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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是最伟大的设计师！无论日月星云、山水花鸟还是草木鱼虫，都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神圣的礼物。万物

相依，山连水，水绕山，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刻着时光，描画着灵魂。只有用心感受这一切世间大美，只

有认识自然，才能认识生命，才能缔造超凡的设计。

19 世纪初，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孕育出一种亲近自然的创作氛围：艺术家、设计师和其他创意人士与周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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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相拥共舞，从中汲取最鲜活的创作灵感。

蕴藏在我们身边的大自然环境中，只是因为我们还没能练就到对思维的把握和提炼达到一种炉火纯青的地步，

所以就会遗失很多好的创意和灵感。

大美在自然！我们，需要感恩，需要学习，需要敬畏。当我们冥思苦想而不得其解之时，不妨放下纸和笔，

出去走走，把思绪打开，把自然之美幻化成多姿设计，让设计的思路更加宽广，更加充满灵性。

领略
源于
产品
的
自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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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我们时常感到灵感枯竭，我们很多时候都在千方百计的探寻设计的灵感，而事实上很多美好的灵感都

我们的设计圈不乏探索
自然之美与再现自然之
美的产品设计师，他们
善于从自然界的万事万
物中发现美，并发挥各
自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以不同的方式将其灵感
转化为千姿百态的生活
物品。具象者取其形，
抽象者取其意，或栩栩
如生，或神韵满溢，一
件件作品诉说着一个个
动人的自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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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自然现象
Zaha Hadid
解构主义建筑大师 Zaha Hadid 的家具设计作品，与其建筑风格如出一辙，自由流
动的曲面有如充满活力的生命体。我们发现，她的作品不仅充满着对空间的独特
诠释和未来感，而且不乏对自然的敬畏之作。

水滴吊灯
由 Joeri Claeys 设 计 的 水 滴 吊 灯
Stalasso，其设计灵感来自钟乳石上的一
滴水。可以根据房间进行配置，或多个吊
灯组合，或调整不同高度，以创建自己独
特的照明环境。
种子吊灯
种子吊灯是水滴吊灯的衍生之作，能散发
出更为温暖的灯光，它看上去像充满生命
力的种子外壳，达到人工光泽与有机自然
的完美结合。

演绎灯具的自然之美
Joeri Claeys
Crater 火山口桌
桌子外形不规则的起伏变化如同喷发过后的火山口，扎哈在桌面设计上简化了一切多余的元素，凹凸不平的部位刚好可以
承托碗碟或烛台这样的物品。

比利时设计师 Joeri Claeys 生于 1972 年，他的设计目标是设计美妙的产品以营
造独特的家居氛围。他认为产品设计必须足够重视形式和视觉，它必须能打动使
用者，不管是简单的、个性的还是有趣的。他所设计的一系列灯具均以优美的外
形出现，彰显自然之美。
Piccoli 灯
Piccoli 是一个小型灯具，可兼作桌灯和落地灯。它的灵感源于三角形有机体对其他物体外观产生流动性和弯曲性变形的自然原理。整
个灯具拥有迷人的美丽造型，犹如雕塑一般。

Zephyr 沙发
Zaha Hadid 为意大利公司 Cassina 设计，它是灵感来源于自然侵
蚀现象——岩层经过风化而自基层形成的极具动感的外形。它的座
位、背椅庞大，营造一个流体运动的空间。Zephyr 沙发由涂漆玻
璃纤维制作而成，呈现了一种全新的沙发设计理念。深雕的靠背和
波状的外形使得沙发可以随心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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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然的清新融入生活
意外设计
意外™是由两位设计师
（黄国栋 JERRY 与周慧 EVA) 于 2010 年创立的原创设计品牌，
作品范围涉及家具，
家居用品及礼品。其
“春系列”
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大自然。青草，
绿叶，嫩芽，枝桠，花朵……这些来自大自然的元素，通过设计师的巧思，把它们变
成了日常可使用的家居用品，让大自然的清新情绪直接地融入到我们的生活。

绿野台灯
台灯的灵感来源于大自然，草地，树枝，阳光等元素均被运用到了这个设计里。我轻轻地按下了开关，温暖的光线洒在了绿油油的草
上。原来阅读也可以如此的绿意盎然。

绿野台钟
自然的实木，配搭上油油的仿真小草，这款简单而自然的台钟让你随时拥有一个“绿色心情”
。

萌芽台钟
台钟的指针是由真实树枝翻模复制而成，
立体的树枝上还新发出了嫩嫩的叶芽！把
它放到你的桌子上，工作时看着这么简洁
自然的钟，心境也会自然地安静下来。
弦月灯
半圆的月称有“弦月”
“
、月弦”
“
、弓月”
“
、玉
弓”或“明弓”
。这是半边月形如弓、如弦
之故。弦月灯，采用榉木制作而成，开灯
的效果就如金钩般的月牙。置于家中，便
成了属于你的“私人月亮”
。

花颜台灯
花与光的偶遇，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意外！灯光通过水的折
射，变得非常的柔和和富有诗意，再插上几支鲜艳的花朵，
或养几条精致的小鱼。把它置于床头边，或餐桌上都是很不
错的选择。

满月灯
圆月也称之为“满月”
、
“望月”或“月望”
。古人常以满月的团圆之意来寄托思乡之情。
“满月”以月为灯，采用榉木制作，一轮明月配
以随手采摘的一枝绿意，淡淡的夜晚，也有暖暖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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凳
这是一款具有多种功能的凳子，可以作为边几使用，也可以作为落地灯使用。外
观设计来源中国古典家具中的鼓凳，通体采用不绣刚材料制作而成，设计通过金
属激光切割，包括金属烤漆工艺，灯泡为球形无固定式灯泡，这样的设计给予了
产品的灵活性和可变性，
“落叶与花”在灯光的照射下，映射到整个空间。
风声椅
本产品以中国传统形式与现代材料的结合设计来探索最本真的产品设计形式。椅
子主体采用用清透纯净的亚克力材料意在减弱椅子主体形体的视觉感受，营造一
种“空”与“虚”
。实木扶手则表达产品的“实”与“形”
，扶手的线条在亚克力衬
托下如一股自在清风，自然流畅；靠背透空雕花则为产品赋予装饰美感 ；简单清
透的设计，在各种搭配下亦然显得静谧与和谐。

尽显东方自然哲学
自在工坊
自在工坊创立于 2011 年，致力于打造融自然、人文、设计于一体的现代东方家居
品牌。自在工坊原创现代东方系列，遵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活哲学，传
统与现代工艺相结合，多元化材料，建立适应当代生活“人· 物 · 空间”的关系，
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共生”理念。

强大的仿生设计
Darfon
来自台湾 Darfon 照明公司的设计师 Chih Hung Wu 和 Hsuan Ching Su 设计了一款名为“Faggio”的树形落地灯，
在意大利语里面 Faggio 的含义是“山毛榉”
，这款灯的外形是一棵抽象的树，采用模块化设计，因此可以扩展，
每根树枝都由模块单元组成，用户可以根据空间的大小和自己的喜好自己打造照明空间，比如如果你的房子比较大，
只需多添加一些模块单元即可把屋子照得更亮。

Faggio
这款落地灯完全采用金属铝做成，通过触控界面控制，上面有 LED 呼吸灯指示器。树
枝的造型是一种仿生设计，不仅让屋子里面充满光明，而且增加了不少生气。

禅椅
这是一款禅椅，外观设计取明圈椅，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简洁流畅的线条透出淡淡的东方神韵，宁静恬适。心境在此，禅意生活。禅
椅心境给现代人一湾清静、恬淡的空间——参禅，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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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里的生动自然
耳语工作室
耳语工作室由三位中国女孩于 2011 年在巴黎成立。生活的游牧性，
周遭的自然环境，
陶瓷的材料特性，和做陶的过程细节，是她们作品的源头。她们认为，陶瓷是什
么样子的，生活就是什么样子的。2012 年春天，耳语又在杭州的满山茶树边建立
了自己的工作坊。

怀揣一颗环保之心
小路家具
来自香港的 TRAIL Furniture ( 小路家具 )，秉承着绿色生活的信念，以环保、简约、
舒适及时尚的原则为本，引进意大利原木家具品牌。家具材质主要为 FSC 认证百
份百回收再造的老柚木，每件均由印度尼西亚生产并直接进口。老柚木由于经过多
年的风干日晒，已经完全适应了空气的温度及湿度的变化，不容易变曲或变形，相
比新木材更具稳定性，而且能资源再用，保护良好的生态循环。

EXPERIENCE 系列家具
简约、现代，EXPERIENCE 系列家具以笔直利落的线条及全柚木构造，原木打磨的桌面保留着柚木的自然纹理与质感，尽显木材自
然之美。

Fallen leaves
这个系列最初的灵感来自于一个记忆，日本庭院式的学校
的中庭里一个雨后的画面，稀稀拉拉的桌椅，湿漉漉的表面，
沾满落叶和水渍。后来去山村做陶瓷的时候，有机会就用陶
瓷这个材质把那朦胧的印象给表达出来。而树叶和光的关系
也是设计师很希望通过半透明的陶瓷来表现的，所以后来她们
把这个系列发展成烛台。

Sur le chemin des rennes
设计师曾在法国北部的一个小村庄做艺术家暂居，那是一个只有 160 个人的村落，一个黄色邮筒和一辆
公车是和外界的联系。这个系列产品的设计灵感就是源于那样一种被大自然包裹的生活方式，包括勺子
和 souche tasse( 树桩杯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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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lto 湖泊花瓶
由近代最伟大的建筑设计师 Alvar Aalto
于 1936 年设计，
Alvar Aalto 认为
“大自然”
是他所有灵感的来源。这款持续热卖的
造型花瓶，以芬兰著名的 Iittala Aalto 湖
泊为设计理念，复刻了芬兰蜿蜒曲折的海
岸线，拥有高度美感及抽象感的特殊不
规则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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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玻璃鸟
托 伊 卡 Toikka 为 芬 兰 品 牌 iittala
设计的玻璃鸟系列，是其个人的代
表 作也是 玻 璃 艺术的经典，不仅
国内家喻户晓，国际间更是得奖无
数、珍藏者众，并藉由全球各地芬
兰大使馆的展览，只只拥有 Oiva
Toikka 大师亲笔签名。

玻璃世界蕴藏
的自然能量
Iittala
Iittala 原是芬兰的玻璃工艺品牌，后来
与北欧 Arabia, Hackman, BodaNova,
Hoganas Keramik, Rorstrand and
Hoyang-Polaris 几家公司整合，成为居
家用品的综合设计品牌 Iittala。Iittala
的玻璃手工工艺极为高超，虽然采用高
品质的无铅玻璃，却散发出水晶玻璃
的特色。Iittala 拥有相当多经典设计作
品，如 Grcic 水杯、Alvar Aalto 花瓶、
Aino Aalto 水杯、Toikka 玻璃鸟等。

自然美学狂想
Oiva Toikka

K ASTEHELMI 露珠烛台
属于 Iittala 的 KASTEHELMI 珍珠系列，由玻璃鸟工艺大师 Oiva Toikka 于 964 年创
造出来的作品，制作过程巧妙地运用离心力原理，甩出仿若朝露般的珍珠气泡，突破
玻璃制造 工艺的极限，将珍珠般的气泡自然烘托。Oiva Toikka 从大自然中得到的灵
感、丰富的人文素养与独特的美学设计，成功的赋予艺术品生命。

托伊卡 (Toikka)1931 年出生于芬兰，个性风趣幽默，但作品中却显露严谨、敏感、
情绪丰沛的一面。Toikka 以想像力、创造力和大胆挑战力，颠覆了北欧设计的主
流美学，包括有设计界诺贝尔奖之称的 Lunning Award、Kaj Franck Award、以
及象征最高荣誉的芬兰奖章 (Pro Finlandia Medal) 都赠以 Oiva Toikka 殊荣。鸟
类世界的丰富，是人类一生追求不完的学问，Oiva Toikka 却能将大自然奇迹，雕
塑为姿态工法各异的美学狂想，并以其一生对艺术的执着和开创，流芳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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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黄国栋（意外设计创始人、设计总监）

设计师：昕荷（耳语工作室创始人之一）

在大自然的细微处发现意外

从自然中走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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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创立意外这个设计礼品品牌以来，仿佛就和自然风格的设计结下了不

我一直觉得其实每个做创作的人，灵感都来源于自然，无非是直接

解之缘。

和间接的区别。而人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不得不说，大自然给予了我很多的设计灵感，还记得我第一次与自然风格

我们几个在创作的时候，没有说要特地走入自然，挖掘灵感，就像

的设计结缘，就是我在上班的时候从工作室楼下捡到了一根被环卫工人修

很多人说要去旅行寻找灵感那样。我们更倾向于遵从自己当下的状

剪过后丢弃的枯树枝。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树枝的形态太美了，于是

态，也许是因为生活的环境，也许是生活的方式，也许是思维习惯。

便把它带回了家，插在了花器里。但是我想如果大家都能感受到我所感受

这些才是我们创作的源泉和力量。而也许正是这样，所以哪怕很多

的这种大自然的美，那该有多好。于是便开始构思，不久以后，这根干枯

系列并没有明显的自然形态元素，我们实验的初衷只是对于材质的

的树枝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我们品牌的第一个热销产品——春之信息（花器

探索，别人还是会觉得，
“耳语”的东西从自然中来。

+ 留言座）
。

关于 Fallen leaves 这个系列：这恐怕是所有的系列里自然痕迹最明

首次的成功让我获得了很大的信心与成就感，于是便筹划了一个以“春天”

显的一个，就像它的名字。最初的创作冲动来自于一个记忆，学校

为主题的产品线，我想把我喜欢的自然形态变成可以批量化生产的产品，

的日本庭院式中庭里一个雨后的画面，稀稀拉拉的桌椅，湿漉漉的

让大家可以去购买，把大自然的美放在家里欣赏。这个念头一旦开始了就

表面，落满了叶子，周围空无一人。这个画面是马赛美院给的最好

停不下来，我开始在日常的生活中有意识地观察，观察我们生活中那些很美，

的回忆之一。后来我们去山村做陶瓷的时候，有了机会用陶瓷这个

但是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材质把那朦胧的印象给表达出来，载体就是这些容器。而树叶和光

第二次被大自然震撼竟是一片小嫩芽，我是一个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人，很

的关系也是我很希望通过半透明的陶瓷来表现的，所以后来我们把

少在冬天的时候去北方。初春，乍暖还凉，孤身一人出差在北京，路边尽

这个系列发展成烛台和灯，在光的作用下，树叶的细节非常饱满，

是光秃秃的枝桠，不经意间，我竟捕捉到了象征春天的第一片小嫩芽！当

也更生动。

下仿佛有一股暖流遍布全身，于是我拿起了随身的笔记本，写下了那么一

这个系列还包含一个很特别的子系列，是底部有一片叶子的碗。

段话：

2011 年我得到一次机会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村里做艺术暂居，

世间万物均有其独特的语言，

因为村子里除了几户人家，一所小学，一支邮筒，一个巴士站，就

读懂这片嫩绿色的小芽，便能看到春天。

只有大自然，所以每天我都会去后面的森林散一大圈步，然后捡回

一叶知春，一叶知秋。

各种各样的树叶和植物来做实验，这些落在叶子里的碗每一片都不

在初春的风景里让人顿生许多哲思与感悟。

一样，每一片叶子都因为它自己的特点和属性而对最后的结果，比

从这片嫩芽中，我仿佛看到了时间的流转，生命的更迭，自己的人生。

如卷曲度，比如纹理深浅，比如残留的形态，造成影响。因此观察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树叶，选择叶子，都是非常有趣的过程。散步也慢慢成了工作的一

世界上也没有两段相同的时间……

部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