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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 通常指⼗九世紀⼿⼯業轉
入機器製造, ⼤量⽣產的時代, 但在電腦時代, ⼯業⾰命時
期的⼯業⽣產, 逐漸被數位化的⽣產⽅式取代, 安置⼤型機
器, 使⽤⼤量⼯⼈的廠房, 倉庫等等都閒置不⽤, 這些廠房
倉庫通常在⼤都市的外圍, 都市捷運興起之後, 變成都市的
⼀部分, 有些由開發商開發建設成所謂 Niche District 特⾊
住商混合區, 有些則吸引了藝術家搬入, ⼀磚⼀瓦地創出⼀
個新的家園, 前者價⾕, 逐漸逐漸變成⾕級商業區, 不復有
特⾊及個性, 後者則⽣命⼒超強, 原創個性及特⾊如醇酒般, 
愈陳愈⾹, 不但吸引了新的藝術家進駐, 也吸引了”經常照
訪”的遊客, 遊客維持了經濟, 也維護了社區的有機成長, 義
⼤利⽶蘭的 Isola 區就是這麼⼀個例⼦, ⽶蘭市民稱之為另
類”⼯業⾰命”.

Isola 區有各⾏藝術家進駐, 低房價同時也吸引了美食餐館, 
咖啡屋等等, 這裏介紹幾家令⼈印象深刻的街坊景緻, 藝術
家⼯作坊, 還有美食, ⼩攤等等, ⽂後列有地址.

1

⼯業⾰命
6



Ristorante Capra a Cavoli - ⼤廚 Barbara Clementina Ferrario 女⼠的拿⼿菜是素菜美點, 
但本店並非素菜館, ⾁食仍有供應, 本店裝潢以室內森林為主調, 店內擺滿⼤⼩盆栽, Bar-
bara 所做的南瓜 Risotto 簡直是此品只應天上有, 糕點更是⼀流, ⾁類只有晚餐供應, 所
⽤⽜⾁皆是草食有機放養.

Isola 有很多在街上看不到的藝術家⼯作坊⼩院落, 必須事先詢查才找得到, 各個⼯作坊
圍繞在⼀個中庭四週, 有修掛毯的, 有修古瓷藝術品的, 有修樂器的, 我們訪問了 Lorenzo 
Lippi ⼤師, 他是義⼤利有名的古琴修復師, 擅長修復 Mandolin, Lute (⼀種類似提琴的樂
器)等撥奏樂器, Lorenzo 說, 搬個地⽅客⼾也會循址找來, 很多很⾕興他搬到 Isola, 因為
送琴取琴同時可以逛逛玩玩, 比以前單純修琴有趣多了.

本區居民不作興上現代超市購物, 現代
超市對本區也是興趣缺缺, 居民平⽇仍
然上露天市場買菜, 菜價不算便宜, 但
新鮮質優絕對保證, 逛市場和朋友熟⼈
問候打交道, 又是⼀⼤樂趣, 市場上各
藝術⼯坊擺攤, ⼯坊皆是本地居民所主
持, 作品甚有⽔準, 經常有⾏家收購. 
Caterina von Weiss 女⼠的⼩品瓷器, 以⼩⽽精美有名, 已成⼤家追逐的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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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na Dal Cortivo 女⼠的玫瑰彫花坊沒有營業時間, 只要坊內的燈是亮的, 您都可以推⾨
進去, 她彫刻的繁複的玫瑰花飾, 通常要⼀個星期才做得好, 很多客⼈買去貼在他們的吉
他, 提琴, 或古鍵琴上.

Isola 能吃到的不僅是所謂的美食, 鄉野⼩吃也受歡迎, Matteo Stefani 這位鄉野⼤廚推出
⼀道 “做錯了的⽶蘭豬排”, 甚有風味, 餐館叫 Blue Anche Ristorante, 本店以暗藍⾊裝飾, 
牆上擺設腳踏⾞, 相當別緻.

花店在別的地⽅也許只是買花的地⽅,在 Isola 卻是⼀個景點, Numero Nove Floral De-
sign 由 Giulio Guazzoni 和 Andrea Daneri 主持, 在 2001 搬來, 他們先做了⼀個⼈⼜調查, 
發現本地居民偏好波希⽶亞風味, 喜好簡單⽽沒有強烈⾊彩的流派, 他們除了迎合當地⼜
味外, 也使⽤該區⼯坊製作的花器, 兩者相得益彰, 甚獲好評.

另外⼀位頗獲肯定的本區藝術家
是珠寶設計家 Monica Castigli-
oni, Monica 是跨⼤西洋兩岸的
知名珠寶設計製作專業⼈⼠, 在
紐約 Brooklyn 和 Milan Isola 區
皆有⼯坊, Monica 的設計以仿花
形有名, ⽗親 Achille 是義⼤利有
名的設計名師, 家學淵源, 卻是靑
出於藍.

Monica ⼯坊裏的廚房也供⼈參觀, 很多擺設都是⽤回收材料⾃⼰製作.

3



當 Costanza Algranti 1997 從 Tuscany 搬過來的時候, ⾺上愛上這個⼩地⽅, 街道上鐵匠, 
⽊匠做⼯的嘈雜聲, 使他甚為興奮, 激起他深藏的創作靈感, Algranti 做傢俱, 他製作之先
必先到客⼈家裏, 看看傢俱擺放的地點, 然後根據擺放的角度, 週遭的顏⾊和氣氛, 為客⼈
設計傢俱, 向他買的不僅是傢俱, ⽽是整體擺設的美觀和諧.

Ristorante Capra e Cavoli - Via Pastrengo 18

Lorenzo Lippi - Via Pastrengo 12

Caterina von Weiss - Via Guglielmo Pepe 36 / caterinavonweiss.com

Elena Dal Cortivo - Via Pastrengo 13 / parchmentroses.com

Blue Arche Ristorante - Via Carmagnola 5 / blumilano.net

Numero Nove Floral Design - Via Pastrengo 9 / numeronove.it

Costanza Algranti - Via Guglielmo Pepe 20 / costanzaalgranti.it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