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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ruccio Laviani
不变的善变

Unchanged Change 

策划·维娜   文·王晗玉

在 Ferruccio Laviani 的作品列表下，我们难以找到固定不变的个人风格。
唯一确定的是，每一个项目的呈现，都极具感染力。

Ferruccio Laviani

1960 年 出 生 于 意 大 利 Cremona，1986
年 毕 业于 米 兰 理 工 大 学 建 筑 系。 其自
1983 年加入 Lucchi 的工作室，1986 年
成为合伙人，1991 年离开、成立自己的工
作室，并自彼时起一直担任 Kartell 的艺术
总 监。曾与 Cassina、Moët Hennessy 、
Swarovski 、Dolce & Gabbana、Emilio 
Pucci、Zara 等多个品牌进行展位、空间、
产品包装等多层面的设计合作。

如果要把 Ferruccio Laviani 合作过的

品牌全部列举一遍，那恐怕版面要不够用了。

从家居行业的 Cassina、Habitat，到时装

品牌 Ermenegildo Zegna、Zuhair Murad，

再到美酒 Moë t  Hennessy 和科技界的

Samsung，Laviani 操刀的建筑、店铺、展

位、家具以及商品包装，存在于整个泛生活

领域。

他的设计风格也跟这些属性相异的领

域一样，变幻莫测。当我们问到他如何定义

自己的风格时，Laviani 表示自己从不以个人

特质为中心，而是以每时产生的具体想法作

为灵感来源。促使灵感迸发的环境时常处

于变化之中，Laviani 的风格又怎可能只有

一种定义呢？

设计不设限
Ferruccio Laviani 可算是为数不多的拒

绝强调个人风格的设计师，外人很难从他的

作品中一眼识别这出自 Laviani 之手。就好

像在感受了他早期极为推崇的孟菲斯主义

之后，我们很难将那张配色简约的飞碟形

餐桌和造型复古的 Good Vibrations 橱柜与

Laviani 联系起来。

2019 年的米兰国际家具（上海）展，

Laviani 为 Foscarini 设计的展位“红透”现

场。他从红色着手，结合品牌产品系列的颜

色演变出洋红、橙红、紫罗兰等各种红色，

令展位呈现出互动流畅的渐变效果，就完

全与 Laviani 早期的孟菲斯做派风格迥异。

Laviani 职业生涯开启自米兰，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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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I 4 Mariani 的大理石书桌
让我们得以见识 Laviani 设计
中低调硬朗的一面。

02. 与 Foscarini 合作的一款
台灯，线条简约但配色更大胆，
也更具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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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在 Lucchi 工作室工作。在上世纪

80 年代，同样起源于米兰的孟菲斯主义正

当盛行，Lucchi 亦是这场运动的先锋人物，

因此 Laviani 前期的设计也充满着孟菲斯

派的色彩和明快。而带着这层预设再去看

Foscar ini 展位时，统一的配色和画面就很

让人出乎意料了。

Laviani 这样解释这次设计 ：“概念很简

单，就是从色彩着手。”红色是 Foscarini 的

标志色，Laviani 以 50 多款产品延伸配色，

为品牌在有限空间内展示了最丰富的红色，

也用这些红色为当季产品打造了互相呼应的

展示环境。回想其稍早时在米兰展为同一品

牌设计的店铺，又是一个纯灰的静谧空间，

与红色传达的浓烈截然不同，却将这个经典

灯具品牌的灯罩和光线凸显得淋漓尽致。

感受过这些反差，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偏好丰富配色的他会为意大利顶级手工木

制家具品牌 Emmemobil i 设计纯白极简的

餐桌、情感炙热的他会为 I 4 MARIANI 品牌

设计硬朗的大理石书桌了。Laviani 毫不掩

饰自己的“善变”，他说自己每天都在吸纳

不同事物的影响，令原有想法产生改变，能

做的就是从不同产品的特质出发，完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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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Kabuki 台灯，猛地一看会
恍惚这是台灯还是酒杯？但当
动人光晕透出清透材质，搞
清它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03. 为 Emmemobili 设 计 的
Arlequin 橱 柜， 与曲 线 线 条
相比，更强调几何和棱角，而
自然系配色中和了几何造型本
身的坚硬。

02.Good Vibrations 橱柜，基
础造型选用东方古典的样式，
但采用全新技术将柜体做了

“扭曲”处理，将古典魅力与
当代前卫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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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而非铆足了劲地表现自我。

你我皆游牧
Laviani 的开放姿态经常能助其产生

“离经叛道”的想法。联合 Fratelli Boffi 推

出的 Good Vibrations 橱柜造型古典、雕花

精致，但在 Laviani 的创意下，橱柜通身像

扭曲了的信号波段一样，将古老东方的繁

复精美和现代科技的特立独行融合在一起，

呈现了一场过去与未来的奇妙交流。

相似的反叛还体现在对间壁的改造。

这种曾在 18 世纪风靡一时的家具被 Laviani

拦腰切割，并借助最新技术进行错位拼接，

最后呈现的造型仿佛“戏精”上身，浑身上

下彰显着与众不同。

旧形制与新技术的碰撞正向我们展示

着 Laviani 看待未来生活方式的视角。他将

当下的人们比喻成“游牧民族”—一个古

老的词汇，却正贴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我

们自己的物品、我们拥有的东西可以跟随我

们从家中去到任何地方，它们所构成的集合

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Laviani 如此解

释，这令他感受到家具等物品正变得更加个

人化和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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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Dolce&Gabbana 精品 店，
延续了品牌一贯的宫廷风，中
央大吊灯极致奢华。

03.Dolce&Gabbana 金 色 餐
厅，铸铜、镀金玻璃等金 色
金属营造的光影空间令食客
流连忘返，而椅背等选用黑
色皮革又中和了金属带来的眩
晕感。

02. 为 Foscarini 设计的壁灯，
造型充满抽象感，金属抛光
的表面又不失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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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Laviani 在设计过程中最重要的

考虑是要让人们爱上这些作品，“所以我必

须为它们注入技术、爱和文化”。将旧的文化

与新的技术联结，让经典物件同样适配于未

来，正是 Laviani 为“游牧生活”作出的改变。

而至于情感的部分，该算是 Laviani 不

断变换的风格中唯一不变的特质。

任性顽童
Laviani 虽不强调个人风格，但对自己

的设计理念异常坚持，并直言不喜欢太多

妥协。

直到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 Laviani

达成合作的伙伴还是各大公司和品牌，而鲜

有私人客户。Laviani 解释说自己不喜欢私

宅等个人项目的原因在于，大部分项目在开

始之初自己已经规划好一个蓝图，公司客户

寻求合作是基于认可他的理念与专业度，相

应地，作为设计师也能掌握更多话语权；但

私人客户则会掺杂更多个人喜好，而在这个

过程中，作为提供服务的一方，Laviani 不

免要在自身想法与客户意见之间寻求平衡。

“要我做妥协，我选择离开”，面对难

以调和的分歧，Laviani 给出了这样的解决

方案。由此或能感知，他加注在每一个项目

中的设计已经不是单纯的色彩或图案，而是

一种情感，毕竟与其此前对各种风格与元

素所呈现的开放姿态相比，也只有在面对

情感时才这么难妥协吧？

回 到 当 下， 当 聊 到 下 一 步 计 划 时，

Laviani 的答案又返回开放态势，他透露近

期重心就是为下一场米兰展做准备，而届时

情况如何？Laviani 卖了一个关子—“We  

will  see”。

01.Dada–Molteni 的 整 体 厨
房，采用直线形设计，整洁优
雅，也为明亮绿色的加入保留
了发挥空间。

03. 为 Moroso 设 计 的 扶 手
椅，将沙滩椅的度假感置于
金属底座之上，有多种配色
供选择。

02. 另一款来自 Londonart 的
壁纸，配色更丰富，画面也极
具张力，不过要想驾驭这款
壁纸需要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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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对您个人而言，设计师这个职业最

吸引人的和最让人遗憾的地方是什么？

A1: 我认为做一个设计师有很多好处，

因为我非常喜欢它。我很幸运有这份

工作能让我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将所思

所想变成现实、有形的物品。设计师

工作唯一的缺点是，当你的想法因技

术水平而无法实现时，你会感觉有点

儿遗憾。除此之外，我认为这是有史

以来最棒的工作之一。

Q2: 你如何定义你的设计风格？

A2: 我没有特定的“风格”，我不会以

凸显个人风格为中心去做设计，而是

从具体想法出发。我每天都被很多事

情吸引，这些让我不断改变想法，所

以我的风格怎么可能一成不变呢？或

许我这么说听起来有些语无伦次，但

我就是这样！

Q3: 你如何看待未来的生活方式？因

此，当你进行一项设计时，什么是最

重要的考虑？

A3: 我认为今天我们都在成为“游牧民

族”，因此我们自己的物品、我们拥有

的东西都可以跟随我们从家去到任何

地方，构成我们的生活环境。换言之，

物品会变得更加个人化和独特，而与标

准化的“风格”观念相去甚远。因此在

设计中我最重要的考虑是让人们爱上

我的作品，我必须给它们注入技术、爱

和文化……实际这一点儿都不容易！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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