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4 175

 家居时尚潮流THE FASHION TREND

文 |Ethan G  图 | Landry Design Group  
摄影 | Erhard Pfeiffer 

Richard Landry 于 1987 年一手创立 Landry Design Group 建筑事务
所，这个集团虽然年轻，不过其客户已经横跨美国、亚洲与加拿大等地区，
并以其高标准的豪华建筑案成为年度一百大建筑设计公司，也让这位来自加
拿大乡间的建筑师誉满富贵阶层。

好莱坞背后的大师

The ArchiTecT 
Behind hollywood

当好莱坞名人们计划建造他们完美奢华

的宫殿时，总是有一个人会跳入他们脑海：

Richard Landry。他此时正在接手的客户是

Mark Wahlberg，Mark 曾凭借《无间行者》

荣获 2006 年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他们

相识于两年之前，那时 Mark 便向 Landry

诉说了在比佛利公园内的 6 英亩土地上建造

豪宅的念头。

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 Landry，通

过自身的天赋与拼搏，迄今已为众多名流

设计了住所，包括 Gisele Bundchen，Tom 

Brady，Wayne Gretzky 等，甚至天王迈克

尔·杰克逊去世时的住所也由其所造。他从

不设计相同的样式，设计图也不会被再次利

用，并且专攻高端设计，这也是他能够吸引

好莱坞集体目光的原因。

很多人对豪宅的理解是大而奢华，但对

Landry 而言，家的设计并不是越大越好。“我

的目标是找到最适合的比例，”Landry 说道。

在最新的案例中，看不到“超大型的”屋子。

没有舞厅，没有保龄球馆，没有室内篮球场。

他直言，“这些场所我在其他的项目中已经

做得足够多了，当前的设计温馨而传统，没

有任何让人疯狂的元素。”

在洛杉矶以外的世界各地，都能找到这

位大设计师作品的身影：波斯湾巴林岛的

当代设计，靠近上海的法式住宅，阿拉伯

Riyadh 超现代的混合建筑群落……而在青

岛，即将会有一个 25000 平方英尺，可容纳

40 户家庭的大型高端住宅拔地而起。

除中国外，Landry 还雇佣了 45 位职员

挖掘日本和马来西亚的市场。

自 2000 年开始，Landry 四次入选某专

业建筑杂志百佳设计师，并于 2004 年荣获

太平洋设计中心（Pacific Design Center）

颁发的设计之星称号。马里布 Sherwood 湖

岸占地 23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被美国某奢侈

品杂志评为 2013 年度的终极家园。

Richard Lan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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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望》：聊聊您童年的生活吧，那时有什

么样的梦想？

Landry：从 6 岁起我的梦想就是成为建筑

师。那时我便有很强的好奇心和创造力，

总是不停地在做船和飞机模型，以及各种

立体的东西，喜欢画画，也开始上艺术课。

对我而言，建筑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利

用的是创造力和自然科学。

《透望》：您是如何踏入建筑设计行业的？

Landry：这从来不是一个选择，建筑师

是我的天命。这是个玩笑话，实际上我

是 最 后 一 个 被 加 拿 大 蒙 特 利 尔 建筑学

院（University of Montreal School of 

Architecture）录取的，但是在第一学年

结束的时候我的成绩已经名列前茅！

《透望》：自己接手设计的第一个项目是

什么？

Landry：上大学后，我设计的第一个案例

是翻新父母的房子，这所住宅最初是由我

父亲设计和建造的。但他们当时并没有同

意让我再度改造，现在回想起来挺有趣的。

《透望》：与其他设计师相比，您的作品有

哪些不同之处？

Landry：在 Landry 设计工作室（Landry 

Design Group），我们倾注百分之百的努

力来做高档住宅。作品没有统一的风貌和

标识，从现代到古典的建筑风格，都会被

我们涉及到。我们的每个项目都很

独特，并且没有两个项目是相似的。

《透望》：所操作过的案例中，您

最爱的是哪个？为什么？

Landry：记忆最深的是为父母建

造的第一个住宅。我特意从加拿

大，也是我成长的地方，运来了废

弃谷仓的旧木，对其循环利用。这

个居所对我们很特别，它坐落在洛

杉矶，却连接着我与父母在魁北克

的过去。

《透望》：您会怎么评价自己作品

的艺术性？平衡商业和艺术是一件

困难的事吗？

Landry：因为我们会自我批评地

看自己的作品，并总是试图关注能

够继续提升的方面，所以作品是持

续不断的演变过程。评价作品是否

成功的一个条件是当客户住进新家

时，他们有多开心。我们很幸运，

拥有一批愉悦的客户。

我不认为商业和艺术的平衡是一件

困难之事。我相信他们是携手并进

的，能够创作伟大的建筑，这同时

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业行为，关键在

于掌握设计创作和客户需求间的平

衡。善于倾听顾客的意见，创作质

量优秀的作品，这就是优秀。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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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iago Calatrava：备受争议的西班牙

创新建筑师，设计了威尼斯、都柏林、曼

切斯特以及巴塞罗那的桥梁，以及里斯本、

苏黎世火车站，最近的作品是著名的密尔

沃基美术馆。

Frank Gehry：1929 年 生 于 多 伦 多，17

岁移民美国。当代著名的解构主义建筑师，

以设计具有奇特不规则曲线造型雕塑般外

观的建筑而著称。作品包括西班牙古根汉

美术馆（Museo Guggenheim Bilbao）等。

Zaha Hadid：2004 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

奖者。1950 年出生于巴格达， 1972 年进

入伦敦的建筑联盟学院 AA 学习建筑学，

并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北京银河 SOHO

和广州歌剧院便为其所作。

Victor Vasarely：光效应绘画的奠基人之

一，被誉为“欧普艺术之父”。1908 年

生于匈牙利， 1930 年在布达佩斯举办首

次个人画展。作品讲求流动和韵律的结合，

形式上是“流动”的视觉效果，内涵则是

一种“韵律”的意境，

《透望》：您会安排属于未来的计划，并

严格按照执行吗？

Landry：我的行程有很大一部分在国

外旅行，因而在家的时间显得非常珍

贵，需要更细心的计划。每天的安排

都会不同。我是追求高效率的人，又

能灵活应变，这让我养成了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所需之事的习惯。当事情多

到难于抉择时，我会倾向于我的家庭

和健康，这是我最看重的地方。

《透望》：最喜欢的艺术家和建筑设计

师是谁？

Landry：我非常钦佩 Santiago Calatrava，

Frank Gehry 和 ZahaHadid 这些建筑大师。

对我而言，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在

他们手中，建筑和艺术完美契合，他

们的作品有一种流动的美感。

Victor Vasarely 是一位非凡的艺术家。

他将透视融入幻象的技法太酷了。他

的作品色彩绚丽，首创的非自然透视

法更是拥有慑人心魄的魔力。

《透望》：在事业和生活上，谁对您的影

响最大？

Landry：父母。我的价值观来自他们

点点滴滴地灌输，能懂得关爱和节律

都是因为他们。我身上有父母共同的

特征：母亲非常有创作力，并坚持艺

术创作；父亲则善于数学，并拥有很

好的商业头脑。我的 DNA 来自他们！

《透望》：谈谈您的生活方式，会在什么

时间工作？

Landry：我每日 6 点到 7 点之间醒来，

喝一杯保健饮品，然后去健身房做一

小时的运动，结束后开始每日的工作。

一般会工作到晚上 7 点，之后与家人

共同吃晚餐，再工作一会儿后睡觉。

《透望》：工作之外有什么消遣？

Landry：健身是我的爱好。依照季节

不同，我会打沙滩排球或者外出滑雪。

与朋友共饮交谈也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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