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表大师兼修复师米歇尔•帕玛强尼
1950 年 12 月 2 日，米歇尔·帕玛强尼 (Michel Parmigiani) 出生于瑞士纳沙泰尔州 (Neuchâtel)
的库韦 (Couvet)。米歇尔·帕玛强尼曾十分纠结该如何选择未来的职业方向。是做制表师还是
建筑师？这两个领域均对创造力和技术方面有所要求。但是，制表行业富有神秘色彩，对于当
时仍是年轻人的他更有吸引力。于是，他决定成为一名制表师。但他并未就此止步。除了接受
正式的制表培训，他还潜心研究制表菁英必备的一门技艺——钟表修复。
1976 年，制表业遭遇“石英危机”的巨大冲击，而米歇尔·帕玛强尼力排众议，毅然开始他的创
业之旅。他开办了一家独立的工坊，聚焦古董艺术品的修复，这背后，有他坚定不移的信念：
“我曾有机会修复那么多的传世之作，任何人有我这样的经历都不会相信传统制表业会没落，”
多年后，他这样说道。
米歇尔·帕玛强尼从深入的修复工作中找到了他追求制表梦想的信心，无论旁人如何非议。他
按照自己的方法建立了一套工作体系，通过对过去每项工作进行分析，他习得了宝贵的知识，
再用这些知识精磨自己的技能，学习如何使这些“历史宝藏”以最佳的方式起死回生。就这样，
很快便有博物馆和收藏家慕名而来。80 年代，他受托对“Maurice-Yves Sandoz 典藏”进行维护。
正是得益于这项工作，他遇到了对他职业生涯有重大决定性作用的两个人：妮可·兰多尔特-山
度士 (Nicole Landolt-Sandoz) 以及她的儿子、山度士家族基金会 (Sandoz Family Foundation)
的总裁皮埃尔·兰多尔特 (Pierre Landolt)。二人对于米歇尔·帕玛强尼的尊重和敬仰为他刚刚着
手开启的精彩绝伦的制表奇旅播撒下了枝繁叶茂的种子。米歇尔•帕玛强尼获得了创建自己品
牌所需的生产途径和资源。1996 年 5 月 29 日，帕玛强尼品牌正式创立，初名为“Parmigiani
Mesure et Art du Temps” (帕玛强尼时间艺术公司)。

米歇尔•帕玛强尼简历
1950 年 12 月 2 日——米歇尔·帕玛强尼 (Michel Parmigiani) 出生于瑞士纳沙泰尔州
(Neuchâtel) 塔威山谷 (Val-de-Travers) 的库韦 (Couvet)。

1963 年——米歇尔•帕玛强尼接手了关于当地一位杰出人物、最后一位农民/制表师艾伯特·贝
内 (Albert Bernet) 的一个项目；该作品被呈至 1964 年在洛桑举办的瑞士国家展览会
(Swiss National Exhibition) 的一项竞赛。
1966–1969 年——米歇尔·帕玛强尼决定参加弗勒里耶 (Fleurier) 制表学校的培训，以成为执
业制表师。

1969–1971 年——他在拉绍德封中等技术学校 (La Chaux-de-Fonds Technicum) 进修，完善了
自身的制表知识，之后又在力洛克中等技术学校 (Le Locle Technicum) 微机械工
程系学习了两年。
1973–1975 年——担任尊皇表 (Juvenia) 公司的技术助理。

1975 年——成为国际钟表博物馆 (International Museum of Horology，MIH) 之“L’Institut
l’Homme et le Temps” (人类与时间研究所) 委员会的专家成员，该组织致力于发展时计
修复方面的教育培训。
1976 年——米歇尔·帕玛强尼开始独立创业。他在库韦建立了他的第一家工作坊。

1976 年——代表欧仁·格施温德博士 (Dr. Eugène Gschwind) 修复古董时计杰作，这是一位来自
巴塞尔的权威收藏家，与各路鉴赏家、收藏家及博物馆都有广泛的联系，其中包括位于
巴塞尔的基尔施戈登博物馆 (Musée Kirschgarten) 以及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
(Rockford) 的时间博物馆 (The Time Museum)。这一合作一直持续至 1990 年。
1976 年——与钟表设计师兼艺术家马塞尔·尚维沙 (Marcel JeanRichard) 初次相识，古柏林
(Gübelin) 古董店门口所装饰的天文钟就出自这位大师之手。他同米歇尔•帕玛强尼分享
了他在修饰不完整时计方面精湛的专业技艺。
1977 年——打造出陀飞轮怀表、座钟、钟表艺术品以及复杂功能时计等等丰富多样的独特时
计作品，宝玑 (Breguet)、Comor、伯爵 (Piaget)、蒂芙尼 (Tiffany) 以及江诗丹顿
(Vacheron Constantin) 都是他的客户。这一合作一直持续至 2002 年。

1978 年——米歇尔•帕玛强尼拥有了他人生的第一位雇员查尔斯•梅朗 (Charles Meylan)——具
备复杂时计经验的制表师，也是汝拉山谷 (Vallée de Joux) 制表学校最后一位制作出三问
报时怀表的学生。
1979 年——获得美国收藏家、美国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之实验室在职科学家 Jacques-François Kocmanek 的支持。

1980 年——在力洛克钟表博物馆馆长厄弗冷•若班 (Ephrem Jobin) 的推荐下，米歇尔•帕玛强
尼成为山度士家族基金会之钟表艺术品典藏的官方修复师。
1983–1984 年——接任弗勒里耶制表学校工艺设计教师一职。

1985 年——开发出在怀表中使用的超薄万年历。
1987 年——亲自向皮埃尔·兰多尔特 (Pierre Landolt) 讲解机械制表基本原则以及机械制表艺
术。当时，传统手工艺的商品化、趋同化导致专业制表技艺方面的财富濒临消失。

1988 年——为摩洛哥国王设计出无色水晶材质的座钟；该钟配备自动运行的恒力瞬动万年历、
8 天动力储备以及一根中央大秒针。

1989 年——开发出供便携式/座钟使用的万年历。
1990 年——在弗勒里耶创办玛强尼时间艺术公司。
1990 年——制作出 90 型机芯，这是专为宝玑 (Breguet) 公司设计的自动上弦怀表机芯，款式
丰富。
1990 年——创作出能够指示真太阳时的天文怀表。

1990 年——米歇尔•帕玛强尼发起筹款活动，使“Astrarium of Giovanni Dondi dell'Orologio”天
文钟得以捐赠给国际钟表博物馆 (MIH)。该项目得到了为 Dondi 作品和 Luigi Pippa 时钟
修复事业而建立之流动性会议的支持。

1990 年——复兴弗勒里耶老字号品牌播威 (Bovet)，以提升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专业技艺。

1991 年——米歇尔·帕玛强尼及其修复工厂使宝玑的 Pendule Sympathique (交感座钟) 重获新
生，目前为百达翡丽博物馆 (Patek Philippe Museum) 所有。该钟曾被认为无法修复。
1993 年——发明“万年阴历”概念并获得相应专利。

1994 年——为伯爵品牌 120 周年庆 (1874-1994) 创作了一款超级复杂“高级珠宝”怀表。

1994 年——为萧邦 (Chopard) 开发出一款自动上弦机芯，并助力其在弗勒里耶立足。
1994 年——开始打造帕玛强尼的双发条盒自动上弦机芯。

1995 年 3 月 21 日——米歇尔·帕玛强尼因其作为手工艺人的开拓进取精神而荣获 GAIA 大奖。

1995 年——公司雇佣员工 55 人，这成为日后品牌创立时帕玛强尼众多作品诞生背后的推动
力量。

1995 年——与安东尼·兰德尔 (Anthony Randall) 合作创作出水晶圆柱形游丝，应用于座钟，
成功抵抗了对调教机构精准性有负面影响的磁场作用。

1996 年——山度士家族基金会在总裁皮埃尔·兰多尔特 (Pierre Landolt) 的带领下收购帕玛强
尼时间艺术公司。

1996 年 5 月 29 日——帕玛强尼品牌于瑞士洛桑美岸皇宫大酒店 (Beau-Rivage Palace) 正式发
布，共计 52 款简约和复杂时计作品惊艳亮相，包括“Fleur d’Orient” (东方之花)
座钟，另有若干修复代表作——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时计到“Pendule Sympathique”
(交感座钟)，丰富多样。

1998 年——为伯爵品牌打造出六面座钟，采用贵金属钟柜。

1998 年——打造出由金材质以及贵重宝石和半宝石制成的钟表艺术品，搭载具备 8 天动力储
备的镂空机芯。

1998 年 —— 米 歇 尔 · 帕 玛 强 尼 及 其 领 导 的 团 队 共 同 修 复 了 弗 朗 索 瓦 · 杜 科 蒙 (François
Ducommun) 的作品：星体仪座钟 Planetarium。该钟目前展出于米兰的斯福尔扎城堡
(Sforza Castle)。

1998 年——受命于马蒂尔德·波拿巴 (Mathilde Bonaparte) 公主，为公主的夫婿阿纳托尔·德米
多夫 (Anatole Demidov) 修复宝玑品牌的超卓杰作 Portico 时钟。该钟现收藏于巴黎装饰
艺术博物馆 (Paris Museum of Decorative Arts)。

1999 年——打造出酒桶形外观的 110 型机芯，8 天动力储备，曾搭载于 Kalpa 系列的创始表
款。

1999 年——创作出香水喷枪，采用贵金属材质和珐琅工艺，镶嵌宝石。该作品的外壳十分精
致，象征阿曼苏丹王宫。

2002 年——米歇尔·帕玛强尼与卡尔-弗雷德里克·舍费尔 (Karl-Friedrich Scheufele) 共同创立了
弗勒里耶质量认证体系 (Fleurier Quality Certification)。
2004 年——首个通过“弗勒里耶质量认证体系”认证的表款 Tonda Qualité Fleurier 问世。

2004 年——打造出酒桶形的 30 秒陀飞轮，配备 8 天动力储备及中央秒针。

2004 年——发布 Bugatti Type 370 腕表，管状机芯安装于一根横向轴，名副其实的世界首创。
2009 年——发布斐波那契 (Fibonacci) 怀表，彰显了对完美和谐之“黄金比例”的追求。该表是
众多专业人士合力打造的结晶。

2010 年——助阵百达翡丽博物馆 (Patek Philippe Museum) “Mirror of Seduction” (镜之魅力)
展览。
2010 年——第一款带 Hijiri 万年阴历的座钟首次在中东发布会上全球亮相。

2011 年——发布 Tonda 1950 系列，“1950”这个数字代表米歇尔·帕玛强尼的出生年份——超
薄外观，低调设计，堪称突显了品牌美学“密码”的经典时计，搭载品牌第一款配备微型
摆陀的自动上弦机芯。
2012 年——米歇尔·帕玛強尼被授予塔威山谷荣誉市民，以表彰其对重振当地制表业而作出的
贡献。
2014 年——被百达翡丽博物馆 (Patek Philippe Museum) 授予“Approved Restorer” (认证修复
师) 头衔。

2014 年——启动对于“4 音锤、倒置机芯”报时腕表的研究。该表灵感源自佩兰·弗莱里斯
(Perrin Frères) 的一款时计作品 (收录于“Maurice-Yves Sandoz 典藏”)，以彰显时计内部
机构的精美。

2015 年——开始研究配备连续打钟和按需三问报时装置、各种天文指示以及闹铃功能的超复
杂座钟。
2016 年——为鸣鸟自动装置开发出全新设计。
时至今日：米歇尔•帕玛强尼始终坚定维护帕玛强尼品牌的基因“密码”，亲自监管品牌的特别项
目，以此确保品牌持续保持生生不息的创意和历久不败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