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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clAIRE AHO & HEIKKI AHO, MARKET squARE HARBOuR,FROM "HElsINKI IN 1950´s cOlOuRs"

我們談論芬蘭時，到底在談論什麼？

人稱「千湖之國」的芬蘭，擁有特別的冰河地型，陸地上與瑞典、挪威與俄羅斯連接，環繞著西南面的

是波羅的海，芬蘭灣位於東南部，西面則是波的尼亞灣。

在地理上，芬蘭與其他的北歐國家一樣，亦要面對嚴峻天氣。但芬蘭與其他北歐國家相比，就是有些微

不同。從經濟層面看來，芬蘭是目前唯一使用歐元的北歐國家。1999 年，芬蘭加入了歐元體制，比起其

他北歐國家，它與西歐經濟同起同跌。雖然全球金融危機暫得到舒緩，但隨之而來的歐元區大衰退，使

芬蘭經濟跌入停滯階段，失業率達至接近10%，就連芬蘭聖誕老人村也因為欠稅，被稅局提出破產申請。

低迷經濟怎樣影響芬蘭人的生活？面對如此的經濟困局，他們如何貫徹一向以來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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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經濟跌入停滯階段，失業率達至接近10%，就連芬蘭聖誕老人村也因為欠稅，被稅局提出破產申請。

低迷經濟怎樣影響芬蘭人的生活？面對如此的經濟困局，他們如何貫徹一向以來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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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面貌

CLAIRE AhO: 50年代的赫爾辛基
關於芬蘭的故事，我們稍稍回帶，將鏡頭帶

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 50 年代。對芬蘭人來

說，50 年代是邁往現代化，重新與世界接軌

的日子。芬蘭漸漸在民生、經濟、社會、文

化層面上復蘇。1952 年， 芬蘭的赫爾辛基取

得第十五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舉辦權，是

為芬蘭重整社會的關鍵。suburb 此等名稱

也套於其中，市內的交通前所未有般繁忙，芬

蘭的設計亦在國際間備受注目。與此同時，

Claire aho 亦投入芬蘭的攝影世界，並將顏

色注入這個城市。出生於 1925 年的 Claire 

aho 是當時芬蘭少數的女攝影師。Claire 

aho 生於藝術世家，她的父親 heikki aho

以 及 舅 舅 björN soldaN 創 立 aho & 

soldaN，專門製作紀錄片，出產超過四百

部作品，就連甚少上鏡的芬蘭國家級音樂家

jeaN sibelius 也批准 aho & soldaN 記

錄他的生活。Claire aho 在耳濡目染的影

響下，自自然然喜歡攝影。但是，她自創了自

己的攝影美學語言，向時裝攝影進發。二次世

界大戰期間，市面上徹底地不見紙媒的蹤影。

50 年代，芬蘭時裝雜誌重新出發，Claire 

aho 開始為《sorja》、《eeVa》以及《Me 

Naiset》等時裝雜誌拍攝。《Claire aho : 

Makupaloja》便收集不少在芬蘭記錄的時

尚作品。在草坪旁邊，身穿比堅尼、撐著一把

印有藍花的太陽傘的女士、稻草間若隱若現的

女模特兒、沙灘的粉紅女郎⋯⋯ Claire aho

帶著她的模特兒走到赫爾辛基的沙灘、公園、

市集，將時裝帶到日常。

除了時裝，Claire aho 的照片還展示芬蘭

人的時尚風格以及生活理念。《helsiNki iN 

1950's Colours》 收 錄 heikki aho 和

Claire aho 拍攝赫爾辛基的照片。上文提

及 aho & soldaN 是芬蘭重要的製片機構，

heikki aho 對攝影的顏色特別有研究。他是

當時少數完全掌握到 Colour CoNtrol

技巧與專業的人，尤其注重顏色與現實場面的

真實性。赫爾辛基黑白的照片，相紙上的粗粒

子、模模糊糊的畫面固然有它們的人性質感。

可是，彩色的照片就是有了些生氣，更配合

50 年代的芬蘭洋溢著樂觀正面氣氛。由 aho 

& soldaN 製 作 的《helsiNki iN 1950's 

Colours》便是記錄 50 年代的赫爾辛基的

城市面貌。書中形容 1950 是「deCade oF 

iNNoCeNCe」。Claire aho 的 序 言， 深

情地表示她對赫爾辛基的情懷：「it seeMed 

iMportaNt to iMMortalize people, 

street liFe, traFFiC aNd a lot else 

oN the streets oF helsiNki. there 

were MaNy beautiFul thiNgs to 

see — espeCially iF you kNew how 

to look.」50 年代的赫爾辛基，增加基礎建

設，以便對應戰後的人口增長。赫爾辛基不像

香港，鮮有出現路面擁擠的情況，全因赫爾辛

基有電車！電車是他們來往赫爾辛基各處的交

通工具。夏天時份，電車的某些車廂打開玻璃

窗，陽光盛著風滲透車內，好不舒服。當時，

對於居住在赫爾辛基的人說，周遊列國是遙遠

不可及的事。除了交通是一大問題，還有語言

限制。所以，在電車上出現與陌生人交談，甚

至向街上的路人揮手打招呼的情況實屬難得。

《helsiNki iN 1950's Colours》是赫爾辛

基時代的憑證，同時亦將鏡頭對準當地人。

現代生活文化
對比 50 年代，現時芬蘭人的生活有何不同？

如 果 看 過 aki kaurisMäki 的 電 影， 大 概

領悟到芬蘭人對沉默的重視。《helsiNki iN 

1950's Colours》的人其實也不多交談，

完全由照片構圖、顏色代替語言。他們在白雪

皚皚的街頭走過、在碼頭旁垂釣、在公園曬太

陽也是非常自由，各有各的享受。在適當的時

刻懂得沉默，絕對不是害羞的表情，而是因為

他們懂得傾聽與思考，給予說話的人最高度的

尊重，與人以及大自然保持和諧的方式。

他們的沉默也受到地理環境的影響。這個「千

湖之國」擁有數之不盡的湖泊。由於北部大半

在北極圈內，冬季裡長夜漫漫，夏季則有午夜

驕陽，堪稱壯麗奇景。湖泊是他們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元素，駕船到湖泊上看景、游水、垂

釣，都是他們生活的一部份。至於遠近馳名的

芬蘭浴，就是在原本疊建的屋中，室內放置堆

滿了卵石的火爐，當樺木燒啊燒啊燒時，芬蘭

人便能享受他們的恬靜時光。有勇氣的話，從

熱騰騰的桑拿跑出來，立時跳進涼爽的湖中，

倒是非一般的感官刺激。除了湖泊外，全國為

大片森林覆蓋。森林佔全國面積接近七成。芬

蘭人從小便懂得與大自然相處。那種芬蘭式的

沉默，其實是從大自然中學會的。懂得聆聽、

自省，才能與四周環境相處。

看到這裡，大概明白經濟走下坡對赫爾辛基的

PHOTO By clAIRE AHO, FROM "clAIRE AHO - MAKuPAlOjA"

clAIRE AHO, PHOTO By 
jONATHAN RIEDER luNDqVIsT
clAIRE AHO, PHOTO By 
jONATHAN RIEDER luNDqV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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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是的，其他西方國家對於俄羅斯實施經

濟與外交制裁，影響旅遊業，諾基亞不再是手

提電話市場的大阿哥，這些種種世界的轉變的

確影響到芬蘭人的生計。但他們的生活文化實

際上並不依靠經濟資本，而是仰賴天然資源。

懂得尊重大自然，並加入當代元素，便是他們

的生活哲學。

「NothiNg old is eVer reborN but 

Neither does it totally disappear. aNd 

that whiCh has oNCe beeN borN, will 

always reappear iN a New ForM.」芬蘭

建築大師，現代主義之父 alVar aalto 一語

中的道出芬蘭設計精卒，並將芬蘭的生活文化

融於設計。由他與太太 aiNo aalto、收藏家 

Maire gulliChseN 和藝術史學家 Nils-

gustaV hahi，一起成立的家具與飾品設計

事務所 artek，今年已經 80 歲了！ alVar 

aalto 從北歐古典建築形式中取得靈感，轉

化為簡潔的線條，講求形隨機能，反對過多裝

飾功能。一開始，artek的經營策略是透過

家具設計，增加生活現代化的可能。artek

最口碑載道的設計固然是 the l-leg。在

artek 成立初期，創辦人積極嘗試將樺木實

木加熱，做出彎曲的流線線條，既能承托人體

力學，而且為椅子增加人性美感。80 年來，

the l-leg 仍然經常性地出現在 artek 的設

計， 譬 如：「arMChair 26」、「arMChair 

400」、「arMChair 401」以及「stool 

60」⋯⋯都見到那經典的 the l-leg。如今

的 artek 繼續堅持當初理念，結合科技、建

築、設計與藝術，並在教育項目中實踐。為了

慶祝創辦 80 周年，artek 特別將「stool 

60」的圓凳座面加上 alVar aalto 第一棟

設計的建築 paiMio saNatoriuM 的標誌顏

色。今年在 2015 iMM CologNe 看似前衛

的「riVal」，其實也用上白樺木製作，承接

傳統。除此，artek 也有參與的「we loVe 

wood(s) ！」的展覽，展品採用 Fiskars

社區得天獨厚的木材，譬如橡樹、椴樹，榆樹

和楓樹等等，經過當地的工匠以及設計師，將

木材轉化為各式各樣的物品，除了實用工具

外，還有藝術雕塑。

創意產業

芬蘭時裝軟勢力
風水輪流轉，的而且確花無百日紅，國勢高低

不是什麼風水玄學，一個經濟理論就可以說

明。在歐債危機中，歐洲經濟低迷，很多以創

意工業為經濟重心的歐洲大國都不斷投向外地

巿場謀出路。但北歐似乎未受到影響，他們一

向是創意設計工業的翹楚，文化、藝術、設

計、工業的水平甚高，其他歐洲大國以時裝工

業為國家經濟支柱的同時，北歐時裝也在這 10

年間起飛，瑞典的 h&M、aCNe studios、

Nudie jeaNs 一早已經蜚聲國際，而北歐唯

一歐元國的芬蘭也在亂世中崛起，雖然它們

沒有百年時裝屋，又沒有 haute Couture

顯赫的手工藝，但他們獨有的知性美學，打

造實用、美感、功能性兼備的設計，讓芬蘭

人性化、生活味重的設計，打造時尚版圖的

新一頁。 

時裝是生活的救贖
北歐生活崇尚大自然，著重生活的質量而非擁

有的財富，設計和科技就成為他們實踐美好生

活的媒介，所以就算歐洲經濟如何疲憊，歐元

區如何動盪不安，作為北歐聯盟唯一歐元國的

芬蘭，都有著泰山崩於前而不懼的氣度，這影

響不了他們的生活質素，而且在歐洲萎靡、混

亂的景象下，芬蘭以知性與良好的美學打造的

品質生活，讓人極度嚮往。這個受自然恩賜的

國家，有著森林、大海、島嶼的自然風光等硬

件，有著高水平的設計和科技軟件，為芬蘭凝

聚獨立的氛圍，注定是 21 世紀生活的救贖。

「wE lOVE wOOD(s)！」的展覽，
PHOTO By cHING sIu wAI

clAIRE AHO 的三本重要攝影集，照片呈現赫爾辛
基的街頭風景、透視生活時尚美學。照片往往取決
於鏡頭捕捉的一瞬，反映的卻是整個時代。

「wE lOVE wOOD(s)！」展覽現場，多層次表現
木的可能性，PHOTO By cHING sIu wAI

ARTEK 2ND cyclE 的椅子，座面留有油漆的痕
跡，大都從二手市場尋回的 AAlTO cHAIR，提倡
cONscIOus cONsu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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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道，創意產業的前傳
美麗的島嶼、蔥綠的公園、森林、湖泊，海岸

線上小島星羅棋布，受著大自然恩賜的地貌

與風光，令芬蘭人學會與大自然共榮共存。

他們秉承著北歐人的知性價值觀和美學，崇

尚自然、講究 sustaiNable，以設計和科

技實踐美好生活。這城市各處都找到優秀

的 設 計，2012 年 helsiNki 更 被 選 為 世 界

設計之都， 獲這個標籤不是浪得虛名，經典

的 名 字 比 比 皆 是， 如 eliel saariNeN 、

alVar aalto，後者的影響力更加是無遠

忽屆。他和妻子與兩位好友共同創立家具品

牌 artek，以家具的銷售作為推廣現代文化

的一種途徑，抱著以藝術去美化人民生活的

使命。alVar aalto 的確為世界美好生活貢

獻良多，後來 helsiNki 藝術文化學院更改名

為 aalto uNiVersity。 今 年 是 artek 創

立 80 周年紀念，無獨有偶，不少時裝品牌如

MariMekko、saMuji 和 herMès 也不約

而同地從不同方向與 aalto 連繫。

一支花帶起的國運
芬蘭被大自然風貌所包圍，他們從大自然汲

取靈感，設計的精髓在於那種把自然界無縫

編織到日常生活中的能力。他們注重細節，

生活中每件事物都十分用心設計，當你踏入

芬蘭的一家咖啡館，你會坐在 alVar aalto

的凳子上，拿起 iittala 的杯子，看著身穿

MariMekko 服飾的女子在街上走過。

MariMekko 是芬蘭的時尚代表，60 多年

來一直以生產花布紡織品和圖案聞名。故事

開始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年，歐洲

經濟一蹶不振，戰後的芬蘭，前景黯淡，當

時 arMi ratia 和她的丈夫 Viljjol 買下的

一家叫 priNtex 的紡織品公司，開設自家品

牌 MariMekko，專門生產紡織品和圖案布

料，ratia 帶著大膽和正向的思想，推出色彩

斑斕的圖案服裝和衣料，這些色彩成為抗壓良

方，幫助芬蘭從戰爭的廢墟中重新站了起來。

與此同時，公司不斷招攬設計師，isola 成為

首席紡織品設計師，她正正就是經典罌粟花圖

案 uNikko 的設計師。MariMekko 以改善

生活為最核心目的，穿上 MariMekko 能真

正享受生活的快樂，讓心情變得輕鬆愉快。

她的設計沒有打著潮流的旗號，沒有多餘的

矯飾，捨棄虛榮的包袱，純粹以美和舒適出

發，就連當年美國第一夫人甘乃迪也被俘

虜。這種知性美和人性化的設計，是歐洲幾

個時裝重鎮都沒的，其他歐洲地方的確是較

聲色犬馬，燈紅酒綠，時尚生活節奏以光速

計，潮流一去不復返，腥風血雨巿場狀態亦

被不少時裝評論員批評為進退兩難的地步。

芬蘭時裝的出現正正是一條分岔路，而一切則

建基於芬蘭人對生活、和品味的要求，設計是

為著美好生活而來，而不是虛榮心的出口。

近年歐洲經濟一池死水，MariMekko 繼續

充當亂世的庇護所， 由 & other stories

過檔的新設計總監 aNNa teurNell，為

MariMekko 打造好生活的新指標。aNNa 

teurNell 說：「 新 系 列 除 了 秉 承 大 膽 的

圖案和顏色外，在用料和剪裁輪廓方面都會

大革新，例如混合不同物料如絲、織錦等，

而廓形變得更摩登時尚，也會加入深沈的色

調，希望能為服飾配搭帶來更多變化。」

MariMekko 進一步推廣芬蘭經典文化，其

造型照選擇在 aalto uNiVersity 取景；其

實早在 2 年前，芬蘭新進時裝設計師 saMu-

jussi koski 的品牌 saMuji，也在其故居

拍攝廣告照片，兩者皆肯定了芬蘭文化、和

創意典範的影響力。就連百年法國奢侈品牌

herMès 一樣被它的設計所吸引，將標誌性

的 kellybag 放在 artek 標誌性的三條腿

的木凳子拍大片。這樣就暗示著無論是本土還

是海外，芬蘭的美學和生活品味正在帶來影

響，感染著一線的時裝品牌，也許這小城巿已

成為時裝工業版圖中的新地段。

如果傳統歐洲時裝美得不真實，拒人於千里之

外，那麼芬蘭的知性美一定令人心動，它少了

一份難以親近的距離感，親民是北歐設計的殺

手�，也發展成另一種時尚態度。

ECO-LUXURY
湖泊比例稍稍多於陸地，在陸地上 75% 都是

樹林，大自然成為芬蘭最寶貴的資產，這些

風貌是芬蘭人引以為傲東西，他們崇尚自然

生活，環保是對生活的堅持 。當你看到 2 歲 

跟 80 歲都可以穿著同樣的裙子，衣服有著很

長的生理周期，甚至留傳幾代人，強而有力

的 sustaiNable，就是芬蘭設計的重點特

色， 在這個甚麼都講 CoNsCious 的 21 世

紀，芬蘭帶起了 eCo-luxury 的路。正如

alVar aalto 曾經說過：沒有什麼會重生，

也沒有什麼會完全消失。而這曾經誕生過

的，總是會以一種新的形式重新出現。

eCo 講生態，講環保，今天講環保要講生命

週期，還要 sustaiNable（持續發展）。前

者是一件物件可以用多久；後者是當一件物件

年老了（不能再用），而要如何將它物料還原，

或回歸大自然 。MariMekko 和 saMuji 的

講究是 tiMelessNess 而不是潮流，將好

的設計不斷復刻，生命周期無限延長。 另一

個芬蘭品牌 Vuokko NurMesNieMi 很早

期已經棄用膠、aCryliC 等難於自然分解的

素材，所有製品以天然材料製造，這份對天然

的執著，有深耕細作的意味，也是一種另類的

luxury。

芬蘭設計著重生活，當功能性遇上美感，就是當年建築師
AlVAR AAlTO 的設計理念。他利用好的設計為人們帶來
美好的生活，後來 AAlTO 成為知性美的代名詞，很多品
牌都喜歡以他的設計為靈感，MARIMEKKO 和 sAMujI
不約以同地以 AAlTO 的建築為大片背景； HERMès 選
擇 以 ARTEK � 為 KElly BAG 打 造 親 和 力。「 他 的 建
築極具啟發性，而他設計的家品功能性和美感兼備，能
讓 人 更 享 受 生 活。」MARIMEKKO 的 設 計 總 監 ANNA 
TEuRNEll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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