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MILAN
BETTER FUTURE
米兰 明日之城

5 月 1 日，世界将目光聚焦在这座城市。米兰是我的城市。我在这里出生，这里长大。

图 /SIME 蓝牛仔

古罗马的骄傲、中世纪的辉煌、现代社会的荣光……都曾在米兰留下令人赞叹的一笔。
这座城市一刻不停地变换着面貌，向我们展示着它明天可能的样子——一座令人无
限向往的绿色、宜居、蕴含无限可能的未来之城。文 /Lorenza Scalisi 图 /Chiara Cadeddu 翻译 / 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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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莫教堂是整个米兰市的精神核心，
每天从清晨到夜晚，无数过客在这
里留下“最米兰”的专属记忆。
（左
页图）洋蓟味似核桃，
营养价值极高，
有“蔬菜之皇”的美誉，是意大利
人钟爱的天然食材。
（前页图）米兰
多莫大教堂的顶端，不仅展现了精
致的古典雕塑艺术，同时并生着现
代艺术的奇思妙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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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r

名厨的私藏餐厅

Paolo Marchi 米兰顶尖厨
师学校的主席，旗下汇集
众位米兰名厨，带来地道
米兰美食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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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欢迎的迪斯科厅 DJ，如今当上了美食家以及

萨、冰淇淋、巧克力和咖啡，也有 Alice 米其

博主，主办各种美食活动。我们在威斯汀酒店

林料理餐馆。设计极简，地点不大，却常有意

前碰头，因为如今他还兼任威斯汀的食材采购。

大利各地名厨坐镇。

作为酒店特色，客人可以预约跟着阳光、热情

“世界市场”
（Mercato della Terra） 是

的安德里亚一起骑车去采办食材，顺道品味地

另一处美食天堂，就在建于 1899 年的机械厂

道米兰风味。我们走过 Manzoni 和 Spadari 两

Fabbrica del Vapore 里（Giulio Proaccini 街

条街，在那里最老的店 Peck 诞生于 1883 年，

4 号）
。这里还是一个多功能的商业空间，可

创始人是一位来自布拉格的成功肉商。位于

以听音乐会，看艺术与摄影展、时装秀。还有

Paolo Sarpi 街的 Cantine Isola 从 1896 年营业

Mercato della Terra，高挑的老结构被改建成

至今，是当地人为聚会采购葡萄酒的秘密地点。

我最近读了不少旧城改造的书，介绍世界各

了富有创意的公共区域，这里举办的活动多种

说它秘密，是因为只有当地人才会来这采买。

地的典范案例。如何尊重历史同时又让城市更宜

多样，其中就有由“伦巴第慢食”机构教你分

安德里亚告诉我，每次来他总是忍不住点一杯

关键词 200 位名厨，450 多场美食，品尝

居，这是全世界城市都面临的课题。我的家乡米

辨食物味道的工作坊。街对面是电力公司 Enel

酒先品尝。
“在这里，一杯 4 欧元的酒的品质已

意大利美味精髓。

兰正给出一份令人赞叹的答卷。

寻味 老建筑里的地道美食
《时尚旅游》最强内线

京和迪拜。这里有用最好的原料手工制作的比

的旧址，现为时尚品牌 DSquared 的总部所在，

经相当令人陶醉了，
”他长吸一口气，仿佛要将

以出售有机食品和本土农产品为主的 Eataly

在 7 楼你可以在米其林厨师 Elio Sironi 开的

混杂着葡萄酒香气的空气填满肺部，
“来到这里

米兰是我的城市。像所有的大都市一样，这

商店的前身是一座历史建筑，这是米兰老建筑

Ceresio 7 餐馆就餐，或者在这里风景绝佳的游

最大的好处就是，这酒架上满满当当的酒，随

里曾经遍布建于 19 世纪的三、四层小楼的 Porta

改造的典范。2007 年，当 Oscar Farinetti 把都

泳池喝一杯鸡尾酒。人们往往对一座城市太苛

便哪一瓶的品质都不会让你失望。这里是米兰

Nuova 地区，如今竖起了高耸入云的地标建筑。

灵原来生产苦艾酒的工厂改建为第一家 Eataly

刻，认为日益膨胀的城市隔绝了人与人之间的

人对美酒需求的供给线。
”

标志性的拿破仑大街一直都把握着时尚行业的脉

时，没有人预见到之后的生意如此兴隆。2013

搏。这座城市向我们展示着它明天可能的样子 ：

年，第三家 Eataly 开到了米兰 Bari 的历史建筑

更绿色，更高科技，更环保。

Fiera del Levante 里。之后是纽约、芝加哥、东

古老的教堂和修道院遍布在米兰
的大街小巷之间，和不断演进的
现代生活并生并荣。
（右上图）各
式各样的有轨电车是米兰公共交
通系统的一大特色，从闹市区到
生活区，复古风或时尚款的车厢
总能带你抵达城市的各个角落。

亲切，也玷污了自然之美。但我却在米兰找到
理想城市的格局。
安德里亚（Andrea Vigna）曾经是米兰最

我的老朋友保罗（Paolo Marchi）是当仁
不让的美食家。他曾是一位精力充沛的记者，
现在则转战高级料理界，兼任米兰最顶尖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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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盛会 Identita Golose 的负责人，渴望在最地道

大利面、来自 Garda 湖的烟熏银鱼、来自马尔凯

的烹饪传统和未来高级料理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大区的小苹果、来自皮埃蒙特的上选柠檬牛肉塔。

我们在 Ratana 餐馆见面，这里是一座建于 20 世

菜单上的保留菜式包括本地标志性的炖小羊腿米

纪的美丽别墅，现在还保留着有轨电车的铁轨痕

饭以及米兰黄米饭。

迹。别墅前面是占地 4200 平方米的花园，种着
各种蔬菜和香料，有 50 种水果、180 种香料植物、

训课程 ：
“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为了提升意大利厨师

15 种不同的节瓜、20 种番茄……

的信心。我们不赞成某种口味的垄断，渴望保持

别墅主人 Cesare Battisti 对这片花园用心良

每种菜系的独特性，而不是融合。
”我倒很想报名

苦：
“这里是教学基地，是本地农学家碰头的地方。

参加 Identita Golose 的厨艺课程，可惜报名已经

这个项目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市场出售，我们也不

排到明年 3 月了。或者我该考虑去纽约或者芝加

用这里产出的蔬果烹饪，这是一个展示意大利的

哥上课，毕竟意大利独特的“Eataly”有机市场

蔬果多样性的地方。
”确实，这座位于公共交通必

将会在 10 月登陆那里。

经之地上的花园有它自己的使命。作为时令产品

Eataly 一年前已经在米兰的老翡翠剧场开设

专家，Battisti 的菜单每半个月就要更换一次，所

了巨型店面，还将在世博会展馆内部占据 8000 平

用的奶酪、葡萄酒和肉类等严格甄选自伦巴第地

方米的展位。意大利传统烹饪中的佼佼者将轮流

区和本地农户。我看了看今天的菜单，手工制意

来米兰展示他们的烹饪才华。世博会的“大米大

图 /SIME 蓝牛仔

夜色中的裙裾流转，加入其
中，谁都可以假装“米兰人”
。
( 右页图 ) 米兰有全意大利最
丰富热闹的夜生活，有型有
款的咖啡店、酒吧、俱乐部
里隐藏着当地年轻人最热衷
的休闲方式，对于他们来说，
夜晚是一天中最美的开始。

我和保罗聊起了他们正在做的米其林厨师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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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旅游》最强内线

设计鬼才带你庭院骑行

Fabio Novembre 意大利著
名设计师，负责 AC 米兰
队服等设计，被称为“用
设计说故事的鬼才”
。

使”
，Cesare Battisti 将会担任所有和大米有关的

吃，我会去 Fruteiro do Brasil（Sforzesco 城堡

烹饪项目的裁判。
“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为

附近 Rivoli 街）
。如果要吃不一样的素食，我会

大米是全世界最早的粮食，从印度到中国，从日

去 Ghea（Valenza 街 5 号 ）
， 或 者 Radicetonda

本到南美。
”说着，我们的米饭就端上来了，配以

（Spallanzani 街 16 号 )， 就 在 Buenos Aires 街

新鲜的豆角和紫色的花朵，作品出自米兰的素食

附近。米兰最好的寿司店是 Iyo( 中国城内 Piero

与有机烹饪先锋 Pietro Leemann。Pietro 主理的

della Francesca 街 74 号 )，它是意大利第一家获

餐厅 Joia, 提供种类多样的素菜，恐怕是全意大

得米其林评级的日本餐厅。5 月将要开幕的餐厅

利的第一家素食餐厅。30 年过去了，他不仅仅是

中值得关注的还有在中央火车站附近的 Amati，

全意大利，也是全欧洲唯一一家素食米其林餐厅。

那里的健康菜单由一位营养学家设计，还有将开

他对于保护地球和重建家园的见解反映在他的菜

在大教堂广场的 Il Mercato，它结合了高级料理

单中，各种蔬菜、谷物、芽菜、根菜，以及浆果、

和市场的角色，是一种新型概念店，由国际食品

水果，是菜单上当仁不让的主角。素食界最大的

连锁 Autogrill、皮埃蒙特地区慢食协会的饮食科

革命是蔬菜和水果不再只能当配菜，而成为菜肴

学大学，以及米其林三星厨师 Niko Romito 共同

本身。在米兰世博会上，Pietro 会担任荞麦代言

开发。它的开业将会是米兰的一件大新闻。
”

人，电视美食栏目主持人、Cracco 餐厅的 Carlo
Cracco 会担任蛋类大使，D’O 餐厅的 Davide

骑行 庭院深处被低估的享乐

Oldani 先生主管藏红花，Pasticceria Knam 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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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rnst Knam 主管可可。世博会的美食大使一

关键词

生态庭院，骑行体验。

共有 8 位，以上 5 位均来自米兰。
在这么多名厨云集的地方安排出整个行程

Gae Aulenti 广场上遍布酒吧、饭店和商店，

中的每一餐也是件具有挑战性的事。最聪明的办

这个用途广泛的公共生活空间距离 Corso Como

法还是听从美食家保罗的建议 ：
“如果我想吃小

大道仅几步之遥，那里以遍布时尚买手店而闻名。

图 /SIME 蓝牛仔

每一处小小的城市公园里都
有享受城市生活的年轻人。
( 右页图 ) 世博门广场前的世
博标志无处不在，以古老的
城堡为背景的城市中心被色
彩鲜艳的世博吉祥物“Foody”
点染得充满欢乐气氛。

Januar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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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上海落户的 10 Corso Como 位于该大道的

Belgiojoso 伯爵，建造于 1790 和 1796 年间。别

10 号，是声名远播的艺术店铺，也有温馨的客栈

墅的背面俯瞰另一座公园，那里有一尊在法比奥

和咖啡馆，对面历史悠久的庭院将会被改建成为

看来是“全城最被低估”的雕像，Fausto Melotti

花园。庭院是米兰最美的独有建筑结构，如果有

的“七贤人”(Seven Sage)。艺术家在 1981 年将

机会，我希望能在隐匿的米兰庭院内一一走过。

这尊雕像捐给了城市，现在是位于大教堂广场的

而庭院设计师法比奥（Fabio Novembre）正是最

“二十世纪博物馆”的馆藏之一。法比奥告诉我，

合适的导游人选。
法比奥是骑着自行车车来和我见面的。在米

RATANA 是深受本地人喜爱
的美味餐厅 ；产自意大利的
红白葡萄酒和起泡酒其实是
内行人的心头好。
（右页图）
法比奥所代表的是倡导绿色
生活方式的城市践行者，和
他在米兰同行，骑自行车漫
游街巷是最快意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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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艺术馆在 7 月份将举办关于当代中国艺术的
特展。

兰，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公共自行车，用完了再

我们骑到了 Torino 街，它是大教堂放射状延

还回去，这一概念得到了米兰市政府的支持。法

伸出来的一条路。这里有一座殉道者教堂
（Church

比奥既没有汽车也没有自行车，但是他的钱包里

of Saint Satyr）
，这个教堂连大多数米兰本地人也

有五张不同的用来租公共自行车和汽车的卡，果

没有听说过。法比奥说 ：
“人们很容易错过这座教

然是绿色出行的实践者。

堂，从外面看它隐藏在众多的建筑中，仅仅是一

他 选 择 在 Porta Venezia 附 近 的 Indro

座普通的教堂，但是里面却是一座艺术宝藏。里

Montanelli 公园见面，古树掩映中你可以看到附

面的半圆壁龛是 Donato Bramante 的作品，它的

近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天文馆以及现代艺术馆。

奇妙之处在于，看起来很深，其实却只有 95 厘米

这里是米兰最为美丽的角落之一。现代艺术馆位

深。这座教堂是视觉上的迷宫。
”从这里你可以去

于 Reale 别墅中，前任主人是 Lodovico Barbiano

Ambrosiana 美术馆，就在 Cordusio 和 Duomo

Januar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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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的豪华酒店指点江山：
“能和四季比奢华的，
也只有市中心的宝格丽（Bulgari）酒店了，就在
Fratelli Gabba 街，我们一会儿会路过。离那儿几
百米就是阿玛尼的总部。整栋大楼涵盖了精品店、
酒店、餐馆、SPA 和咖啡馆。它的大大的‘A’
字形外观，很容易认出来。所以你看，不管是庭
院里的精品店，还是国际时尚巨擘，都在你周围
十几分钟的路程之内。
”法比奥忽然有点儿感慨 ：
“这就是米兰，你在行走的时候，随时都有可能被
从来没有想象过的美好的事物打断，抬头，转身，
处处都是美景。
”

发现 古典与现代交织的城市森林
关键词 环保建筑、绿色酒店，打造新型宜
居城市。
就在离 Ratana 别墅 200 米的地方，便是从
800 个参选建筑中脱颖而出的“2014 年国际建筑
两个地铁站之间的教皇庇护十一世（Pio XI）广

大奖”获得者——垂直森林（Vertical Forest）
。

场上 , 美术馆收藏有很多雕像，其中的图书馆更

眼下这座建筑炙手可热，是全世界建筑领域的焦

有许多古书收藏，还有达芬奇的 12 本手稿，以及

点。设计师斯蒂凡诺·博埃里（Stefano Boeri）

拉斐尔的名作“雅典学院”的素描。米兰的两座

出生于米兰，足迹遍及全球，参与的未来主义项

大学——米兰大学和天主教大学——都有漂亮的

目中包括中国长春市的多功能中心。我所处的单

回廊值得参观。走过由古典游廊改建的咖啡餐厅

元共有 3 个平台，这里的一切都与空间布局有关。

Salumaio Montenapoleone（Santo Spirito 10 号）

宽敞的房间、通透的视野、大大的露台提供了阅读、

Stefano Boeri 世界著名建

时，法比奥看出我有点儿想坐下来歇会儿了，于

就餐和起居的场所。我问斯蒂凡诺他从何时何地

筑 设 计 师 与 城 市 规 划 师，

是说 ：
“这里是不错的地方，不过要是你还能坚持

开始构思垂直森林，答案是在 2007 年 4 月的迪

一下，我会带给你新的惊喜。
”说实话，这次跟着

拜。
“迪拜是一座从沙漠中拔地而起的城市，迪拜

众多重量级“导游”游逛米兰，即使对我这个米

的城市建设得益于众多的摩天大楼，这些大楼反

兰本地人也是件令人极度满足的时光，但同时又

射着太阳光，本身吸收了大量的热量，
”斯蒂凡诺

极其消耗体力和脑力。但为了一个惊喜，谁会在

解释道，
“回到米兰，我有了在米兰中心设计两座

乎再多骑一小段儿路呢？

摩天大楼的机会，就开始构思建造两所生态建筑

Insider

《时尚旅游》最强内线

跟随建筑师发现环保建筑

代表作为米兰“垂直森林”
。

“垂直森林”的设计师蒂凡
诺 · 博埃里（Stefano Boeri）
从他的家乡米兰汲取了大量
创作灵感。
（右页图左上起按
顺时针方向）走进米兰的传
统餐厅，总会对充满意大利
风情的设计细节念念不忘 ；
鲜花装点的大街是唾手可得
的舒适公共空间 ；每一家咖
啡馆几乎都有自家的拿手
好菜，创意前菜点燃食欲 ；
Deseo Cafe 是米兰和平门周
边最酷的餐厅，以时尚品位
吸引本地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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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对面是由中世纪修道院改建成的四季酒

的想法，外面覆盖以树叶、盆栽、灌木以及乔木，

店。米兰拥有神秘的魔力，总能让人从喧闹的市

生机勃勃。
”垂直森林拥有超过 100 个物种的 2.1

中心转瞬进入一片幽静、中世纪般的典雅之中。

万株植物，超过 4 千株灌木，1.5 万株藤蔓植物，

坐在酒店呈几何状的庭院里，我点了杯茶，享受

盆栽花绵延有 2 公里长，1500 平方米的地面上每

一小会儿禅修般的静默。之后法比奥开始对米兰

层加起来，将近有 2 公顷被绿色覆盖，超过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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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证券交易所。
”通过“绿色建筑”
，意大利
和中国就这样被联系起来。
斯蒂凡诺陪着我从云中的垂直森林搭电梯回
到地面，2 分钟后我们便出现在意大利联合信贷
银行大楼前——就是那座楼顶装有对准垂直森林
的 BBC 摄像头的大楼。231 米的高度
（主体 146 米，
尖塔 85 米）使其成为整个意大利最高的建筑，并
且成为 Porta Nuova 地区改建项目的标志性作品。
常年四海旅行的 Stefano 对米兰的设计店保有高
度的关注。特别带我来到新近开业不久的一家书
店 OPEN。相信不论是谁，经过时都不会错过这
家在 Monte Nero 街 6 号的图书馆 + 餐厅 + 小会
议室的别致书店。你可以在这里点上一杯有机果
汁，坐在由新锐设计师 Lago 设计的椅子里，随
便干点儿什么。我身边正有几个年轻人热烈、低
声地讨论着自己的创业计划。整个空间明朗简洁，
是意大利当代工业设计的典型。
书店里出来不远便是 Gae Aulenti 广场，因
为耸立的摩天大楼和垂直森林，这里看起来就像
只蝴蝶和鸟类进进出出，与 480 位大楼居民和平

是纽约的某个角落空降到了米兰的市中心，将米

共处。这是一次植物学与建筑学的跨界合作尝试，

兰的天空分割又聚合。

植物外墙降低整座建筑的能耗，也起到了净化空

米兰的天际渐渐呈现粉紫，各种建筑的外墙

气的作用，提供了人与树木共居一室的机会。我

都被城市的照明灯点亮。白天的各种时尚喧嚣似

从一棵盛开着桃花的桃树枝叶看出去，看到米兰

乎也随着夜色渐渐平息，这座城市呈现出一种大

的天空，纯净美好。

家的典雅。中央火车站附近的 Gallia 酒店被称为

“这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完全预测它的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艺术和设
计就像空气和食物一样不可或
缺，所以无需寻找，新奇一直
都在。
（右页图）2015 年春天
以后，整个米兰沉浸在一片迎
接世博的氛围里，无处不在的
标志和特殊装置艺术让城市呈
现出新鲜的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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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好客的米兰的标志。建筑顶部布满了各种装饰、

发展将是不可能的，因此有些生物学家认为可以

雕塑和阳台，整个就是一座艺术精品。同时这座

将这里作为一个活动的实验室来观测。瞧那座建

建于 1932 年的大楼不断自我更新，通过合理利用

筑！”斯蒂凡诺指的是我们面前的意大利联合信

太阳能和智能照明系统，根据一天的不同时段以

贷银行的大楼，BBC 在楼顶安装了一台摄像机，

及入住率的不同，节约能源。古罗马的众多传说

每天都在拍摄我们这座“森林”建筑的发展变化

似乎一直给意大利蒙上骄奢淫逸的阴影，米兰在

来研究都市里的生物多样性。看不见的生物还包

人们的印象中似乎与绿色毫无干系，但是位于大

括超过 2 万 5 千只瓢虫，在大楼的第 6、9、12

教堂附近的 Starhotels 却是整个欧洲最早的绿色

层分别设有瓢虫繁殖室，可以降低使用杀虫剂，

酒店。这家四星级的酒店，完全符合可持续发展

保护植物不受白蚁的破坏。世博会这一年，垂直

的原则，还得到了绿色酒店的全球认证。

森林的挑战是要让室内的空间转型成为人与植物

我越来越深刻地发现这座城市背后的力量，

共栖的居住空间。我问设计师 ：你会在哪里建造

正从那些不断生长的建筑、扩大的绿地、延长的

第二个垂直森林？ 他笑道 ：
“在中国上海，就在

自行车道和飞扬的笑容之后不断增长，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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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的迷人之处，除了
让人永不厌倦的文化艺术馆
藏，还有与日常生活休戚相
关的随处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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