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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deon Mendelson
图/Gideon Mendelson  文/Windy  编辑/田海凤

Gideon Mendelson 说自己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
今生注定了与室内设计，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他
是一个室内设计师，也是一个生活设计师。在他的
作品里，没有刻意的做作，只有水到渠成的顺其自然，
就像他成为设计师一样，那些空间似乎生来就该那样。

寓设计于生活

Model designer 设计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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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ideon Mendelson 为

80 多岁的高龄夫妇设计的

Purchase 纽约公寓，深邃的
蓝色带着海边的广阔，少许的
绿与窗外的景致遥相呼应。天
蓝色的墙壁上，黑白的郁金香
壁画与摆在桌上的台灯，协调
中透着默契。2. 绘画作品是这
个空间里的主角儿，优美的胴
体曲线就像摆在下边的褐色边
桌，加上那些纯白色的摆件，
圣洁的艺术氛围弥漫在整个空
间里。3. 朴素的蓝色格子，用上
青花般的壁纸，相得益彰。再
搭上一款浅蓝的地毯，大方中
有些许的活泼，再添上一款亮
黄的边柜，更是有动有静，动
静相宜。4. 餐厅用上了硕大的
落地玻璃窗，将大自然的阳光，
生机全部收容在餐厅里。清新
的绿色，与天蓝色相容，舒适
宜人。在这样的空间里，心情
一定不错。5. 整个厨房都采用
了清新的苹果绿，绿色磁盘装
点在墙壁上，与天花板的绿色
方格相容，同时又在橱柜和天
花板之间的色彩做了个过渡。
对称而设的吊灯，随意地掉在
桌子上方，与那堆在墙角的竹
藤框，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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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天生就是设计师，可Gideon Mendelson 没

出生就注定了他与设计之间不可忽略的关系。祖父

是一名建筑师，祖母是艺术家，母亲是一名室内设

计师，并拥有自己的设计公司。在他的记忆里，房

间中满是设计图纸、布艺样本，就连餐桌也铺满了

室内设计的一些草稿和案头文件。家里到处是有关

设计的杂志和书籍，对于那些千姿百态的设计，尽

管从小就耳濡目染，但 Gideon Mendelson 并不

想做一名设计师，倒想成为像祖母一样的艺术家。

Gideon Mendelson 的房间，经常是他涂鸦的地方，

父母也任由他“肆意妄为”。也许是有着艺术家族的

血统，Gideon Mendelson 从小就显现出了极高的

艺术天赋。天生的艺术才华，让他以优异的成绩获

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学士学位，但他对设计依

然不感冒，而是迷恋和痴狂于网球运动。Gideon 
Mendelson 对网球充满了无限的激情与憧憬，曾

是美国哥伦比亚网球队的一份子，在参加全国各项

网球比赛中，他结识了众多爱好网球的企业家，名

门贵族，以致成为他后期室内设计的客户来源，为

他的设计之路开辟了一条无形的成功之路。即便曾

是国家网球队的队员，但那份流淌在血液内的设计

基因，依然将他毫无声息地推上了设计之路。所以，

当 Gideon Mendelson 回想他之前的生活道路时，

总是说自己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冥冥之中有不

可抗拒的设计使命，在那里召唤自己。

Gideon Mendelson 曾经想象，他也和别人一样，

在 William Morris Agency 工作。某一个安静的

工作日，闲暇之余的 Gideon Mendelson 将 Joni 
Evans 的办公室做了个全新的装饰，当 Joni Evans
进入工作间的一刹那，整个时空都随之变得惊讶

和诧异起来。他明白，那种别人眼中的诧异，该是

多么圣神的一种表彰和无言的赞美，那种美妙，只

有这个空间的设计师才能得到。当时正在为设计师

Steven Gambrel 工作的 Gideon Mendelson，无

意间撩动了藏在内心的那座设计火山，他毅然离开

那里，回到纽约设计学院，完成了他在学校的室内

设计学课程，并取得了室内设计学学士学位。2003
年， Gideon Mendelson 接手了一个不得不做的案

子，从此开始了他真正的设计之路。同年，Gideon 
Mendelson 就成立了Mendelson 设计公司，组建

春华秋实原本指春发其华，秋收其实，有始有极。而真正的家居设计
典范也应该遵循这样一个规则进而将其发挥到一个高度，才能显现出
设计得炉火纯青和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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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的设计团队，他的母亲不但成了他设计的导师，

还是他最好的帮手。至此今日，在他的众多设计中，

依然还可以洞察得到，母亲的设计手法。

Gideon Mendelson 兼得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和纽

约设计学院室内设计学学位，他懂得如何将坚硬的

建筑空间，和注重细节内涵的软装饰界相结合，才

能使室内空间更加完美，并有着刚柔并济的个性。

室内装饰是一种技术，但是更需要艺术的填充和美

化，才能更加丰富和有感觉。居住空间是一种体现

感觉的语言，美与舒适最能说明设计的最基本要求。

Gideon Mendelson 说自己是一个青睐古典主义的

人，但他的设计里，却很少运用上那些具有时代性

特征的家居元素，因为时代特征太明显，会给人一

种压抑的历史沧桑感，如果不是特殊的要求，他很

少用在现代装饰空间里。即便用，也是小心翼翼地

对那些元素进行改造，以达到视觉和感觉的和谐统

一。他把精美的古典设计，蕴含成了一种信仰般的情

愫，深藏在心里，时不时地在空间里混搭和重新组

合一些经典元素。当然，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形式和

风格上的临摹和堆砌，那对于一个从小不喜欢束缚

的人来说，没有任何的趣味可言。相反，他喜欢将

传统样式进行改变，革新，然后运用到设计的细节

部分，等待房间主人慢慢地发现，并一次次地收获

惊喜！他是一个坏小子，扔下一个惊喜，然后躲在一

边享受别人的喜悦。设计对于他而言，就像网球一样，

一定要合口味，并且舒适宜人，才能给人惊喜时还

充满激情，有种给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味道。

当问及 Gideon Mendelson 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设

计感兴趣时，他说“设计在我的血液里”。Gideon 
Mendelson 从来不否认，即便母亲没有对他做过

关于室内设计的任何培训，但对他的影响，依然是

任何人无法代替的。她的影响力是潜移默化，润物

细无声的那种，无论从色彩、设计手法和运用的元

素上，都给他深刻的影响。在谈到色彩时，Gideon 
Mendelson 说母亲对色彩的把握和拿捏，有着独到

的敏锐和判断力。在这点上，他继承了在设计中善

春华秋实原本指春发其华，秋收其实，有始有极。而真正的家居设计
典范也应该遵循这样一个规则进而将其发挥到一个高度，才能显现出
设计得炉火纯青和精湛。

1.Apartment in New York.
这是纽约公寓的一间书房，简
单实用，但软装颇为丰富。
实木的边柜、书桌看起来古
朴、大气，桌子上金色的雕
花、金色座椅及金色边框壁
画，使空间内厚实中略显奢华。

2.Hostellerie de Plaisance 
in Saint-Emilion. 酒店内以
橘色为主，橘色虽温暖但略带
陈旧感，为弱化这种陈旧感，
搭配白色沙发，提亮整体色调。

3. 纽约公寓走廊。走廊依然承
袭了整体淡雅的色调。墙上的
装饰盘是这里的一大亮点，素
雅中点缀些金色，形式独特，
均衡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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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华秋实原本指春发其华，秋收其实，有始有极。而真正的家居设计
典范也应该遵循这样一个规则进而将其发挥到一个高度，才能显现出
设计得炉火纯青和精湛。

1. 绿色餐椅，线条简洁流畅，
桌上的铜质摆件，新奇别致，
与屋顶的白色吊灯相映成趣。
蓝色的玻璃框画，亮而不艳。
窗台上得台灯简单大方。2. 米
色的窗帘，缓缓放下。浅色的
沙发，简简单单的花纹窗帘，
映着窗外的阳光甚是惬意。3
最是那墙上的壁画，像七色的
彩虹，用色彩描绘着主人的憧
憬。金色的曲线烛台，对称安
置在两边，像守护的卫士，威
严中带着优雅。米色的地毯配
以深色的沙发，提升着空间层
次，且显得很有质感。4. 淡青
色的窗帘与墙壁，使得整个空
间清新宜人。褐色木质床，用
以白色床品，加上床头的花色
图案，棕色的地毯，舒适且大
方。5. 壁画最能营造艺术气氛，
尤其是抽象的画作更能将氛围
带动起来。米色躺椅搁置在窗
边，与随意放在上面的波点毯
子想搭配，生活的慵懒和舒
适即可显现。那躺椅边的书籍、
边桌上的台灯，更是将生活味
描绘的绘声绘色。

于使用色彩，以色彩打造空间的有力手法。Gideon 
Mendelson 认为一个好的设计师，是一个善于倾

听的读者，能够在前期与房间的主人有一个良好的

沟通，他们甚至可以建立一个关于居室的共同主题，

然后在同一个空间里，既可以注入设计师的思维，

又可以装上主人对房间的想象，甚至还可以装上，

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和愿望。Gideon Mendelson 是

一个善于“读”的设计师，既能领会主人的生活习惯、

爱好，又能读懂空间的需要，他总能在建筑和室内

之间，读到一个点，然后将它们合二为一。

Gideon Mendelson 说自己的设计，可以不必遵循

一定的设计风格，但必须要注重细节的雕琢。空间

如人，要整体的舒适，更要细节的精致。如果非要

将室内设计归入某种设计风格，或是标榜其有什么样

的风格特点，就会陷入墨守成规的圈套中。即使他

是一个古典主义的粉丝，也不会一味地去追寻，传

统经典在家居中的运用。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他

更加倾向于那些永恒的，体现舒适性的空间设置。

所以他的设计里，包含了尽可能体现美观与舒适的元

素。他认为，好的设计师不受任何一种风格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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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不断的创新与改变，才能产生更适合的室内空间。

Gideon Mendelson 的设计视野一直在扩展，总

是尝试新的建筑格局和室内装饰，运用新的材料和

产品营造空间。就连 Gideon Mendelson 的客户

和朋友都说，他的案子越发的复杂和不可捉摸，却

是那么的令人向往，尤其是那些细节，更是独具匠

心，别具一格。生活是艺术诞生的殿堂，从小受家

庭艺术氛围的影响，在艺术熏陶中长大的 Gideon 
Mendelson 喜欢背着相机到处走，他将那些生活

的精彩瞬间，感人的，惊艳的东西记录在自己的相

册里，获取设计的灵感，让生活的艺术，成了他室

内设计中经常出其不意的来源之一。他逐渐地将身

边的艺术，移接在室内空间中，用源于生活的细节

点缀空间美感，将室内审美与生活融合在一起，既

不显得突兀怪诞，也不显得老套俗气。于设计，于

生活，Gideon Mendelson 都做到了细致入微，他

开始觉得，设计是生活，生活亦是设计，里面有无

限的可能和猜想，只有那只笔可以神话般地将想象，

变成一览无余的现实画面，设计师跟艺术家只一笔

之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