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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boBrain is a tailor-made all-
white studio for David Edwards, the 
founder of Laboratoire. It is a gym, a 
place for working out thought, with all 
the appropriate tools cerebral athletes 
need to hone their performances.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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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艺术科学（Artscience）

的创新发生地，Laboratoire 试

图通过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将

创新、探索、科学、设计、艺

术以及教育融合起来，生产从

理论到现实的创意产品。在

巴黎的中心，或许你已经从

LaboShop 的白天与黑夜的分

裂中窥视到这个实验室的大

胆，但若不进入其背后的智库

空间

LaboBrain 中，你便不会发现

其创新的源动力。

让人好奇的是，什么样

的设计才够得上游走在艺术

与科学的边界上的功能空间

呢？依然如 LaboShop般小巧，

LaboBrain 总共 65 平方米的

面积充分反映了 Laboratoire

的大智慧。

LaboBrain是为Laboratoire

创 始 人 David Edwards 个 人

定制的工作室。在设计之初，

Edwards 向 设 计 师 Mathieu 

Lehanneur 提出的要求是：空

间整体简洁而精确，它能够进

行实验、满足会议和与其他团

队成员交流的要求。这里不需

要桌子，因为他可以只是轻松

地坐下来，将笔记本电脑放在

双膝上进行工作。另外，办

公室还必须有足够的空间可以

留给书本和档案，最好有一

面墙可以让他写写画画。而

Lehanneur 最初交出的答卷则

是一系列的心理图像：笼子中

的猴子、非洲部落集会时人们

围坐在地上的场景、美国建筑、

航天飞船 ...... 而当这一切全都

集合在纸上时，它们转化成了

最为真实的空间构件。最后，

将这里变成一个思想的“体育

馆”，提供智力运动员们“善

其事”所需的各种装备。

空间是一色的白，稀疏而

又纯净。墙壁刷上了白色的油

漆，地面用环氧树脂进行了抛

光处理。通体的白色处理让空

间得以刺激思想并激发创造

力。作为 Laboratoire 的“大

脑”，LaboBrain 的空间设计

也遵循脑部的分区——右脑负

责合理地组织和存储，左脑则

负责激发直觉、想象以及创意。

于是，我们看到 David Edward

助理办公室中犹如手术台般的

桌子和聚乙烯制成的椅子，它

们几乎可以说是经典的。这样

做当然也有一个制约：使得没

有一个单独的器件可以引人注

目。在桌椅后方，一墙的硬纸

板抽屉式盒子则一律是毫无瑕

疵的白色，这是为了向手动模

式的 iMac 致敬，它可以长年

存储纸质档案。

一面曲线优美的墙占据了

空间的主要位置，将右脑和左

脑分隔开。它的一个表面成为

允许涂写的白板，兼顾美观与

实用性。这个友好的使用元素

是通过电脑 3D 技术实现的，

中心是数码切割的泡沫填塞

物，外层覆盖玻璃纤维、树脂

和一种特殊的特氟龙涂层。从

街上看进来，人们常常能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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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一个若有所思的男人在这面白

板上乱涂乱画，而如果不出意

外， 他 就 是 David Edwards。

这时，这个空间仿佛变成了囚

禁他的牢笼，而 Edwards 则

是科学实验的小白鼠。

Buckminster Fuller 也 经

常出没在这个独一无二的空间

中，做“思想性的移动”。这

个靠自学成材的酷酷的老理论

建筑师试图在每个解决方案的

每个具体细节中将科学、艺术

和设计进行融合。为了向他的

“足球烯”致敬，一个半圆而

泄气的皮制足球安详地休憩在

了两个工作区间中部，构成了

就座区的中心。按照头脑风暴

的模型进行设计的工作室让使

用者不必静坐岗位，于是，就

座区取代了桌子，不仅便于人

们集中，更让 Edwards 和参

与长时间讨论的人们能够尽情

伸展双腿，在最轻松的氛围中

集中精神进行思考。这一场景

又印证了设计师关于非洲部落

集会的想象。

盒子墙依然出现在主要空

间中，只是不再是茫茫的白色，

而变成了五颜六色的金属片。

盒子的表面雕饰出薄脆饼的

式样，是为了勾起人们对纽约

热狗店及更新的意大利设计符

号：精致、艳丽、闪亮，它们

都配置有一个皮制的把手，方

便堆叠和移动。空间中带有流

行风格的奢华将美国与法国联

系了起来。

当然，空间的奥妙不止在

地上，而在跟地面平行的炉

条格网下，鲜活的植物也在忙

碌于吸食二氧化碳，为室内

制造氧气。在一个园丁的帮助

下，设计师专门找来森林中常

见的苔藓植入到工作室中，他

们可以在昏暗的阳光中存活下

来。一个自动灌溉系统会提供

给植物足够的养分。最近，蘑

菇也开始生长起来，显示出

LaboBrain 健康的工作环境。

为了更为深入地净化空气，设

计师将 Laboratoire 最新出品

的空气净化系统 Andrea 加入

了进来。充分地将科学运用到

生活、工作的艺术中。



To Buy After Using It
用后再买

 By day the LaboShop is a bookshop-sales outlet for 

experimental pieces straight from the Laboratoire. Come 

night, the entire commercial fit-out retracts to ceiling level 

to become luminous caissons, freeing up the floor-space for 

people invited to the FoodLab, a place for culinary and molecular 

experimentation, otherwise located at basement level. 

摄影：Fabien Thouvenin

当人们的购买行为更多地依靠一
种独特的体验感引导时，直白的
商品销售空间变成了太过功利并
刻意的“说客”，只会让人敬而远
之。在上期的专辑中，无独有偶，
几乎所有的商店设计都试图创造
一种体验式的戏剧感，让人们能
够充分地参与到空间中，去感受
品牌和商品的魅力。不过，要说
商品跟消费者最近的对话方式还
是真切的“使用”。下面的两个案
例，一个通过减法为商店预留出
转化成餐厅的空间，另一个则通
过加法在店内加入了一个餐厅，
他们想要做的，只是创造出具有
变化性的、可供人们使用的空间
与产品。

编辑：邓影   文：Sarah

伸缩的陈列架

寻街

L a b o S h o p 是 与

Laboratoire 相关联的设计和

创新商店，一个位于巴黎中心

的全新的创新催化剂，售卖先

锋艺术家、科学家一起合作创

造出的融合文化、经济、人道

主义和教育衍生物的新式艺术

与设计。现在，这个人格分裂

的空间成了精神分裂的 Jekyll

和 Hyde 的工作单位。

白天，LaboShop 是一个

书店，售卖 Labortoire 的实验

性著作、限量版的设计以及杂

志和各类与季节相关的物品。

你可以在这里买到一种靠呼

吸吃饭的新方式——Whif，或

者是 Andrea——Bel Air（一

种空气净化装置）的升级商

业版，以及 Laboratoire 的创

始 书 籍：Niche、 Whiff 以 及

创始人 David Edwards 的专著

Artscience。作为一个设计商

店，你甚至可以在这里找到

样品机，甚至有时还可以购

买。到了晚上，它则摇身一变，

成为其出人意表的 FoodLab，

邀请人们品尝美食。

而仅仅通过陈列 / 隐藏

Labo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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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街

工具，Mathieu Lehanneur 就

成功地让 LaboShop 完成了从

一个商店变身为一个餐厅的任

务。在这个仅 40 平方米的空

间中，所有的固定展架和桌椅

都被设置在靠墙的位置，不仅

方便人们坐下来翻阅书籍，更

在中间留下了大面积的空白。

白天，中间的空白区域被一个

从天花板上吊落的陈列架填

充，让人们关注到其中的商品。

陈列架增加了空间作为一个书

店的层次，艺术感十足。待到

夜晚，所有的为商业陈列的

设备都将缩回天花板中，变

成照明的沉箱，为被邀请来

品尝 FoodLab 食物的人们空

出地方，这是一个烹饪和分

子实验的场所。

多亏了一个遥控缩放系

统，空间拥有了超越其容积

的眼界。重新装备的移动建

筑装置的折叠伸缩式陈列 / 隐

藏构造不可思议地消除了地

板与天花板中间的区隔，充

满无限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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