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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迈阿密海边度假屋

张扬、叶永青、
韩湘宁……

法国著名建筑师CHARLOTTE PERRIAND
终于在路易威登的
80年前设计的水上度假屋，
鼎力支持下，
优雅现身迈阿密海滩 。

18位文化人栖居
大理别样生活

2011日本大地震三周年
中日建筑师联手灾后重建
边边角角储物潜力
小空间的风水玄机

7个迷你小家

SMALL WONDERS
大都市空间有限寸土寸金，
小而精一样讲求品质生活。

香港

in hong kong

本页 这个家门口站
岗的两尊玻璃纤维的
“农民”像出自艺
雕塑
术家刘若望之手 ，购
自香港的Wellington
Gallery。雕塑后面是
两扇经过刷白的古董
中式门 ，为后方的起
居室提供了私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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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寸土寸金 的香港，
法国女商人玛丽
用她的智慧与眼力 把
创意、
品质与舒适性
都完美结合 在这个70m2
的空间 里，
让这个家
“与世隔绝
仿佛一个
。
的小气泡”

本页 绿玉色的墙上挂着一幅以中国
小女孩为主题的油画，
是由中国艺术
家房辉创作的。
白色矮沙发与红色中
式边柜，再加上一抹亮黄色，整个起
居室流露出轻松又活力十足的气氛。

主人: 玛丽·海伦娜·普莱沃（Marie-Helene Prevot），法国
女商人，奢侈品专家Gouten Consulting有限公司（www.
goutenconsulting.net）副总监。她在香港生活了十余年，
为亚洲和大中华地区的许多知名品牌工作。同时，她也对
中国当代艺术充满了热情，乐于收藏“有故事的物件”，尤
其重视优良的品质和精确的技术。
建筑师: Stefano Tordiglione ，出生于意大利的那不勒
斯 ，是跨界工作室Stefano Tordiglione Design (www.
他喜欢在作品中保留当地的文化符
stdesign.it)的创始人。
号，
同时结合意大利的设计风格。
在玛丽的家里，
他融合了
法式的精致、
意式的典雅和传统的中国风格。

香港 ，空间是贵重

任 Stefano ，我相信他对于空间构成和材料的见解 。”关于装饰和空

商品 。如果你想住

“ 我要充分利用每一平方米的空间 ，不
间的利用 ，玛丽也想法明确 ：

在 城 市 中 心 ，功

要走廊 。我还想把生活和休息区隔开 ，卧室必须有两个 —— 给我和

课就要做得精确

我20岁的儿子 。”

到每一平方米。

“ 我真的很
对于 Stefano 来说 ，如此清晰的愿景很能启发灵感 。

来自法国的女商人

希望理解人们想从家里获得些什么 、他们需要什么 、他们的习惯

玛丽 - 海伦娜 · 普莱沃（ Marie-Helene

是什么 —— 看电视吗 ？爱跳舞吗 ？喜欢开 Party 还是独处 ？ 有几双

2

Prevot ）正好精于此道 。尽管她这个70 m 的家位于

“ 奢华
鞋 ……”然后他为主人把这些需要转化为一个家中的设计 ：

繁忙的半山地区 ，家里的气氛却安静而优雅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每

“ 真正的奢华是能有家
并不是拥有昂贵的家具或者艺术品 ，”他说 ，

“ 我们
一寸地板上 ，耳边随时婉转着啾啾的鸟鸣 ，玛丽撩一撩头发 ：

的感觉 ，住在能满足你需要的地方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设计师花

在城市的心脏地带 ，却像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气泡里 。”

在幕后的精力远远大于台前的成果 。他必须精确地考虑好把热水

对于玛丽而言 ，打造一个既美丽又实用的生活空间 ，关键是要

和空调设备隐藏在哪儿 ，如何设计步入式衣柜 ，还要让搁架不占空

有一个清晰的愿景 ，还要找一位意向相投的创意伙伴 。她在之前的

间 ……“ 在一个小小的家里 ，如何有效又聪明地利用空间绝对是华

工作中结识了Stefano Tordiglione Design 的掌门人Stefano Tordiglione，

丽的挑战 ！”

两人在设计和生活上的诸多共识让他们对此次合作一拍即合 ，这

同时 ，Stefano 还拆除了老款的窗式空调 ，将它替换成毛玻璃 ，

位意大利设计师更是对玛丽的小空间一见倾情 。尽管原来的空间

“ 我们都同意 ，既然空
让室内的采光更加通透 。玛丽对此十分满意 ：

细碎 ，三间小卧室也组织得毫无章法 ，但考虑到采光和空间上的可

间小 ，就应该把‘ 室外 ’带到室内 。因此我们尽可能地扩大了窗户 ，

能性 ，他们还是认识到了这个小公寓的潜力 。后方的小阳台更是一

美丽的光线带给我们的何止惊喜 ！”

“ 我特别想要一个小的户外空间 ，这是整幢楼中唯一带有
件宝贝 。
阳台的一间公寓 ，所以我是非它不选 ！”玛丽解释道 。
“ 我有我的想法 。这
让两个自认固执的人志同道合真是奇迹 。
“ 但我也完全信
是我的房子 ，我必须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玛丽说 ，

起居室 、餐厅和厨房间的墙也被一一拆除 ，这就将原来局促的
三居室变成了灵活的两居室 ，这种空间的改动也为其他的改变提
“ 我经常在家里用电脑工作 ，这样的格局让我可以根据
供了可能 。
当时的心情 ，随时随地投入工作 。”玛丽如是说 。

起居空间里结合了当代艺术、
现代家具 和一些中式元素，完全是
东方遇上西方 的一场精彩对话！

“我特
别想要
一个
尽可能 小的户外空
间，
地扩大
窗户， 这是整幢
楼
为小空
间引入 中唯一 带有
阳
美丽光
线和户 台的一间公
寓！
外风景
”
。

对页 打开落地窗 ，外面是一块
用竹墙围起的精巧平台，
这也是
玛丽选中这套住宅的重要原因。
用餐区里，
大理石圆桌搭配四把
白色的Eames椅 ，经典设计果
然相当提气！角落里盒子状的展
示架是玛丽自己的设计，
漆面的
小柜子也是。
本页上图 起居室里 ，中国的艺
术品结合定制的现代家具和上
世纪中期的经典设计 ，创造了
一种新鲜的跨文化氛围 。两幅
素描来自越南艺术家Luu Cong
Nhan 。下图 设计师Stefano拆
除了原本的隔断墙，
由此增加了
厨房的空间 ，使它更为敞亮 ，并
与起居室相连通。
橡木橱柜搭配
合适的早餐吧台，
确保了空间的
最大化利用。

浴室

本页上图 将窗户扩大，
并设计一排靠窗的座位，
这样就充分扩
大了起居室的空间和采光强度。Stefano用毛玻璃面板填补拆
除老式空调后留下的缺口，这也为整个房间带来了额外的光
线。
下图 小小的卧室空间安静而素雅，
墙面和床上用品都选择
了白色，
各类中式古玩与一幅刘坤的大型油画营造出一种与世
隔绝的静休氛围。
对页 卧室的门被漆成了调皮的橄榄绿色，
装饰性的传统中式门
环是点睛之笔。中式古董桌身兼梳妆台和展示柜的双重作用，
也是有效利用空间的又一范例。

餐厅

在解决掉空间这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之后 ，给这个小空间点
睛的当然还少不了精彩的艺术品与家具 。玛丽显然对自己的艺术

厨房

浴室

眼光十分信任 ：当代欧洲家具 、当代中国艺术品 、有趣的古玩收藏

衣橱

和多元化的亚洲艺术品和谐且不失活跃地融合在她这个热情洋溢
的家里 ，也恰到好处地展示出她的法国血统和本土阅历的交融 。她

客厅

还是一位热忱的当代艺术收藏家 ，墙上挂着房辉 、刘坤和 Luu Cong

卧室

“ 我认为艺术是我灵感的一部分 ，我们总是
Nhan 等人的诸多作品 。
从自己看到的东西中寻求创作动力 。”不过最近她不得不暂停收藏
的步伐 ，因为“ 我家的墙不够了 ”。
她为这个家选用了天然橡木和白漆橡木这样清新柔美的简单
色调 ，更好地突出了艺术品的精彩 。玛丽说这种混搭的理念是她创
“ 实际上我来自法属圭亚那 ，我本身就是一个混合
意导向的基础 。
体 。将各种元素相结合对我而言很重要 ！”
有人说生意和朋友没法同时做 ，玛丽和 Stefano 却打破了这个
“ 虽然我们也掐架 ，但不真吵 ，是吧 ？”玛丽眨眼说道 。
“ 我可
魔咒 。
不这么觉得 ！”Stefano 终于笑着“ 反抗 ”了她一回 。

“真正的奢华 是能
有家的感觉，
住在
”
能满足你需要的地方。

储物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