居产品，从沙发和床等

大型家具到小件的家具饰品、礼品和盥洗用品，应有尽

有。Heal’s的基本原则就是与熟练工匠及设计师合作，创造

精美实惠的家具。

www.heals.co.uk

The Dock by Tom Dixon
Tom Dixon已成为英国创新产品设计的代名词。自从他

在伦敦西部的Portobello Dock开设陈列室，只用了3年时间，

这片区域就成为设计爱好者的圣地。The Dock原是维多利亚

时期的仓库，现在它不但成为Tom Dixon全系列照明及家具

产品的大本营，还展示其他国际设计师及品牌的精选设计

产品。设计专业人士可随意浏览陈列室和材料库，为建筑

和室内设计项目寻找参考和灵感。The Dock还提供临时设计

展、室内及户外装置作品。

www.tomdixon.net

Designers Guild
Designers Guild由室内设计师Tricia Guild创立、位于伦敦

切尔西区国王大道的一个时尚角落，地理位置优越，占据5

个单位，内设面料和墙纸陈列室、室内设计工作室和两间

面积颇大的家居店，提供缤纷多彩的家居装饰产品。绚丽

的图案和色彩化身为各种时髦的房间布置，还有香薰蜡烛

和鲜花作装饰。融合多种图案的独特设计虽然未必能满足

每个人的口味，但Designers Guild绝对是为家居纺织品找寻

新灵感的理想去处。

www.designersguild.com

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

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简称

V&A)，是世界领先的艺术和设计博物馆。永久馆藏为免费参观。其

中包括举世知名的Cast Courts，由两个大型展厅组成，展出世上最

有名的雕塑复制品、拉斐尔绘画及综合时装馆藏，包括18世纪俄国

军装和摇摆60年代的Mary Quant式服装。V&A还举办各种临时展览活

动，目前正在举办的是3D设计师Thomas Heatherwick的首次大型个

展；今年稍后还将举行好莱坞戏服展。

www.vam.ac.uk

Established & Sons
Established & Sons肩负的使命，就是将世界著名的英国设计天

才与挣扎求存的英国制造业团结起来。自2005年成立以来，他们就

与英国顶尖设计师合作，推出设计前卫的当代家具和照明产品，赢

得了各方赞誉；近年来其合作对象更扩大至众多国际设计师。其陈

列室现在也对公众开放，但由于位置并不起眼，只有内行人才能找

到。陈列室以水泥墙壁和高高的天花板为背景，衬托各种精彩设

计，其中包括品牌推出的高端限量版家具。

www.establishedands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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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blesse：你的职业生涯十分多元化：7岁时

当过儿童演员，后来为Vivienne Westwood工

作并学习时尚知识，最终转到产品与室内设

计领域。早期的职业经历是否影响到你当前

的家具设计？

Lee Broom：我的戏剧背景在潜意识里影响着

我，让我的设计自然而然地非常戏剧化。每

次设计我总是特别注意最后的展示以及该系

列的外观。时尚对我的设计是有意识的影

响，我的“Salon”（沙龙）系列就是明显的

例子，譬如其朋克饰钉与皮革。我热爱时尚

摄影，拥有成堆的上世纪 9 0 年代初的

LEE BROOM
冉冉升起的设计新星

超的专家，比如在家具业，我最近

的“Salon”系列便是与他们合

作的。举个例子，脚凳需要800

个手工装配的饰钉，我却发现

有人制作时竟可以不借助测量

工具，因为他们的目测是那样

精确。英国制造业有些人寻找

灵感的方法就是与新设计师合

作，以新方式使用熟悉的材料。开明的手工

艺人相信任何设计皆有可能，找到他们事情

就成功了一半。

N：今年4月，你在米兰家具展上举行了首次

个展。此次展览题为“Public House”（酒

馆），汇集了你过去5年的杰作。你为何选择

英国酒吧作为灵感来源？

B：我觉得酒吧很迷人，走进传统的伦敦酒

吧，就仿佛回到了过去。许多酒吧自维多利亚

时代以来几乎没有改变，有着怀旧的气氛。现

在媒体已经大大改变了我们的沟通方式，而大

家在酒吧中交流的方式却保持不变。从室内设

计的角度看，许多细节也颇为传统。我最喜欢

英国当地人光顾酒馆的方式，常客三十年如一

日地光顾同一家酒吧，总是坐在固定的位置。

一得知有机会在米兰举行展览，我就打算展出

具有独特英国风味的事物，而酒吧是显而易见

的选择。我不想在常规的白色立方体空间中展

出。“Public House”是超现实版的传统酒吧，

事物在此被解构，飘浮在空中——有点扭曲的

世界。“Public House”的主题还有另一重关

联，展览期间我推出了为百龄坛(Ballantine)威士

忌设计的酒瓶。这款酒瓶是限量版，将于9月

发售。

英国设计师Lee Broom正迅速成为设计界新星。入行
5年来，他在世界各地设计了多家时尚的酒吧和餐
厅，赢得了British Design Awards的“年度设计师”
称号，并凭借广受大众欢迎的家具展览而成为伦敦设
计节的焦点人物。

《Vogue》杂志，不时会翻一翻寻找灵感。建

筑，特别是历史建筑，深深地影响着我。有

人说，若想体验伦敦，走路时不妨抬头看，

其实这还挺考验人的，一不小心就被车撞倒

了。但这说法很有道理，我们周围的建筑有

许多迷人的细节，若不抬头看便错过了。我

为Heal’s设计的“Architrave”（楣梁）系列，

就是受了建筑嵌线和上楣的启发。看向门的

侧面时，我看到的也许是一盏灯，或咖啡桌

的一边。这就是用新方式去观察熟悉的事

物。我能吸收图像，储存起来为未来所用，

就像视觉存档系统。

N：你的工作室设在伦敦繁华的时尚和艺术

区Shoreditch。你能否向我们推荐你在附近所

看到那些富有启发性的事物？

B：伦敦总是不断出现各种新鲜事物，它就

是这样一个不固定的场所。James Plumb设计

了东伦敦的Hostem男装店，我认为他聪明而

独到地运用了升级再造(up-cycling)概念。要恰

当地运用这个概念可不简单，因为它有点像

一门技术，但Hostem的设计很时尚。我最近

还去了伦敦西区的啤酒馆The Riding House 

Café。这家店以工业方式运用回收材料——

纽约的很多场地都在恰当地运用这种方式。

而在伦敦，我们做的是“破烂时尚”，但有

时做得实在有点太破烂了。令人耳目一新的

是，The Riding House Café精心考虑了所有细

节，并且都布置妥当。一般来说，我会尽量

避免过分关注身边的潮流，我宁愿从不同的

媒介和时代寻找灵感。

N：你的设计公司承诺与英国工匠合作，这

让你成了英国制造业的代言人。为何你觉得

这样做很重要？

B：目前看来，这样做很适合我们，但我总

是保持开明态度，在公司的成长中继续审

视这种做法。英国现在还有很多手艺高

•  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

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Central 

Saint Martin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拥有世界一流的声誉，以实

验性方法教授预科、本科及研究生

水平的艺术与设计课程。时装设计

师Stella McCartney、Gareth Pugh，

建 筑 师 及 平 面 设 计 师 T h e o 

Crosby，艺术家Peter B lake、

Anthony Gormley等都是该校的毕业

生。圣马丁的各个分部曾分散在伦

敦多个地方，但去年统一搬到了国

王十字(King’s Cross)地区的中央

枢纽。全新校舍提供明亮的现代空间，供美术、平面、传播、产品与

空间设计、时装、纺织品及表演专业的学生学习之用。除新校舍外，

学院也引入了新课程，如摄影硕士课程、艺术与科学硕士课程。产品

设计学士课程凭借强大的业界联系而闻名，其毕业生流向Panasonic、

LEGO、Zaha Hadid Archirects等著名公司。（右图）

www.csm.arts.ac.uk

•  皇家艺术学院

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简称RCA)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艺

术与设计类研究生大学。艺术家Henry Moore、David Hockney和Tracey 

Emin，产品设计师Edward Barber和Jay Osgerby，以及Burberry的时装

大师Christopher Bailey等都是RCA的毕业生。去年《Modern Painters》

杂志采访艺术界专业人士，据此制作了英国艺术院校榜单，RCA在其

中名列第一。学校位于肯辛顿戈尔(Kensington Gore)的优越位置，旁边

是艾尔伯特音乐厅(Albert Hall)。RCA等高校及博物馆群组成的区域被

称作Albertopolis，从海德公园一直延伸到V&A博物馆。

RCA有超过1,000名在读硕士生和博士生，并有100多名专业人士任

教，除学者、著名艺术与设计界从业者之外，还有专家、顾问和杰出

的客座教授。RCA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海外学生的比例很高。RCA

提供20种艺术与设计类课程，其中声誉极佳的有建筑、汽车设计、摄

影、工业设计、传播设计、时装等。

www.rca.ac.uk

•  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

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Chelsea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令人印象深刻

的建筑毗邻泰特英国美术馆(Tate Britain)，在通向泰晤士河畔的宽大院

子里，艺术和设计专业的学生融洽共处。该学院提供包括预科、暑期

课程及博士水平在内的丰富创意课程。中央圣马丁、坎伯韦尔艺术学

院、伦敦时装学院、伦敦传媒学院、温布尔登艺术学院，再加上切尔

西艺术与设计学院，共同组成了艺术界领先机构——伦敦艺术大学。

从预科水平到硕士水平均提供室内设计课程。学院非常强调受雇主重

视的资格课程，学生可以把设计行业的工作经验作为教育的一部分。

这里还提供平面设计传播及展览策划硕士资格课程，帮助有志于进入

博物馆及画廊工作的人士做好准备。学院的博客很有意思，介绍了学

生的精彩作品。在此学习过的知名校友包括1997年特纳奖得主Gillian 

Wearing、森万里子、Richard Deacon和Chris Ofili等。

www.chelsea.arts.ac.uk

伦敦艺术设计院校一览

（本页）“Salon”系列；

（右页）上：Decanter 吊灯；

                  下：Club Chai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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