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如画
时间艺术画廊中的最新
腕表款式

引领 潮 流
“古宝琳宝石评级”
提供参考方向

充满诗意
献给巴西北部舞蹈
的沙丘的颂歌

E D I T O R I A L DEEPLY INSPIRED

珠宝首饰或手表也不是必不
可少的生活必需品。但它们极
大地美化和丰富了生活。那么
它们也是艺术吗？当我仔细观
赏古宝琳的商品范围时，答案
就很清楚了。我们工作室的珠
宝，以及我们合作伙伴制造商
的精美钟表，都包含了如此丰
富的创意和灵感，它们表达了
创作者如此伟大的创造力，以
至于它们无愧于艺术品的赞誉。
所以说，我们非常幸运，艺
术每天都与我们相遇相随。我们
也因此想在本杂志最新一期的“
深受启发”中，带您踏上穿越这
个世界的一次小旅行。我们精选
的艺术领域与视角值得您期待。

稀有的斯里兰卡帕帕拉恰蓝宝石迷人的内在世界呈现出奇妙的形状，让人联想到晨曦辉映下，
一只鸟儿展开了美丽的翅膀。在gubelin.com /aurora上可浏览有关“绯红羽翼”
鸡尾酒戒指及其灵感来源的更多信息。
02

古柏林-源自1854的瑞士家族企业

封面照片：阿蒂拉·哈特维格（Attila Hartwig）

深 受 启发

F o to s : X X X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如果只是想要生
存，我们可能不需
要艺术，但是我
们若想过上充实
的生活，则离不开
艺术。”

如果没有艺术，我们的生活
会是什么样呢？会感觉很空
虚。想象一下，如果没有音
乐、没有绘画、没有戏剧、没
有文学。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世界？艺术丰富我们的生活、
给我们带来挑战和娱乐，感动
我们、激励我们。脱离了经常
支配我们日常生活的事实和数
字，艺术创造了自己的表达和
感知方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
见解和洞察力，有了艺术我们
才成为完整的人。如果只是想
要生存，我们可能不需要艺
术，但是我们若想过上充实的
生活，则离不开艺术。

因此，我们让常隐于人后的
艺术之神来到聚光灯下，来参
加我们的拍摄——她将向各位
展示 古宝琳珠宝的最新系列作
品。我们参观了一家为艺术家
和修复工作者自行研发颜料和
重现老旧颜料的小型工厂。 我
们将向您展示手表内部的小艺
术品，并向您讲述，它们是如
何制作的。我们将向您介绍来
自我们家乡卢塞恩的音乐瑰
宝，并踏上卢加诺的文化之
旅。当然，您也会在本杂志上
看到在我们的工作室里创作的
独特的艺术作品。
让艺术和这本杂志给您带去
娱乐的享受、渊博的知识和源
源不断的灵感。
此致
拉斐尔•古宝琳（Raphael
Gübelin）， 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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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曲线

那条名为“Dancing Dunes”（跳舞的
沙丘）的珠宝项链，是献给巴西波
澜壮阔的沙丘景观的一首充满诗意
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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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里的艺 术

了解“Dancing Dunes”珠宝项链是
如何一丝不苟地精心制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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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大师之作

古宝琳珠宝工作室的全新力作：吊
灯耳环和独一无二的鸡尾酒戒指

20

现代线条

“装饰艺术”风格产生于 100 年
前——时至今日仍然经久不衰

22

缪 斯女神

大多数时候缪斯女神都是隐身
的——但在我们的珠宝拍摄中我
们让她成为了主角

36

我行我素

贾斯汀·莱昂 ( Justin Leone) 被认
为是侍酒师中的摇滚明星 - 他向我
们展示了，什么能带给他灵感以及
是什么塑造了他

图片：斯蒂芬·格拉斯（Stephan Glathe）(左)， 图片：大卫·史泰龙（Davide Stallone）
（左），马库斯·伯克（Markus Burke）
（左），迈克·克鲁格（Mike Krueger）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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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术磁铁

卢加诺是艺术圈内的热门地点：在
这座提契诺州的城市中漫游

48

音乐瑰宝

琉森交响乐团正在走向世界之巅：
新的首席指挥、新的演奏曲目和新
的乐团之家

52

颜料炼金师

这家来自阿尔高的家族企业致力
于根据历史流传的和自己的配方寻
找和发明颜色

73

虚拟的灵感源泉

在古宝琳创新的“Virtual Salon”
（虚拟沙龙）中，您现在可以通过
视频获得细致详尽的咨询

60

分毫不差

用一个简单的数字表示质量：通
过“Gemstone Rating”（宝石评级）
，古宝琳为购买有色宝石的人群提
供了更多的参考方向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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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图片：La i f/ M a rco S i m o n i /ro b e r t h a rd i n g

雨水落下时，这片沙漠开
始恢复生机。闪烁着蓝绿
色波光的泻湖时隐时现，
白色的沙丘上演着迷人的
元素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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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弧度
这条名为 «Dancing Dunes»（舞动的沙丘）的项链是对巴西北
部壮观沙丘景观的一首诗意的颂歌——同时也是古宝琳珠宝作
品中展示的能力与透明度、伦理与美学、手工工艺与科学之间
无与伦比的配合的证据。

制作这条项链的灵感来自于这颗巴西祖母绿（4.11 克拉），它同时也是这条项链的主石。

这颗巴西祖母绿内部的这些被称为“花
园”的结构，让古宝琳珠宝的设计师联
想起巴西令人陶醉的沙丘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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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穿越的丛林、令人震撼
的亚马逊、狂欢节上多姿多彩
的快乐、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极富想像力的建
筑或是那灵动的足球：巴西的
确让人浮想联翩。但大约很少
有人会联想到沙漠。然而它确
实存在：”Lençóis Maranhenses”
（拉克伊斯·马拉赫塞斯），
一个位于这个南美国家北部的
1,550
平方公里的沙丘景
观，1981 年起被提升为国家公
园。这条“马拉尼昂的床
单”——巴西人这样形象、准确
地称呼这片历经风与水的打磨

形成的令人震撼的沙地，它从
大西洋沿岸一直延伸到内陆 40
公里。
“Lençóis Maranhenses” 不是
一片常见的、荒凉的沙漠，该
地区有时会有极多的雨水。闪
闪发光的水面蜿蜒地穿过沙丘
景观，使其慢慢变成绿色。闪
烁着蓝绿色光芒的泻湖波光粼
粼，紧紧依偎在如波浪般柔和
地弯曲、起伏的沙地中。沙子
中流动的结构仿佛在翩翩起
舞。事实上，元素间的游戏确
实每天都在改变景观：泻湖来
来去去，沙丘四处移动。

古宝琳珠宝的设计师在用显
微镜细致入微地观察一块产自
巴西的祖母绿的内部时，在那
里也发现了同样的弧线结构，
于是他们便联想到了这种独特
的沙丘构造。这些结构是在数
百万年的漫长过程中逐渐形成
的，它们就像指纹一样独一无
二。是它们赋予了宝石独特的
品格，而祖母绿则被诗意地称
为 “Jardin”（法语中的花园）。
设计师在祖母绿内部看到的
形状和颜色激发了他们的灵
感，创造了一条高级珠宝项链
并以一个响亮的名字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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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定制珠宝项链 «Dancing
Dunes»：镶嵌圆钻的弧形元素对
应沙丘景观的曲线，其间闪烁着
采用不同切割工艺、形状各异的
祖母绿宝石。

显而易见，巴西北部拉克伊斯·马拉赫塞斯国家
公园 «Lençóis Maranhenses»里连绵起伏的沙丘，
为古宝琳珠宝的设计师创作 «Dancing Dunes»
项链提供了灵感。

名，”Dancing Dunes”。他们遵
循自己的灵感，设计了用圆钻
镶嵌的弧形元素，与祖母绿的
内部结构以及 “Lençóis Maranhenses” 沙丘的形状相类似。
在项链的中心位置，那块产
自巴西的水滴形祖母绿（4.11
克拉）闪闪发光，这条项链的
灵感就来自于它。四周环绕着
一圈钻石，在它的上方，古宝
琳珠宝的标志性红宝石仿佛悬
空漂浮着。项链上的两排钻石
也用闪闪发光的祖母绿宝石连
接起来，线条逐渐变细，就像
沙丘慢慢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
一般。这条项链镶嵌了凸圆形
祖母绿、阶梯式切割和圆形切
10

面祖母绿。令人叹为观止的多
样性让项链看起来分外生动。
一般来说，人们总是把祖母绿
与自然、再生以及肥沃联系在
一起。
透明、安全的来源地
尽管在外观上各不相同，但
这条项链上的祖母绿都有一个
共同点：它们来自同一个矿
场。此外，那块水滴形的主石
还附有“翡翠鉴定”的认证标志。
为此，在矿场将基于 DNA 的纳
米标签插入到祖母绿晶体中，
其中包含有关确切矿山和开采
时间的信息。“翡翠鉴定”过程是
由独立的专家在现场完成。 这

些纳米标签在光学显微镜下是
不可见的，但是可以再次移除
并用特殊的设备进行解码。
以 “Dancing Dunes” 为例，
可以肯定，这块水滴形的主石
来自米纳斯吉拉斯州伊塔比拉
的贝尔蒙特矿。时至今日，专
业的实验室也已经能够利用内
部的典型结构来确定宝石的地
理来源。多亏了纳米标签，“翡
翠鉴定”现在可以准确地追溯到
每一座矿山。
这项鉴定是古宝琳公司发起
的一项创新性的倡议
“Provenance Proof”（原产地证明）中
的一个部分。”Provenance
Proof” 研发出了多种不同的技

术，旨在让宝石价值链上的每
个步骤都变得透明——古宝琳
在该领域处于全球主导的地
位。因为客户越来越想了解所
用的宝石或贵金属的确切来源
和开采条件。
这种对道德和透明度的承诺
不仅只是限于祖母绿宝
石。”Dancing Dunes” 项链中的
所有钻石和贵金属均来自责任
珠宝业委员会 “Responsible Jewellery Council”（RJC）认证的具
有可持续性的来源。古宝琳珠
宝的每一件首饰都用一颗红宝
石装饰，它代表公司 “Deeply
Inspired”（深受启发）的理
念，这条项链上的这颗红宝石

是在格陵兰开采的，并可以追
溯到由 RJC 认证的那座矿山。
此外，”Dancing Dunes” 项
链也被登记在原产地证明区块
链 “Provenance Proof Blockchain” 内。就好像记录在数字“
日志”中一样，价值链上的所有
活动都被妥善地记录和保存。
这款高定珠宝项链不仅证明了
古宝琳珠宝工作室超高的工艺
水平，也证明了古宝琳公司对
透明且合乎道德的宝石贸易付
出的巨大努力。这条项链以精
彩绝伦的方式把灵感、道德和
美学结合在一起。

古 宝 琳 对 这 颗 祖母 绿
的评 分是 9 0.1
古宝琳宝石实验室对 “Dancing
Dunes”
项链的主
石——重 4.11 克拉的巴西祖
母绿——进行了全面分析，
并使用新的“古宝琳宝石评
级”对其进行了评分（另见第
96 页）。这项新服务用一个
简明易懂但仍然全面的分数
体系，对有色宝石的质量、
稀有性和显着的特性进行总
结概括。古宝琳的评分有助
于买家做出更客观的购买决
定。带来了更高的信任度和
安全感。专家对这颗祖母绿
的评分为 90.1 古宝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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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工艺的各方各面
这条优雅的 «Dancing Dunes» 项链，以无可复
制的方式融合了古宝琳公司在所有与宝石相
关的方方面面的专业技能。让我们带您了解
这条项链是如何制作的。

首先通过几个数字，让大家对这项任务的规模有
个概念：”Dancing Dunes” 上镶嵌了 75 颗总重
21.18 克拉的巴西祖母绿宝石，镶嵌的钻石总重达
6.98 克拉。这条项链总共采用了 460 颗宝石——
都采用极其细致、高度精确的手工镶嵌。古宝琳
珠宝工作室技艺精湛的金匠、宝石镶嵌师和抛光
师，用时 500 多个小时，把设计师内心深处的灵
感转化成一件令人震撼的珠宝首饰，这在当今世
界上也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完成的创举。实现这
个创举的过程同样令人震撼——这里我们将向您
展示 “Dancing Dunes” 创作过程中的五个里程碑。
12

1 — — 给 设 计草 图注 入 生命

2 — —为 宝 石找 到属于 它们 的 位 置

项链的设计草图通过审批后，金匠的工作就开始
了。草图主要规定的是，如何制作项链的波浪形链
节、如何镶嵌钻石以及祖母绿宝石放在什么位置
等。当然，尤其重要的是：中心位置要留给那颗灵
感来源的巴西祖母绿宝石（4.11 克拉）。根据设计
草图先在电脑上制作出项链的效果图。通过这种方
式，可以调整各个单个元素之间的匹配，并且利用
3D 打印制作出项链的模型，借以检验项链的尺寸
和手感。电脑模型还可以用于以微米的精度浇铸项
链的纯金链节和宝石的镶座。不过，制作过程中的
大部分工序，仍然需要依靠不可替代的手工完成。

所有的石头，无论在形状还是大小上都是独一
无二的。出于这个原因，为每颗祖母绿和圆钻
都需要量身定制镶座，保证宝石的镶嵌能够安
全、持久。宝石镶嵌师和金匠的密切合作，对
宝石进行精确的计划并将步骤详细地记录下
来。只有通过详细的文档记录才能在各个工作
步骤之间将宝石和镶座正确地对应起来。

13

INSIDE JEWELLERY AT E L I E R

4 — — 波 浪开始闪 烁光 芒
近 400 颗精美圆钻让项链的波浪
形链节在神奇的光芒中闪烁。镶
嵌师巧妙地将一颗颗圆钻嵌入贵
金属中，为波浪形的链节注入鲜
活的生命。

3 — —为 祖母 绿 制 作
镶座
对于醒目的大主石，金匠
将会根据祖母绿的形状一
丝不苟地精心调整它的镶
座——用金线手工成型和
加工而成。该镶座的形状
略呈圆锥形，以便可以完
美地贴合石头。

5 — — 打造项链 的 形 状
金匠在不同的链环处反复检查项链的形状是否完美贴合。每个链
节是否都能很好地连接起来？长度是否与设计相符？两侧的元素
和宝石的重量是否校对到平衡，让项链能拥有优美、对称的柔和
曲线？只有这样，金匠才能保证这条被称作“舞动的沙丘”的项链
«Dancing Dunes» 最终能完美地贴合佩戴者的颈项。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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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以伦比大 师之作
Gübelin 珠宝工作室里，特殊的宝石成就独特的珠宝，体现了“心之所
及，目所不至”的理念，并凸显了设计师和金匠的高雅工艺。我们将
在此介绍三个款最新作品。

鸡尾 酒戒 指
C A S C A D I N G S P R I N G S（ 层 叠 瀑 布）
这款鸡尾酒戒指全部采用铂金，是戴在手指上的真
正的雕塑品：辉煌壮观的戒指环模拟的是阶梯形的层叠
瀑布。两颗水滴形的祖母绿宝石分别镶嵌在戒指的两个
侧面，四周密密环绕着一排排的钻石。这些打磨过的钻
石都是专为这枚戒指而精准切割的，营造出绚丽多彩的
光影效果，让人联想到从瀑布喷溅而出的无数水珠。
但最显眼的无疑是戒指的主石，一颗来自哥伦比亚的枕
形祖母绿，重 8.68 克拉（86.9 古宝琳点）。也正是这块
宝石的内部结构，激发了古宝琳珠宝的设计师们创作这
件作品的灵感。在显微镜下，他们看到宝石内部类似瀑
布的结构，又偶然发现了宝石原产国哥伦比亚的“Santa
Rosa de Cabal Hot Springs”（圣罗莎卡巴尔温泉），于是
激发了他们设计这枚戒指的灵感。在海拔 1700 米的高
16

度，在郁郁葱葱、植被丰富的环境中，有着温暖的温泉
和倾泻着涌入丛林的瀑布。 精心挑选了四颗水珠形的
宝石，作为对应这些瀑布的参照。两颗总重 2.95 克拉的
祖母绿吊坠各与一颗红宝石一起，镶嵌在了戒指的两个
侧面，这是出自古宝琳珠宝的标志。两颗总重 1.03 克拉
的钻石吊坠点缀着另外两个与之相对的侧面，周围密密
环绕着精致的采用不同方式切割的钻石。精心镶嵌、流
畅连贯的钻石边饰承担了瀑布生动的设计语言，并凭借
花式切割的优势以丰富多面的方式展现设计的灵感。这
枚戒指上的 240 多颗宝石，每一颗均是由手工精心镶
嵌。这枚鸡尾酒戒指是由才华横溢的金匠、宝石镶嵌师
和抛光师在位于卢塞恩的古宝琳珠宝自家的珠宝工作
室，花费 350 多个小时制作而成。

吊 灯耳 坠
棕榈
昆迪奥的蜡棕榈高达 60 米，它是世界上最高的棕
榈树 - 而且它不是生长在海边，而是生长在海拔 1,800
至 3,000 米的安第斯山脉。蜡棕榈于 1801 年由亚历山
大·冯·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 发现，并于
1985 年宣布为哥伦比亚的国树。而祖母绿宝石则有点类
似这个南美国家的“国宝”：发现这种浅绿色至深绿色宝
石的最重要的发掘地都在这里，而来自哥伦比亚的标本
更是特别受宝石收藏家和鉴赏家的青睐。古宝琳珠宝的
设计师将这两个标志性的事物结合在一起，打造出这款
全新的、独一无二的“The Palm”（棕榈）吊灯耳坠：在
一颗重 4.97 克拉的哥伦比亚祖母绿中，他们发现了使他
们联想起蜡棕榈的结构。这些内部的植物状形态只有在
显微镜的多倍放大下才能显露出来。他们讲述了宝石的

形成，而且就像指纹一样唯一而独特。这对耳坠采用优
雅的枝形吊灯元素，突出蜡棕榈细长的形状及其高高在
上且郁郁葱葱的绿色棕榈叶的特点。它们由白金制成，
镶嵌了两颗分别重 4.97 克拉和 5.39 克拉的阶梯式切割哥
伦比亚祖母绿宝石。花式切割以及不同形状的多面钻石
组合（总重超过 7 克拉）装饰着两个枝形吊灯元素。而
总共 32 颗马眼形钻石让人联想到纤细优美的棕榈叶。
明亮式和阶梯式切割钻石的组合赋予它们晶亮闪烁的折
射反光，好似透过树叶浓密的绿色照射下来的光线。
秉承高级珠宝的最佳传统，“The Palm”借助可拆卸
的枝形吊灯元素提供两种佩戴方式：作为优雅古典的祖
母绿耳夹，或作为带有闪亮镶钻的更为隆重的枝形吊灯
耳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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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尾 酒戒 指
绮丽 飞 羽
在一块来自斯里兰卡的帕帕拉恰红莲花蓝宝石的
内部深处所展现出来的优雅如羽毛般的线条和图画，
激发了古宝琳珠宝的设计师们设计“Splendid Feather”
（绮丽飞羽）系列的灵感。这款新鸡尾酒戒指是该系
列中的最新成员，其主角正是这块帕帕拉恰红莲花蓝
宝石。这次是一颗来自斯里兰卡的宝石，重 3.03 克
拉。这颗椭圆形宝石以花式切割的方式嵌入柔和的粉
彩色蓝宝石中（总重 5.13 克拉）。这个造型被镶嵌着
精美密镶钻石（总重 1.20 克拉）的生动弧形羽毛元素
围绕，这些元素在该系列的项链还有手镯上也都可以
欣赏到。这款鸡尾酒戒指首次采用了白金和红金的组
18

合，展现出非常现代和清新的风格。帕帕拉恰红莲花
蓝宝石极其稀有，因此尤其珍贵。它们是唯一拥有独
有名称的蓝宝石品种。虽然自然界中彩虹七彩颜色的
蓝宝石都有存在，但只有粉红橙色的蓝宝石——其中
只有两种颜色达到精确定义比例的蓝宝石才能被称为
是帕帕拉恰红莲花蓝宝石。它们特有的色彩让人想起
清晨的天空，同时带给人和谐与活力。这种心情能被
这款鸡尾酒戒指捕捉到并保持一整天，这一点是无可
比拟的。帕帕拉恰红莲花蓝宝石与粉彩蓝宝石以及钻
石一起，在这枚戒指上点燃令人陶醉又独特的光芒。

BIG BANG “一键式“
镶钻精钢表壳
自动上机链机芯
专利“一键式“快拆可替换表带

K N O W L E D G E INSIDE JEWELLERY

现 代 主 义的 线 条
几乎整整 100 年前，最具影响力的当代艺术风格时代翻开了历史的篇章：装饰艺术风格。
来自那个时期的珠宝首饰如今依然很受欢迎。这种魅力从何而来？

珠 宝与历史
装 饰 艺 术风 格
让我们回到上世纪 20 年
代。世界终于从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恐怖中解脱出来，一种无
法抑制的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未
来的期许喷涌而出。人们又开
始向往美和享受。同时，上世
纪 20 年代标志着摩登时代的开
始：汽车取代了马车、装配线
被引入工厂、摩天大楼越建越
高、民主制正在取代君主制。
上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流
行的主导风格象征着新时代的
开启：“装饰艺术风格”。这个风
格体现在建筑、艺术、时装、
字体设计、室内设计、或者还
有珠宝首饰当中，简而言之：
所有需要经过设计的事物。
20

巴黎被认为是该艺术风格的
诞生地。1925 年，超过 15,000
名建筑师、设计师和艺术家在“
现代国际装饰艺术与工业博览
会”上全方位地展示了这个全新
的现代风格的各方各面。这种
风格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而且
速度非常快。例如，纽约的克
莱斯勒大厦是“装饰艺术风格”
建筑的典型例子，哈瓦那、孟
买、墨尔本、日内瓦和芝加哥
的不少建筑也是如此。
“装饰艺术”风格的特点是
采用几何线性形式，反复出现
在极具吸引力的图案或纹饰当
中，后来的流线型形式也是如
此。在其清晰明朗的线条和看

似现代的严谨风格中，“装饰艺
术”借鉴了立体主义的特色，但
后者精简地更为彻底且拒绝任
何装饰。在上世纪 20 年代再次
流行起来地古埃及艺术也对装
饰艺术产生了影响（1922 年，
霍华德·卡特 (Howard Carter)
发现了图坦卡蒙的墓葬陪葬珍
宝）。它的特点在于广泛的形
式化和丰富的装饰，因此接近“
装饰艺术”的原则。
通过量产为所有人创造美
“装饰艺术”同时也为现代
量产挑战提供了答案：凭借更
简单的设计，“装饰艺术”风格
的产品可以实现工业规模的量

左图：古宝琳铂金“Art Déco”（装饰艺术）胸针（约出自上世纪 20 年
代左右），镶嵌圆形和方形切割钻石以及红宝石、蓝宝石和祖母绿。
经过雕刻的树叶和花朵形状的有色宝石是受到印度影响的证明。
右图：“Art Déco” 铂金胸针（出自上世纪 20 年代左右），镶嵌圆形和
长方形切面钻石，以其几何形状和长方形切割等新式切割工艺展现了
那个时代的典型风格元素。

产。同时，“装饰艺术”将许多
新的物品纳入了设计范围，目
的是将美和美学融入到生活的
各个领域，并使尽可能多的人
能够接触到这些物品。
在“装饰艺术”时期的珠宝
设计中，也可以找到典型的几
何形状、线性装饰和图案。同
时，“装饰艺术”带来了全新的
设计发展进程：例如，宝石的
梦幻式切割。长方形、梯形或
菱形形状也很受欢迎，用来
实现不同的图形效果。如果说
过去珠宝主要是手工艺术品，
专注于制作杰出的珠宝首饰单
品，那么现在，这个领域也开
始了量产，开启了系列珠宝的
概念。这样一来，可以让更广
泛的阶层都接触到珠宝，尤其
是通过使用现代材料来代替或

搭配黄金，或者使用合成宝
石，这也是在上世纪 20 年代开
始流行。
随着 1929 年的全球经济危
机，上世纪 20 年代的“美好生
活”戛然而止；在随后的几年
里，由简化替代奢华，成为了
主流风格。当钢筋混凝土和玻
璃在建筑中取得胜利时，珠宝
却变得更加生动、立体和耀
眼。人们对真正且可以保值的
珠宝如铂金和钻石等越来越趋
之若鹜。
在今日，“装饰艺术”的珠
宝依然备受欢迎，在拍卖会上
也经常创下最高价格记录。原
因何在？来自古宝琳旗下的古
董和复古珠宝专家伊迪格姆
（Edigem）公司多丽丝·格柏
(Doris Gerber) 说：“有不少人

在今天仍然认为从那个时代传
下来的珠宝极具美感，也非常
有现代感。”但正是因为如此受
欢迎，她建议大家谨慎以待：“
装饰艺术非常复杂，有很多
仿品。如果有人对来自那个时
代的珠宝首饰感兴，应该只从
可以保证是正品的值得信赖的
渠道购买。此外，正品非常罕
见，因为其中许多已经被熔化
或重新加工过了。”

伊迪格姆（Edigem）
这家古宝琳旗下的子公司是
古董珠宝和宝石领域内的专
家。伊迪格姆从事出自各个
时期的珠宝首饰交易，评估
珠宝和宝石的价值。
www.edig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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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任何一件伟大的作品少得了她，也几乎没有任
何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离得开她：缪斯女神可以激发并点
燃创作的热情。但对于观众，她往往是隐身的。是该改
变的时候了：我们将缪斯女神带到了聚光灯下。因为只
有得到缪斯女神的亲吻，真正的艺术才会出现。让她也
点燃您的灵感吧！

缪 斯女神

摄 影 师：史蒂 芬 • 格 拉 斯（S t e p h a n G l a t h e）
造 型 师：林 恩 • 施 密 特（ L y n n S c h m i d t）
发 型 设 计与 美 妆：克 斯 汀·哈 伊 杜（ K e r s t i n H a j d u）
模 特：莱 恩·布 雷 姆 斯（ L i n e B r e m s）
地 点：阿 特 列·特 雷 布 奇工作 室，维 茨 康（A t e l i e r T r e b u c c h i，W e t z i k o n）

古宝琳珠宝，白金镶钻夹式耳环； Rivière 白金镶钻手链；Ornament of Flowers” 白金镶钻戒指，镶嵌一颗产自
哥伦比亚的圆形祖母绿宝石（2.94 克拉）。COS，褶皱泡泡袖上衣。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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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古宝琳珠宝， Grace of the Sea Anemone” 白金镶钻吊灯耳坠，每只镶嵌一颗凸圆形切割的莫桑比克帕
拉伊巴碧玺（6.31 克拉和 6.86 克拉）。Akris，带有透明条纹的连衣裙。

右图：古宝琳珠宝， Lily Dew” 玫瑰金镶钻耳环，每只镶嵌一颗绿色碧玺；Lily Dew” 玫瑰金戒指，镶嵌一颗
绿色凸圆形切割碧玺，还有彩色碧玺和圆钻； Lily Dew” 玫瑰金镶钻戒指，镶嵌一颗绿色凸圆形切割碧玺；
Lily Dew” 玫瑰金镶钻戒指，镶嵌一颗凸圆形切割紫水晶；Lily Dew” 玫瑰金镶钻项链，镶嵌一颗绿色凸圆形切
割碧玺。Kaviar Gauche，白色缎面泡泡袖西装外套连衣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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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宝琳珠宝，Sparks of Fire” 白金
镶钻指环；Premiere”白金单石戒
指，镶嵌一颗明亮式切割圆钻
（0.96 克拉）；Ancient Path”白
金耳钉，每只镶嵌一颗产自哥伦
比亚的阶梯式切割祖母绿宝石
（1.73 克拉和 1.67 克拉）；Ancient Path”白金镶钻戒指，镶嵌一
颗哥伦比亚祖母绿宝石（2.07 克
拉）；Garden of Ease”项链由铂
金制成，镶嵌一颗产自哥伦比亚
的椭圆形祖母绿宝石（5.49
克
拉）、两颗哥伦比亚枕形祖母绿
宝石（5.48 克拉和 3.16 克拉）还
有圆钻。Costarellos，低领和褶皱
腰带晚礼服，见于 Mytheresa 服装
网站。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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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古宝琳珠宝，Sparks of Fire” 白金耳环，每只镶嵌一颗坦桑石；Sparks of Fire” 白金指环，镶嵌多颗蓝宝
石；Sparks of Fire” 白金指环，镶嵌多颗明亮式切割圆钻；Sparks of Fire” 白金项链，镶嵌一颗坦桑石；Sparks
of Fire” 白金戒指，镶嵌一颗海蓝宝石和多颗明亮式切割圆钻；Sparks of Fire” 白金戒指，镶嵌一颗坦桑石；
Sparks of Fire” 白金手镯，镶嵌一颗坦桑石和一颗海蓝宝石。Akris，系扣式马球真丝针织连衣裙。

右图：古宝琳珠宝，Grace of the Sea Anemone” 白金镶钻戒指，镶嵌一颗凸圆形切割帕拉伊巴碧玺（5.78 克
拉）；白金吊灯耳坠 Grace of the Sea Anemone”，每只耳坠镶嵌一颗莫桑比克的凸圆形切割帕拉伊巴碧玺
（6.31 克拉和 6.86 克拉）；Grace of the Sea Anomone” 白金手链，镶嵌七颗来自莫桑比克的弧面形切割帕拉
伊巴碧玺（总重 32.79 克拉）和圆钻。Akris，短袖和透明条纹连衣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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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宝琳珠宝，白金耳钉，镶嵌明亮
式切割圆钻（每颗 0.80 克拉）
；Rivière 白金镶钻项链；Rivière
白金镶钻手链；Toi et Moi” 白金
镶钻戒指，镶嵌一颗绿色沙弗莱石
（3.55 克拉）和一颗粉红色尖晶石
（4.21 克拉）。Kaviar Gauche，
白色西裤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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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宝琳珠宝，The Palm” 吊
灯耳坠，白金制成，每只镶
嵌一颗哥伦比亚的阶梯式切
割祖母绿（4.97 克拉和 5.39
克拉）和钻石；白金镶钻指
环；Ancient Path” 戒指由白
金制成，镶嵌一颗产自哥伦
比亚的祖母绿（2.07 克拉）
和钻石。Galvan，挂领真丝
迷你连衣裙，见于 Mytheresa
服装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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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宝琳珠宝，白金耳钉，镶嵌明亮式切割圆钻（每
颗 0.80 克拉）；白金单石项链，镶嵌一颗明亮式切
割圆钻（0.89 克拉）； Grace of the Sea Anemone”
铂金镶钻戒指，镶嵌一颗哥伦比亚的枕形祖母绿
（4.90 克拉）；铂金戒指，镶嵌一颗明亮式切割圆
钻（5.64 克拉）和钻石。Talbot Runhof，白色低胸
晚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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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Splendid Feather”（绮丽飞羽）耳坠由白金制成，每只镶嵌一颗来自马达加斯加的椭圆形粉红色蓝宝
石（1.54 克拉和 1.49 克拉）、多颗粉红色蓝宝石和钻石。Splendid Feather” 白金镶钻项链，镶嵌一颗产自马
达加斯加的椭圆形粉红色蓝宝石（2.05 克拉）、多颗粉红色蓝宝石。Splendid Feather” 戒指由白金制成，镶
嵌一颗马达加斯加的椭圆形粉红色蓝宝石（1.92 克拉）、多颗粉红色蓝宝石和钻石。Talbot Runhof，白色晚
礼服，细肩带和蕾丝裙。

右图：古宝琳珠宝，Sparks of Fire” 红金镶钻耳环，每只各镶有一颗绿色碧玺；Sparks of
Fire” 项链，镶嵌一颗绿色碧玺和多颗圆钻。COS，白色简约上衣。
在线找寻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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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酒师和音乐家贾斯汀·莱昂（Justin Leone）
向我们揭示，影响和激发他的人和事。
36

艺术家
斯 蒂 芬·施 维 恩
（S t e f f e n S c h w i e n）

图片：Mike Krueger (1), Matthew Gilson (1), Nils Ebeiing (1), “Red Dragon” von Steffen Schwien (1), The Alinea Group (3)

我的生活，我的风格

贾斯汀·莱昂（Justin Leone）是公
认的高级餐饮界和葡萄酒行业的摇滚明
星，他比谁都知道如何让人们在喝葡萄
酒时获得乐趣。他将酒比作音乐。他认
为自己是款待客人的“表演者”，同时也
是高雅品味的守护者。他那醒目的定制
西服就是他的商标。
贾斯汀·莱昂（Justin Leone）出生
于加拿大多伦多，在芝加哥长大，他最
初在印第安纳州的大学研究倍低音弦
乐器和英语文化。毕业后，他和摇滚乐
队一起巡回演出，这个乐队曾协助 Foo
Fighters（喷火战机乐队）、约翰・梅尔
（John Mayer）和威利・纳尔逊（Willie
Nelson）等人举办大型演唱会。
当他还是服务员时，他了解并爱上
葡萄酒。通过 三 年高级侍酒师理事会
的培训课程，他扩展了自己的知识，并
在勃艮第向酿酒师尼古拉斯·波特尔
（Nicolas Potel）学习了所有关于酿酒
的知识。之后，他先后在芝加哥的格兰
特·阿查兹（Grant Achatz）的3星级餐
厅 Alinea 和伦敦的马库斯·沃宁(Marcus Wareing)的2星级餐厅担任侍酒师。
在 Alinea，他从慕尼黑的 Tantris 餐厅
（荣获米其林二星）得知 Felix Eichbauer，他从 2011 年开始在这里担任侍酒
师。他在这里赢得了 Rolling Pin Magazine 的“2013 年德国最佳侍酒师”奖，Fine
Wine Magazine（《精品葡萄酒杂志》
）的“Best Wine Pairing（最佳葡萄酒搭
配）奖”和 Wine Spectator Magazine’（
《葡萄酒观察家》杂志）的“Best Wine
Menu（最佳酒单）”“Best of Award of
Excellence（《最高卓越奖》）”。
2018 年，他通过形成自己的“Bottles
& Bones”理念建立了自己的生意。他将
毕生热情都倾注于此：美酒、美式烧烤
和摇滚乐。他继续玩摇滚乐队，参加许
多电视节目，并出版畅销书“Just Wine:
Weinwissen ohne Bullshit（没有废话的
葡萄酒知识）”。他目前还在 www.meisterklasse.de
网站上开设葡萄酒在线课
程。

INSPIRATION

斯 蒂 芬·施 维 恩（ S t e f f e n
Schwien）在汉堡工作生活，在抽象
艺术领域自学成才，他充满活力、
朝气蓬勃、年轻有为，是有望成为
新一代“艺术家”的代表人物。他利
用身边的每一种情感和感觉，从音
乐到葡萄酒，从大自然到建筑，从
时尚到原始人类，通过艺术传递一
种能量和真诚的力量，这些都是他
对真我的表达—才华横溢、远见卓
识、与时俱进、脚踏实地。我能与他
在这些方面产生真正的共鸣，事实
上，我们彼此相识，并非巧合。
www.schwien.art

“格兰特·阿查兹（Grant Achatz）从此彻底改
变了我对风味基质、风味组合、解构和重构、
诠释和创新的认识”。
大厨
A l i n e a 的 格兰特·阿 查 兹（G r a n t
A c h a t z）
让我第一次以专业身份进入米其林星级美食领域，
我真是一头扎进去了。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会接受什么
样的改变生活、改变思想的职位，也不知道阿查兹大厨
多么天赋异禀；但我对整个风味基质、风味组合、解构
和重构、诠释和创新的认知从此改变。从本质上说，这
就像是在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手下工作，
观察他计算的每一个黑洞，然后得出我自己的弦理论公
式。这只是一个要绞尽脑汁和开阔视野的梦想，和餐厅
工作经验。 
www.alinearestaura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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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 裁 缝
斯 蒂 芬·西 克（S t e f a n S i c k i n g）

手表
Jaeg er-L eCoultre
Master Control
Geographic
在我签订第一份利润丰厚的咨
询合同后，我决定是时候购买一块
与我品味 相合的手表了。但是，因
为礼节上的需要，定制西装对我而
言，必不可少。我认为我的品味不
允许我穿过于休闲或运动风格的西
装，即使在一般的就餐环境，这种
西装也格格不入。我需要精致优雅
又实用的西装—因为旅行本质上是
我的副业—这款手表永恒优雅，还
有最智能的第二时区功能，最适合
我这种常飞族。
www.jaeger-lecoultre.com

“斯蒂芬·西克（Stefan Sicking） 允许
我信马由缰，激发我的创造力，创作
出独特且永恒的作品，并保证最高的
品质和精致度。我认为这些西服，几
乎无法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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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斯 蒂 芬·西克（S t e f a n S i c k i n g）(2), Jaeger-LeCoultre (1), 贝伦酒庄（Domaine de Bellene）(3), Fender (1)

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在一本葡萄酒刊物上看到侍酒师大卫·
林奇 (David Lynch) 的情景，当时我刚进入纽约著名的 Babbo 餐厅
(Babbo Restaurant) 工作不久。在爬满常春藤的花园里，打开一瓶又
一瓶奢华的巴罗洛酒，太阳在他漂亮的镶边眼镜上闪闪发光，剪裁
完美的双排扣西装上系着的领带打了完美的温莎结，泛着丝质的微
光。然后我才意识到，这些也都是我想要的。等慕尼黑大名鼎鼎的
Tantris Restaurant 餐厅向我抛来橄榄枝时，我与公司协商我的薪
资，我的服装补贴，费利克斯·艾希鲍尔（Felix Eichbauer）很快就
将我最喜欢，也是我见过的最有才华的裁缝—无法复制的斯蒂芬·
西克（Stefan Sicking）引荐给我，我们当时是在慕尼黑他的同名工作
室见面。他允许我信马由缰，激发我的创造力，能创作出独特且永
恒的作品，并保证最高的质量和精致度。我认为这些西服，几乎无
法超越。
www.sicking-muenchen.de

酿酒师
贝伦酒庄（D o m a i n e de B el l e n e），
尼古拉斯 •葡提（Ni c ol a s Pot el）
当我还是前程似锦的年轻侍酒师时，我开
始研究并发现，即使是经验老到的长者，每每谈
到一个话题，都会保持沉默或含糊其辞。勃垦
地。最令人垂涎的领域，最难以捕捉。收到勃垦
地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尼古拉斯•葡提（Nicolas
Potel）的私人邀请后，圣杯成为我当下最真实的
追求。在他用一瓶他父亲的沃尔奈葡萄酒给我
做了盲品，拉魄斯酒庄塔瓦讷斯园 1969 一级园
的“En Cailleret – Clos des Soixante Ouvrées”
后，我的生活由此改变。陈年如此久的酒竟然如
此富有朝气、清新且强有力，我难以理解。我的
思想受到了震撼，我的世界被颠覆，我对勃艮第
的热情在那天正式被点燃。
www.domainedebellene.com

乐器
F e n d e r 爵士贝斯，19 7 1 年
在旧金山举办一场盛大活动后，我利用这次机
会在这个标志性乐器诞生地买了一些乐器，并
将永远塑造音乐的历史。里奥·芬德（Leo Fender）于 1950 年代制作出他的第一个电贝司，
从本质上来讲，摇滚乐自此诞生。我在童年古
典低音提琴研究期间听过 Flea 和红辣椒（Red
Hot Chili Peppers）合作的一首歌，便对它一见
钟情。J-Bass 从未发生过本质性变化，他隆隆
的低音，性感的曲线，使其成为有史以来最经典
的唱片之一，我不得不为自己准备一盘。从那以
后，我收藏的唱片数量迅速增长，每一件都像
从不同的石头上切割出来的珍贵宝石一样独一
无二。
www.fend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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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娜塔莎·菲奥雷蒂（Natascha Fioretti），图片：米洛·萨内基亚（Milo Zanecc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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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术 磁铁
卢加诺正逐渐成为一个受追捧的热门文化地点：拥有 80 多家艺术画
廊、卢加诺艺术文化中心（LAC）和意大利艺术博物馆（MASI），
让这座城市成为瑞士南部的文化中心，汇聚了众多年轻的当代艺术家
和精彩的展览。而这也确实有着悠久的传统：艺术家、文人墨客和缪
斯女神早在上个世纪就在这片风景如画的地方寻找灵感。穿越这座位
于提契诺州的城市的一次文化探索之旅。
40

风情万种：从
2015 年开放的
LAC 卢加诺艺
术文化中心俯
瞰卢加诺湖。

“和尼斯一样，卢加诺的 Corso degli Inglesi 也将依湖而建，两
旁种满棕榈树和玫瑰。”当里卡
尔多·费德勒·贾内拉（Riccardo Fedele Gianella）1888 年 3 月
为他的项目争取资金时，就是这
样说的，即在 Splendide 酒店前
的湖岸上建造一座花园。他成功
了：20 世纪初，新的临江大道在
卢加诺落成，这是一条优雅的林
荫路，沿着 Viale Riva Antonio
Caccia 大道，两旁种满了树木和
鲜花，把行人和马车引进城市。
在今天，它有点类似于卢加诺
的“文化大道”，通向位于贝纳迪
诺·卢伊尼 6 号广场（Piazza
Bernardino Luini 6.）的卢加诺艺
术文化中心 LAC。
现在，唯一仍然骑马行驶在
这条街上的人是
Fondazione
Braglia 艺术博物馆前的青铜骑士
马诺洛·巴尔德斯 (Manolo Valdés)。与此相反，20 世纪初在这
里发展起来的国际化和大都市的
氛围至今也仍然塑造着这座提契
诺州城市的身份标志。1882 年，
随着圣哥达隧道的开通，卢加诺
成为一个倍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以及一座懂得欣赏美和拥有很高
审美的城市。
新的建筑和公园相继落成，
包括一条索道缆车。这个地方成
为了来自世界各地众多的企业
家、艺术家、作家和收藏家的第
二故乡。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于 1871 年在公园饭店 Hôtel du Parc 度过了几个月，亚
瑟·兰波（Arthur Rimbaud）于
1878 年来到那里，青年豪尔赫·
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 1918 年至 1919 年间在
卢加诺生活了将近一年，并为它
写下了不朽的诗句。安东尼·伯
吉斯（Anthony Burgess）、卡夫

卡（Franz Kafka）和他的朋友兼
资助者布洛德（Max Brod）也曾
到过这座城市；赫尔曼·黑塞
(Hermann Hesse) 在 1919 年被金
山 （Collina d›oro）迷住，上世
纪三十年代，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和斯蒂芬·茨威格
(Stefan Zweig) 也同样为其陶醉。
20 世纪下半叶，这座城市丰
富多层的文化和艺术特征给赫尔
穆特·格恩斯海姆 (Helmut Gernsheim) 和他的摄影收藏打下了鲜
明的烙印，曾在法沃利塔别墅
（Villa Favorita）展出其收藏的
大量美国和欧洲画作的海因里
希·蒂森-博内米萨男爵 (Baron
Heinrich Thyssen-Bornemisza)以及
塞尔吉·布里尼奥尼（Serge Brignoni），最重要的远东、印度、
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大洋洲的
民族艺术收藏家之一，也都深受
这座城市的影响。当今世界上最
重要的日本艺术收藏家之一，杰
弗里·蒙哥马利（Jeffrey Montgomery），如今就生活在这里。
文化探索之旅
卢加诺的文化场景是多元化
和国际化的，跟随我们一起探索
这座城市的脚步来了解吧。这次
探索之旅首先将带我们去到 Via
Riva Antonio Caccia 大街 5 号。
由保罗·坎皮奥内（Paolo Campione）担任馆长的文化博物馆
（Museo delle Culture）就坐落在
那里，目前馆内正在举办的 «La
Disciplina dei Sensi» 展览（感性
的纪律）将持续到年底，这是 20
世纪伟大的摄影大师汉斯·乔
治·伯格 (Hans Georg Berger) 作
品的回顾展，他将摄影视为一种
工具，用它来塑造自己的身份，
以及由感官和梦想编织起来的属
于自己的宇宙。伯格通过他在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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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为卢加诺带来了公园和索道缆车
（左图），还有艺术，在 LAC （卢加
诺艺术文化中心）（上图）或者 Museo
delle Culture （文化博物馆）（下图）
的里面和外面都可以欣赏到。

尔兰、意大利和亚洲抓拍的精彩
瞬间，带我们踏上一段通往亲密
关系和与他人相遇的诗意旅程，
也带我们去发现少数族裔和宗教
少数群体，如马达里的小乘佛教
和什叶派伊斯兰教。展厅中回响
着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的诗句，是献给这场探索之旅以
及我们当中所有感同身受的人的
颂歌：“采取行动是为了时刻与
你相遇,哦，我的旅伴!是为了和
着你落地的脚步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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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文化博物馆仅几步之
遥，就可以欣赏到来自恩斯特·
路德维希·基什内尔（Ernst
Ludwig Kirchner）的表现主义艺
术作品展，该展览展示了这位艺
术家于 1917 年至 1918 年间在瑞
士阿尔卑斯山逗留期间创作的作
品。在 Riva Antonio Caccia 大街
6a 号的布拉利亚基金会（Fondazione Braglia）门前，巴尔德斯
骑士（Valdés）向我们问候致
意。“当你成为一名收藏家时，

你会用一种特殊的眼光看待这个
世界：即欣赏美的情感”，加布
里埃莱·布拉利亚
(Gabriele
Braglia) 回忆自己是何时开始热
衷于收藏时说，在他还是一名大
学生时，他有幸认识了那个时代
的众多艺术家。“我想起了多瓦
（Dova）、米涅科（Migneco）
、丰塔纳（Fontana），我们一
起喝酒、一起吃意大利火腿面
包，一起去地下酒馆听音乐。”
收藏是他们全家人共有的爱好，

图片：米洛·萨内基亚（Milo Zanecchia）(1)，大卫·史泰龙（Davide Stallone）(3)，MASI / 帕吉工作室（Studio Pag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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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与他的妻子安娜的第一份圣
诞礼物开始，那是一幅马里奥·
西罗尼 (Mario Sironi) 的蛋彩画肖
像。“那是一次冒险之旅的开
始，也是整个收藏的基础。”如
今，他的收藏拥有超过 250 件 20
世纪最重要的意大利和国际艺术
家的作品，重点是德国表现主
义。带着从基什内尔的色彩和风
景中感受到的震撼，我们离开了
博物馆，一路穿过花草树木和雕
塑，回到了湖岸边。在公园里，
雕塑随处可见，这里曾经是坦济
纳别墅（Villa
Tanzina）的旧
址，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原先别墅
里的乔治·华盛顿纪念碑和那匹
格外引人注目的纳格·阿诺迪
(Nag Arnoldi) 的青铜马。一条捷
径慢慢地展开在我们的面前，我
们的目光迅速望向水边，来到恰
尼公园（Ciani
Park)。与此同
时，在丽城公园（Belvedere
Park）的绿色草坪上，一个亮粉
色的大脑袋出现在我们的左边，
正专注地注视着我们。他直接来
自布鲁克林，是瑞士艺术家尼古
拉斯·帕蒂（Nicolas Party）在
卢加诺艺术文化中心展出的作品
之一，这是他的首次大型个展，
展览将持续到 2022 年 1 月。
只需穿过马路，就到了卢加
诺艺术文化中心前面的广场，这
是这座城市的明珠，2015 年落成
时被加拿大导演米歇尔·加侬
（Michel Gagnon）称为“文化之
家”。音乐会、展览、文学节、
戏剧表演和儿童教育活动都在这
里举行，用加侬的话说，这座建
筑“希望能成为一个聚会场所，
一个能为这座城市所有的文化参
与者在与他们社区的持续对话中
提供现实的空间”。交流同时也
意味着走向对方，因此，文化中
心的活动走出了围墙，走进了市

民的生活。例如，在“回声——
来自未知水域的声音”中，一头
重 5 吨的彩色鲸鱼“搁浅”在恰尼
公园的中心。
这个设施出自奥地利艺术家
马蒂亚斯·格马克（Mathias
Gmachl），它邀请人们认真聆听
和反思，并让我们直面我们的行
为对环境的影响。卢加诺艺术文
化中心以其丰富的节目、楼内的
图书馆和广场上的咖啡店成为这
座城市的一个新集市，一个人们经
常且任何时候都喜欢光顾的地方。

上图：
卢加诺还拥有活跃的街头艺术
景观，在公共场所创造艺术，
而且通常都是在偏僻的地方才
能看到。

下图：
«Extra Moenia”是出自意大利
雕塑家马泰奥·普列塞
（Matteo Pugliese）的壮观青
铜雕像的名称，可以在意象艺
术画廊（Galerie Imago Art）
欣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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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瑞士国家旅游局 / Lauschsicht (1)，米洛·萨内基亚（Milo Zanecchia）(1)，大卫·史泰龙
（Davide Stallone）(2)，卢加诺市（Citta di Lugano）(1)，文化博物馆（Museo delle Cultur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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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发生的前一年，
这个数字一直都在稳步上升。登
记的 280,000 名访客证明了这一
点”，加侬说到。沿 Riva Antonio
Caccia 大街继续行走，穿过圣贝
纳迪诺·卢伊尼广场（Piazza
Bernardino Luini），经过修道院
和圣玛莉德里安杰奥利教堂
（Santa Maria degli Angioli）。在
离湖岸和蓝色的波浪的不远处，
我们走进纳萨购物街（Via Nassa）。在 19 世纪，这里是一排
排渔民屋，如今，这条满是精品
店和时装店的大道已经成为奢华
和优雅的标志。大街的 21 号是
历史悠久的威加书店（Wega）
，赫尔曼·黑塞 (Hermann Hesse)
和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曾
在此相识，该书店由古董和书籍
爱好者恩斯特·福克斯（Ernst
Fuchs）于 1935 年创立。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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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瑞士的优雅与地中海风情相
结合，而在意象艺术（Imago
Art）画廊里，艺术再次成为主
角。该画廊于 2007 年在伦敦成
立，但于 2011 年搬到了卢加
诺。2018 年，画廊在纳萨街开设
了新总部。画廊为自己设定了目
标，不仅只专注从 18 世纪中叶
到当今的（意大利）艺术，而且
还要为年轻的艺术家提供一个平
台。例如，这里展出的“Extra
Moenia”（束缚与自由的永恒矛
盾），是当代意大利雕塑家马泰
奥·普列塞（Matteo Pugliese）创
作的力作——努力想从墙壁上挣
脱出来的充满力量的青铜雕塑。
湖边吹来的微风伴随着我们
穿过整条纳萨街。我们穿过里福
马广场（Piazza Riforma），进
入城市的心脏地带。我们来到
Via della Posta 大街，这是这座

城市最热闹、最有活力也最年轻
的地点之一，拥有许多具有大都
市风情的咖啡馆和餐厅。树木点
缀的各个角落、大型植物和白色
的绣球花，多年前从巴塞尔迁来
提契诺州的艺术贵妇埃琳娜·布
赫曼（Elena Buchmann）也喜欢
来这里。“我喜欢以一杯美味的
卡布奇诺咖啡开始我的一天”，
当我们进入她位于 Via della Posta 大街 2 号的画廊时，她说到。
在那里，托尼·克拉格(Tony
Cragg)色彩鲜艳明亮的雕塑以其
宏伟的规模和精妙的造型迎接着
我们。46 年的行业经验，自 1981
年以来一直在巴塞尔艺术展上亮
相，您会立刻明白艺术就是她的
生命。布赫曼这个名字，无论是
对她代理的艺术家还是收藏家来
说，都是一种保证。“这个名字
是经过多年才逐渐叫响的，如果

你工作做得好，你的名字就会成
为信任和质量的代名词”，她说
到。距离 Via Canova 大街 10 号
仅几步之遥，就是 MASI，即意
大利艺术博物馆，位于 Palazzo
Reali 大楼内。该博物馆于 2015
年由提契诺州艺术博物馆和卢加
诺市艺术博物馆合并而成，被认
为是连接瑞士意大利语地区和德
语地区的文化枢纽。博物馆的收
藏包括大约 14,000 件艺术品，主
要由与提契诺州相关的艺术家创
作。展出的作品当中有一幅“人
间乐园”，这是一幅非凡的画
作，被视为是希罗尼穆斯·博斯
（Hieronymus Bosch）的伟大杰
作。我们穿越卢加诺的小型文化
探索之旅以一个花园为终点——
相邻的恰尼公园。
这次探索之旅，在设想的路
线上将一些重要的、但还远不是
全部的活跃的行动者们连接起

来，这些行动者通过他们独特的
声音和高质量的节目，使卢加诺
成为一个多元化和充满活力的国
际大都市，同时也是一个对美的
事物拥有精致品味的地方。

左图：远眺卢加诺的城市与 Riva
Antonio Caccia 林荫大道的景色。

卢加诺把历史和艺术结合在一起：圣
玛莉德里安杰奥利教堂（Santa Maria
degli Angioli）（上图），意大利艺术
博物馆（MASI）（左图），画廊老板
埃琳娜·布赫曼（Elena Buch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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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 错 过
Roberto Rota
精品店经理

03

出生于提契诺州，在奢侈品行
业有多年工作经验，曾在卢加诺的
古宝琳公司工作了 8 年。自 2019 年
1 月起，他开始担任位于 Via Nassa
27 号的古宝琳专卖店的负责人。

情好客闻名遐迩。来自政界、商
界和文化界的名人经常出现在这
里，享受这里私密的氛围。美味
的意大利美食、上好的葡萄酒和
有趣的人物总是使在萨斯咖啡馆
用餐成为一次特殊的经历。
地址：里弗尔马广场 （Piazza
Riforma） 9 号，6900 卢加诺
网址：sasscafe.ch
01

01
波尔图波亚纳特密纽 斯 餐厅
（P ORT O P OJA NA
R I ST OR A N T E T E R M I N U S）
波尔图波亚纳餐厅总店坐落于
圣维塔莱河村（Riva San Vitale）
，是卢加诺湖畔的一个安静的小
村庄。它位于一栋历史悠久的建
筑中，其名称“Terminus”就是由此
而来。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
往返于圣加洛和瓦雷泽之间邮递
马车的加油站，车夫在这里补充
体力。今天，您可以坐在美丽的
露台上在梧桐树下享用午餐和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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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并俯瞰卢加诺湖。美味的食
物和葡萄酒，以及专业的服务人
员将带您领略真正的地中海风味
美食之旅。
地址：Via Poiana 53, 6826 Riva San
Vitale，网站：portopojana.ch
02
萨斯咖啡馆（SASS CAFÉ）
萨斯咖啡馆位于卢加诺，坐落
在城市最重要的广场 -- 里弗尔马
广场（Piazza Riforma）。其创始
人吉多·萨西（Guido Sassi）喜欢
将其称为“葡萄酒餐厅”。餐厅的热

03
伊 科巴 尼·加巴 尼（ I KO B A N I
G A B B A N I）餐厅
居酒屋主打的是舒适与私密的氛

围，吧台是餐厅的焦点，店里通常

没有很多桌子。Ikobani 是位于卢加
诺市中心的第一家居酒屋，位于乔

卡罗广场（Piazza Cioccaro）的 Casa
Gabbani

屋顶。在这里，你可以品

味到正宗的和非传统风味的日本料
理，并享受具有东方香气的鸡尾酒
和清酒。在春天和夏天，建议您坐
在屋顶露台上，可以俯瞰卢加诺的
独特风景。

地址：Piazza Cioccaro 1 号，
6900 卢加诺 ，网址：gabbani.com

照片： 波尔图波亚纳特密纽斯餐厅（Porto Pojana Ristorante Terminus）, · 萨斯咖啡馆（Sass Café） , 伊科巴尼·加巴尼（Ikobani Gabbani）餐厅

02

baume-et-mercier.com

Riviera automatic, 42mm

A R T INSPIRATION

音乐瑰 宝

照片：KKL Luzern/Urs Wyss (1) , dpa/picture alliance (1), Luzerner Sinfonieorchester/Patrick Hürlimann (1), Timmy Meneti (1)

新的乐团之家、新的首席指挥，更丰富的演奏
曲目：琉森（Luzern）交响乐团已经跃居世界一
流，但仍与它的根基紧密相连。
“我确信，我们发现了一块
未经打磨的璞玉。现在是时候
打磨它了。”琉森交响乐团的经
理努马·比绍夫·乌尔曼
（Numa Bischof Ullmann）在
2018 年接受采访时说道。他指
的是音乐之城琉森，而其享有
的国际声望，主要来自于 1998
年开放的琉森文化会展中心
（KKL）及其一流的音乐厅，
以及琉森音乐节，它是世界上
最著名的古典音乐节之一。
这里是理查德·瓦格纳
（Richard
Wagner）和谢尔
盖·拉赫玛尼诺夫 （Sergej Rachmaninov）曾经生活和工作过
的地方，阿图罗·托斯卡尼尼
（Arturo Toscanini）也曾站在
音乐节的指挥台上。但现在，
这些事情除了琉森人和瑞士人
之外，已经很少为人熟知
了。1806 年成立的琉森交响乐
团不仅是瑞士最古老的乐团，
也是常驻文化会展中心的一个
一流乐团，这一点努马·比绍
夫·乌尔曼（Numa Bischof Ullmann）在采访中一再强调。
从 2004 年起，他就担任琉
森交响乐团经理一职。凭借他
的想法和愿景，以及由瑞士企
业家和捐助者资助的私人“琉森

琉森交响乐团选址在文化
会展中心。从这个演出季
开始，米歇尔·桑德林将
担任新任首席指挥。

交响乐团基金会”的支持，他逐
步将乐团扩展为瑞士领先的交
响乐团之一。在他任职期间，
乐团的音乐家已经从 50 名发展
到 70 名，而他的目标也很明
确，那就是进一步的扩展，以
便很快能够演奏所有的大型交
响乐作品，并在世界领先乐团
中牢牢地占据一席之地。
在国际上，该乐团地位的重
要性已经得到了显著提升。乐
团在世界各地的主要文化中心
演出，在许多欧洲国家的首
都、南美和亚洲都举办了巡回
演出和客座演出，并与著名古
典唱片公司合作录制曲目。而
位于文化会展中心的乐团音乐
厅，其规模在世界其他乐团中
也是极为罕见。
在 2021/22 演出季，这颗“未
经打磨的璞玉”被打磨出了三
个“棱面”，每一个都使得乐团
离世界顶尖更进了一步。第一
个“棱面”就是与琉森音乐节确
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从今年开

始，琉森交响乐团的演出就成
为了音乐节的一个固定组成部
分。这是古典音乐界的一项殊
荣，努马·比绍夫·乌尔曼
（Numa Bischof Ullmann）将其
称为一件“轰动事件”。琉森音
乐节艺术总监米歇尔·海夫利
格（Michael Haefliger）提到了
与琉森交响乐团合作的原因：“
这个乐团逐渐发展成为世界顶
级乐团，并活跃在顶级的国际
舞台，这也让我们受益匪浅。”
与此同时，在音乐节上还开
启了一个新纪元：在 2021 年 8
月 22 日举行的音乐会上演奏了
罗伯特·舒曼（ Robert Schumann）的作品：他的第四交响
曲和大提琴及乐队协奏曲，这
是米歇尔·桑德林（Michael
Sanderling）作为乐团新任首席
指挥的首演。他接替了詹姆斯加菲根（James Gaffigan），在
过去十年中，加菲根对乐团的
音乐剧目和国际声誉都产生了
决定性的影响。
之前米歇尔·桑德林曾经担
任过德累斯顿爱乐乐团的首席
指挥 - 同样也是自 2010 年起 -，
在琉森可谓是家喻户晓。他曾
在琉森交响乐团进行多场客座
演出，最近一次是在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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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位于克里恩斯的乐团之家
则提供了大型排练厅，以及
用于“音乐教育”的教室。

春。作为新任首席指挥，他是
乐团经理和音乐家们达成共识
的第一人选。桑德林出身于一
个地道的音乐世家：他的父亲
库尔特（Kurt）曾在柏林交响
乐团担任负责人多年，他的母
亲芭芭拉·桑德林（Barbara
Sanderling）也在其中演奏 -- 并
且是德国第一位职业低音提琴
演奏家。米歇尔·桑德林本人
在四岁时就学会了拉大提琴，
并成为一名备受追捧的大提琴
独奏家，但他最终放弃了这个
事业而选择了指挥。但他没有
彻底放弃对大提琴的热情：自
1998 年起，他在法兰克福音乐
与表演艺术学院担任大提琴教
授一职。
米歇尔·桑德林想把乐团带
向何方，看一看新演出季的节
目单就能一目了然。2021 年 10
月 21/22 日的乐团开幕演出曲
目是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的宏伟的第七交响
曲。2024
年是布鲁克纳诞辰
200 周年，届时乐团将会演出
所有的九首交响曲。约翰内
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的四首交响曲也在节
目单中。乐团经理努马·比绍
夫·乌尔曼（Numa Bischof Ullmann）宣布，乐团曲目将从
古典主义和早期浪漫主义扩展
到后期浪漫主义。此外，乐团
也将更努力地寻找“瑞士的痕
迹”，演奏一些与瑞士有关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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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家的作品。2022 年，乐团已
准备好了一场轰动性演出：《
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witsch）10 号》。著名南非艺术
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为琉森交响乐团的
这部交响乐制作了一部电影，
将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进行全球
首映。
在灵感涌动的地方建立一个新
的家园
还有第三个“新棱面”：琉森
交响乐团终于找到了属于他们
自己的、或者说由自己建造的
新家和合适的排练室。“乐团之
家”建在琉森市克里恩斯
（Kriens）镇的“苏南极”文化中
心，那里也是新建成的琉森剧
院和音乐学院的所在地。现
在，“琉森交响乐团”的名字骄傲
地印在闪着金属光泽的外观像
长方体的文化中心牌匾上，木
板镶嵌的空间内，除了各式各
样的排练室、还有储藏室、办
公室、储物柜和一间公共厨房
外，文化中心还提供了一个天
花板高度近10米、空间容积达
4000 立方米的大型排练厅。在
这里，现在整个乐团可以一起
排练，并同时容纳观众。
这个新地址还为“音乐教育”
提供了空间，这是琉森交响乐
团的一个特色。该项目面向儿
童和成年人，提供有表演和有
主持的音乐会，也提供讲习
班，参与者无论是否有经验，
都可以一起演奏音乐。乐团的
音乐家们带大家近距离地感受
乐器和声音的世界。与此不同
的是，乐团的音乐车则将音乐
带到了四面八方：这个移动舞

台由一台拖拉机拉动，在整个
瑞士中部的学校或集市上巡回
演出。
首席指挥米歇尔·桑德林对
音乐教育和人才培养也分外重
视。他把对勃拉姆斯交响曲的
注释演奏作为首要任务。乐团
将对每个乐章进行演奏，而他
则亲自讲解和主持，讲述围绕
着作品的故事，并将个别段落
再次挑选出来加以说明。音乐
由此变得鲜活生动，甚至非专
业人士也能辨别出其中的细节。
这一点也可以从乐团的历史
中得到解释：在 200 多年前成
立之初，乐团由热衷于演奏海
顿（Haydn）、莫扎特（Mozart）和贝多芬（Beethoven）
的音乐爱好者组成。这听起来
可能有些离奇。然而，对古典
音乐的巨大热情在琉森一直传
承下来。

独特的琉森舞会之夜
琉森交响乐团和古宝琳之家邀
请您参加一个令人难忘的舞会
之夜：琉森交响乐舞会。这个
充满魅力的活动以欢乐、色彩
和多样性为主题。琉森交响乐
团美妙华丽的乐声令人陶醉，
并让您想翩翩起舞。美味的食
物、出色的社交圈子和丰富多
样的节目都会让这个夜晚成为
一次难以忘怀的体验。
琉森交响乐舞会
2021 年 11 月 6 日
琉森文化会展中心

照片：dpa/picture alliance (1), Luzerner Sinfonieorchester (1), LSO/Kathrin Schulthess (1), LSO/Ingo Höhn (1)

INSPIRATION A R T

M A S T E R S INSPIRATION

他们为艺术界提供自己的色
料：格奥尔格·克雷默和他的
儿子兼继任者大卫。

正文：格尔德·希尔德 （Gerd Schild），照片：马库斯·伯克 （Markus Burke）

颜 料炼金师

一位来自阿尔高 （Allgäu） 的化学家致力于破译古埃及人和
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究竟用什么颜色作画。克雷默家族企业
(Kremer) 根据历史配方生产色料，帮助世界各地的修复师们保
护文化遗产。国际知名的艺术家和工匠也使用克雷默的产品。
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这是一家家族企业的肖像，该
企业也曾经为了客户将智能手机研磨成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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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高的田园风光：总经理大卫·克雷默在颜料厂
（上图）俯瞰艾特拉赫河。在这里，颜料是手工制
作而成——例如一块来自纽伦堡附近的新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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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马库斯·伯克 （Markus Burke）

颜料是格奥尔格·克雷默的生活主题，但有时
连他也很难准确地描述它们。“颜料就像是一
个一个的地方。你只能试着用亮或暗这样的
形容词来接近这个地方”，他说。

以前，当克雷默一家去
度假时，他们的后备箱里总是
放着一把铲子，大卫·克雷默
(David Kremer) 说。每当他的
父亲在大自然中发现了什么有
趣的东西：颜料、一堆土、一
个开放的采石场，就意味着暂
停休假，然后格奥尔格·克雷
默 (Georg Kremer) 就开始采集
土壤样本。如果他找到某种颜
色的颜料，那么不用说：我们
会再次来这里。
40 多年以来，寻找和发
明颜料主导着克雷默家族的生
活。20 世纪 70 年代末，格奥尔
格·克雷默建立了一家颜料公
司，专门生产和销售稀有的和
历史上古老的色料。克雷默家
族为巴黎卢浮宫或者马德里普
拉多的修复师以及国际知名艺
术家提供服务。联合国在日内
瓦的会议室进行翻修时，克雷
默家族也贡献了他们的颜料。
他们的客户也包括小型制造
商，例如想用一种特殊的蓝色
调为地砖上色，或者喜欢用天
然墙面涂料刷墙的粉刷名匠。
在此期间，儿子大卫接
管了总部位于阿尔高地区的艾
希施泰滕村 （Aichstetten） 的
公司。格奥尔格·克雷默的妻
子布丽吉塔 (Brigitte) 在该公司
工作，此外还有 40 名员工。在
慕尼黑施瓦宾区（MünchenSchwabing）的新绘画陈列馆

（Neue Pinakothek） 对面有一
家他们的店面，在纽约也有一
家分店。为了庆祝在美国开业
30 周年，他们最近推出了一款
八色水彩颜料盒，其原材料全
部直接来自纽约。
克雷默的产品系列包括
大约 1500 种色料。其中大约
250 种是该公司手工制作，一
部分是根据有百年历史的古老
配方，包括油漆或者油彩。一
些原材料——根、植物、土壤
或石头都是克雷默家族成员亲
自收集的。有些配方非常繁
复，而另一些配方只需要对石
头进行研磨、用滤网筛净和清
洗，从中获取精细、纯净的色
料。无法自己收集的原材料，
克雷默在国际交易所或者直接
从当地的供应商（例如矿主）
那里购买。
随着时间的推移，颜料的多样
性正在消失
克雷默家族的工厂是颜
料世界中正在改变的一家特殊
公司。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
多较小的天然颜料供应商不得
不关闭，而一些颜料也随之消
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对许多
人来说，已经不值得继续在利
基领域工作，他们遭到大公司
的挤压。工业行业以低廉的价
格持久地提供同等质量的合成
颜料，

这些颜料覆盖力强，足
以满足大多数买家的需求。但
对于有些人来说，这种永远相
同的品质令人抗拒，它们没有
发挥的空间、没有灵魂。它们
具有很强的不透明性，非常适
合工业应用，但对于大多数艺
术作品来说应用性不高。
格奥尔格·克雷默在颜
料领域内自学成才。作为一位
化学博士，这对他来说肯定更
容易一些。毕竟，化学家对世
界有着特殊的理解，能探究每
一块石头、每一株植物、每一
粒尘埃、我们呼吸的每一点空
气都是由什么组成的。而且他
知道当一块石头被打碎、加
热、研磨或在上面浇上其他物
质时会发生什么。
1975 年，当化学家克雷
默在图宾根大学进行研究时，
他的一位来自英国的修复师朋
友联系了他。他想修复一座教
堂里的天花板上的一幅画，并
正在为此寻找一种颜料：大青
色，一种在古埃及就已经使用
过的蓝色。问题是：这种色料
已经没有人生产了。“作为一名
化学家，我习惯被提问。”克雷
默说。所以他开始着手解决这
个问题。他在一本旧的颜料书
里找到了一个配方。克雷默在
他的地窖里生产出一种含钴的
混合物。它在 1100 摄氏度的温
度下可以烧成蓝色玻璃。他把
玻璃磨成粉末——这就是大青
色。
这次的成功使他产生了
创业的想法。在图宾根做化学
家的时候，他同时经营了好几
年的颜料生意。然后，在 1982
年，克莱默把一切重心都放在
色料上，并建立了一家世界知
名的公司。从那时起，格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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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默家族的产品范围内已经有
一些赭石色料。但关键还是需要
寻找自己的颜料来源。如果可以
从某个地区找到已经在此使用了
上百年的颜料，这才是无可比拟
的。“地方性颜料是最好的。”

格·克雷默找回了大约 100 种
失传的颜料。
颜料已经成为格奥尔格·
克雷默的生活主题。然而，有
时连他也很难准确地描述它
们。“颜料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地
方。你只能试着用亮或暗这样
的形容词来接近这个地方。”格
奥尔格·克雷默说道。在一次
特殊的任务当中，克雷默家族
也完成了这样的一次探索。在
魏玛的安娜·阿玛利亚图书馆
(Anna-Amalia-Bibliothek) 发生
毁灭性的火灾后，不仅要修复
书籍，还要修复书架，克雷默

照片：马库斯·伯克 （Markus Burke）

格奥尔格·克雷默在研钵
中把泥土碎屑研磨成细赭
石色料。在工作台上产生
了第一个试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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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研制出了一种可尽可能地
接近原始色彩的颜料。并且取
得了成功。
有些请求也确实很稀奇
古怪：一位国际知名艺术家把
他的苹果手机寄给了克雷默。
要求他们用它制成一种灰色，
他想用来画一幅画。于是克雷
默把这部昂贵的智能手机折成
零件，然后把它们研磨成灰色
的色料。还有一次，他们用旧
磨盘把成堆的旧瑞士法郎纸币
加工成色料。克雷默还曾用细
粉尘制成了黑色。但即使有独
特的专业知识，他们有时也会
力不从心。他们花了很长时间
来研究一位艺术家想要用来作
画的、用可乐制成的油画颜
料，但就是没有成功。
重新找到古老的颜料和
特殊的愿望只是他们工作的一
部分。克雷默家族最畅销的颜
料仍然是钛白色。而寻找颜料
往往也是为了扩大产品范围。
就好像赭石色。实际上，克雷
默的产品范围内已经有一些赭
石色料：他们采购摩洛哥赭
石、勃艮第赭石、安达卢西亚
赭石和法国赭石。但关键还是
需要寻找自己的颜料来源。而
如果可以从德国的某个地区找
到已经在此使用了上百年的颜
料，这才是无可比拟的。格奥
尔格·克雷默说：“这就是最好
的地方性颜料。”他花了十多年
时间寻找一种新的赭石粘土，
最后在纽伦堡附近的一个采石
场发现了这种粘土。在克雷默
家族的仓库里，赭石泥土必须
在颜料厂里干燥两年，然后才
能用它来研磨彩色色料。
当一些颜料制造商在著
名艺术家的作品上看到自己的
颜料时，他们会感到自豪。格

奥尔格·克雷默在这方面比较
清醒。他说：“我自豪的是能把
一个稳定的公司交给大
卫。”2002 年夏天，克雷默问他
的儿子大卫，是否愿意加入公
司。刚满 15 岁的大卫回答说：
十年后再问我一次。他也确实
在二十多岁时加入了公司。
巧合或事故都可以成就颜料
参观位于阿尔高地区艾
希施泰滕村的克雷默公司总
部。1984 年，克雷默一家人搬
到了一座建于 17 世纪的破旧的
锯木厂里并进行了翻修。他们
清理了杂草丛生的艾特拉赫河
(Aitrach)、让涡轮机运转起
来、把石柱漆成蓝色、将一座
房屋漆成金赭赭色，另一座漆
成威尼斯红色，把磨坊漆成白
色——并从那时起，把这个地
方称为颜料厂。
颜料厂不仅是颜料和配
件的生产室和仓库。它也是人
类聪明才智的博物馆。很难想
象，要用蜗牛的腺体制作颜
料，要用鲟鱼的漂浮气泡制作
胶水，要用茜草根、水、醋、
金属盐和火制作小提琴的清
漆，需要多少次尝试、多少次
巧合、多少次意外。
在一个放映室里，金属
架子上放着数百个装有色料的
玻璃瓶。在参观时大卫·克莱
默说：“有些客人觉得颜料的选
择太多了，他们不得不又出去
了。”在一个大玻璃瓶里躺着几
十个紫色的蜗牛壳，这是来自
地中海的咸水蜗牛。蜗牛分泌
物中的色素被认为是颜料之
王。一克紫色色料的价格约为
2500 欧元。这里也有禁用的颜
料。科学带来了新的认知，法
律在改变，极限值也在不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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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即使在颜料的世界里也
是如此。例如，今天你不能再
把一辆旧的邮政车涂成原始邮
政黄色——这种颜料因为含铬
而被禁用。
在颜料厂的一楼还有另
一个宝藏：图书馆。格奥尔
格·克雷默四十多年来收集的
5000 本书中的一部分就收藏在
这里。关于颜料、胶水、树
脂、油、纤维、纸张以及所有
与这个行业相关的事物的书
籍。谁知道，克雷默是否会在
1904 年版的《颜料和纺织行业
杂志》中找到一个关于颜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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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重要线索呢？“今天的颜料
质量通常比大师时代要好得多”
，大卫·克莱默继续带大家参
观生产车间时说。工艺更加精
细，机器制作也比大师们更精
确。然而这对颜料的质量、艺
术的质量而言意味着什么？也
许正是杂质赋予了颜料以特殊
的色调。在颜料的世界里，不
是什么都可以解释清楚的。这
就是为什么尽管有古老的配
方，克莱默家族所能做的始终
也只是尽量地靠近原作色彩。
那么对于艺术来说呢？
作为颜料炼金师，是否也必须

照片：马库斯·伯克 （Markus Burke）

所有艺术家的梦想：一个装满颜料的橱柜。

是一位艺术家，才能测试自己
的产品？大卫·克莱默从来没
真正学会画画，他说。克莱默
试图用菜农和厨师的关系进行
比较。他热爱这些材料和如何
使用这些材料的技术知识。如
果他能给他的客户交付顶级质
量的颜料，他就会感到很满
意。父亲格奥尔格对艺术也有
类似的感受，尽管他的兄弟就
是一位艺术家。他自己在一次
圣诞节假期时尝试过一次，但
很快就放弃了。“我不是一个万
能天才”，他说。也许颜料厂的
第三代传人会改变他们和颜料
之间的关系。因为大卫的一个
儿子已经调出了他自己的独创
色调，并把它们提供给他的兄
弟和朋友。
格奥尔格·克雷默虽然
已经把公司的管理权交给了他
的儿子。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
的退休，就算他今天会迟点来
办公室。“我很高兴他能在这
里”，大卫·克莱默谈到父亲时
说。他们现在正在推进一个新
项目。他们想要为色料产品系
列制作文字说明、照片和视
频。这样一来，也可以降低颜
料外行尝试使用色料来代替混
合好的颜料的心理障碍。而格
奥尔格·克雷默还想要寻找一
种新的色料：来自古巴的赭
石。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整
船的土壤从古巴运到了欧洲，
用来生产哈瓦那赭石。克雷默
从法国南部的一家公司购买了
一种非常相似的粘土，用来调
制这种色调——但这也只是替
代品。克雷默家族的下一个项
目可能就会是寻找原始粘土
了。“我很想这么做”，格奥尔
格·克雷默说：来自加勒比海
的地方性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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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准确
好酒和宝石的共同点
是什么？对它们的质
量都很难进行评估。
古宝琳 （Gübelin）
的宝石评级（Gem
stone Rating）现在为
此提供了方向。

“In vino veritas”，真理在葡
萄酒里，古罗马人就知道这个
道理。而古宝琳更是把它奉为
座右铭，并仿照美国著名酒评
家罗伯特·帕克 （Robert Parker） 创建的百分制制度，为
有色宝石创造了一个统一的评
分系统。评估分数可以让珠宝
买家、收藏家和投资者以及代
理商、珠宝商和拍卖行，都能
够一目了然地了解对宝石的评
估。公司总裁拉斐尔·古宝琳
（Raphael Gübelin） 解释说：“
通过宝石评级和古宝琳的评
分，我们希望能够提供比较的
机会和有价值的参考。”
葡萄酒和宝石之间的相似
之处令人惊讶：例如颜色和透
明度都作为决定性的特征纳入
两者的评估之中。种植区或者
说原产地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杰出的酒和稀有的宝石一样罕
见。满足最高标准的稀有葡萄
酒已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投资
对象，就像高端的稀有宝石一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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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丰富的宝石学家对宝石价值的决定因素进行评估。

样。罕见的葡萄酒与罕见的宝
石一样，总是在拍卖会上创下
新的拍卖记录。而这两个文化
宝藏之间还有更多的联系：曾
经有一位金匠，来自普福尔茨
海姆 (Pforzheim) 的费迪南德·
奥克斯勒 (Ferdinand Oechsle)
在 200 年前研制出了一种可精
确测定葡萄汁含糖量的天平。
测量单位厄斯勒 （Oechsle）
一直沿用至今。最后但同样重
要的是，著名的宝石产区伊达
尔-奥伯斯坦 (Idar-Oberstein) 和
附近地区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
葡萄酒产区，这并非巧合——
这里我们又不得不说到大约
2000 年前在该地区建立了这两
个产区的罗马人。
回到主题：什么是好酒、
什么是珍贵的宝石？不管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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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宝石评级和古宝琳评分》，我们希望
提供更多的可比性和有价值的参考方向。”
拉斐尔·古宝琳 (Raphael Gübelin)，总裁

里，总是有外行面对他几乎无
法判断的大量信息。许多繁
复、溢美之词都试图将美酒或
闪亮矿石的独特特征描述成世
所罕见。酿酒师们在他们的品
酒笔记中关于红酒“口感丰富”
、“深沉”、“绵长”或“含蓄”等
的特征描述，对于宝石学家来
说，对应的是“鸽血红”、“皇家
蓝”或“高亮度”等商品名称。毕
竟，钻石的 4C 标准——克拉
（Carat）、颜色（Colour）、

净度（Clarity）、切割（Cut）
，是评估钻石质量的公认标
准。到目前为止，有色宝石还
没有统一的评估系统。
但是真正的美难道不应该是
观察者眼中的美吗？葡萄酒首
先不是应该让人如饮甘露吗？“
然而这样一来，许多来自新产
地的葡萄酒和新发现的宝石一
样，在市场上没有获得高分的
机会：好的红酒只来自法国波
尔多。优质的帕拉依巴碧玺仅

繁复评估过程的结果是一个易于理解的分数。

产自于巴西原产地。古宝琳宝
石鉴定所的总经理丹尼尔·尼
弗勒 (Daniel Nyfeler) 说：“这样
一来，加利福尼亚的纳帕谷红
酒就和莫桑比克的碧玺一样，
都没有什么机会。”（另见第
XY 页的采访）。“只有通过评
分才能进行可靠的比较。”
稀有性和价值的依据
古宝琳的新评分体系如何运
作？由经验丰富的宝石学家评
估三个因素：品质、稀有性和
卓越性。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
品质，是对视觉效果进行的评
估，如颜色、净度或透明度以
及切割。稀有性包括宝石的类
型、重量和可能经历的处理方
式。卓越性在于有色宝石从同
类物品中脱颖而出的特殊性。

为了降低复杂性，宝石专家从
这些参数中确定一个分数值，
将美丽、吸引力和稀有性概括
为一个数字：即古宝琳分数。
这个创新的评估体系向整个珠
宝和宝石行业开放。该评级
简化了行业内的沟通，也简化
了与个人之间的沟通，并为电
子商务提供了参考标准。拉斐
尔·古宝琳 (Raphael Gübelin)
解释说：“所有购买或出售有色
宝石的人，都将受益于宝石评
级和古宝琳分数。终端客户可
以做出更明智的购买决定，珠
宝商可以用宝石评级来补充对
客户的一对一咨询。”一份完整
的评估可带来更高的信任度和
安全感。尽管因素复杂，但结
果很容易理解。这种组合是前
所未有的。

根据使用古宝琳分数的结
果，宝石被称为“罕见”（97.5100
分），“杰出”（95.0-97.4
分），“优秀”（92.5-94.9 分）
，“高级”（90.0-92.4 分），“精
细”（85.0-89.9
分），“良好”
（80.0-84.9 分）或“一般”（75.079.9 分）。对未达到 75 分的宝
石不予评分。宝石评级目前仅
限于珍贵的天然有色宝石，如
红宝石、蓝宝石和祖母绿，以
及帕帕拉恰蓝宝石、帕拉依巴
碧玺、尖晶石和其他刻面或抛
光的宝石。理想情况下，将由
一份描述宝石科学特征的宝石
学报告补充完成评估宝石品质
的评级。
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数字，可
以对无可比拟的美丽客观地进
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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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 贵的 价 值 可
以用一 个数 字来
表 达”
古宝琳宝石实验室的总经理丹尼尔·尼弗勒
博士解释了宝石评级系统的背景和好处。

评分是怎么来的？
丹尼尔·尼弗勒博士：葡萄
酒和宝石都是复杂的产品，很
难进行描述。在葡萄酒方面，
我是一个外行，非常感谢罗伯
特·帕克的 100 分评分体系，
这使我更容易做出选择。就像
葡萄酒一样，宝石有无数种，
每一组中又有无数种颜色。
此外，还要考虑切割、加工、
透明度、光学效果等工艺，例
如星彩蓝宝石以及其他更多宝
石。辨别一块帕拉伊巴碧玺是
否比红宝石或祖母绿更稀有，
以及对应哪些尺寸，即使对专
家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此，
我们的目标是筛选出最重要的
参数，并尽可能客观地评估这
些参数。我们将这些参数再次
概括在一个数字中，这个数字
一方面包括的内容广泛，另一
方面作为一个数字可以非常简
单地提供对比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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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宝琳宝石评级的客观程度
有多高？
评级也有主观方面，但这
些都具备强有力的实践经验的
支撑。我们在有色宝石评估方
面有近 100 年的经验，并曾分
析过最美、最有价值和意义最
重要的宝石。因此，我们能够
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其中
包括全球市场上顶级宝石的相
关参数。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使
我们能够定义评级体系以及提
供如何评估各种质量和稀有性
参数的精确指南。因此，决定
评级的不是宝石学家的个人品
味，而是一种由经验定义的且
参数化的理想宝石类型。
第一批结果、第一批评级显
示了什么？
在使用新的评分体系进行了
1000 次评级之后，我们看到结
果的一致性非常高。我们还从

古宝琳宝石实验室的总经理丹尼尔·尼弗勒博士研发出了宝石评级体系。

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学习，并与
我们的宝石学家讨论结果。因
此，在评估切割时，我们再次
修改了关于对称性和光亮度两
个因素的指导方针和权重，以
便能做出更精细的区分。
对评分体系的反应如何？
到目前为止，对这个想法
的反响非常积极。许多珠宝商
和珠宝爱好者一直渴望能出这
样一套简单的解决方案。他们
很赞赏这种把各种标准简化成
一个数字的做法。也很赞赏将

最终客户考虑进去的做法。通
过这个评级体系，我们在一定
程度上将解释权转移给最终消
费者，来给他们提供参考的方
向：什么是好？什么是美？什
么是罕见？但是表达宝石独特
性的数字，并不能完全取代珠
宝商之间的所有交流。我也不
能把一个人的吸引力简化为一
个数字——这对红酒和宝石也
同样不适用。这个数字只代表
事实。宝石必须能获得买家的
青睐。现在，有一个独立的理
事会可以帮助他做出决定，例

如当客户必须在几个选项中做
出选择时。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样的
评级是否也很令人期待？
这个评估图表还太年轻，投
资者还不能完全依赖我们的评
分。然而，已经有一些客户在
按照评分寻找宝石，例如寻找
古宝琳评分至少达到 90 分的宝
石。评估图表与对例如银行和
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也可能会
有意义，评分文件能够为这些
机构提供额外的担保。

是否有扩大评级系统？
有，我们肯定会把它扩展
到其他类型的宝石上面。但仅
限于我们已对其掌握了充分数
据的品种。例如，我们的实验
室用于测试的紫水晶太少，因
此无法做出有效的说明。对于
蛋白石，有完全不同的标准，
需要采用新的评估图表。我还
设想开发更多的评级版本，例
如，在可持续性发展、道德或
原产地方面给予更多的权重。
所以还是很令人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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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Gübelin 带来的难忘经历

SWISS A LPS CL ASSICS
古典音乐节 Swiss Alps Classics 在安德马特已经举
办了五年，在阿尔卑斯地区古典音乐爱好者的日历中也
稳稳地占据了一席之地。在今年的演出地点之一——
安德马特的 „The Chedi“ 酒店——古宝琳也作为该音
乐节的合作伙伴之一客串亮相，并在一个大型的展览中
利用旧道具、照片和文件，介绍了公司悠久的历史。音乐
节的游客们也因此有机会深入地了解古宝琳作为“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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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先驱”的历史：从 1854 年在卢塞恩菲斯特巷（Pfistergasse ）里的一家小型制表工坊开始，到上世纪二十年
代古宝琳宝石实验室的成立以及爱德华·约瑟夫·古宝
琳（Eduard Josef Gübelin）的开创性研究，再到今天例
如古宝琳宝石评级或翡翠鉴定（另见 96 页）等里程碑。
此外，还展出了来自古宝琳珠宝（Gübelin Jewellery）的
精选珠宝首饰。

和 宝 格丽一 起 享受“ 意 大 利 之 夏”
宝格丽的作品是最能代表意大利生活方式的作品：
与蛇形表（Serpenti）一样，作品的灵感都来自于罗马神
话中的图案或“永恒之城”的古典建筑——例如乐都表
（Octo）。为了给今年两个系列中的新品推介抛砖引玉，
宝格丽和古宝琳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在苏黎世湖畔的
小镇赫尔利贝格（Herrliberg）的 Strozzi›s 餐厅，联合
举办了一场晚宴。为了配合这个场合，当晚的鸡尾酒都

以宝格丽腕表命名：它们有着例如 Serpenti、Octo 和
Grand Sonnerie 这样的名字。美好的天气、美妙的湖景
和分三道呈上的意大利特色美食，让人们很快就找到
意大利生活方式的感觉。在拉斐尔·古宝琳（Raphael
Gübelin）和宝格丽瑞士地区的总经理罗伯托·马里诺
（Roberto Marino）进行了简短的介绍后，来宾们可以
直接欣赏宝格丽的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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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个月内您预计将有什么样
的灵感启发？
音乐类

2021年11月6日
琉森交响乐舞会

艺 术展 览

2022年1月27号至30号
日内瓦艺术博览会

即将开始的宝石学
院课程
号期		

水平

语言

地点

2021年11月
11月10号 - 11号 初级课程
11月11号 - 12号 初级课程
11月15号 - 19号 	 中级课程
11月22号 - 26号 	 高级课程
11月29号 - 12月2号 	初级课程

英语
普通话
英语
英语
英语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在线

2021年12月
12月2号 - 3号
12月6号 - 10号
12月13号 - 17号

初级课程
中级课程
高级课程

普通话
普通话
普通话

香港
香港
香港

2022年1月
1月6号 - 7号		
1月10号 - 14号
1月18号 - 21号
1月19号 - 20号
1月26号 - 27号
1月31号 - 2月4号

初级课程
中级课程
初级课程
初级课程
初级课程
中级课程

英语
普通话
英语
德语
英语
英语

香港
香港
在线
卢塞恩
卢塞恩
卢塞恩

2022年2月
2月17号 - 18号		
2月21号 - 25号
高级课程
2月21号 - 25号
中级课程
2月28号 - 3月4号 高级课程

普通话
英语
普通话
普通话

香港
卢塞恩
香港
香港

2022年3月
3月2号 - 3号		
初级课程
3月9号 - 10号
初级课程
3月10号 - 11号
初级课程
3月14号 - 18号
中级课程
3月14号 - 18号
中级课程
3月21号 - 25号
高级课程
3月29号 - 4月01号 初级课程

德语
英语
英语
英语
英语
英语
英语

卢塞恩
卢塞恩
香港
卢塞恩
香港
卢塞恩
在线

2022年4月
4月6号 - 7号		
4月25号 - 26号

初级课程 粤语
实践日		

香港
卢塞恩

2022年5月
5月4号 - 5号		
5月11号 - 12号
5月16号 - 20号
5月19号 - 20号
5月23号 - 27号
5月30号 - 6月3号

初级课程
初级课程
中级课程
初级课程
中级课程
高级课程

英语
法语
英语
英语
英语
英语

卢塞恩
日内瓦
卢塞恩
香港
香港
卢塞恩

2022年6月
6月20号 - 24号
中级课程
6月27号 - 6月1号 高级课程

英语
英语

卢塞恩
卢塞恩

最后修订日期：2021 年 10 月。
查阅最新的活动日期，请访问：
www.gubelinacade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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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 阅我们

古 宝 琳 宝 石学 院

图片：Andrin Fretz (1), Annik Wet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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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迎光临
古宝琳

苏黎世
自从1932年开业以来，这家身处高
端设计师品牌、 酒店和画廊之间的精
品店便在城市中心的班霍夫大街占有
重要的一席之地。除了古宝琳珠宝，
精品店中还拥有百达翡丽、宝格丽、
卡地亚、香奈儿、芝柏、格拉苏蒂原
创、积家、万宝龙、 罗杰杜彼、 帕玛
强尼和真力时等腕表品牌。
Martin Handschin
Boutique Director
Bahnhofstrasse 36, 8001 Zurich
Tel. +41 44 387 52 20
gubelin.zuerich@gubelin.com

卢塞恩—施威霍夫酒店码头

日内瓦

位于Hotel
d’Angleterre酒店的旧
址，这里曾是古宝琳最早的精品
店，1903年开业以满足已经兴起50年
的腕表业务。精品店在典雅和轻松的
环境中陈列着30多个著名的外表品
牌，包括迪奥和芝柏等等。

1944年开业的这家精品店位于日内
瓦最顶级的购物街隆和大街（Rue du
Rhône），两侧林立着19世纪的房屋。
除了最新进驻的芝柏表，还有古宝琳
珠宝、名士、百年灵、宝格丽、瑞
宝、昆仑、格拉苏蒂原创、万国沙夫
豪森、万宝龙、豪利時、帕玛强尼、
罗杰杜彼、豪雅和真力时等腕表品牌。
Eric Mayer
Boutique Manager
60, Rue du Rhône, 1204 Geneva
Tel. +41 22 365 53 80
gubelin.geneve@gubelin.com

René Widmer
Deputy Manager Retail Store
Schweizerhofquai 1, 6004 Lucerne
Tel. +41 41 417 00 10
gubelin.luzern@gubel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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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塞恩—天鹅广场

巴塞尔

古宝琳位于卢塞恩—天鹅广场
（Schwanenplatz）的精品店距离城中
的景点卡佩尔廊桥和水塔仅有几步之
遥。如今是古宝琳珠宝的所在地，也
有百达翡丽等精选的尊贵表款。

古宝琳巴塞尔精品店开业于1972
年，位于城中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其
中有古宝琳珠宝，以及百达翡丽、积
家、万宝龙、帕玛强尼、伯爵、豪雅
和真力时等品牌。

Adrian Kunz
Boutique Manager
Schwanenplatz 7, 6004 Lucerne
Tel. +41 41 417 00 11
gubelin.luzern@gubelin.com

Martin Handschin
Boutique Director
Freie Strasse 27, 4001 Basel
Tel. +41 61 307 56 20
gubelin.basel@gubel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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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加诺
这家精品店位于卡洛·巴塔利尼
广场(Piazza Carlo Battaglini)一座20世
纪早期的尊贵宫殿 中。商品丰富，包
括古宝琳珠宝、百达翡丽、百年灵、
宝格丽、积家、万宝龙、 帕玛强尼、
罗杰杜彼、雅典表和真力时等。

古 宝 琳 新型 服务：
《视觉 沙龙》

Roberto Rota
Boutique Manager
Via Nassa 27, 6900 Lugano
Tel. +41 91 850 54 80
gubelin.lugano@gubelin.com

圣莫 里茨
这家精品店最早于1931年在Surselva House酒店开业，如今位于巴德吕
特宫酒店（Badrutt’s Palace Hotel）之
内。在恩加丁的瑞士南部阿尔卑斯地
区为我们呈现了古宝琳珠宝、百达翡
丽、宇舶等。

古宝琳数字服务拓展：现在，
顾客也可以在《虚拟沙龙》里享
受私人咨询服务。

Joerg U. Fehrmann
Boutique Manager
Palace Galerie, Via Serlas 29
7500 St. Moritz
Tel. +41 81 837 58 70
gubelin.st.moritz@gubelin.com

香港
自2013年以来，古宝琳私人沙龙
便迎来了很多资深人士。位于同一座
建筑中的古宝琳珠宝学院也迎来了5周
年庆典，通过课程的形式向专业人
士、收藏家和珠宝爱好者分享珠宝学
知识。
Reno Chan
Boutique Manager
Gübelin Private Salon
Room 3405-3406, Gloucester Tower
The Landmark, 15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Tel. +852 2264 6898
gubelin.hongkong@gubel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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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出户，轻松购物？古宝琳
的线上精品门店在几年前就已开
通了这项业务。顾客可通过拨打
电话及网上聊天的形式在古宝琳
线上门店享受咨询服务。但想要
足不出户便可得到实时与直接的
产品资讯，及享受专业与私密的
资询服务？这项服务只有古宝琳
创新的《虚拟沙龙》能提供，该
服务在今年 2 月份正式上线。由
此，古宝琳对其数字服务进行了
进一步的拓展。
如何通过这个新的渠道找到
并购买珠宝和手表？感兴趣的顾
客可通过下面的网址轻松在线预
约《虚拟沙龙》的体验日期：
www.gubelin.com/virtual-salon.
虚拟精品店开放时间为周一至
周五 10 点 - 17 点。开放时间之

外，我们也可根据您的需求提供
咨询服务。无论您身处何地，只
需几下点击，就可以到访我们的
虚拟精品店。在预约时间时，顾
客还需说明，您想获得针对哪个
主题或哪款产品的咨询服务。这
可以帮助我们精准挑选出适合您
的的咨询人员和产品。针对古宝
琳的全部产品基本上都开放参观
和咨询。根据您的需求，我们还
可为您配备其他专业人员，如设
计师、宝石学家和钟表大师。预
约完成后顾客将收到一封确认邮
件，只需轻松点击邮件中的网页
链接，就可以在浏览器中打开《
虚拟沙龙》。
在预约时间内，古宝琳的专家
将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亲自为您
服务，比如为您展示如何设置钟
表的日期与时间，说明戒指戴在
手指上以及与其同系列耳钉的搭
配在一起的效果采用大宝石装饰
的吊坠是否更吸引人，或者新表

带和腕表是否相衬等等。在此期
间您可以随时提问。为了方便感
兴趣的顾客了解我们商品最真实
的详细情况，
我们特意为«虚拟沙龙»配备了
高分辨率摄像头。这些摄像头可
以捕捉到珠宝首饰和手表的每一
个细节，并将它们令人惊叹的美
丽投影到家里的屏幕上。
“我们可以通过《虚拟沙龙》
和顾客接触，并为他们提供专业
且详尽的咨询”，古宝琳集团总裁
拉斐尔·古宝琳（Raphael Gübelin）解释《虚拟沙龙》这一理念
诞生的背景。“我们一直坚持服务
第一的原则。我们想要把我们的
知识、经验和灵感分享给我们的
顾客。我们将线上和线下渠道结
合起来，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私
人咨询服务。”

www.gubelin.com/virtual-sa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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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与学问
除了古宝琳，世界上可能没有其他哪家奢侈
品公司能将美与科学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爱德华·约瑟夫·古宝琳（Eduard Josef
Gübelin）是公认的现代宝石学之父。他探索
了宝石的内部结构，证明了可以通过显微镜
下可见的这些内部世界得出关于宝石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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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真实性的结论，为开创性的科学工作做出
了贡献。通过“Provenance Proof”（原产地证
明），古宝琳公司再一次为提高有色宝石贸
易的透明度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下一期
中，了解在古宝琳，科学与手工工艺是如何
互相地激发灵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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