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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建筑、
设计师

5个藏画美家
美得那么独一无二!

如何演绎自己的家?

可持续的善意设计
米兰设计周

四白落地即画廊?
越简单越讲究设计

周迅+陈坤+陈国富

超漂亮“山下学堂”

家具灯具
流行精选

DREAM HOUSE
建筑大师Frank Gehry 90岁为自己再造新家

酒店

hotel

City Inspiration
双城故事

对页 具有艺术感的旋转楼梯
是空间的亮点，他希望通过
室内设计的细节，将瑞吉酒
店的过去和现在用一种流动
的诗意形态来连接。
本页 香港瑞吉酒店的室内设
计由 A.F.S.O. 设计公司创办人
（André Fu）完成，
傅厚民
这是
他在香港的第三个酒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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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初夏总是多雨 ，车行至湾仔的中心地带 ，在大厦前的斑

茶 ，眼神却打量着这个由他新近完成的空间作品 。他说自己从进入

驳石道上下车，伴着王家卫式的幽暗灯光，酒店大门自动打开，如果

酒店到入座，仍在试图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感受每个客人到来的

故事才刚刚开始 ，此刻你还不知道它会把你带向何方 。搭乘电梯来

线路过程 ，这种代入式的体验能直观地告诉他哪种氛围是对的 ，哪

到2层 ，经过一条颇具艺术感的走廊和隔断 ，向右转 ，十米挑高的大

“我希望设计并不是呈现一种纯视觉的效果，而更应该
里需要调整。

堂映入你的视野，形成一个诗意的交汇点—— 一段旅程的结束和新

带给走进这里的客人一种丰富的 、递进的层次感 ，一种关乎精神与

旅程的开始。

情绪的表达！”

我们坐在这个由屏风、壁炉、沙发围合而成的大堂里，在淅淅沥

如果你对瑞吉酒店的历史有所了解 ，或是拜访过世界各地其

沥的雨声中，等待着它的设计者傅厚民（André Fu）的到来。香港瑞吉

他的瑞吉酒店 ，那么当你踏入这间比邻维多利亚港 ，离著名的香港

酒店是他在香港完成的第三个酒店作品 ，虽开幕不久 ，却一如他此

会展中心仅几步之遥的全新瑞吉酒店 ，会惊喜地发现它是如此与

时此刻在大众心目中的影响力，引来诸多设计界人士与粉丝们的拜

众不同 。它既传承了百年前 Astor 家族在纽约开创第一家瑞吉酒店

访，而《安邸AD》也是这当中的首批客人。André如约而至，拿着一把

的尊贵气质和传统元素 ，如以 Astor 命名的宴会厅 ，以及以“ 社交女

雨伞和帆布包 ，微笑着与每个熟识的员工打招呼 。他点了一杯冻柠

王”Caroline Astor命名的专为婚前派对设计的套房；又在设计细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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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页 瑞 吉 酒 吧 是 远 离 烦 嚣 的 隐 蔽 胜 地 ，毗 邻 t h e
是一处氛围私密的放松空间。
Drawing Room 及露台，
本页左图 通往宴会厅的过道，酒店拥有5个会议活动
场所，总面积约1114平方米。右图 酒店的设计灵感来
自纽约瑞吉酒店富丽堂皇的氛围以及香港本地东西方
文化共存的独特建筑特色。

纽约地铁和香港电车均于1904年
面世，
以此双城故事为灵感，
酒吧设计出14款招牌鸡尾酒，
包括
最早于纽约瑞吉酒店推出的Blo
ody Mary，
以及具有香港特色的CantoMary。

“我是土生土
凝结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凄美芳华。André说：

品牌，纽约是它的初创之地，与香港一样，两座城市都是具有文化交

长的香港人，我做香港的项目跟我做曼谷或其他地方的项目是很不

融性的大都市，如何用现代的设计去演绎经典，André在设计之初便在

一样的 。这里是我的家 ，是我生活的城市 ，而且我对香港的六 、七十

心中有了清晰的概念。在他的心目中，设计这样一个项目，必定要从

年代是有情意结的 ，我不想用一个很表面的方式去讲述 ，而要用设

品牌本身的气质出发，遵循一定的思想逻辑，而不是追求一种视觉奢

计细节来表达我在这个城市所感知的一切。”

“最初我一直在脑海
华，这样才能真正呈现出最好的状态。他告诉我：

正如他所说，漫步在酒店，不论是公共区域还是私密客房，你都

中想象着100多年前，Astor 家族创办纽约瑞吉酒店的那种感觉。当时的

能从每一个空间里感受到一种情绪，关于香港的回忆都被他化解为

瑞吉，其实更像是Astor家族招待纽约上流社会的大宅邸，是一个很私

设计细节 ，在不经意处恭候着有心人的发现 。那些贯穿整个酒店屏

人的空间，每位宾客来参加派对，都先要路过窄窄的通道，穿过不同

风上的线条 ，是旧时香港房屋铁窗上的线条样式 ；房间里床头上装

的区域，一路所看到的情景都不同，非常有意思。”André言语中百年前

饰着重新刷漆的旧式门板，是过去在湾仔地区的当铺和商店常见的

参加派对的曼妙趣味情绪，被他用走廊、隔断、屏风、家具、灯效融合

推拉门的样式；大堂里的路灯装饰，设计灵感来自André在中环办公

地呈现在如今的香港瑞吉酒店，又带着些许他喜爱的王家卫电影《花

“ 我做设计的时候 ，并不会考虑哪些是西方的 、
室楼下的老式油灯 。

样年华》中那属于东方的含蓄优雅。

哪些是东方的概念，这些具象的元素，勾勒出我心中的香港。”
而瑞吉酒店本身又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和传奇家族背景的经典

在酒店里待上一两天 ，你会发现很多第一眼并不会察觉到的
细节，比如电梯里装饰着皮革的把手，沙发上质感精良的毛毯，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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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左图 低调的大理石材质与可以
观景的浴缸，
营造出一个舒适又极富
趣味的私密空间。
右图 床头上的门板
装饰的设计灵感来自湾仔的老店铺
常见的推拉门 。
对页 户外的恒温泳池拥有绝佳的景
观，
是客人们休憩放松的好去处。

香港瑞吉酒店
香港湾仔港湾径1号
+852 2138 6888
www.stregishongkong.com

泳池水波粼粼，
映照着周边颇具历史感的大楼，
勾勒出香港的往昔与今朝。
上大理石的雕刻线条 ，家具边缘的细腻收口 ……“ 我花了很多时间

拜访的几日里 ，你依然能从24小时的特色管家服务 、员工具有分寸

来打磨细节，整个项目做了4年半，但是小的装饰和细节调整就花了

感的待客之道中感受到瑞吉的魅力 。正如在万豪集团工作了25年的

一年时间 ，书 、花瓶 、装饰摆件 ，都是我自己挑选的 。”他说做设计讲

“我们只有129个房间、两间餐厅，在香港
酒店总经理Derek Flint所说：

“但并不是你做了所有的东西，它就会变成你想要
求细节是必然的，

来说 ，并不是大体量的酒店 ，但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和品质上的细致

的样子 。”而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 ，由内到外一分一毫的精细把控 ，

讲究 ，是让客人体验过便会久久难忘的 。”即使是新开的酒店 ，所有

“你用最好的材料去做一个东西，出来不一
才真正成就了生活品质，

员工带给你的亲和力与熟悉度，都俨然像是已经在这间酒店工作了

定代表奢华，钱是买不到品位的。”

很多年一般。Derek为我列举了严格的员工挑选和培训流程，常常从

从当年在香港设计Upper House的惊艳亮相，到如今步入稳健人

100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合适的员工，每年有超过300多小时的培训。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
生阶段后打造的香港瑞吉酒店，André感叹：

“最重要的是你要尊重他们，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酒店的主人，而这

加享受设计的过程 ！我在30岁的时候设计酒店项目 ，是带着一点点

种尊重便会发自内心地从每位员工传递到客人 。”他自己每天下午

惊慌的 ，很难得遇到一个大的项目 ，是那种特别想要做好的紧张状

都会在大堂与客人交流 ，听取不同的意见 ，这亦是他从事酒店管理

态 。而十几年的经验累积 ，让我更加从容 ，跟客户交流更顺畅 ，也结

行业几十年的兴趣所在。

识了很多艺术家 、时装设计师 、建筑师 、媒体 。我的设计思维更开阔
了，有了很多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去讲我的故事。”
虽然基础的设计暂告一段落，属于香港瑞吉酒店的故事却才刚
刚开始。服务与维护，常常是衡量酒店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而在我们

而最打动我的，除了设计与服务之外，是香港本地作为东方最早
的国际化都市所培养出来的酒店社交氛围。每天清晨，天刚刚亮，就
看到有本地客人不惧风雨，走进来坐在酒店大堂里与三两好友喝茶
聊天，络绎不绝，直到入夜，这应该是对一家新酒店最好的告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