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动活泼的享乐文化杂志

第24辑 — 2014年/2015年秋/冬

 美好  

北欧
式的庆典

在瑞士顶级设计师 
Marie Olsson Nylander 

家中做客!

美食绿洲 
斯凯岛

慢食界: 
苏格兰采贝者 

寻踪

的圣诞礼物
赠送 

诗意与欢庆
之间的

特殊时刻。

在
澳大利亚
中国
德国
法国
希腊
英国
意大利
日本
荷兰
奥地利
波兰
俄国
西班牙
瑞士
土耳其
美国
及其他50多个
国家供所有
热爱生活的人们无偿阅读。



《friends》是唯宝股份有限公司（Villeroy & Boch AG）
“餐桌文化”企业部门的创意杂志。我们欢迎您提出

赞同和批评意见、改进建议和对内容上的希望：
friends@villeroy-boch.com

负责
Marketing-Kommunikation, Tischkultur, 
Saaruferstraße, 66693 Mettlach, 
friends@villeroy-boch.com

编辑部和版面设计
Ruska, Martín, Associates GmbH
www.ruskamartin.com
für VSF&P GmbH www.vsfp.de

出版说明

个冬季既温馨又妩媚！

我们既享受独处“茧

居”（Cocooning），又享受与亲朋好友的热

闹欢聚，在这个辞旧迎新纵情欢庆的季节充

满了特殊的愉悦时刻。

从此辑friends中，您可以轻松地憧憬爱的

节日，在欢庆时刻到来之前，从五彩缤纷的

美好创意、设计和享乐文化中获得灵感。 
在各种“传统新传”之后，美食大使和顶

级厨师Johann Lafer将向我们介绍他家乡的

野味佳肴，设计专家Marie Olssen Nylander
也将向我们展示如何将豪华波希米亚主义

融入斯堪的纳维亚的传统习俗。我们不禁

为之心醉神迷！

我们短暂的苏格兰之旅也非常引人入胜：

请注意！我们将揭开美食秘密，海洋食品爱

好者将为此感到高兴。珍贵的海洋生物还将

在我们的烛光晚宴上扮演主要角色。我们将

以绝妙的食谱和烹调提示让男士了解如何进

行完美的诱惑，并祝愿他们共享成双成对的

温馨时光，这是对付寒冷的最好方式！

今年将赠送什么礼物呢？我们今年的礼品

专题充满了美妙的创意，您可以在Villeroy & 
Boch销售商那里找到这些礼品。这些礼品拥

有漂亮的礼品包装，您可以省下时间，享受壁

炉前的温馨，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

欲获得更多阅读friends的喜悦，值得访问

www.villeroyboch.com/friends24，那里有许多

精彩内容等待着您去点击阅读。

我们衷心地祝您度过一个美妙的节日，

并拥有许多难忘的时刻！

愿您从此辑中获得美好享受！

friends编辑部

这

亲爱的读者：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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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阅读

温馨假期的最美灵感。

我们的图书推荐与迷人的杯子设计！ 
· 第04页 ·

波希米亚主义风格的圣诞节

独家故事：圣诞之夜在瑞典室内设计师

Marie Olssen Nylander家中做客。 
· 第12页 ·

厨房骑士

最新诱惑艺术：完美轻松烛光晚餐妙法。 
· 第09页 ·

餐桌话题：Lafer最喜欢的菜

甜美的童年回忆：穿越施蒂里亚的美食之旅与Johann Lafer
的野味菜谱。

 · 第24页 ·

美食奇旅

迷人的风景与美食启示：拜访苏格兰斯凯岛的采贝者 
· 第06页 ·

冬日仙境 

富于格调和拥有凝重的浪漫色彩：传统节日仪式与迷

人时刻。美如童话！ · 第20页 ·

礼品专题

风格之宝：为一年最精彩的时刻而准备的无比美好的

Last-Minute创意，令人惊诧不已！ · 第26页 ·

谁最漂亮？
对此我们很难做出决定。
因为站在相机后面的人没有
Lado Alexi那么出名，却拍摄出
如此惊艳的照片。您可以在本
辑FRIENDS封面上看到我们最喜
欢的题材，而其他照片仅差丝
毫，与封面错之交臂。这些照片
我们也不愿束之高阁，而是展
示给您。（也许您另有所爱。）

体验 品尝 探奇

friends杂志的所有内容都受版权保护。
复制、重印或在网站与网页上发表须事先经过编辑部同意。
我们对所有数据、价格和资料来源信息都不承担任何责任，
不作任何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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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灿烂优雅：“Samarah”浓缩咖啡杯（两件套）。 2... 奢华：“Little Lights”烛台Neo（小号）。 3... 季节得胜者：

“Farmhouse Touch Bluefl owers”酱料盅/奶油罐。 4... 天才之作：“Samarah”带托盘咖啡杯（两件套）。 5... 精益求精：

“Farmhouse Touch Bluefl owers Relief”早餐盘。 6... 蓝色时刻：“Boston Coloured”红葡萄酒杯，颜色“Blue”，

0.31升。7... 乡村风格：“Farmhouse Touch Bluefl owers”摩卡咖啡杯/浓缩咖啡杯（两件套）。8... 感性化与异国情调：

“Urban Oasis”香薰套装，100毫升。9... 夺目之作：“Samarah Turquoise”蘸汁盘。10... 喜庆：“Modern Christmas”

星形雪花。11... 美如童话：“La Classica Contura”浅碗和马克杯。12... 时髦：“Samarah”六人用奶油罐。

13... 六十年代外观：“Nek”花瓶（32厘米和70厘米）。14... 设计杰作：“La Classica Nuova”六人用咖啡壶。

15... 斯堪的纳维亚风格：“Samarah Turquoise”大餐盘。16... 餐桌时尚：“Boston Coloured”碗，颜色“Blue”。

17... 多面手：“Farmhouse Touch Bluefl owers”椭圆形盘。18... 欢快时髦：“Caffé Club Peppermint fl oral”咖啡盘。

19... 令人垂涎：“Samarah”甜点碗。20... 简单时髦：“Modern Christmas”圣诞树（21厘米）21... 时髦经典：

“New Wave”带托盘咖啡杯（两件套）。22... 复古魅力：“Samarah”系列漂亮的六人用茶壶和糖罐。23... 花的享受：

“Caffé Club Peppermint fl oral”带托盘咖啡杯（两件套）。24... 收藏品：“Samarah Turquoise”蛋糕架。

它们如此美丽，仅放于树下则太可惜了：
用24个装帧漂亮的礼物精心制作的将临期日

历能使我们欢快地迎接圣诞节！

图片: JOHAN KALÉN 文字: NINA WENDT 设计: MARIE OLSSON NYLANDER

24个漂亮礼物
将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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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读
时光

浪漫主义者的

心爱之物
我们舒服地坐在沙发上，读着Frances Hodgson 
Burnett的经典小说《秘密花园》，里面的主角
Mary Lennox新奇地探索姑父的神秘花园，在那
里度过了幸福时光。毫无疑问，阅读使人放松。再
加上一杯茶或咖啡，那么这一感性仪式便更加完
美了。可以使用色彩丰富的“Mariefleur Gris”餐
具，其浪漫的花卉图案引人进入Mary浪漫花园的
迷人世界。

照明！
让您所喜欢的图书拥有最好的光线，
这一摞书被用作灯架。这样做需要一
点技巧：用打孔机为每部书打一个孔，
直径相当于原灯架直径。然后，按照自
己排列的顺序将书摞起来，这个文学
艺术品便做好啦。

图书推荐

Frances Hodgson Burnett 《秘密花园》（Der geheime Garten），
Gerstenberg出版社，www.gerstenberg-verlag.de

一部像一缕夏日微风的小说：Zsuzsa Bánks的《风轻云淡的
美好日子》（Die hellen Tage），S. Fischer出版社，
www.fischerverlage.de 

渴望自然与爱情：Elizabeth Gilbert的小说《万物的签名》
（Das Wesen der Dinge und der Liebe），Bloombury出版，

www.berlinverlag.de

餐具

“Mariefl eur Gris”
奶油罐
带托盘咖啡杯
拿铁玛奇朵杯
咖啡托盘
摩卡咖啡杯/浓缩咖
啡杯（两件套）

图
片

：
 Ja

nn
e 

Pe
te

rs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伴着茗茶或美味咖啡，
舒服地坐在沙发上，读着一部引人入胜的
书，让心灵自由自在地翱翔，这真是再惬意
不过了。书与心爱的杯子形成完美的伴侣，
不经意地赋予我们美妙的自己动手的创意
灵感！

文字与编辑: KATJA VOGT

1

装饰
提示

时光时光
文字与编辑: KATJA VO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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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周游世界者

提供灵感
我们深受喜爱的旅游指南是每个周游世界者的
必读之物：出色的美食餐厅、壮观的酒店、休闲的
概念商店，这些内行信息可以使您远离旅游者主
流。无论是实体书还是电子书，都能为对设计、建
筑和旅游感兴趣的人提供完美的城市信息。灵感
源源不断！“New Wave Cities”杯子的设计与城市旅
游相对应。无论是开普敦、阿姆斯特丹、莫斯科还
是上海，这些杯子对喜欢这些大城市的人都必不
可少，使咖啡享受也带有周游世界的色彩。

怀旧者

的故事
一个年轻女子在已去世的祖母的房子里度过
夏天，经历了一次过去年代的情感之旅。女作家
Katharina Hagena以细腻强烈的情感在描述自己
家庭的《Der Geschmack von Apfelkernen》（苹果
核的滋味）一书中，讲述了几代人的故事，使这本
书一旦在手，便难以放下。在阅读的同时，可以
时不时地享受自己烤制的饼干。从屋里飘过的
香味与漂亮的“Ivoire”餐具可以增添优雅的怀旧
气氛。“Ivoire”的永恒气质深得从祖母到孙女各代
人的喜爱，就像这部热门小说！

图书推荐

左上图：《Wallpaper City Guides》，上海与开普敦， Phaidon，
www.phaidon.com，iOS电子书，www.itunes.apple.de

其他图书推荐：New York Times《36 hours》，
Taschen出版社，www.taschen.com

关于旅游的艺术：Dan Kieran的《Slow Travel》，
Heyne出版社，www.randomhouse.de

餐具

“Ivoire”六人用茶壶，“Boston”碗，
“Ivoire”带托盘早餐杯（两件套）、

六人用奶油罐、咖啡托盘/茶杯托盘、
早餐盘，“Neufaden Merlemont”咖啡勺，
带托盘咖啡杯/茶杯（两件套）。

2

3

餐具

左图：“New Wave Caff e Shanghai”
浓缩咖啡杯带小宴会盘。中图和右图：

“New Wave Caff e Cape Town”小号浓缩咖啡
杯带小宴会盘，“New Wave Caff e-Spoon”
浓缩咖啡勺/摩卡咖啡勺，“New Wave”
拿铁玛奇朵玻璃杯。

图书推荐

Katharina Hagena的《Der 
  Geschmack von Apfelkernen》

（苹果核的滋味），Kiepenheuer 
& Witsch，www.kiwi-verlag.de

杰出巨作：Donna Tart的
《Der Distelfi nk》（金翅雀），

Goldmann出版社，
www.randomhouse.de

魔幻世界：Max Scharnigg的
《Vorläufi ge Chronik des 

 Himmels über Pildau》
（Pildau上的天空记事）， 

Hoff mann und Campe出版社，
www.hoffmann-und-campe.de

抬高自己！
图书不仅摆放在书架上给人
以良好印象。互相摞起来，
也可以用作桌腿。这个装饰创
意尤其可以推荐给缺胳膊少
腿松散破旧的老家具。根据需
要的高度，把书互相摞起来，
再用放在上面的桌板固定就
行了。

IT’S TEATIME!
饼干和茶总是互相搭配。而甜点的设计则可
以给人带来特殊的感觉，比如这里令人喜爱
的富于创意的茶叶袋外观。制作这种美味饼
干只需使用传统的奶油小饼食谱，将面切成
扁平长方块的形状，再使之成型。用一个木筷
小心地戳一个眼，在烤好之后，用一条线穿
起来。这个小饼当然还得挂上一个小纸片，
上面写点什么。就写上“Tea for friends”
怎么样？

抬高自己！

装饰
提示

IT’S TEATIME!
食谱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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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E of  

SKYE

美丽的风景，雄伟的高山，迷人的港湾， 
许多美味佳肴：位于苏格兰西部的“雾中之岛” ——斯凯岛 
是食品界的秘诀！

食品图片: LUCIE EISENMANN 图片: HELEN CATHCART
食品设计: MAX FABER 文字: SARAH WARWICK 翻译: NICOLE KLEINFELD

美食奇旅

人工采集的苏格 
兰扇贝是一道为国
际星级厨师称道的

美食。采贝人 
Davey Oakes三十多

年来在自己的小 
“扇贝养殖场”的水底

一如既往地采 
集扇贝。

avey Oakes潜水后唯一可见的是一

串上升到水面的气泡。这位传奇

性的采贝人45分钟之前从船上下

到水里。尽管他穿着潜水衣，仍

然难以想象，在即使在夏天也仅

仅几度的冷水中他是如何克服寒冷，从港湾的

水底采集出成担的贝壳的。他的任务是：为准

备我们的美味晚餐从黑暗冰冷的深水中采集贝

壳，我们简直为此感到惭愧。手工采集的贝壳

是当地星级厨师所喜爱的佳肴。扇贝巧妙地藏

在沙子、水草和海藻里，很不好找，然而扇贝

是一种多样化的美食，值得寻找：它们可以用

来烧烤、煎炒或者生食。我们在船上的人都盯

着Loch Sligachan粼粼闪亮的水面，希望在这个

职业采贝人拖着满载的渔网露出水面时第一个

见到他。船上很安静，每个人都对这一等待毫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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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以优秀设计获奖：
“Artesano Original”系列拥

有纯粹感性的语言。

右图 
以简胜繁：烧烤盘。精美之
作：蛋糕架。乡村魅力：
沙拉刀具（两件套）。
形式完美：餐前小吃碗，
小号。现代时髦：醋瓶
或油瓶。原始地道：调料瓶，
粗孔。漂亮装饰：碗。
朴素实用：无把杯。

下图 

自然产品：“Artesano Origi-
nal”餐板。杰出设计：“Pie-
mont”餐刀和餐叉。基础必
备：“Connection”系列水瓶、
白葡萄酒杯和水杯。餐桌
之宝：“Artesano-Original”
菜盘。 

“生三文鱼扇贝鞑靼肉配
荷兰豆苦苣菜和细薯条”，

把握情调：“Artesano Original”
配菜盘和成套蘸汁碗。

 ➢ 食谱请见: 
www.villeroyboch.com/isleofskye

神奇奥秘 
奇异的山脉与

传奇性的“Lochs”
（苏格兰盖尔语：
海湾）美妙组合，

形成苏格兰最
美丽的风景之一。

无怨言。这个地方对打发时间来说，也的确是

个好地方。 
Davey Oakes是唯一从海底采集这种纯粹地方

美食并将其送到此地高档餐厅盘子里的人，碰到

他是苏格兰美食奇旅再好不过的开端。 
这个在苏格兰西北海岸的岛屿从前便是继

爱丁堡和因弗内斯之后最受喜爱的苏格兰旅游

胜地之一，而现在，野味之美则越来越多地征

服了国际美食界的心。扇贝仅是各种美味之一。

这里还生长着珍贵稀有的香料植物，鹿肉和

血肠也同样是美食家们所喜欢的美食亮点。在

苏格兰慢食界， Davey Oakes突然扮演着重要

角色，原因是许多声誉良好的新餐厅开始营业。

类似“Taste Local Skye”的组织或地方供货商

鼓励当地生产商广泛销售其有机的可持续的

产品，自从英国厨师们盛赞苏格兰的自然宝藏

炒扇贝配绿芦笋、
葱和藏红花泡沫汁
4份，用时约40分钟，难度：小

用料

2个冬葱

1瓣大蒜

3汤勺黄油

100毫升干白葡萄酒

6至8个藏红花花丝

125毫升鱼汁 

100毫升奶油

海盐

现磨黑胡椒

柠檬汁

1公斤绿芦笋

糖

1根葱

120克海蓬子（海藻）

12个收拾好的扇贝

2汤勺油

➢  其他贝类食谱请见:
www.villeroyboch.com/isleofskye

做法

1. 冬葱和大蒜剥去皮，切碎，用1汤勺黄油将冬葱和蒜煎至变色。

白葡萄酒和藏红花花丝一起用中火煮5分钟，倒入鱼汁，煮开。

放入奶油，用盐、胡椒和柠檬汁调味，用搅拌器搅打。 

2. 芦笋洗净，去除老的一端。在一个大锅里放入许多水，里面放

入1至2茶勺盐、约1茶勺糖和1汤勺柠檬汁，烧开。放入芦笋煮约

3分钟，捞出，用凉水激一下。

3. 大葱洗净，切成细条。海藻洗净，控去水分。

4. 芦笋在黄油中翻炒约2分钟，放入葱和海藻，用糖、盐和胡椒

调味。

5. 扇贝洗净，控干，放入盐。然后放入油中每面用大火煎约2分

钟。藏红花泡沫汁加热，用搅打器搅打出泡沫。

6. 芦笋/葱/海藻蔬菜放入盘中，再把扇贝放在上面，在蔬菜上倒

上一些藏红花泡沫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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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3

02

PORTREE

ARMADALE

BROADFORD

SK Y E 
BRIDGE

UIG

DUNVEGAN

SCHOTTLAND

ISLE OF
SKYE

EDINBURGH

高地纯粹浪漫曲 
平缓的丘陵和粗犷的山脉，斯凯
岛以其独特的多样景观令人着迷！ 
提示：要想认识斯凯岛，最好与当
地人一起在岛上大自然中漫游，
或者去钓鱼，肯定会是美妙
的经历。 

 ➢  更多信息请见:
www.skyeghillie.co.uk

以来，需求也大幅度增长。苏格兰的海中美食以

其特殊质量而闻名，海味食品贸易是这个地区

繁荣发展的行业。我们一回忆起这次旅行便不

禁垂涎欲滴。 
Davey Oakes 不仅为餐厅采集这个精美的特

产。他也乐意为私人客户潜到水底。在离他的住

宅200米的地方便是他的“扇贝养殖厂”，他在

那里深深的冷水中不断采集贝壳。“我先将它

们从水底分离，抛到大约5米高，然后打捞。”强

壮的满脸胡茬的Davey Oakes在浮出水面后向

我们解释道。“这非常有意思，因此即使在30
年后，我对打捞扇贝也没有丧失兴趣！”  

美味琼浆
斯凯岛美食提示

到达路线

乘飞机到爱丁堡（Edinburgh）、格拉斯哥（Glasgow）或者阿
伯丁（Aberdeen），然后租车继续旅行，比如从Iverness启程
需要大约两个半小时。虽然可以继续乘渡轮，但是没有这
个必要，因为Skye-Bridge桥横跨Kyle of Lochalsh。公共汽车
也从爱丁堡开往斯凯岛，往返大约需要8小时。

        The Spoons

优雅、舒适、独特：主人非常周到细致，为早餐
提供时令有机特色菜与自己烤制的面包和产自
自己庭院的蓝鸡蛋！

➢  更多信息请见: www.thespoonsonskye.com

        The Three Chimneys

《Restaurant Magazin》（餐厅杂志）将此餐厅评为
全世界50个最佳餐厅之一：质量精美，新鲜时令
菜谱全部源于当地。从这个豪华酒店的小型套
房可以从各个方向观赏Loch Dunvegan的景色。

➢  更多信息请见: www.threechimneys.co.uk

        Loch Bay Seafood Restaurant

这个位于Loch Bay的微小亲密的餐厅仅有7张桌
子，绝美的海味，1-A服务水平，梦幻般的环境：
是贝类、牡蛎、大虾和龙虾爱好者的必访之地。
朴实无华。一定得预定！

➢  更多信息请见:
www.lochbay-seafood-restaurant.co.uk

01

02

03

Artesano Provençal

混合风格的 
花卉伴侣

纯粹形式遭遇复古花卉图案 
美食家们要是想在家中演练美食烹饪杰作，

这些物件可是不可缺少：“Artesano Provensal”
系列的汤盘、面包盘、带托盘咖啡杯和碗。

怀旧气息：面条盘。完美伴侣：面包盘。
实用：蘸汁碗。全部属于“Artesano Provencal Verdure”系列。

明显反差：“Farmhouse Touch”餐叉和餐勺。

➢  其他贝类食谱请见:
www.villeroyboch.com/friends24

蒜油意大利面配贻贝
4份，用时约30分钟，难度：简单

用料

500克意大利面条

1公斤贻贝

4瓣大蒜

1捆平叶欧芹

2个干辣椒

海盐和胡椒

8汤勺橄榄油

120毫升白葡萄酒

半个柠檬

50克擦碎的巴马干酪

做法

1. 贻贝用水冲干净，在一个大锅

里放上足够的盐水，仅选择贝壳

合着的贻贝放入锅中，煮5至7分钟。

2. 然后用一个镊子将贝肉与贝壳

分离。没有开放的贻贝一定扔掉

不要！ 

3. 将意大利面条放入烧开的盐

水中，按照面条包装上的说明

煮熟。 

4. 在煮面条的同时可以准备面

条汁：欧芹、辣椒和大蒜剁碎，

辣椒和大蒜在橄榄油中稍煎。

5.  浇入白葡萄酒，放入2/3
的欧芹和贝肉。将半个柠檬的

汁挤到锅中，盖上锅盖，继续烧

2至3分钟。用盐和胡椒调味。

6. 面条滗去水，与贝肉汁和粗粗擦

碎的巴马干酪混合。用剩下的欧芹

进行装饰。
图片: Angus Bremner

男士——我们追求浪漫、烛光和难以抵御的美味享受。一个布置完美的烛光晚餐永远是一
种最富于格调的诱惑！有了巧妙的厨具和我们的提示，

每个男人都可以成为厨房里的唐璜，晚餐和约会也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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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前小吃：要擅长闲聊，

记住作家Noël Coward的话：

“玩笑应该像鱼子酱那样小口享用，

而不该像果酱那样随意滥用。”

绅士指南

第一步：

香槟酒杯：“Allegorie Premium”。
各种形状和大小的盘子：

“Cooking Elements Silicone Fuchsia”
14厘米四方盖，

10 x 10厘米正方形顶盖，
22 x 22厘米正方形顶盖，
26 x 16厘米长方形顶盖，
36 x 26厘米长方形顶盖。

菜盘“Flow”，面包丁碗“Flow”，
盘垫“Cooking Elements 

Silicone Fuchsia”。
烛台“Quartett”，

210毫米和120毫米。
餐巾环“Daily Line”，

40毫米。

 ➢ 食谱说明及食谱图片
请见下一页

“为激情干杯！”

“黑麦面包
配牡蛎？
你真是

   异想天开！”

...... 他真的把握
十足 ——  连我在内。

...... 烤牡蛎  
保奇遇。

聪明的 
厨房骑士

三道诱惑

图片: OLIVER SCHWARZWALD 文字: KATJA VOGT 设计: KIRSTEN SCHMIDT

男士——我们追求浪漫、烛光和难以抵御的美味享受。一个布置完美的烛光晚餐永远是一
种最富于格调的诱惑！有了巧妙的厨具和我们的提示，

每个男人都可以成为厨房里的唐璜，晚餐和约会也易如反掌。

亲爱的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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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相信自己的诱惑艺术，

Penelope Cruz也知道：

“如果一个男人为你做饭，

沙拉中有多于三种做料，

那么他便是真心实意。”

绅士指南

第2步：

iebe geht durch den Magen （爱从胃起）——

这个谚语不仅仅适用于男人：大男人守灶

台，烹饪出美味佳肴，也会打动女人们的

心。对男人们来说，值得把这个诱惑艺术的

剧目扩展为完美的烛光晚餐。对女士们来

说，吃饭还应赏心悦目，因此令人信服的诱惑不限于美

味食谱：一杯香槟酒、制造浪漫情调的烛光和柔缓的背

景音乐也必不可少。我们已经在 www.villeroyboch.com/
dinnerfortwo。网页上为您配置了相应的播放曲目。格调

高雅的餐桌装饰也很重要：花卉和餐巾环在诱惑尺度上

是加分的项目，因为一个重视此类细节的男人可以提高

自己在女人眼里的价值。

L

为了“之后”的成功，“之前”至关重要：在被邀请的

女士在镜子前用几个小时梳妆打扮的时候，厨房英雄

可以从从容容地为这个晚上和晚餐作准备。专业厨具

是基本设置，以便使（男）人能够在约会时将精力集中

于与自己倾心的女士交流感情。Villeroy & Boch的白

色“Cooking Elements”系列拥有阳刚、优雅的经典设

计，同厨师一样是个多面手：不管是冷冻、加热还是潇

洒地上菜，每件厨具都拥有做菜上菜等多种用途。使

用“Cooking Elements”，可以使菜肴快速简便地从烤

箱来到桌上，简单而直截了当，很阳刚！主人再也不用

穿着沾满汤汁的围裙在餐前小吃、主菜和甜点之间手

忙脚乱地忙来忙去，把龙虾放在了焦糖布丁里。 

餐前小吃

炒牡蛎
¯牡蛎配柴郡奶酪、

柠檬果冻和烤黑麦面包

➢ 所有用料和食谱请见: 
www.villeroyboch.com/dinnerfortwo

奢华餐具：“ Flow”菜盘
“Cooking Elements”餐盘/圆盖。

星级餐具：“Urban Nature”菜盘、奶油罐，
“Cooking Elements”餐盘/圆盖。

主菜

炒龙虾
炒龙虾配苤蓝松露
蔬菜和龙虾泡沫汁

➢ 所有用料和食谱请见: 
www.villeroyboch.com/dinnerfortwo

Dreifach einfach kochen!

HOT, STYLISH, COOL
您还从来没有这么轻松地
准备过饭菜，打赌？

“Cooking Elements”洗碗机适用、微波炉适用、耐热、耐
寒：可以用于烤、煮、上菜，甚至冷冻！拥有28个多用途耐
热烤模，可以供六人使用。可以轻松地从烤箱中直接上
桌，为烹调增加情趣！ 

额外特点：巧妙的顶盖可以用来保存食品和冷冻食品。 
正方形硅胶顶盖有两种尺寸：14 x 14厘米和26 x 26厘米。
圆形硅胶顶盖有两种尺寸：17厘米和30厘米。
还有硅胶垫。颜色有Fuchsia,�Honey和Lagoon。

… … 他真是他真是
游刃有余!游刃有余!

“Purismo”红葡萄酒杯。“Piemont”
刀具，餐刀，餐叉。“Cooking 
 Elements”烤模，长方形34 x 24厘米，
长方形24 x 14厘米。Cooking 
 Elements”餐盘，正方形顶盖，
22 x 22厘米。餐巾环“Facett”

（四件套）。“My Garden”烛台，
281毫米。

“苤蓝松露？
龙虾泡沫汁？
你比我强。”

...... 他征服了我 ...... 非他不可！

“不用
做饭的人，
可以亲吻!”

浅 深

供�至�人使用

��  个圆形模子 ��  个长方形模子 ��  个长方形和
圆形顶盖

浅 深

供�至�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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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品味的 
感性化诱惑——

女士们如此
喜爱晚餐。

甜点：诱惑大师Giovanni Boccaccio
劝告所有恋爱者：“宁可享受而后悔，

而不后悔没有享受。”

绅士指南

第三步：

在选择菜谱时，厨房情人可以显示自己的优良品味，证明自己

的本事不仅是打开一罐意大利饺。在这个享受计划中有壮阳

海鲜、造孽甜点，每个馋猫都会受到诱惑。

完整菜谱请见 www.villeroyboch.com/dinnerfortwo. 。现在

可以开始啦：厨房已在把握之中，而情感却不一定，当然了，

在场者都很激动。为了镇定情绪，最

好喝上一杯香槟酒。香槟酒还有助于

创造一种轻松气氛，促进交谈。在最

好情况下，双方的目光随着品尝他的

烹调作品会变得越来越充满渴望。这

种渴望绝对不是对已经提到的甜点

的渴望。在最后的筵席结束之后，可

以松一松领结，天知道，接下来轮到

哪些服饰。如果这些美味剩下了一

些，那么可以快捷地放到碗里，用实

用的“Cooking Elements”硅胶盖盖上，

放到冰箱里。然后请女士坐到沙发上。如果她不以母亲的金

丝雀生病为由提前中断约会，那么这个晚上便算是没有白费。

在女士用完甜点面对着他幸福微笑的时候，那么他便可以暗

自高兴，对自己说：干得好。现在可以喝上一杯非常清冽的餐

后酒：她漂亮的双唇和敏感的感觉已经从着迷于美食而移情

他方：厨房骑士现在可以亲吻他的女美食家了！ 

充满享受的组合：“Urban Nature”黄油盅，

“Flow”餐前小吃碟，0.12升，“Cooking Elements”
餐盘/正方形顶盖。“Piemont”甜点勺。

“迷人的“迷人的
夜晚！”夜晚！”

...... 我以心相求 ......

“你知道吗，花花公子，
我可是贪得无厌 ......”

...... 餐后酒之后，
早餐之前 ...... ！

各种尺寸烤模，“Cooking Elements”，
正方形7 x 7厘米，正方形9 x 9厘
米，正方形12 x 12厘米。顶盖，

“Cooking Elements”，正方形8 x 8
厘米，正方形10 x 10厘米，
正方形14 x 14厘米。硅胶盖，

“Cooking Elements”，正方形14 x 14
厘米。刀具，“Ella teilvergoldet”，
蛋糕叉。水果烧酒杯，

“Purismo Specials”。格拉帕酒
杯，“Purismo Specials”。 

甜点

焦糖布丁
四川焦糖布丁

配血橙蜜饯

➢ 所有用料及食谱请见: 
www.villeroyboch.com/dinnerfortwo

锅垫

“我发誓，
今天异常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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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
在MARIE OLSSON NYLANDER家过圣诞节

图片: JOHAN KALÉN  文字: KATJA VOGT, NICOLE KLEINFELD 设计: MARIE OLSSON NYLANDER

在瑞典女室内设计师Marie Olsson Nylander家做客：
节日传统遭遇休闲豪华波希米亚主义风格

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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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希米亚主义风格

以浓重色彩布置的早餐餐桌富于冬
天气息，显得非传统化。 

不仅餐具富于混合风格：Marie还把朱
顶红和风信子与简单灌木和秋季果

实搭配在一起。朴素优雅 
的暖色调：“La Classica Nuova” 

餐具与“Colour Concept” 
精品系列中的玻璃杯。

“La Classica Nuova” 
碗、菜盘、大餐盘、早餐盘、 

茶杯和托盘、马克杯、奶油罐 
（六人用）、茶壶（六人用）、糖罐、 

蘸汁碗。“Piemont”餐桌刀具 
（24头），“Winter Bakery Decoration”

心形糖装饰，“Amber”颜色 
“Colour Concept”杯子和碗， 

“Neo”颜色“LittleLights”烛台， 
大号165毫米和小号70毫米。

功的故事有时候完全出于偶然：Marie Olsson是生活方式界受人

喜爱的室内设计师，当初，她只是想开设一个牛仔酒吧，给这个

时髦酒吧取名“Saloon Easy”。她今年40岁，在大学学的是经济

和信息科学，她终于实现了拥有一个自己的企业的梦想。酒吧

很成功，主要得助于Marie自己创作的与众不同的室内设计。于是她出于爱好开始

为朋友和客人们精心设计居室，她的设计给人以深刻印象，很快人们便问她是否为

整个房子进行室内设计。“其实，那时我只是自学了设计和装饰。”她的成功标志是

独特的“豪华波希米亚主义”的混合风格，她把从远途旅行中带回的古典家具和纪

念品极富想象力地组合在一起。她对收藏品、富于异国情调的纪念品和古典家具的

喜爱，使她将每个新房子都变成充满奇异创意的美妙园地。“比新时尚更能为我带

来灵感的是昔日旧家具的迷人魅力，它们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她的风格也是她的行

为方式：“我总是喜欢跑东跑西，尤其喜欢国际大都市的气氛。”在旅行中，有时许

多东西都令她爱不释手，有一次在印度，不得不装了满满一大集装箱运回来。这种“

旅途拾零”或者流落到她自己的四壁之内，或者流落到她私人客户的房子里。她能

很快熟知客户的品味所好，马上便能判断出谁会喜欢某件物品。不久之 后，著名杂

志和公司也登门拜访。这个三个孩子的母亲现在作为设计师，为杂志、电视、广告和

私人客户工作。如果让Marie把一座普通的房子变成她的品味舞台，那么她便如鱼得

水。她的解释出奇地简单：“我喜欢老房子！”这也是他们为什么搬了好几次家的原

因。现在，他们住在在瑞典西海岸风景如画的小镇Höganäs，一年半之前，她与丈夫

和三个孩子Vida （11岁）、Otto（9岁）、Ingrid（4岁）搬到了这里。

Marie邀请我们来到这座房子里与她和她的家庭一起欢度圣诞节。这是一个阳

光灿烂的早晨。孩子们兴奋地站在装满礼物的圣诞袜筒前，按照传统，他们每年都

可以拿出袜中的礼物。“‘袜子仪式’可以为我解围，至少可以减轻打开圣诞礼物之

前的紧张气氛。”她微笑着说。在布置装饰节日餐桌的同时，她告诉我们袜子里装

的是书和游戏，以博得孩子们的欢心。“如果他们实在没什么可干的了，那么我便让

他们看唐老鸭，这是我们的保留节目！”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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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左图）
节日的一天以美味健康的早
餐为开端。“La Classica 
 Nuova”早餐盘、碗、糖罐 

（六人用）、蘸汁碗， 
“Colour Concept”杯子， 

颜色 “Amber”。 

包装艺术（右图） 
礼物和圣诞点心漂亮地放
在树下。“Winter Bakery De-
light”蛋糕架，“Stern”星形
碟，“Nostalgic Light”烛
台“Engel”，“Winter Bakery 
Delight”迷你蛋糕架。 

小馋猫（下图）
天伦之乐。Marie与女儿 
Ingrid,�Ingrid喜欢早餐就 
吃甜点。“La Classica Nuova” 
碗和马克杯。

美味
圣诞节时少不了自己做 

的姜饼！“Artesano Original”
带软木塞的瓶子，醋瓶/油瓶，

餐前小吃盘，花盆。

白色圣诞节

纯粹主义设计与精美 

的复古图案为餐桌增添 

了高贵气息！

产品：“La Classica Contura” 

大餐盘、菜盘，“La Classica Nuova” 

茶碗/甜点碗和面包盘。 

但是得先吃早饭。从以柔和的自然色调布置好的餐桌

上便可明显看出Marie对怀旧魅力拥有特殊感觉，并善

于利用花卉进行装饰。女主人用精美的Villeroy & Boch

餐具“La Classica Contura”和“La Classica Nuova”布置

餐桌。她喜欢简明现代的形式，在此也将各种风格融汇

在一起：古典的优雅与褴褛的时髦，桌布是一块乡村风

格的旧亚麻布。“Colour Concept”彩色玻璃杯带来亮丽

的色彩。松散地摆在桌上的冬青果和迷你圣诞树富于

节日气息。 

晚上，朋友们前来参加圣诞晚宴。在瑞典也像在世

界上其他地方一样，人们在圣诞之夜邀请亲朋好友和

邻居共进典型的圣诞晚餐。先后上桌的有好几种热菜

和凉菜。必不可少的是各种腌鱼和Tjälknöl，Tjälknöl是

一种类似烤牛肉的肉菜，可以把我们的胃口带入节日的

气氛。然而，尤其对孩子们来说，这个晚上的高潮是打

开礼物。当这一盼望已久的时刻到来的时候，圣诞树

下一片欢快的叫声和孩子们的笑声。静静观察这热闹一

幕的是两只稻草羊。摆放用稻草做成的山羊是瑞典典

型的圣诞习俗，这个古老传统已经延续了一个世纪。在

19世纪，是稻草羊在斯堪的纳维亚带来圣诞礼物，直到

圣诞老人取代了它。而它直到今天仍然装饰着圣诞节。-

Marie不得不经常把客人带来的狗从两个稻草羊那里赶

走，对狗来说，稻草羊不是装饰，而是玩伴。

不仅宴席和精心装饰的圣诞树很漂亮，Marie本人

穿着金色的老式衣服也光彩照人，与许多蜡烛互相竞

美。她内心的宁静来自每日瑜伽！

在装饰节日宴席的时候，她再次使用了狂放的豪华

波希米亚主义混合风格。她将精美娇柔的“La Classica 

Contura”和“La Classica Nuova”系列餐具与印度餐巾

环的迷人金色和五彩蜡烛相组合。搭放在椅子上的旧

绵羊毛带来一种鲜明的波希米亚主义气息。 

汤盘的选择也显示了Marie对突破风格的喜爱：每

个座位都有不同的盘子和不同颜色的“Colour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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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典型的瑞士稻草装饰：

稻草羊和五彩缤纷 
的圣诞树装饰，其中包

括“Winter Bakery 
 Decoration”和 

“Nostalgic Ornaments” 
（四件套）精品系列 

的怀旧挂件。

装到袋里！ 
这个丹麦装饰圣诞树的 

办法很容易自己制作。 
里面放上甜食或装饰物件， 

看上去非常漂亮， 
是装饰球等的绝佳 

替代品。

甜蜜的幸福！ 
瑞典甜食放在“Winter 
 Bakery Delight Etagere”小
蛋糕架里显得非常迷人： 
Kola & Knäck翻译过来便是
焦糖奶糖，令人垂涎欲滴！

潘趣酒 
瑞士的“Glögg”酒拥有圣诞节的
香味。热酒倒在“Decorated 
 Christmas Accessories”的 

“Schneeflocke”潘趣酒杯、 
“Anmut my Colour”摩卡咖啡杯/浓

缩咖啡杯托盘中享用。 
喜欢简明设计的人可以使用 

“Modern Christmas”高和宽花瓶。

心愿单 
圣诞节的心愿很快便能如
愿以偿了！它们清清楚楚

地写在黑板上， 
圣诞老人肯定看得到。 

Villeroy & Boch的成套 
礼品将被送到 

自豪的新主人手中。



· 16 ·

成功率
百分之百；
随意利用
反差。

彩色碗。同早餐时一样，桌上也摆着繁盛的朱顶红和风

信子，颜色为鲜红色、粉色和紫色。深蓝色的亚麻餐巾

和黑蓝色亚麻桌布将“La Classica Nuova”的白色餐具

衬托得非常漂亮。

高贵豪华与乡村古老魅力的巧妙结合也显示在她家

中的其他布置中。所有一切都显得真实、地道、极其舒

适，令她的客人飘飘欲仙。

不仅Marie的房子值得拜访，田园般的Höganäs也值得

一游。这个地方充满了创造性能量，而且直接傍海。Marie

最喜欢的餐厅“Al Tuco”由两个年轻的南美洲人经营。

这个餐厅将阿根廷与瑞典口味结合在一起，提供混合

风味的美食。Marie在闲暇的时候，就到“Magasin36”去，

这是一个旧厂房，她的朋友把这个厂房变成了一个概

念商店，它完全可以与专门设计的都市商店相媲美。在

“Magasin36”那里，人们可以找到许多漂亮的旧家具、工

业家具、艺术品和设计作品。购物之后，则可在Höganäs

最好的咖啡馆中放松地享受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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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橙沙拉配石榴
4份用料

➢  Marie的其他圣诞食谱创意请见:
www.villeroyboch.com/swedishchristmas

甜蜜的诱惑
“La Classica Nuova”甜点盘，
“La Classica Contura”大餐盘。

用料

750克小香橙

半个柠檬的汁

4汤勺龙舌兰浓汁

1个石榴

1个无花果

1个大料

1块桂皮

1小袋香草糖

根据橙子酸度糖适量 

4厘升橙子利口酒

做法

1. 柠檬榨汁，与50毫升水和龙

舌兰浓汁一起烧开。小火煮1分

钟，放入橙子利口酒。

2. 橙子去皮，剥去白色的一层，

直到能见到橙肉为止。将果肉

切成薄片，收集流出的汁。

3. 石榴切成两半，用勺子取出

果粒，与橙子片混合。用大料、

桂皮、香草糖调味。倒上所收

集的橙汁和尚热的煮好的汁。

无花果切成四瓣，作为点缀。

请入座
桌上的组合是彻头彻尾的

Marie风格：经典兼有一
丝复古气息。不同餐具的组合显
得很俏皮，Marie的朋友和家人都

很喜欢。“Nobilis”勃艮第酒杯
（两件套），“Colour Concept”

系列的“Amber”颜色和
“Burgundy”颜色的碗和杯子。

“Purismo”红葡萄酒瓶，
“Little Lights”烛台

“Neo”，大中小号。

反差强烈
赏心悦目：“La Classica Contura”
椭圆盘、面包盘、大餐盘、
浅碗，“Victor”餐桌刀具

（24头），“Colour Concept”的“
Burgundy”颜色的杯子，

“Nobilis”勃艮第酒杯（两件套）

纯粹的生活乐趣
朋友欢聚可少不了琼浆玉液。

“Purismo”白葡萄酒杯
“frisch & spritz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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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地欢庆

“La Classica Contura”和“La Classica Nuova”
的经典优雅与“Colour Concept”和“Nobilis”
精品系列的现代形式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

产品：清晰的线条：“La Classica Contura”
大餐盘和菜盘，“Nobilis”白葡萄酒杯（两件套），

“Colour Concept”碗，颜色“Amber”。

完美的东道主（左图） 
Marie和她的丈夫在圣
诞节之外也喜欢请客！

混合风格
不同椅子设计
和坐垫设计
使宴席桌显得
不那么一本正经，
令人感到舒适
愉快！

品味烟花
色彩斑斓的配菜放在

“La Classica Contura”碗里
高贵而引人注目。

我的建议：
华丽的
花束

作为餐桌的
主要装饰！

女士圈
参加晚宴的
女士们伴着美
酒热烈交谈。

“Purismo”
白葡萄酒
杯“frisch & 
spritz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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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提示

创造性的名片艺术

漂亮的装饰与礼物：名片卡插在一

个迷你圣诞树的盆子里。

盆子用一块布裹起来，用装饰性花边固定。

漂亮礼物

此晚盼望已久的高潮：打开礼物。

“Nostalgic Dreams”旋转木马音乐盒马上

成为孩子们的新的心爱玩具。

以前，Marie有点时间就跑东跑西，现在她的生活

较为安静。自从有了孩子，她那放荡不羁的旅游热

情稍微冷却了一些，她很看重自己家乡小镇的轻松

生活。为了孩子们，她也宁可选择一个空气清新场

地宽敞的地方。但是在她的内心仍然闪烁着不甘寂

寞、欢快活跃的火花。“我其实还是更喜欢在大城

市中生活。”她坦率地承认。“我喜欢城市生活。我

停不下来，总是想向前奔，总是想有新的开始！”

翻来复去老一套对她来说不是长久之计。谁知道

呢，也许很快Marie又会爱上一个新房子。 

享受此刻

与家人共度时光可谓是真正
的奢侈。假期日程是依偎、唱
歌和享受圣诞美味。“Anmut 

My Colour” Pink Rose马克
杯、Orange Sunset马克杯和

Red Cherry带托盘摩卡咖啡杯/
浓缩咖啡杯，“Colour 

 Concept”玻璃杯。

Marie的HÖGANÄS
旅游提示

      到达

开车从A1舒服地抵达Puttgarden，再乘渡轮从
Puttgarden到Rodby，然后在E4和E6上继续向Helsingburg
方向行驶， Höganäs就近在咫尺了。最佳线路是：
乘飞机或火车到哥本哈根，价格从49欧元起，
从哥本哈根再租车和乘渡轮直接到Höganäs。
从Travemünde或Rostock到Trelleborg的渡轮价格为59欧元。
渡轮一定要预定，在假期期间，这里经常堵塞。 

      饮食

Helsingborg的最佳地址，菜肴鲜美。常客盛赞那里自己
烤制的美味面包，按照瑞典水平价格合适。一
定要去品尝品尝。各种甜点都非常富于艺术性。
服务人员潇洒优雅！ 

➢  更多信息请见: www.chforet.se

      购物

在一个经过扩建的厂房里，“Magasin36”
概念商店商品琳琅满目。两层国际室内装饰、
当地美食和漂亮的花束。非常个性化，充满魅力！ 

➢  更多信息请见: www.magasin36.wordpress.com

      放松

Helsingborg的最佳咖啡店是Koppi Anne的咖啡店！
她热情爽朗，精通业务。店内设计品味不俗：
乡村风格的木墙配以六十年代的浅蓝色椅子。
您不要因为简单的网页而望而却步！
这个咖啡店绝对拥有世界水平。

➢  更多信息请见: www.koppi.se

图片: Li Fernstedt

图片: Susann Larsson, Purpl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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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世界
为圣诞前夕的美好时光干杯

图片: JANNE PETERS  文字: ULRIKE FRANK 设计: WOLFRAM NEUGEBAUER

冬日
欢迎来到

圣诞祝福！
“Christmas Toys Memory”系列的怀旧圣诞树。

“Winter Bakery Decoration”圣诞树装饰。

“Nostalgic Ornaments”系列的手绘挂件。

“Fairytale Park”系列的小房子和童话宫殿。

“Nostalgic Lights”系列“Schneemann”烛台。

滑雪橇
“Christmas Toys”

系列中滑雪橇的圣诞

老人和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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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载幸福的雪橇

精美的绘图圣诞树装饰：

“Annual Christmas Edition 2014”
系列的“Aschenputtel”铃铛和

圣诞树装饰球。“Christmas Toys”
系列灰姑娘题材礼品盒。

“Winter Bakery”系列饼干盒。

“Nostalgic Lights”系列

“Santa”灯盏和烛台负责照明。

喜庆的装饰还有“Christmas 
Toys”的“Kinder schmücken 

den Baum”和“Winter Bakery 
Decoration”挂件。 充满意境

“Nostalgic Light”
天使烛台。收藏品：

2014年天使
“Annual Christmas 
Edition”。“Decorated 
Christmas  Accessoires”

系列的富于装
饰性的风灯、

饼干盒和潘趣酒杯。

兴高采烈
的孩子们

手绘灰姑娘瓷器系列的
礼品肯定会给孩子们带
来欢乐！

美妙的 
包装艺术

钟爱细节：带盖礼品盒和风灯，

上面的手绘图画是经典童话灰姑娘！ 

带盖礼品盒和风灯：“Christmas Toys”，

中号和小号。

一时刻终于到来了：桂皮和杏仁的香

味、新鲜的烤圣诞饼干、柠檬饼干和

圣诞蛋糕的香味飘散在布满节日装

饰的房子里。一年就要结束了，最美

的节日圣诞节即将到来。我们满怀

爱意地在圣诞靴里和将临期日历里装满礼物。我们享受

着这渐渐摆脱日常喧嚣的温馨静谧。现在是在冬日白雪

覆盖的风景中长时间散步的最好时间。我们踩着新下的

雪，满怀喜悦地欣赏着白色的壮观景色，在一片静寂之中，

只有白雪在我们的脚下咯吱作响。我们捡拾松果和树枝，

高兴地回到为节日装饰得漂亮无比的家里。

松果和树枝是很漂亮的装饰，不用花钱，而且可以巧妙

组合。我们建议自己动手：喷成白色或金色，可以为每个

餐桌带来浪漫的怀旧气息！

我们以许多传统的仪式盼望着这个爱的节日的到

来。现在我们抽出时间，惬意地坐在壁炉前，喝着茶，为

孩子们朗读古老的格林兄弟童话或安徒生童话。白雪公

主、糖果屋，每年我们都选些新的童话，今年我们从书

架上拿来灰姑娘。这个可怜不幸的姑娘，期待着王子的

爱，最后以盛大的梦幻般的婚礼而如愿以偿。这个故事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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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作品
随意组合的喜庆的圣诞树装饰：“Schlittenfahrt”和“Schneemann bauen”铃铛，

“My Christmas Tree”系列挂件“Stiefel”、“Stern”和“Baum”。

“Annual Christmas Edition 2014”圣诞球。复古魅力：

四件套“Nostalgic Ornaments”。

“Winter Bakery Decoration”系列姜饼风格圣诞树装饰。

白色圣诞
的梦想

“Christmas Toys 
 Memory”系列的

童话书。“Fairytale 
Park”的灶前

灰姑娘。“Nostalgic 
 Ornaments”系列的圣

诞树挂件
（四件套）。

不仅打动孩子们的心，而且也令大人们感动。这个

跌宕起伏的童话的主题也反映在Villeroy & Boch的

最新冬季精品系列之中。这些童话产品的迷人之处

在于引起人们美好浪漫的回忆，非常适合放在将临

期日历和圣诞靴里。与古老的传说所不同的是，这

个精美的瓷器童话没有终结：每年都有另一个童话

的精品系列，这样我们便可以收集一个又一个童

话，梦幻般地享受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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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般的
光的魅力

“Christmas Light”
系列中的“Engel auf 
Stern”，“Nostalgic Light”
灯（小号）和“Annual 
Christmas Edition”
中的2014年天使。

年复一年

“Nostalgic Lights”系列

“Santa”烛台。“Toys Fantasy”
星形碟。“Toys Delight”圣诞题

材茶壶。“Toys Delight”系列的

冬日之星题材烛台。“Winter 
Bakery Delight”系列的经典星

形碟和托盘，“Winter Bakery 
Decoration”勺子，“Decorated 

Christmas”中的“Schnee-
flocke”潘趣酒杯。

童话般的 
收集乐趣

2014年限量圣诞节版“A SCH E N PU T T E L”

给我圣诞球!

木屋魅力

白雪覆盖的风景和乡

村风格的伐木小屋：

溢满圣诞气氛！

收集圣诞童话：继2013年我们的“Hänsel und Gretel”
（糖果屋）圣诞明星产品之后，今年的设计灵感来自

“Aschenputtel”（灰姑娘）的故事。“Annual Christmas Edition”
每年都向您提供新的最美的童话题材特别版，供您收集。

上图： 
“Aschenputtel”年碗（小号，16厘米），“Aschenputtel”

2014年铃铛，“Aschenputtel”2014年天使和2014年装饰球。

下图：
2014年杯子和碗，均属“Annual Christmas Edition”：

也有高级礼品包装产品。

精美的经典圣
诞树装饰：“My Christmas 

Tree Ornament”。

星空：“My Christmas Tree 
Ornament”，blau，
蓝白色装饰球。

圣诞风格：“My Christmas 
Tree Ornament”漂亮星星图

案红白色装饰球。

欢乐时刻：“My Christmas 
Tree Ornament”红星挂件。

甜蜜的诱惑：
“Winter Bakery Decoration”

棒棒糖蛋糕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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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恋
JOHANN LAFER的家乡菜

图片设计: OLIVER SCHWARZWALD JOHANN LAFER肖像: JOERG LEHMANN 
文字: NICOLE KLEINFELD 设计: KIRSTEN SCHMIDT

故乡
Johann Lafer沉浸在美妙的童年回忆中：在Steiermark美食时光之旅中，

他向我们介绍了自己最喜欢的野味菜谱！

人 物 介 绍

Johann
Lafer

Johann Lafer于1957年生于奥

地利格拉茨，也被称为“Hans-
dampf am Herd”（灶台万事通），

他是星级厨师，多次获奖，是

Steiermark的酒店老板，享乐大

使，畅销书作者和主要以电视

节目“Lafer! Lichter! Lecker!”而

闻名的电视明星。这位农民的

儿子，两个孩子的父亲还业余

致力于可持续校餐，担当烹饪

与饮食文化讲师，经营自己的

美食系列，还非常喜欢驾驶直

升飞机。 
➢  www.johannlaf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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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设计: OLIVER SCHWARZWALD JOHANN LAFER肖像: JOERG LEHMANN 
文字: NICOLE KLEINFELD 设计: KIRSTEN SCHMIDT

Johann Lafer沉浸在美妙的童年回忆中：在Steiermark美食时光之旅中，
他向我们介绍了自己最喜欢的野味菜谱！

秋季绿叶菜
配野兔脊肉

4份用料 
用时约40分钟

用料

100克秋季绿叶菜（如菠菜、野苣菜或生菜），2
个多汁橙子，20片薄熏肉片，4块野兔脊肉，每块

约150克，去掉皮和筋，20克牛油，2枝百里香和

2枝迷迭香，约5个碾碎的杜松子果，1个压扁的

大蒜瓣，2至3茶勺黑莓醋或复盆子醋，1汤勺橙子

果酱，1至2汤勺核桃油，3汤勺橄榄油，盐，胡

椒，200克成熟黑莓

做法

1. 青菜洗净控干。切下薄薄一层橙皮，将橙皮切成细

丝。橙子切半，挤出汁。

2. 烤箱预热到160 C°。兔脊撒上盐和胡椒，用5片熏

肉片裹起来。与百里香、迷迭香、大蒜和杜松子果

一起各面煎一下，然后放在烤箱中烤约10至12分钟。

将橙汁与烤出的汁混合在一起，放入橙皮丝，一半

煮开，捡去百里香与迷迭香枝、大蒜和杜松子果，

把汁倒入一个碗里，放入橙子果酱和醋，搅拌均匀。

一边搅拌一边慢慢注入油，用盐和胡椒调味。

3. 将蔬菜和黑莓与做好的汁在一个碗里混合，然后

装盘。兔脊斜着切成片，放在蔬菜上，把剩下的另一

半汁浇在上面。

➢  Johann Lafer的其他秋季菜谱请见:
www.villeroyboch.com/tasteofaustria

我喜欢野味的
经典做法。

︵上图）梦幻团队：“Farmhouse Touch”刀叉。复古风格：“Farmhouse Touch Bluefl owers”
奶油罐、酱料盅和甜点碗。美食之爱：“Farmhouse Touch Bluefl owers Relief”盘子。

︵左图）乡村魅力：“Farmhouse Touch Bluefl owers”甜点碗。
喜庆：“Boston”红葡萄酒杯，“Farmhouse Touch Bluefl owers”
菜盘和“Farmhouse Touch Bluefl owers Relief”早餐盘。

为野味乐趣而备：图案精美的“Audun Promenade”和“Audune Chasse”早餐盘。
历史性图案设计：“Audun Chasse”和“Audun Promenade”菜盘，“Audun Ferme” 酱料盅

（两件套）。经典星期日餐具：“Audun Charm”碗。用于我最喜欢的菜肴：“Audun Charm”碗。
为过去好时光干杯！“Farmhouse Touch”白葡萄酒杯。清爽宜人：“Farmhouse Touch”
水瓶。一段家史：“Kreuzband Septfontaines”餐刀和餐叉。

奶油野蘑 

这个专门为friends读者准备的
Lafer菜谱请见：

➢ www.villeroyboch.com/
tasteofaustria

餐桌话题

顶级厨师，享乐大使Johann Lafer
专门向我们介绍了他的美食家
乡和传统野味菜的巧妙做法：

您从您的母亲那里学会了烹饪，您会做的第一个野

味菜是哪个菜？

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母亲便允许我在厨房帮

忙。跟我姐姐不同，我总是感到很有意思！我对我

们一起做的第一个野味菜记忆犹新，甚至还记得那

飘散在整个房子里的香味。那是一道美味炖鹿肉配

面包丸子和自己腌的越桔。

您小时候过生日的时候吃什么饭呢？

如果我全年都很乖，那么我可以得到用自己的猪

肉制作的美味猪排和南瓜籽油土豆黄瓜沙拉。

圣诞节吃什么？

圣诞节那一天我们的第一道菜常常是熏鳟鱼配

野苣菜或浓重的牛肉汤。然后是整鸡配圆白菜，最

后当然是妈妈的著名面食，整个节日期间还少不了

圣诞点心，首先是烤甜圈。

野味的配菜宁可是经典配菜，还是少见的配菜？

按我的口味宁可是经典菜，比如，酿梨配越桔，

面包丸子、罂粟籽丸子、核桃丸子、抱子甘蓝和红叶

卷心菜等等。在此也有不同的做法，还有现代做法。

我目前最喜欢的配菜是：煎抱子甘蓝丸子。

您家乡有哪些蘑菇，配什么菜？

我们喜欢吃野蘑菇炖肉配面包丸子，再加上许多

搅打奶油。秋天经常有烤牛肝菌配蛋黄酱和生菜。

当然还有著名的“Jägerschnitzel”（蘑菇汁猪排） 

怎么做新鲜健康的野味菜，应该注意些什么，

比如怎么采买？

野味完全凭信任。最好到熟知的野味销售商那

里去购买，他应该喜欢自己的货物。野味肉食应该

有较长的成熟时间，不能是老动物。野味一般来讲，

应该做成嫩粉色，制作时的温度较低（120°C）。

做炖菜时，肉应该先煎一下，再倒上味浓的红葡萄

酒，放入许多调料，在烤箱中盖上盖慢慢地炖，这

样肉才能鲜嫩多汁。

用什么调料，您家乡的野味菜制作起来有什么

窍门吗？

做野味的腌汁时，我非常喜欢使用多香果、芫荽

籽、杜松子、红糖、青柠皮和粗盐。在煎肉时，使用

油、百里香、迷迭香、带皮红葱头和碾碎的杜松子。比

如为了使鹿脊达到最佳质量，我先将两块鹿脊小心地

从骨头上剥离，把橙皮、百里香、迷迭香和粗磨红胡椒

放在骨头上，然后把两块鹿脊再放上去，在向上的一

面放上一片早餐熏肉，再绑在一起。将鹿脊在烧热的

黄油中煎得焦脆，放入120°C的烤箱中。这样，肉烤出

来鲜嫩多汁，味道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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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
时刻

礼品专题

魅力
金色

一年最辉煌时刻的

漂亮伴侣：为高档心愿

单而备的节日高潮！

图片设计: LADO ALEXI 图片: RAGNAR SCHMUCK 文字: NICOLE KLEINFELD 时尚设计: JENNIFER HAHN 设计: THOMAS ROOK

之宝
风格

光辉灿烂

“Samarah”豪华餐具，

“My Garden”烛台。

“Miss Desiree”和“Oktavie”
香槟酒杯。 

Hervé Léger 的巧妙缠绕的绷带裙

“Tejana”，见于 
www.mytheresa.com

Nya Nordiska的豪华桌布／布料

“Cinema”，见于 
www.ny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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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的诱惑

不仅对浓缩咖啡爱好者 
来说是金贵的佳品： 
“Samarkand”和“Aureus” 
摩卡咖啡杯/浓缩咖啡杯 
(两件套）

餐桌艺术品
“Samarah”和 

“Samarkand”两种餐具可
以如此完美地组合在一

起，其流畅起伏的线条和
装饰性细节融合成 

十全十美的金色时刻。

用作桌布也 
光彩照人：Still Life 
的金色壁纸，见于  

www.welter- 
wandunikate.de

耀眼的

餐桌时尚
豪华级节日餐桌文化登场亮相！为了使赠送绝对成功， 

我们的提示是：发出明确的信号，显示您个人的喜好， 

让这些内容潜移默化地接近您的亲人！

1... 优雅时髦: 高级骨质瓷系列“Samarah”茶壶、摩卡咖啡杯

和托盘、配菜碗。 2... 奢华磨砂: “Octavie”玻璃系列红葡萄

酒杯和香槟酒杯。 3... 值得欢庆: “Bernadotte”精品系列香

槟酒杯。 4... 火焰: “My Garden”系列两种尺寸烛台。 5... 烛
光间奏曲: “Pieces of Jewellery”复古风格碗和风灯。 6... 金
色时光: “New Wave-Caffé”未来主义设计镀金咖啡和摩卡

咖啡勺。 7... 暖色调: “Colour Concept”amber颜色碗。 8... 微
妙反差: “Samarkand”精品系列茶壶、茶杯和托盘、咖啡杯

和托盘、菜盘、早餐盘。 9... 一个强有力的伙伴: “Colour 
 Concept”玻璃系列amber颜色大餐盘。 10... 壮观，迷人， 

多用途: “Ella teilvergoldet”餐叉、餐勺、餐刀及甜点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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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
时刻

礼品专题

美艳
阴柔 

夺目之作

“White Lace”餐具，“Facett”
和“Little Lights”烛台。 

Antonio Berardi图形图案裙子，见于  
www.antonioberardi.com

Lanvin珍珠耳环和镶嵌着

水晶的戒指， 
www.lanvin.com

永恒的美：反差的运用在此升级！

富于格调的节日礼品创意非常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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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  
 WHITE 

梦幻团队

一展风采

定调
一起唱！今年心愿单的热点：永恒的美！ 

 玻璃和瓷器的优雅的经典品不仅能够在圣诞节带来奢华气

氛。我们的提示：在每个礼品锦上添花， 

使用豪华的真丝蝴蝶结！

1... 光彩夺目: “New Wave Premium”形状俏皮优雅的白色三层

蛋糕架。 2... 大师级: 漂亮餐桌的永恒点缀“Nek”花瓶，有7
种颜色。 3... 炽热爱情: “Facett”系列闪亮宝石外观烛台，有

3种尺寸。 4... 小而精: 精致打磨的“Little Lights”烛台，有3种 

尺寸。 5... 顶级: “White Lace”系列图案柔美的茶壶、咖啡杯

和托盘、菜盘和早餐盘。 6... 曲线明星: 典雅的“Nobilis”勃艮

第酒杯（两件套）和经典玻璃酒瓶。 7... 简约: “Cera”系列多

功能盘和餐前小吃盘，“Cera Black”系列四方盘和拥有艺术性

曲线的甜点盘。 8... 魅力攻势: “Modern Grace”系列为隆重场

面而备的椭圆碗和浅碗。9... 明星气质: “New Wave”系列咖

啡杯和托盘（两件套）。 10... 充满活力: “New Wave-Caffé- 
Spoon”系列咖啡勺。

双重喜悦

更牢固！在礼品上不要吝
啬，要用高级礼品纸和蝴
蝶结装饰得漂漂亮亮。 
Dress to impress: 
Givenchy的镶嵌 
水晶的耳环，见于  
www.mytheresa.com,  
Lanvin的镶嵌 
水晶的指环。

甜蜜的谈话

倾心畅谈也是 
礼物。它可以抚慰

心灵，让笑容 
浮上面孔。

让香茗与交谈的 
愉快气氛相伴： 

“White Lace”两件
套带托盘茶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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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浓重，可以大胆
组合的时尚餐具！
制造多彩气氛！

辉煌
时刻

礼品专题

FEVER
JUNGLE 

餐桌烟火！

“Anmut my Colour”七种颜色的盘子系列

和摩卡咖啡杯。“Allegorie Premium”

香槟酒杯。“New Cottage Lightgreen”
香槟酒杯，“Octavie”香槟酒杯。

“Blacksmith”刀具。 

“Amazonia”异国情调的盘子。

Nya Nordiska的高贵的“Cinema”
桌布/布料，见于 

www.ny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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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的
庆典

彩色闪光灯

CLUB TROPICANA
为完美Last-Minute购物旅游提供梦幻般的灵感：  

www.villeroyboch.com

1... 送给极乐鸟: “Amazonia”系列热带植物图案叶形

盘、带托盘咖啡杯和花瓶。 2... 香槟情趣: “Allegorie 
Premium”系列香槟酒杯。 3... 强有力的伙伴: “Anmut 
my Colour”系列的“Forest Green”菜盘和“Red Cherry”
大餐盘。 4... 绿色豪华: “Numa”系列“Juicy Lime”颜

色花瓶。 5... 复古时髦: “Colour Concept”系列 

“Kiwi”颜色多功能碗。6... 怀旧魅力: “Boston 
 Coloured”系列“Green”彩色香槟酒杯和“Blue”白葡

萄酒杯。7... 酷: “Colour Concept”系列长饮鸡尾酒

杯、杯子和碗。8... 花团锦簇: “Anmut Flowers”系列

茶壶、面包盘和摩卡咖啡杯/浓缩咖啡杯（两件

套）9... 高贵: “Blacksmith”系列餐刀、餐叉、餐勺和

甜勺。10... 简约明晰: “Anmut my Colour”系列 

“Petrol”颜色具有明星气质的大餐盘。11... 波希米

亚主义精神: “Samarkand”系列异国情调摩卡咖啡

杯/浓缩咖啡杯礼品套装（八件套）。

爽心悦目的多样性。

当我们庆祝生活的时候， 
色彩不可或缺。我们为此 
干杯，手持“Boston Coloured”
彩色香槟杯，身穿珠光 
闪烁的Mary Katrantzou 
裙子，见于  
www.marykatrantzou.com。

红色时尚项链，见于  
www.net-aporter.com 。

异国情调的奢华

不仅装饰餐桌！Dolce  
& Gabbana嬉皮士风格
图案的裙子，见于  
www.dolcegabbana.com。
Tory Burch的豪华项链，
见于www.oscar 
delarenta.com 。



WWW.VILLEROY-BOCH.COM

 
期待的喜悦是珍贵如金的喜悦

...... 而当礼物不仅情真意切而且还来自Villeroy & Boch的时候，喜悦才真正巨大无比。

完美如金的礼物送给您和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