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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挚爱 华洛芙“恒悦 · 珍珠白”双面护身符吊坠寄托了品牌家族对于人世间情感的美好祝福

世纪珠宝传奇

Legend of Jewellery
一座黄金之城，一个传奇家族，低调而华贵的
德国品牌华洛芙 (Wellendorff) 就像它所制作的精巧珠宝一样，
散发着独特而又无可取代的光辉，用爱编织出最美的故事

传
112

承四代人、历经 120 年风霜雨雪

珠宝世家

的德国顶级珠宝品牌华洛芙，是

位于德国西南部的黑森林地区，是德国人心中“德

以一个充满传奇的故事作为开端

国制造”的心灵故乡，钟表、珠宝、精密仪器以

的。或许，你并不熟悉属于他们

及汽车的中心都从这里往周边铺展，而素有“黄

家族的独特故事，但当你见到那

金之城”美誉的普福尔茨海姆便坐落于黑森林山

一件件精美的珠宝作品时，一定会有种想要去了

北缘，恩茨河、纳戈尔德河和维尔姆河交汇处。

解更多的愿望……

18 世纪时，当时经济十分困窘的普福尔茨海姆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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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涌现出许多孤儿。为了救助这些年幼的孩子，

玩窗帘卷绳，便问丈夫能否制作一条能像窗帘上

巴登公爵卡尔 · 弗里德里希 (Karl Friedrich) 及夫人

真丝编花绳索般丝滑且柔软服帖的项链。在得悉

义无反顾地收留了他们，并在 1767 年建立起了如

爱人的这个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后，汉斯

今多明尼克修道院的前身、德国最大的孤儿院。

佩特迅速投入到了对这种独特的珠宝研发中。两

此后，为了能够更好地救助孤儿且使国家走上富

年后，他终于研发出了这件送给爱人的礼物 ：金

裕之路，公爵在当地开办了一所珠宝学校，让孩

丝编花项链。为了制作这件作品，工匠们需要使

子们能学习谋生之技。此举一出，各地珠宝及钟

用 160 米长、0.3 毫米细的金线，把它们以手工形

表制作工坊闻讯而来，至 1789 年已有逾 40 家落

式一点点地缠绕起来并扭成一股，而每根金线上

户于此。从此，
这里逐渐成为整个欧洲的珠宝中心，

细小的螺旋纹，更能使其在佩戴时有一种类似于

珐琅师、雕刻师、抛光师及珠宝镶嵌师等等手工

肌肤般的柔滑感。由于不是流水线式的操作，每

业者更共生共荣，而华洛芙的创始人爱恩斯特 · 亚

一条金丝编花项链都会花去一位工人几周的时间，

历山大 · 华洛芙 (Ernst Alexander Wellendorff) 便是

但也正是如此细腻的工艺，让华洛芙日益成功，

120 多年前来到普福尔茨海姆城中的一名金匠。
当爱恩斯特还在学习黄金设计制造的时候，

就像那个代表华洛芙顶级艺术的镶钻 W 标记一样
闪耀着光芒。

创立自己品牌的想法便已在心里萌发。彼时的巴

上 世 纪 70 年 代， 汉 斯 佩 特 开 创 了 这 个 品

登巴登乃是欧洲的旅游中心，周边的王公贵族不

牌独有的标记。要知道，W 可不仅仅是华洛芙

分冬夏来此度假，爱恩斯特便有了为贵妇人们制

(Wellendroff) 的首字母，同时也隐含着另一层意

作珠宝的机会。依靠着自己精致的手工、独特的

(Wahre Werte) 的浓缩。
思——德语“真正的价值”

设计以及周到的服务，仅仅十年光阴，华洛芙家
族的生意便已风生水起，不仅欧洲王室，甚至是

常伴左右

称霸一方的俄国沙皇都成为了华洛芙的客户。

如今在德国，华洛芙早已是许多人从自己孩提时

尽管随着一战硝烟的扩散，华洛芙的生意受
到巨大的打击——爱恩斯特去世、德国所有的男

代起就十分熟悉的名字，甚至可以说，它就像是
一位家族的老朋友，见证了几代人的成长之路，

人都成了战场上的士兵，工厂因为没有男性员工
而停产，但爱恩斯特的妻子却并没有就此消沉，
她招来女性工人维系家族生意，熬过了那段艰难
时期。但危机却并未就此解除——贵族时代的结
束一度让珠宝需求量变得十分稀少，紧接而来的
二战也使得刚复苏不久的家族生意再遭重创，最
终依靠着第二代传人亚历山大 · 华洛芙博士（Dr.

Alexander Wellendorff）藏在一个煤气罐里的黄金、
白银，以及工厂加工了一半的金饰半成品，使华

用多彩冷珐琅
绘制而成的指环，
为我们的“喜悦
时刻”而准备

洛芙工厂成功地在战后重获新生。
因爱而生
历经重重磨难的华洛芙在上世纪 60 年代翻开了
全新的篇章，第三代掌门人汉斯佩特 · 华洛芙
(Hanspeter Wellendorff) 一改工厂过去局限于只为
那些尊贵客户定制产品的原有传统，决心推出有
自己理念的产品系列，并创立真正的品牌，但此
举却引来外界的激烈反应，最终这个大胆的决定
使得当时的华洛芙失去了近一半的生意。
不过，这不仅没有动摇汉斯佩特的信心，反
而使他成功开发出了新的产品。一天，他的妻子
伊娃 (Eva Wellendorff) 想起自己儿时曾在祖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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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而华贵的华洛芙珠宝，
不仅是一个家族努力的结果，更是
“德国制造”的完美典范

尤其是华洛芙另一款足以作为传家宝的作品旋转
指环，更蕴含着爱的真谛。
彼时，品牌第四代传人克里斯托夫 (Christoph

Wellendorff) 在赶往医院探望妻子的路上，遇到
一个十字路口。路口左转是家族第二代品牌管理
人、也是品牌创始人之子亚历山大 · 华洛芙博士
的墓地，右转则是妻子待产的医院。在那个时刻，
克里斯托夫对于生命有了新的顿悟：在一段生命
终结的同时，不就意味着另一段新生命的开始？
在这样的启发之下，旋转指环的创意有了雏形。
如今，当你佩戴着这枚独具深意的珠宝时，不妨
试着用手转动一下它的戒圈。你会发现，无论是
以传统冷珐琅绘制的戒圈，抑或镶嵌着钻石的戒
圈，每一层都可以随意活动，而这个旋转的灵感，
其实来自德国纽伦堡“美泉塔”(SchìPer Brunner)
底的
“许愿环”—传说你只要转动
“许愿环”
三圈，
就能许下一个愿望。而这或许才是华洛芙珠宝的
真正价值所在，在为你传递黄金之城传续百年的

代代相传 家族第四代传人克里斯托夫 · 华洛芙 ；
“高贵日光”耳环与
“钻之诱”项链 ；以独特配备融合金银两种材质，成就珠宝的独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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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手工艺术的同时，更将一份饱含深情的祝愿

在这次大火的浩劫中幸存。惊喜不已的英伽将劫

以及守护的力量带到你的身边……

后余生的项链寄回华洛芙工厂，请华洛芙的金匠

而另一段来自华洛芙珠宝拥有者的故事，或

师们为她修复，同时因为有了这样一段经历，她

许更能体现“守护”的意义。2010 年，一位名叫英

坚信珠宝将给予她更深厚的意义 : 为挚爱的人带来

伽 · 拉斯马讷 (Inga Lasmane) 的女士遭遇意外，她

快乐和守护。当然，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如今我

的家园毁于一旦。但在整理残留物品时，她却发

们所看到的天使系列，便是华洛芙以英伽的故事

现自己一直珍爱的华洛芙项链和小天使吊坠竟然

为灵感所推出的，甚至品牌之后制作的每一件珠

情感纽带
为妻子而做的
金丝编花项
链，是华洛芙
最具代表性的
作品 ；转动
旋转指环的
“许愿环”，便
能实现心愿

宝上都刻有一个可爱的小天使，因为在华洛芙看
来，它会永远护佑佩戴的珠宝的人。
信念永存
时至今日，维系华洛芙家族生意的重任传递到第
四代传人克里斯托夫 · 华洛芙的手中，但这个低
调而华贵的珠宝品牌却始终不忘初心。直到今天，
华洛芙工厂仍然沿用着最古老的钻石镶嵌技艺，
以手工方式把这一颗颗美丽的宝石与黄金结合在
一起，工厂中从事包括镶嵌在内的各道制造工序
的 60 名员工里，年纪最大的已经 70 岁。面对如
今商业至上的全球格局，克里斯托夫却认为珠宝
不只是黄金、钻石，做一个品牌也不只是追求漂
亮的财务报表，因为“尽管有这样价值观的家族
企业越来越少，但家庭永远比个人重要，留给后
代的遗产比自己的财富重要。
”或许也正因为有这
样坚定而朴素的传承信念，才让这个经历重重劫
难的德国珠宝品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屹立不倒，
并坚持传承，且创造出更多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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