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tite 系列
包括 Mingardo 托盘、Elettra 花瓶、 
Mirro 梳妆镜、Lume 烛台和
Elementa 果盘等，强调手工艺的不可
替代性，以及设计与建筑之间的关系。
其中，Elettra 花瓶通过具有诗意的线
条勾勒出虚实之美，铜复合蓝铁电镀赋
予它独特的意大利风采。Mirro 梳妆镜
和 Lume 烛台则线框比例和谐简洁，
优雅严肃。
设计 / Chiara Andreatti，Federica 
Biasi, Cara & Davide, Antigone 
Acconci & Riccardo Bastiani
品牌 / Mingardo
图片提供 / Federica Biasi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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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IC SHOW 
ON TOP

文字 / 木叶     编辑 / 李诗雯

无论是餐桌、书桌，还是厨岛台、梳妆台，
甚至连边桌和边柜的顶面，都是节日气氛的最佳造景点。

细微之处方见生活情趣，居家装饰显现艺术品位。
设计魔法正在桌面上演。

桌面上的魔法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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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在社交网络秀自拍，现在分享美食、餐

具和室内装饰似乎更容易引起共鸣和点赞。所谓的

“网红”带货领域也由此拓宽至家居，背后是人们

对“文艺青年”“巧手主妇”或者“热爱生活”“品

位优雅”等标签的追求。虽然说人的价值不体现在

消费什么，但是线上乃至线下的快餐式社交需求仍

然让物质表象替人说话。而通常，让焦虑的大多数

人“用力生活”的标准也不过是“自律地健身”“醉

心于烘焙”“更新软装”这些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发

图打卡事项。那么，今年的设计品牌都如何用明星

产品将桌面不落窠臼地“点石成金”？

在我们看来，主要有三个趋势。第一，桌面上

多种自然原料质感碰撞好似交响乐，其中黄铜的强

势回归可以说是独占鳌头。石材效果的装饰品也紧

接着水磨石回潮不温不火地持续更新。第二，趣味

横生的餐具创作出连续的微型街景故事，而厨房里

热腾腾的厨具则陪伴你准备浓情家宴。幽默的“娱

乐至上”式设计持续发力，帮助快节奏生活的人暂

时脱离社会，回归家庭甚至重拾童趣。第三，在感

恩节、圣诞节、新年直至情人节，缤纷的节日装饰

会帮你传递强烈而甜蜜的问候，精致镶金的天文奇

想图案也送来天马行空的新鲜祝福。不要吝啬，节

日里用心到浮夸的选择就是爱大写加粗的表达。

Veronese 台灯 
穆拉诺玻璃结合金属环，

有紫水晶、丝绸白和灰色可选，
造型源自吊坠首饰，

丰富了由劳伦斯·布拉班特（Laurence 
Brabant）于 2005 年

设计的 Bijou Bijou 系列。
设计 / Laurence Brabant

图片提供 / Marta Sala Editions

Tank 系列威士忌酒具 
包括一只酒瓶和两只酒杯。
吹制玻璃配合手工黄铜工艺细节，
颜色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
图片提供 / Tom Dixon

Alloy Cube 系列文具
包括钢笔、订书器、桌面整理架和胶带切断器等，锌合金镀铜。 
图片提供 / Tom Dix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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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系列餐碗 
超薄的精致黄铜碗经由手工敲打而成，
一套五只，银质可选。Form 系列是汤
姆· 迪克森的代表作，该系列产品最
初始于一套茶具。
设计、图片提供 / Tom Dix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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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o 触控台灯 
艺术、娱乐、创新和创意是该品牌的主题，
以一种微妙而清晰的方式来表达概念和灵
感。这款一个人坐在台阶上思考的创意台
灯也不例外。
设计 / Gio Tirotto   图片提供 / Seletti

Lovely Breeze 摇摆果盘 
成功结合金属工艺和概念设
计，灵活而节省空间。水平
放置时，叶片上可以放置多
个水果、糖果。空着时，不
倒翁般的底座重物会拉直叶
片成为一株竖直的树苗。
设计 / Sakura Adachi
图片提供 / Alessi

Les Collections 限量版咖啡礼盒 
设计师表示，Livanto 咖啡的口感和背后
蕴含的传统糖果风味故事给予他们灵感。
设计 / Craig & Karl Studio
图片提供 / Nespresso

Nouvelle 餐具系列 
该系列受到日本传统便当和有机食品导致的慢食以及分享习
惯的影响。设计师采用两种石材与枫木，赋予这套餐盘以当
代性和自然属性。
设计 / Serax Cration   图片提供 / Merci

Bibo 调味品架
设计师认为以钢为材料加强物体的立体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设计 / Valerio Sommella   图片提供 / Alessi

Carrara 大理石系列餐具 
来自葡萄牙的陶瓷新品为马克杯和甜
品盘，以大理石肌理为基础，结合几
何图案和精致金属装饰。
设计 / Coline Le Corre
图片提供 / Vista Aleg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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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ter 2017 年冬季系列瓷盘 
针织图案，浅灰色。
图片提供 / IKEA

Water Tower 储存罐 
这是一个桌上微缩建筑，

让人想起了阿尔多·罗西对城市规划
与景观之间辩证关系的精彩分析。

灵感来自于典型的美国水箱。
设计 / Daniel Libeskind

图片提供 / Alessi

Forma 刨丝器 
雕塑般的底座与符合人体工
程学的外形使得它成为“桌
面建筑”的一员。
设计 / Zaha Hadid
图片提供 / Alessi

Colombina Fish 鱼形盐窖
鱼鳞特色突出，外形精巧可爱。
设计 / Doriana & Massimiliano Fuksas
图片提供 / Alessi

Clara 木质钟表 
五色可选。
设计 / Alex Chen
图片提供 / Camino

Boga 鱼形生姜刨丝器 
灵感来自设计师的亚洲旅行。
设计 / Valerio Sommella
图片提供 / Alessi

经典早餐小家电系列 
延续 20 世纪 50 年代复古系列

标志性设计和经典外形，
新家电产品系列包括TSF01 吐司机、      

电水壶、立式搅拌机及搅拌器，
旨在满足人们对烹饪环境

及烹饪工具性能的需求。
图片提供 / SMEG



Strala 星形吊灯罩 
纸质，灰色或白色，
多种图案可选。
Strala LED 星形台灯
涂红色粉末漆钢。
Vinter 系列装饰品
圣诞老人高 75cm，
聚酯纤维。
图片提供 / IK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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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G 500 汽车冰箱 
设计师为经典 FIAT 

500 量身打造的冷饮冰
箱只保留车头部分，以
其外壳作为冰箱外形，

旋钮作为冰箱控制系
统，速度盘作为温度表，
再一次将冰箱推向时尚
潮流，沿续意式经典。

图片提供 / SMEG

Dama 储物盒 
可以堆叠的圆柱形容器系统可以搭配不同的色彩单元
和不同高度的物品，例如文具、首饰。
设计 / Federica Biasi & Simone Bonanni
图片提供 / Incipit

Astronomici
天文主题装饰瓷盘 

一套 12 支。 
手工镶金图案，精致迷人。

图片提供 / Fornasetti

Roost 单体蛋托 
以干脆的几何形态、和谐的
比例衬托着鸡蛋的优雅。
设计 / Adam Goodrum
图片提供 / Alessi

Faberjori 圣诞玻璃吊饰 
灵感来自于彼得·卡尔创造的传奇
蛋珠宝费伯奇，该系列一共 6 个，
工艺精湛、装饰华丽。
设计 / Marcello Jori
图片提供 / Aless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