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S NIGHT

看世界

MI

世博会期间
我们在米兰看什么?
——十名移居米兰的外国人告诉我们她们的私藏

米兰是一个看时尚杂志女孩绝对很熟悉的城市，每年的时装周，设计周，美食周，
今年还有世博会。我们邀请意大利版Marie Claire的编辑，给我们推荐了
十位生活在米兰的歪果仁，他们因为爱上这个城市，而留在了米兰，
他们告诉我们移居米兰的理由。如果你觉得耳听为虚，那么我们还从米兰
最昂贵奢华的酒店顶层，拍摄了最美的米兰夜景。
编辑 /杨晶 采访/Enrico Dal Buono 摄影/Mino Di Vita 设计/丁振颖

Grand Hotel Et De Milan酒店是米兰其中一个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酒店，
是作曲家Giuseppe Verdi生活了27年的家，
距离La Scala歌剧院仅有400米。
“米兰对外人而言就是一张美丽的广告，一个光鲜的电视节目，或者一场时髦的秀，
但我们生活在幕后。
”
Beniamino Saibene(米兰城市文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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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弦 : 米兰是一首交响乐
全世界最著名的女指挥家之一，
她是欧洲唯一一位手握一家
大型交响乐团指挥棒的女性，
连续第六季担任米兰 Verdi 交
响乐团音乐总监。
米兰的声音，您最喜欢哪一种？当我早晨从运河集市附近

ALICE DELCOURT:
米兰是一场盛宴

的家里出来时，
路人那声亲切的Ciao。
哪里可以尽享安静？在一些古老庭院里，像国立大学、主教
座堂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它们是城市真正的瑰宝，尽管并
不被游人知道。

Alice 是米兰最时髦的有机餐厅 Erba Brusca 的

米兰像哪一首交响曲？《第一次十字军中的伦巴第人》，没

厨师长，她出生在法国，母亲是英国人，本人在美国

有任何交响乐队能像 Verdi 一样善于表达出米兰的灵魂，
这

长大，
在米兰生活已经十年了。
她离开美国只是为了

座城市充满了生活气息，充满了创意，虽然有些保守，但从

寻找更加田园的生活。

不对人怀有敌意。

如果米兰是一场盛宴，
那么冷盘是什么？都灵大街

世博会将征服中国吗？肯定会，我们喜欢一切新的东西，意

和商务广场之间的小街小巷，在离最繁华的商业街

大利的文化和品位，米兰世博会是这两者的融合。

一墙之隔就是那么市民化的地方，我是透过当时工
作的餐厅后厨的窗户发现它们的。

Chateau Monfort 酒店位于米兰维多利亚门附近，

第一道菜？ Lombroso大街的Ortomercato菜市场。
乡

靠近朱塞佩威尔第音乐学院、
米兰大教堂和大教堂广场。

土气息十足，
原材料一流，
就像一道好吃的面食：这
米兰四季酒店是由意大利著名设计师Patricia Urquiola，
对15世纪修道院改建而成最盛名的Spa中心完美复刻了
古罗马时期的浴场。

道菜是意大利特色，
是世界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
主菜？骑自行车穿行 Vittorio Emanuele II 大街到

San Babila，然后向下到 Montenapoleone 大街，一
路你能看到最时髦的米兰人。
甜点？ Besana 路的圆形建筑像一块蛋糕，San

Michele教堂则像樱桃。
世博会的米兰可以比喻为什么菜？北非小米饭：一
道节日美食，充满了异域风情的香味。

MARCELO BURLON:

米兰是一座随便一拍就成明信片的城市
阿尔卑斯山是米兰的背景

提起 Marcelo 很多中国人不熟悉，
但是他的翅膀 T 恤，
他给 Givenchy
做的小鹿，
狗头以及圣母的设计可说是潮人必知。
他出生在阿根廷，
16 岁
时移居到米兰。
明信片 我家的阳台可以俯瞰 Santa Maria dei Miracoli 圣母堂，一边是

Torre Velasca塔楼，另一边是Sant Eustorgio大教堂。傍晚时，我能看到太
阳落到阿尔卑斯山后面，反正随便怎么看，
景色都像明信片。
建筑 我很喜欢米兰城市天际线的变化。现在，每当我从联合信贷银行大
厦前面的 Porta Garibaldi 隧道里钻出来时，我就会对自己说：
“我确确实
实生活在一座大都市里。”
乡愁 在运河集市和Porta Ticinese大街之间，那片乱七八糟的老店铺，说
句实话，其实有很多就是我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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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E SANTINI: 米兰适合即兴创作
巴黎人，
曾经做音乐，
现在在米兰经营一家名叫Fioraio Bianchi(白色花店)的咖啡馆，
已
有十年。
他害怕汽车，
喜欢田园里盛开的鲜花。
在米兰必须搞即兴创作。这位第一次到米兰做小号手的先生如是说。刚来的时候你会焦
虑周围的意大利人怎么能比法国人更不靠谱 ? 后来你才会了解他们即兴创作的才华。就
好像这次世博会，直到现在场馆还没有通水通电，但我相信他们会在最后一分钟奇迹般
地解决一切问题，并且被意大利的天才们发挥得出人意料。至今我仍然想念巴黎，但在
米兰，不只在花房你才能看到花，走进任何一个院落，当你的视线掠过阳台，花就藏在那
里。米兰人爱花的程度，只要想想Orticola花房，你就会明白了。

Town House 8 酒店位于富丽堂皇的 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 长廊内，长廊是
一个带顶棚的拱廊街，
得名于意大利统一后第一位国王埃马努埃莱二世，
这里被
认为是欧洲最美的商业拱廊之一。
坐在Carlton Baglioni酒店的图书馆里，你只能听到塔楼悠扬的钟声和自己的心跳。

MONA MOHANNA:
JORDAN STONE:

米兰是一部商业电影
美国导演，
制片人，
从1998年开始住在
米兰。
他与众多意大利电影大师共事。
如果在米兰拍一部惊险片，
在哪里开始
第一个镜头？Castello Sforzesco城堡，
夜晚。用一对聚光灯照亮的外墙。切换画面，带我们绕行这座
刚苏醒的现代化城市。
如果拍浪漫喜剧，
初吻镜头在哪儿 ? 在米兰大教堂房顶上，下

米兰是抽象的

1989 年，Mona 从黎巴嫩来到意大利，从 1997 年开始在米兰
定居。
她设计的时装和配饰被认为是中东传统特色和西方人审
美完美的结合。
阿里巴巴 我的展室就像是阿里巴巴的山洞，
颜色、
香料、
布料、
小茶杯，
还有聊天的女士们，
种种不同的秩序扰动着这个房间。

WOW 的效果 这是一个充满了抽象美的城市，它的美总是在
你不经意间展现。我还记得第一次来这里的情景，当我钻出米
兰大教堂前面的地铁站时，我的第一反应是：WOW！



着雨。楼下，人群鼓掌欢呼。当这一对恋人下来时，有人递给他
们一把伞，但他们不要，继续手拉手向长廊走去。
一部动作片的追击镜头？ 在蒙特 ∙ 拿破仑大街，背景是那些高
档商店，珠光宝气的女士们躲闪飞驰的犯罪分子的汽车，警察
在后面追，警笛大作，最后撞在Manzoni大街Giorgio Armani商
店的橱窗玻璃上。
在哪儿看一部好电影？ Spazio Oberdan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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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ello Sforzesco城堡

NICOLAI LILI:

米兰是个漂亮姑娘
俄罗斯作家，纹身师，出生于西伯利亚
的一个黑帮世家，在车臣、阿富汗和伊
拉克扛过枪。
现已在米兰生活了四年。

NOONA SMITH-PETERSEN:

从一名作家的角度，
你能用三个词定义或者形容米兰吗? 首
都：反正罗马人不喜欢我。美丽：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没把它

米兰既古老又年轻

变丑。女朋友。

Smith-Petersen 的创办人兼任 CEO ，将近 180 公分的
Noona 在欧洲可说是有屹立不摇的地位呢！她入选了 Style.
com 2015 年 25 名最有时尚影响力女商人的称号。作为出生
在土耳其的丹麦人，Noona在米兰生活了30年。

话，她们不会和你上床，如果她爱上你的话，她就会为你付

米兰原本是含蓄的：样貌简朴，
有着各种奇迹般精美的古老庭院。
米兰是最时尚轻松的欧洲城市 : 它不仅成就了我的事业，也

米兰柏悦（ Park Hyatt）
酒店是购物狂们的首选，它紧邻最著名的
艾曼纽二世拱廊购物区，
由一幢19世纪古建筑改建而成。
“或许大家都忘了，米兰是意大利第二大农业城市，这也是为什
么这次世博会我们的主题是: 给养地球:生命的能源。
”

谁的女朋友？地道的米兰女孩，都还挺传统的，不是真爱的
从威斯汀宫殿 (The Westin Palace) 酒店可以远眺米兰大教堂，
它的客房带有专门的土耳其浴室。

出全部。
你最喜欢的出现在小说里描绘米兰的地方是哪里? Castello

Sforzesco 城堡，一个历史象征，四周都是花园，带有一种奇
异而细腻之美。连同它的五个城楼，是米兰的灵魂。
你最近出版的书，
《 上帝之蛇》
（ Il serpente di Dio ）
（ Einaudi）
，
讲到了所有大城市都会有民族同化的困难，
你

赋予了这座城市无限美好的前景。从 Dsquared 2 精品店的

认为米兰哪个地区做得最好？ Paolo Sarpi大街，
我在那里买

Ceresio7 餐厅的大阳台上，一面可以眺望纪念墓园，另一面
可以看到 Porta Nuova 新门那边的天际线。从 Armani 餐厅的第
七层可以 360 度欣赏米兰这座城市。然后，在晚上，我喜欢在
Cadolini 大街的阳台上观看降落在 Linate 机场上的闪闪发光的

了一所房子。
在某些食品店里你甚至看不到印欧语系的哪怕
一个字母。
而在拱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
由几个二十多岁的
中国年轻人经营，
他们讲着一口地道米兰口音意大利语。



飞机，还有远处的平原。我希望世博会能够成为一个契机，为 Ceresio7餐厅的户外屋顶泳池
设计师们提供宝贵的机会，同时提升我们的公共交通设施，使
其尽快达到伦敦和巴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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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sardialla Scala餐厅

CLEMENT VACHON:

世博会让米兰的餐厅都更好了
意大利最知名矿泉品牌 S・Pellegrino 国际关系研究所
主任，
他从加拿大魁北克搬到意大利已经30年。
米兰您最喜欢的餐厅是哪儿？ Trussardi alla Scala餐厅
的空中花园，凉爽清新，地处市中心，四周和餐厅内部
都美极了。
一个本地人低估的地方？ Greco，1 路电车的终点，由
于世博会的关系，许多小餐厅在这里获得生机，要知道
餐厅就是吃的人越多越好吃。

TAMU MCPHERSON:

如果要看米兰潮人，电车站是我的首选
牙买加人 Tamu 在美国长大，
现居意大利，
她是米兰时装周最活跃的时尚博主和街拍摄
影师。
你一般在哪里街拍？市中心的电车站和地铁站周围聚集了米兰最新潮的年轻人。
最好的背景是？我喜欢历史建筑，灰色外观的那种，还有 Castello Sforzesco 城堡前面
的喷泉，它让人情不自禁地按动快门。有来参加时装周的人抱怨米兰丑陋，我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观察的，但从我照片上来看，米兰肯定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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