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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超大空间的复式别墅代替了传统的茅草屋，北马累

环礁丽世度假村的横空出世大胆打破了马尔代夫的传

统风格，别处一格的构思设计和随心所欲的度假方式

将海岛奢华体验推向更高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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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经典酒店 The Classic Hotel Annual

纽约瑞吉酒店
The St. Regis New York

地址_ Two East 55th Street，at Fifth Avenue，New York，New York 
10022，United States
电话_ +1212 753 4500
网址_ www.starwoodhotels.com/stregis/

1904年，纽约瑞吉酒店作为瑞吉品牌的第一家酒店诞

生于曼哈顿中心地带。在当时，这座大楼就已经是该地区最

高的楼，因此它曾一度被誉为纽约的首座“摩天楼”。约翰·

雅各布·阿斯特四世用了两年的时间，将酒店打造成一家世

界顶级的高品位豪华酒店—他斥资550万美元，为酒店安

装大理石地板和水晶吊灯，并饰以古董织锦、东方地毯以及

路易十五时期的古董家具，甚至还在酒店内建立了一座图书

馆。虽历经百年，纽约瑞吉酒店成为纽约大都会中的不朽传

奇，并早在1988年便被列为“纽约市地标建筑”。

酒店坐落于曼哈顿中心地带，步行即可到达中央公园

和第五大道商场，周围遍布著名的高级餐厅和剧院。作为

纽约的地标性建筑，纽约瑞吉酒店不仅吸引着众多名人

前来下榻，也是好莱坞大片的著名取景地—从经典电影

《教父》中著名的最后一幕场景，到时尚影片《穿普拉达

的女王》中吧台相遇的浪漫情节，甚至《绯闻女孩》—这

部讲述曼哈顿上东区社会名流生活的美剧中，布莱尔在王

子婚礼上逃婚的著名场景也取自这家百年酒店。当然，最

令人难忘的是，《欲望都市》的最后一集，可以看到女主角

在酒店的总统套房里的镜头。

纽约瑞吉酒店还先后与迪奥、蒂芙尼、宾利跨界合作

设计师套房，将品牌独特的美学注入客房之中。其中，在

迪奥套房，你能看到“奢华”如何被细节完美诠释—高

级定制服装面料，被用作墙面材料、室内装潢和窗帘；蒂

芙尼套房更加浪漫雅致，从墙上手制的银色挂饰、镶嵌珠

宝的镜子到银色的餐桌以及蒂芙尼蓝的床头板等，无不充

满着梦幻色彩。

提奖词

作为纽约最富有魅力的
酒店之一，纽约瑞吉酒
店自建立之日起，便成
为几代时尚潮人们的社
交场所；历经百年，这里
始终保持着优雅迷人的
氛围。经过几次翻新，
纽约瑞吉不仅体现了品
牌传承已久的经典，同
时又融入身为地标性建
筑的永恒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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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水上飞机到达Olhahali岛，身穿五颜六色马尔代夫

纱笼的鼓手和舞者早已在岸边等待，他们以最暖心的迎宾礼

仪向到来的客人们传达着丽世一贯热情周到的传奇服务。

沿着通向沙滩和水上别墅的小径向前走去，随风轻轻

摇曳的椰树在两侧向人们微笑致敬。神秘原始的气息笼罩

着整座岛屿，吸引着欲寻觅私人谧境的人们不断前行。纯白

色的别墅矗立于海天一色中，摩登的设计散发着精美又不失

优雅的格调，宽广的屋顶露台开创了马尔代夫酒店业先河，

无疑是伴着璀璨星空享受一顿浪漫露天晚餐的绝佳之地。

坐在宽阔无比的屋顶露台上向远处眺望，入眼尽是

如蓝宝石般晶莹剔透的海水—而最有可能映入眼帘的

则是小鸟扑入树叶，抑或是海豚跳跃于波光粼粼的海面之

上的场景。神秘莫测的印度洋总会呈现梦幻迷人的旖旎

景致，在时刻耀眼夺目的阳光的映射下，海与天似乎也总

是散发着湛蓝的光芒。

海岛上的午后，如若难以招架户外的骄阳似火，不妨

前往LUX*ME水疗中心感受一段身心重塑的曼妙时光，独

特的玻璃墙面设计与一流的理疗师为其赋予了独特的迷

人魅力。水疗中心宛如一处避世谧境，偶尔只可见长翅鸟

优雅地翱翔于天际，为宁静的氛围增添了一丝动感。错落

有致的葱茏树木环拥一处处鲜花怒放的缤纷花园，如优

雅的瑜伽姿势般绵延万里。

若有意闲庭漫步一番，纯白色的细软沙滩与美丽贝

壳吸引着所有人驻足欣赏这散落一地的美好事物；或者也

可尝试从触礁度假屋和白沙滩处一跃而下，进入下方壮丽

的海底洞穴体验刺激的水下浮潜，与此处的热带鱼来一

场近距离邂逅，实现期盼已久的愿望清单。在这流光溢彩

的海底世界中，你还有机会和现场海洋生物学家一起与海

豚、黄貂鱼及海龟漫游海底。

在北马累环礁丽世度假村，无论是突发奇想的直立

单桨冲浪，还是在充满神秘色彩的沙滩边啜饮可口的日暮

鸡尾酒、寻觅满载异域风情的自制冰激凌店铺，或租赁一

艘超级游艇，在船长的带领下前往海洋生物聚集地“海龟

角（Turtle Point）”……从白天到黑夜，你只需随心所欲，

开启一场自由探险之旅。

最佳度假酒店 Best Resort Hotel 

马尔代夫北马累环礁丽世度假村
LUX* North Male Atoll Maldives

地址_ Olhahali Island，North Male Atoll，Republic of Maldives
电话_ +960 730360
网址_ www.firstontheisland.com 

提奖词

用超大空间的复式别墅
代替了传统的茅草屋，
北马累环礁丽世度假
村的横空出世大胆打
破了马尔代夫的传统风
格，别处一格的构思设
计和随心所欲的度假
方式将海岛奢华体验
推向更高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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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岛、网球场以及极尽奢华和私密的私人岛屿。由知名建

筑大师Jean-Michel Gathy亲自操刀设计的别墅与岛屿的天

然原始的美景完美结合，再度提升了你对奢华的想象。

一抹明黄色，是白马庄园的标识色，与海洋的蓝色交

织带来别样的清爽与时尚感，印度洋柚木、竹藤、椰子壳等

天然材料精心点缀着每一所充盈着浪漫与舒适感的居所。

设计师深知如何将设计语言转化为感官上的享受，于是为了

保证极高的私密度，别墅与别墅之间留出了充足的距离。走

进室内，挑高的屋顶，七米高的手工房门，又能释放出“留

白”的空间感，两边巨大的玻璃门外便是如画般的绵绵风

景，玻璃门关闭后又能营造出温馨舒适的悠闲氛围。无论

你从哪个角度望出去，都是美与惊喜的视觉冲击。

或许是得益于天生的高贵血统，天生的好品位让白马

庄园成为了一名不折不扣的“细节控”。房间中的LOEWE

电视机、娇兰的i n-V i l l a水疗护理产品、由D IOR调香师制

作的香薰蜡烛、法国护发先锋品牌Leonor Greyl的洗护用

最佳度假酒店 Best Resort Hotel 

马尔代夫白马庄园 
Cheval Blanc Randheli

地址_ Noonu Atoll，Maldives 
电话_ +960 3016 000
网址_ https://www.chevalblanc.com/en/maison/randheli/

品、艺术家Vincent Beaurin设计的无重复雕塑等，挑剔的

选品无不彰显着其对极致的追求。对于热衷于探索体验感

的人们来说，这些也都将会是旅程中最美妙的部分。

就像 Jean-Michel Gathy说的那样：我认为一家完美

的马尔代夫酒店应该让你和你的爱侣能够领略到极致的舒

适。马尔代夫酒店是一个崇尚爱与生活，汇聚情感和归属

的地方。白马庄园度假酒店就是这样一个可以迎合和满足

宾客对浪漫，私密性以及舒适的需求，但又不失活力动感

以及现代时尚的胜地。

在米其林三星厨师坐镇的LE 1947享受一场精致的餐

酒盛宴，面对着如绿松石般的海洋体验一场以全线娇兰产

品打造的护肤SPA，当夕阳西下时分沉醉于酒店露台上喝着

香槟吹着海风……白马庄园的假期，你只需要决定好你自

己的喜好，剩下的，就放心交给酒店吧。

从VIP Lounge到专属的水上飞机，那种肾上腺素飙升

的快感，从还没有亲眼得见白马庄园的芳容便开始了。40

分钟的飞行时间让人意犹未尽，无微不至的服务却也悄然

埋下伏笔，引发了客人们对接下来行程的所有期待。

白马庄园所在的德利岛在当地语言中译为黄金岛，高

调地昭示着这里的尊贵与独一无二。酒店共由6座小岛组

成，44幢别墅占据着3座主岛，其他独立的岛屿分别为：水

提奖词

印度洋上筑梦传奇，一
定要从位于马尔代夫兰
德利岛的白马庄园说
起。作为LVMH集团旗
下的酒店，白马庄园的
奢侈是融进骨子里的，
Jean Michel Gathy
大师操刀，娇兰Spa加
持，米其林三星助阵，谁
不想感受一次“LV式度
假”呢？

World Hotel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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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莫湖是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区最著名、最美丽的

一片湖泊，充满浪漫诗意。湖边生长着茂密的地中海植物，

比如丝柏、月桂树、山茶花、杜鹃花、木兰和仙人掌等，美

国著名诗人朗费罗曾赞叹这里是“极致美丽所在”。据说，

从罗马时代欧洲贵族们就喜欢来此度假，如今更吸引了无数

名流明星来此定居，比如丘吉尔、比尔·盖茨、乔治·克鲁尼

最佳精品酒店 Best Boutique Hotel

意大利Vista Palazzo 
Vista Palazzo | Lago di Como

地址_ Piazza Cavour 24，22100 Como，Italy
电话_ +39 031 329 111
网址_ vistalagodicomo.com

等。有人曾说过，拥有一扇能看见科莫湖的窗户是最幸运的

事情，湖光山色之美宛如电影里的场景。

而去年夏天刚刚开业的Vista Palazzo，恰恰可以满足

你的梦想—让你拥有这样一扇窗户。作为科莫市唯一一

家全年营业的奢华酒店，Vis t a Pa laz zo不但坐拥古城美

景，而且距离科莫湖畔仅几步之遥。酒店由米兰设计师

Maurizio Giuseppe Enrico Maggi设计，颇具意大利风情，

尤为重视艺术手工的“意大利制造”，包括运用珍贵的织

物、高贵的大理石和木材，每个细节都一丝不苟。

酒店设有18间豪华套房，每间风格不同，可以让住客拥

有18种惊喜体验。而且每一间套房都能饱览科莫湖美景，客

人可以坐在阳台上，一边欣赏醉人湖景，一边享用咖啡。最

美妙的事情就是，夕阳西下，坐在屋顶酒吧，俯瞰科莫湖波

光潋滟。此外，你还可以参加酒店提供的科莫湖游湖之旅，

或者乘坐水上飞机和Riva快艇前往贝拉焦小镇，或者去逛逛

旁边的主教座堂，一切都令人仿佛置身梦幻天堂。

提奖词

Vista Palazzo去年夏
天刚刚开业，是意大利科
莫市中心的第一家也是
唯一一家五星级奢华酒
店，拥有醉人的意大利设
计和科莫湖美景。当你
置身于此，身后是远去的
城市，眼前则是意大利的
教堂，脚下是静静的湖
水，你的心宛如在天堂。

酒店设计尤为重视艺术手工的“意大利制造”
包括运用珍贵的织物、高贵的大理石和木材
每个细节都颇具意大利风情

World Hotel Awards
海外酒店榜单

2 0 1 9



144          TARGET Magazine TARGET Magazine          145

声息融入绿意盎然的环境，以极简几何线条营造通透效

果，令室外空灵景致一览无余。为了保证空间的舒适度与

最大美感，营造宁静、轻松、引人遐思的氛围，安缦京都仅

设有26间客房，分布于6栋独立庭阁之中。其中两间“总统

套房”分别位于鹫峰阁和鹰峰阁内。鹫峰阁和鹰峰阁以京

都附近国家公园内的两座山峰命名，位于度假村最高耸僻

静之处，绝佳的黄金视角可将周边秀丽的森林景观一揽入

怀，每日的光影透过玻璃不停变幻跳跃在房间各处，不着

痕迹地呈现着各种美丽的瞬间，等待着人们去捕捉。

环顾房间四周，色调柔和的室内装潢与本地工匠的杰

作相得益彰，包括传统日式灯笼在内的所有家具均专门设

计定制，以及悉心甄选的花器、艺术品及古董等装饰陈设，

这一切，无不保持了安缦标志性的极简主义风格，表达着精

巧别致的日式创意美学。每当夜晚来临，浸泡在以日本中

部出产的扁柏木打造而成的日式木质浴缸中，感受天然温

泉水抚过每一寸肌肤，京都安缦的每一寸匠心巧思在雾气

蒸腾中更加深刻地印入心间，让人不自觉地放松、沉淀在

这一段避世的假期中。

清幽避世，为京都安缦定下含蓄而感性的基调，一直以

来，其品牌对宁静祥和场景的描绘一直令安缦痴们心悦诚

服。这一次，度假村选址于一所曾被遗忘的隐秘庭院内，包

括29公顷的永久森林，以及3公顷的别致庭院。在过去数

十年来一直经由前任主人精心打理。庭院曾经的主人是日

本最受尊崇的和服腰带收藏家之一，他生前未曾实现的理

想是在庭院中建造一座纺织品博物馆，将个人藏品在馆中

展出。如今，几经转折，安缦成为这里的继任守护者，将华

丽的隐逸篇章继续书写。

青苔覆盖的鹅卵石小径，将庭院各处曲折相连，漫步

其中沿着设计精巧的阶梯和小径即可前往高层花园平台，

观赏四周成行栽种的多彩红叶枫和柏木，这些茂密的绿植

随季节流转而变幻色彩，赋予庭院四时不同的美景。为了纪

念安缦京都及全球多家安缦度假村的设计者Ker r y Hi l l先

生，庭院被命名为Kerr y Hil l花园，以芬芳茂盛的园景纪念

这位已故建筑大师。

充满大自然灵气的美感，同样成为整座度假村的设

计灵感。秉承日式传统旅馆的美学理念，安缦将建筑悄无

最佳设计酒店 Best Design Hotel

京都安缦 
AMAN KYOTO

地址_ 1 Okitayama Washimine-Cho，Kita-ku，Kyoto，603-0000，Japan
电话_ +81 75 496 1333
网站_ www.aman.com/kyoto

提奖词

2019年11月，安缦在日
本开出了第三间分号，
这座由Kerry Hill大师
一手打造，历时近20年
所呈现的纯正京都风味
庭院和当代舒适享受下
榻空间，不负众望地揭
开了华丽的篇章。人们
来到此处，犹如在一座
雅致的场所近距离欣赏
真正的大师级艺术品。

World Hotel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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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贝利豪华精选酒店所在街区作为巴黎众多历史悠

久的遗址之一，最早作为皇家育儿所而存在。历史上，曾有

许多名流政要也居住于此，这其中就包括了1871年在此生

活的杰罗姆·波拿巴（拿破仑一世幼弟）之女、拿破仑三世

未婚妻、以及德米多夫伯爵夫人玛蒂尔德·波拿巴公主。

1937年，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时装设计师艾尔莎·夏

帕瑞丽搬入了这个拥有18间客房和私人花园的建筑，成为

贝利路22号的主人。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个地点又变

成建筑师莫里斯·诺法里纳设计的办公楼了。直到巴黎知名

的酒店经营者之一Dokhan家族的到来，赋予了这座令人叹

为观止的空间一个“酒店”的全新身份。时至今日，展现在

人们眼前的依旧是那片20世纪70年代遗存的建筑外立面，

它的背后是Dokhan家族营造出的一个由多重美学风格融

汇、碰撞的梦幻世界，只是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巴黎贝

利豪华精选酒店。

走入这样一家法国风格酒店的大门，每个人都会立

即被这种精心构筑的氛围所包围，华贵大气之风令人感

觉仿佛步入了另一个世界。在Sculpture Court前厅点缀的

雕塑里，有一部分来自于古董经销商，还有一些来自卢浮

宫的铸造车间。这一切的细节，都为这个酒店的整体空间

融入了更多浓厚的人文艺术气息。除此之外，酒店中也随

处体现着享乐主义的元素。比如餐厅内悬挂的那幅由艺

术家Hippolyte Romain绘制的壁画，就营造了一种优美而

欢乐的氛围。同时，这种装饰风格也延伸到了客房私密的

环境中，略有反讽的意味，轻松而幽默，令人愉快，打造出

新颖的时尚之感。

尽管巴黎贝利豪华精选酒店的每个细节都是精心考量

后的成果，但这种成果并不会使客人们感受到任何的刻意

做作或处于统一标准下的僵硬之感。从酒店的大堂，到面

积最大的套房，酒店中的每一个空间都是一份超越时间的

永恒宣言。对于任何时代的任何人来说，巴黎贝利豪华精

选酒店都可以堪称是一个出自唯美艺术家之手的杰作，它

带着巴黎人特有的自信与底蕴，款款地登上了世界的舞台。

在那散发着摩登感的建筑外墙的另一端，是一个如梦一般

纯粹美好的世界。一个以鲜活色彩、高贵气质和自信风范

铸就的名人府邸。

最佳艺术酒店 Best Art Hotel

巴黎贝利豪华精选酒店 
Hôtel de Berri, a Luxury Collection Hotel, Paris

地址_ 229 rue Saint-Honoré. 75001 Paris
电话_ +33 1 58 62 50 79 
网址_ www.starwoodhotels.com/preferredguest/property/overview/
index.html？propertyID=4858

提奖词

当20世纪的法国装饰艺
术与21世纪的便捷舒适
居家环境相结合，巴黎
贝利豪华精选酒店以鲜
亮生动的色彩、人造羊
皮纸、绘画和从古董经
销商处购得的古董家具
配以铁艺灯具，创造出了
十种不同风格的感性氛
围，吸引了无数客人一次
又一次下榻。每一次不
同风格的体验，都能让
人们拥有此前尚未有过
的感受，从而留下独特
而个性化的回忆。

从酒店的大堂，到面积最大的套房，酒店中的每一个空间都是一份超越时间的永恒宣言。
在那散发着摩登感的建筑外墙的另一端，是一个如梦一般纯粹美好的世界。

World Hotel Awards
海外酒店榜单

2 0 1 9



148          TARGET Magazine TARGET Magazine          149

曼谷暹罗安纳塔拉酒店坐拥天使之城内的绝佳方位

地标，从这里出发，不论是前往鼎鼎大名的四面佛、隆比尼

公园，还是各大购物中心都极其便利，成为众多游客出行

的第一选择。

走进大堂，楼梯中央巨幅的泰式油画是居于曼谷的最

好佐证。你可以在任何一处细节上，发现设计师对于泰国

文化的精雕细琢。354间客房和套房中，传统的手工艺品、

最佳商务酒店 Best Business Hotel

曼谷暹罗安纳塔拉酒店
Anantara Siam Bangkok Hotel

地址_ 55 Rajadamri Road，Bangkok 10330
电话_ +66 2 126 8866
网址_ www.anantara.com/zh/siam-bangkok

柚木家具与丝绸织物精心点缀，营造出有气势却绝不张扬

的泰式奢华感。

在商务人士的心中，暹罗安纳塔拉是奢华的度假胜

地，同时也是舒适且不拘一格的会议天堂。清晨，来到大

堂参与佛教传统的布施活动是一项充满仪式感的泰式体

验。在这个古老的祈福与带来好运的传统仪式中，参与的

宾客将依照指示向僧侣施舍食物，并从僧侣处得到祝福的

颂歌，而开启完美的一天。

随着工作的时间即将到来，乘坐电梯来到卡萨拉行政

酒廊，这里是举行会议的完美空间。随处可见的是向泰式

文化致敬的装饰艺术品，抬眼便可望见窗外的热带花园或

皇家曼谷体育俱乐部私家高尔夫球场的景观，让枯燥的工

作过程也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当指针转动一圈，切换到晚上8点钟，结束了一天的

工作的人们此刻可以来到安纳塔拉水疗中心，体验一场为

时60分钟的经典疗程—脉轮水晶平衡Chakra Cr ystal 

Ba l anc ing。首先，你要选择一种最能与之产生共鸣的水

晶，包括可疗愈心轮的粉晶、可疗愈顶轮的紫晶、在太阳

神经丛脉轮旁协调能量的虎眼石、以及可疗愈喉轮的青金

石。接下来，感受经过混合精油浸润的水晶环绕身体，当

宝石的能量发挥治疗作用时，辅以净化按摩，通过释放身

体和情感上的压力及紧张感促进整体的健康，协调能量流

动，刺激血液循环并促进身体的自然排毒。最后，在钟碗

柔和的声音中结束整个疗程，振动的音频可以帮助人们在

冥想放松的状态中慢慢升华能量，紧绷疲惫的身心终于得

到了彻底足够的释放。

曼谷暹罗安纳塔拉酒店以丰富的活动扭转着人们对于

商务酒店的刻板印象。于健身中心的泳池畅游后享用一杯

清爽的鸡尾酒，在泰餐、日料、意大利美食中开启一场美味

之旅，十个不同级别居所的多元化选择，这里不仅是一个

位于城市中心的度假休闲空间，更是可以满足所有商务需

求的理想下榻之地。
提奖词

“Anantara”在古梵
语中有“无穷无尽”之
意，作为老牌奢华酒
店，曼谷暹罗安纳塔拉
酒店将奢华的度假生活
和真正的城市体验完
美融合，与来自全球的
商务人士们一起切换视
角，开启一场关于商务
与度假方式的新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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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人们认为伦敦三一广场10号是城中的历史博

物馆。1922年，这里作为伦敦港务局总部首次亮相，彼时

这座二级保护遗产建筑出自著名建筑师埃德温库珀爵士

SIR EDEWIN COOPER之手，它被认为是英国最好的地标

建筑之一，也是学院派艺术建筑风格的代表。

2010年，三一广场正式被中国华彬集团收购，并邀

请英国著名建筑师AUKET T SWANKE主导修复。经过7

年的翻新工程，这栋承载着辉煌过往的建筑华丽蜕变为

全新的伦敦三一广场10号四季酒店，英媒《泰晤士报》曾

最佳历史文化酒店 Best Historical Culture Hotel

伦敦三一广场10号四季酒店 
Four Seasons Hotel London at Ten Trinity Square

地址_ 10 Trinity Square，EC3N 4AJ London，England
电话_ +44（0）20 3297 9200
网址_ www.fourseasons.com/zh/tentrinity/

评价它为“全英2017年最受瞩目酒店”之一。

保持经典—一直是四季酒店以来的长项。1946年

首届联合国大会的招待酒会就是在三一广场10号富丽堂皇

的宴会厅举行的，第一份联合国宪章在此签署。当时宴会

厅里的木雕装饰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同时对空间中的

其余部分按照符合当代审美的美学设计进行了严谨的技术

革新，赋予其新的生命与活力。

木版镶嵌装饰的英国舞会厅是享用晚餐和鸡尾酒的

不二之选，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伦敦塔、伦敦塔桥、泰晤士河

的壮丽全景。穿过前厅，圆形的麦钱特大厅位于大楼圆形

大厅之上的独特空间，沐浴在自然光线之中，过往的时光、

曾经的城市文化、以及历史的轨迹一一被记录、呈现。

与此同时，在这座跨时代的建筑中注入东方的文化脉

络，使之与西方元素平衡，将酒店变成一个不同文化交流、

相遇的“港口”。入口处的中式屏风悬挂在西方特色的科

林斯柱中央，致敬“和而不同”的全球文化。除此之外，亚

式餐厅“梅”Mei Ume供应着中、日式高端精品菜肴，也是

人们感受亚洲风情的理想场所。

身处拥有辉煌历史文化的伦敦三一广场10号四季酒店
在延续百年的历史氛围中感受现代设计气息的洋溢

欣赏东方和西方元素共处于同一空间中的碰撞
尽管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来到这里

但人人皆能沿着时光的轨迹窥见同一个传奇宴会厅

提奖词

在伦敦城的历史上，
三一广场10号始终占
据着重要地位。早在18
世纪时，三一广场10号
的最底层便发现了罗马
统治时期的装饰碎片；
20世纪初，伦敦港务局
在此应运而生，向全世
界昭示其贸易枢纽的地
位。如今，在近一个世
纪的漫长等待后，全新
的伦敦三一广场10号四
季酒店在这里重新开启
了新时代的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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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罗莱夏朵旗下的野奢豪华营地W i l d 

Coast Tented Lodge犹如一株巨大的奇珍在这里生根发

芽。从这里，你可以用自己的视角亲自鉴定这片自然乐土

上的原始与野趣。

自然—是这里最宝贵的财富。从空中俯瞰，酒店

整体呈现犹如豹纹爪形印花的巧妙布局致敬着该地区最

最佳野奢酒店 Best Rustic Luxury Hotel

斯里兰卡狂野海岸野奢帐篷酒店 
Wild Coast Tented Lodge

地址_ Palatupana，Yala National Park，Sri Lanka
电话_ +94 47 703 6000
网址_ www.resplendentceylon.com/wildcoastlodge-yala/

着名的居民—猎豹。28座如蚕蛹状的帐篷营地散落在

安静的原始丛林中，与周围的山岩的形状和颜色相得益

彰，表达着它对自然的尊敬。

这一切要归功于来自荷兰、英国和斯里兰卡设计师

组成的团队的巧妙构思，他们精心挑选的天然材料，由布

料和竹枝交织而成的房间衬托出原生态的自然之美，因

此每一座帐篷都能巧妙融入自然环境中。而在看似粗犷

的外观下，又同时拥有着精致的内里。柚木地板、黄铜浴

缸与颇具殖民时期风格的家具无不把在地美学演绎得入

木三分，同品牌奢华的气韵水乳交融，从户外观景阳台便

可欣赏到水坑喝水的鸟类和两栖动物，尽情取悦着喜爱另

辟蹊径的野奢爱好者。

人们对于Wild Coast Tented Lodge的着迷，当然不

仅仅在于它鬼斧神工的建筑营造，更因为这里层出不穷的

在地体验。在Sanc t ua r y Spa水疗中心体验各种护理疗

程，在沙丘上一边享用日落鸡尾酒和户外野餐，一边观看

印度洋上的黄昏，或者在图书馆观看纪录片了解园区内出

没的野生动物……无不超越着所有人的期许，让不同年龄

的客人都能在此找到自己逍遥的度假方式。

正如其中文名字中的“狂野”二字，W i l d C o a s t 

Tented Lodge希望用它的个性内涵和独特风格重新为客

人们定义野奢丛林体验。在斯里兰卡这个拥有多样化的

生态栖息和丛林风景之地，乘坐敞篷吉普车来一场酣畅

淋漓的Sa fa r i，绝对是最佳的选择。跟着专业的向导在丛

林中寻找着各种野生动物，看锡兰豹在丛林间栖息、大象

悠闲地在路边散步、斑马和火烈鸟在不远处成群奔驰，以

最深入当地的方式度过一个意义非凡的假期，体悟人与自

然的和谐相处。

当夜幕低垂，回到帐篷内，回味着在W i l d C o a s t 

Tented Lodge的有趣时光。在这里，没有污染，没有纷扰，

一切都是那么地平和，深深地吸一口气，放纵自己沉醉在

大自然中，与最美好的人，度过最美好的时光。

提奖词

帐篷、泳池、游猎、美食
美酒，在最原始的地方
创造着自然奢华的体验，
Wild Coast Tented 
Lodge在斯里兰卡雅拉
国家公园旁与锡兰豹一
起共生，忠于原始的氛
围，用现代化的设施让
人们的身心沉浸于大自
然的美妙中。

World Hotel Awards
海外酒店榜单

2 0 1 9



154          TARGET Magazine TARGET Magazine          155

酒店依着山势逐级而建，犹如巴厘岛标志性的梯田，从

高耸的山顶悬崖，慢慢延伸至印度洋海岸边。据说，建筑师

Budiman Hendropurnomo正是从梯田及苏巴克灌溉系统获

得灵感，让石质建筑、长满三角梅的露台、纵横交错的水道和

波光粼粼的泳池，共同交织出一幅热带自然画卷。

酒店拥有475间客房、套房和别墅，其中60％都配有

私人冷水泳池。客房里大量运用珍贵木材、本地纺织品和

印尼特色的图案装饰，充分体现了印尼海岛文化的精髓。辽

阔的海洋与热带景观就在眼前铺展开来，最美的时刻便是

海上日出与夕阳西下，灿烂的光辉洒满海面。

在此，你可以享受各式亚洲或者本土美食，其中Ko ra l

是巴厘岛第一间水族馆餐厅，供应来自岛上各处海岸的美

食；Izakaya by OKU是印尼雅加达凯宾斯基酒店OKU餐

厅的分店，主打日本料理；人气最高的是位于大堂的Selasar

美食廊，你能喝到麝香猫咖啡和印尼草药茶。

酒店最大的特色就是拥有三家教堂，可以举办浪漫婚

礼。阿普尔瓦教堂伫立于海滨，华美浪漫，设计灵感来自南

苏拉威西岛的传统房屋。教堂内设有100个座位，透过前

方的玻璃，可以欣赏印度洋迷人的景色，在此举办的婚礼

定将让所有来宾都永生难忘。另外，还有两座小教堂，分别

是面对大海的Amala和Kimaya悬崖教堂，可容纳20位宾

客，更适合举办小型私密婚礼。

新雪谷度假村是日本顶级综合山地度假酒店的奢华中

心，以香槟粉雪而著称。昇公寓位于度假村的核心位置，与

另外三大度假酒店绿叶酒店、希尔顿酒店以及卡萨拉联排

别墅毗邻，为住客提供无缝衔接的山间运营和体验。

昇公寓以致敬旭日而得名，共拥有79间豪华客房和

套房，采用侘寂美学设计，并将温暖的现代风格与正宗日

本美学相融合，因此你能体验真实而自然的精致和美丽。

在这里，你可以享受到传统的北海道料理—食材全部

是当地最新鲜的农产品。其中，The Carvery Bistro and 

Grill餐厅可以享受到北海道优质切块肉类和牛排，比如十

胜和牛、正宗的信浓盐味拉面和北海道寿喜烧。

随着滑雪季的开启，酒店门口设有魔毯，客人们可以

自由地从酒店滑进滑出。另外，在度假村还可以体验各种

冬季活动，比如15分钟的雪地瑜伽；享受传统温泉、冬季

游乐场，欣赏传统的日本村庄击鼓表演，或者在日式居酒

屋与DJ一起度过快乐之夜。

最佳新开业酒店 Best New Hotel

巴厘岛阿普尔瓦凯宾斯基度假酒店
The Apurva Kempinski Bali

地址_ Jalan Raya Nusa Dua Selatan，Sawangan Nusa Dua，80361 
Bali，Indonesia
电话_ +62 361 209 2288
网址_ kempinski.com/bali

最佳新开业酒店 Best New Hotel

YTL-新雪谷度假村昇公寓
Hinode Hills Niseko Village

地址_ Higashiyama-onsen，Niseko-cho，Abuta-gun，Hokkaido，
048-1592，Japan
电话_ +81（0）136 44 3311
网址_ https://www.hinodehills.com/index.html

此外，别忘了逛逛The Village，这是新雪谷度假村内

滑雪之后的娱乐中心。今年还特别推出雪上运动商店，提

供高档滑雪板、滑雪时装以及配件；Boot Solutions专业的

雪鞋专家和足科医生，还可以帮助客人挑选一款最适合自

己的雪靴；新开业的Niseko Vil lage Mar-che，则可以找

到当地生产的葡萄酒、糖果和手工制品。 

提奖词

新雪谷度假村昇公寓
2019年12月刚刚开业，
坐落于日本北海道新
雪谷安努普利山脚，坐
拥羊蹄山的壮丽景色，
可自由滑雪进出。在这
里，你可以获得最奢华
的滑雪体验—滑雪学
校的教练早早恭迎在门
口，带你滑出酒店，直
抵登山缆车，开始一天
的滑雪旅程。

提奖词

酒店座坐于努萨杜瓦一
处恢宏伟岸的峭壁之
上，俯瞰迷人的印度洋。
以“恢宏的露天剧场”
为设计主题，充分展现
了印尼的优雅风格，也
是举办海岛婚礼和浪漫
蜜月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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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奥入濑溪是青森的名片；那么星野，便是奥入

濑溪的招牌担当。沿着奥入濑溪流而建的“星野·奥入濑溪

流酒店”，是奥入濑溪流边的唯一一间酒店。因为自然而萌

生出的浪漫，不加任何雕琢修饰，在目之所及之处蔓延。

把酒店居所变为一处引人入胜的“观景台”，是星野

最擅长的事情。走进大堂，巨大的全景玻璃窗将室外景色

最佳景观酒店 Best Scenic View Hotel

奥入濑溪流酒店 
Oirase Keiryu Hotel

地址_ 231 Tochikubo，Okuse，Towada-shi，Aomori-ken，Japan
电话_ +81 050 37861144
网址_ www.oirase-keiryuu.jp/zh/

引入室内，与温润的原木色调装饰相得益彰，呈现着最自

然舒适的格调。一座重7吨、高达10米的大暖炉“河神”耸

立其中格外吸睛，这是冈本太郎的遗作，描绘了“汹涌起

伏的河水，分开又再结合，和缓又再湍急地流去。象征着水

流撞上岩石激起的水雾化为妖精姿态的七只精灵，以及蜿

蜒的溪流”的景象。与之相对应的是酒店内另一馆的“森

林神话”，森林神话是以男性神作为主题印象，描绘了一幅

“溪水奔流，碎石翻滚，鸟儿纷飞，野生动物奔跑，蘑菇展

开笑颜，头戴皇冠的鸟国王优雅飞舞，人类与妖精翩翩共

舞”的情景，享乐主义者们可以在这里白天享用美味的料

理，晚上用一杯红酒致敬曼妙的时光。

春日万物复苏，盈盈新绿与春樱开始在奔涌的溪流旁

萌芽；夏日，这里是一场童话故事中的“绿野仙踪”；等到

树叶开始转红，一个锦绣斑斓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到

了冬日，簇簇白雪又将这里装点为白色的世界。在酒店的和

式房间内，四季景观皆尽收眼底，令人沉醉其间，不想错过

任何一个季节的献礼。而这一场和大自然的对话，当然也

可以在温泉中发生。浸泡在溪流露天温泉中，置身于这一

片原始森林的怀抱，在水汽蒸腾间用感官去探索天地自然

间的无限魅力，让新鲜的空气盈满胸腔。

如果恰好在特定的时间前往，还能赶上一次“苹果

汤”的沐浴。青森是全日本产苹果的有名出产地，酒店用

新鲜的苹果入汤，每一寸肌肤在温泉水的滋养下变得更加

柔嫩，整个浴场的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果香，再配上一杯苹

果汁，让身心倍加舒适。

人人都说，奥入濑溪最能散发耀眼光芒的时候是早

晨。在无声的寂静中响彻的小鸟鸣啭，在水面上潋潋闪烁

的林间阳光，优美的溪流声，会让人入迷到忘记时间的空

间就在这里。在溪流旁的露台上听着小鸟的啼唱与溪流的

合奏，惬意地享用溪流虹鳟三明治与咖啡，以此来开启美

好的一天。

在青森，你会爱上这里热闹的弘前樱花节、新奇的睡

魔祭与热腾腾的苹果浴，一年四季，这里总有一种方式可

以让身心灵深度放松。

提奖词

在森林如画般映照于
大型窗上的休息室里小
憩，并用从八甲田山中
涌出的热泉沐浴，之后
再享受选用蕴含满满
青森滋味的食材所制成
的晚餐，第二天一早醒
来，在溪流旁享用溪水
声环绕下的早餐……奥
入濑溪流酒店将清澈
的流水与深茂的森林
将四季的景色之美展现
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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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在人们心中，茉黎斯酒店是巴黎给人

间的一份献礼。茉黎斯酒店，它又被称为“国王酒店”。的

确，这里奢华的套房虽各有不同，但处处饱含着法国十八

世纪的风格，目之所及，皆如艺术品一般精致，来到此处的

人无不被它的典雅所感染。今年，酒店特邀Lally & Berger

工作室负责设计翻新了29间客房和套房，以前所未有的方

式，带领人们重新走入这一场宫廷梦境中。

这对夫妇的设计灵感来自于打造现代凡尔赛宫的想

法，在新的布局下，所有房间均可饱览迷人的巴黎绝美景

观。每间客房的景致各有不同，展现着窗外动人的美景。站

在宽敞的露台上，白天可以看到杜乐丽花园、罗浮宫、埃菲

尔铁塔、巴黎圣母院、荣军院及凯旋门等城市地标。当夜幕

低垂时刻到来，城市地标纷纷亮起闪烁的灯光，展现在所有

人眼前的，是同样的浪漫，也是不一样的“午夜巴黎”。

最佳套房酒店 Best Suite Hotel

巴黎茉黎斯酒店
Le Meurice

地址_ 228 rue de Rivoli，75001 Paris
电话_ +33（01）44 58 10 10
网站_ www.dorchestercollection.com/en/paris/le-meurice/

而最令人们向往的还数位于顶层的Belle Etoile套房，这

里还是一如既往的壮观辉煌。三间卧室与花园共占地620

平方米，是酒店最宽敞的套房之一。走入套房内，巧夺天工

的设计引人入胜。当中的每一项设计细节均展示着带有艺

术气息的法国手工艺，在青铜色和金色为主调的迷人氛围

中，设计师挑选了Carole Benzaken的多彩当代艺术作品、

触感光滑细腻的Ateliers Perrault橡木家具、及Maison Lucien 

Gau设计的吊灯，赋予了套房别具一格的艺术气韵。

不仅仅在露台上可以360度俯瞰巴黎繁华的城市景

色，套房内宏伟的大理石浴室同样触目，浴室三面墙壁均

带有窗户，自然光线充沛，使浴室显得格外宽敞。沐浴在

漩涡浴缸内放松身心，同时欣赏蒙马特和圣心大教堂的醉

人景色。身处如宫殿般瑰丽的套房中，感受法国人深入骨

髓的浪漫和精致。这一刻，没有人会不爱巴黎。

提奖词

作为巴黎的第一家酒
店，在长达200年的历
史长河中，茉黎斯这家
“老”酒店成为全世界
无数名人大师们的休憩
驿站。鬼才达利热爱这
里的套房，连续三十年
每年都会带上爱人卡拉
来这里住上一个月；伍
迪·艾伦的浪漫喜剧《午
夜巴黎》亦是在酒店顶
层Belle Etoile Suite
套房取景，他们形容这
里是“远在天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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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厘岛乌干沙悦榕庄宛如婚礼蜜月的梦幻之地。酒

店位于巴厘岛南端高达70米的峭壁上，与著名的乌鲁瓦

图寺相邻，四周环绕着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幽静而浪

漫。当情侣们住进泳池别墅，可以忘记都市的喧嚣，在

雨林的环绕下，享受印度洋的海上日出或者璀璨星空。

当然，浪漫的高潮时刻要停留在白鸽礼堂，新人在此许下

最佳婚礼酒店 Best Wedding Hotel

巴厘岛乌干沙悦榕庄
Banyan Tree Ungasan, Bali

地址_ Jl. Melasti Banjar Kelod，Ungasan，Bali - Indonesia
电话_ +62 361 300 7000
网址_ https://www.banyantree.com/zh/indonesia/ungasan-bali

真爱誓言，窗外是梦幻的海岛美景—碧海蓝天，唯美

婚礼，记录下人生中最迷人、最难忘的瞬间。

除了婚礼，这里还非常适合蜜月度假，享受一段丰

富又私密的二人时光。你可以和爱人享受不同风格的美

味，比如在私人别墅里，一起在星空下烧烤，在池畔酒

吧来一杯鸡尾酒，或者在B ambu餐厅及提供纯正巴厘风

味的Ta m a r i n d餐厅，享用当地食材烹饪的美味。而人气

最高也是甜蜜指数最高的用餐地，当数峭壁餐厅J u -M a-

N a—这里是欣赏印度洋美景的好去处，无论是夕阳

西下时，欣赏令人屏息的绚美天际线，还是夜晚曼妙星空

下，与爱人在此享用法式料理，都会获得感官与味觉的

双重创意体验。

情侣们当然不能错过著名的悦榕Spa，沉浸在植物精

华的呵护里，在护疗师专业手法下尽情放松，不论是印尼特

色的治愈式体验，还是融合东西方按摩技艺的Spa体验，

将可以唤醒肌肤、身体与心灵，在静谧中感受自然的力量。

提奖词

在巴厘岛乌干沙悦榕
庄你可以获得关于“浪
漫”的一切，从幽静迷
人的峭壁餐厅，见证爱
情的白鸽礼堂到独具特
色的悦榕Spa，还有一
望无际的印度洋海景以
及柔软细腻的银色海
滩—在这里，情侣们
可以度过一段难忘的亲
密时光，也可以拥有一
场浪漫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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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当地体验酒店 Best Experience Hotel

不丹岗提山谷隐世小屋
Gangtey Lodge

地址_ Just below the Monastery，Phobjikha Valley，Bhutan
电话_ 4001 203276
网址_ www.slhhotels.cn/hotel/gangtey-lodge

岗提山谷隐世小屋坐落在不丹神秘甘唐谷地高处，周

围是延绵的群山，山谷间散布着传统农舍和偶尔闪过的牦

牛，在这里你可以获得回归自然的独特体验。这家精品酒店

只有12间客房，为不丹传统农舍风格，与旁边村庄的一座17

世纪修道院相呼应。客房内部质朴而又有一丝丝“奢华”，

在浓郁的乡村气质中能找到现代的“享受”，比如石材地板

采暖、瑞典燃木火炉和英式四爪底座浴缸等—客人们最

喜欢泡在浴缸中，俯瞰整个喜马拉雅山脉。

在此入住，时光似乎拉长，你可以体味到不丹人最原

生态的“幸福感”—酒店提供的各种返璞归真的旅行

活动，仿佛带领都市人回到几个世纪之前。清晨，你可以

聆听僧侣学院的晨祷，或去村里那座岗提寺，与喇嘛一起

冥想；也可以在附近的农场悠然度过一整天的时光，或在

山谷中与当地人一起体验不丹的“民族运动”—射箭和

飞镖；或在向导的引领下，在开满鲜花的山谷里徒步、骑

行。如果10月至来年3月来到这里，还能欣赏到世界上最

稀有的候鸟之一—黑颈鹤。

户外活动一天结束后，别忘了好好享受传统的不丹热

石浴“Do t s ho”。据说，从不丹周围森林收集的河石和草

药，经过加热后，可激活身心的治愈修复能量。最为难得的

是，岗提山谷隐世小屋从设计到运营，严格秉承环保理念，

尽可能减少对周围景观的影响。

最佳亲子酒店 Best Parent-Child Hotel

德帕科别墅水疗度假酒店
Villa del Parco & Spa, Forte Village Resort

地址_ S.S. 195 Km 39600，09010 Santa Margherita di Pula， 
Cagliari，Sardinia，Italy
电话_ +62 361 300 7000
网址_ www.lhw.cn

立鼎世成员德帕科别墅水疗度假酒店位于意大利撒丁

岛，这里是地中海第二大岛，拥有美丽的海岛风光，同时这里

也是欧洲最古老的地区之一，文化底蕴浓厚，是皇室成员最

爱的度假目的地之一。酒店隐匿在宁静的树林里，远离喧嚣。

其中，59间海景套房沿海分布，私密幽静；此外还有适合家庭

的豪华别墅，配有管家服务、私人花园和泳池的豪华别墅。

虽然这里如同一处静谧的世外桃源，孩子们却不会感

到寂寞。酒店提供了丰富的亲子活动—比如，10岁以下小

朋友可以到小人国游乐场、托玛斯火车乐园，由拥有专业资

质的老师带领一起玩耍，这里还有女孩子们最爱的芭比娃娃

屋，她们可以装扮成心目中最美的芭比。而11至15岁的大孩

子，也不会觉得无聊，他们可以尽情地玩卡丁车和保龄球，或

者体验潜水、沙滩活动等。“冠军级体育学院”也是酒店非

常独特的亲子项目—在这里，可以组织各种竞技运动的训

练和比赛，如足球、网球、篮球、重力训练等，甚至还有乒乓

球。厉害的是，教练都是职业球员，一些客席教练还是前奥

运会奖牌获得者。当孩子们沉浸在丰富多彩的玩耍活动时，

父母们就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享受舒缓的闲暇时光。水疗会

所Thalasso Del Forte拥有6个泳池，客人们可以享受各式海

水保健和护理服务，让身心获得舒缓身心，恢复精力—据

说，宇航员在完成太空任务后也会来此放松调养。

提奖词

立鼎世成员德帕科别墅
水疗度假酒店是一处顶
级的疗养度假胜地，更
是孩子们无忧无虑的乐
园，尤为适合一家人在此
度过美好的亲子时光。
酒店里的亲子活动适合
每一个年龄段的小朋友，
从芭比娃娃屋、小人国游
乐园到潜水、沙滩活动
以及冠军体育学院。

提奖词

如果你想享受岁月静
好，那么岗提山谷隐世小
屋就是最好的选择。它
不仅打造绝佳的下榻体
验，还为旅行者的身体、
精神和心灵三方面构建
联系。今年这家已经获
奖无数的精品酒店加入
了SLH，成为首家加入
此联盟的不丹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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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环保生态酒店 Best Eco/Green Hotel

卓美亚萨迪亚特岛度假酒店
Jumeirah at Saadiyat Island Resort

地址_ Saadiyat Island，Abu Dhabi，United Arab Emirates
电话_ +971 2 811 4444
网址_ www.jumeirah.com/en/stay/abu-dhabi/jumeirah-at-saadiyat-island-resort

卓美亚萨迪亚特岛度假酒店坐落于阿布扎比萨迪亚

特岛，可以俯瞰400米长的保护沙丘及环绕四周的绿松石

水域。客人可以在此探索长达九千米的迷人白沙滩，拥抱

清澈湛蓝的海水，享受一段轻松休闲的度假时光。更为难

得的是，在特定季节里，还能看到栖息在萨迪亚特红树林

中的海豚、绿海龟、玳瑁龟和儒艮等，或者邂逅居住在内

陆的羚羊、鸬鹚、苍鹭、大红鹳。

这家度假酒店以“生态意识”而闻名。在保护生态环

境方面，酒店不仅局限于沙丘生态系统的保护，还致力于

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向客人免费提供可重复使用

的水瓶，并鼓励他们前往水站取用纯净水及气泡水。与此

同时，酒店还彻底摒弃了塑料吸管，特别提供的由可再生

材料制成的风味吸管。

酒店拥有293间客房，尤为适合蜜月情侣和亲子家

庭。尤其是全景套房，设有落地式玻璃幕墙，打开窗户，海

风迎面扑来，仿佛住进了壮阔的海洋之中。另外酒店还设

有8栋别墅，带有私人泳池，在享受无边海景的同时，还拥

有私密空间。除了各种海洋活动和美食美酒，还特别推荐

去占地2700平方米的水疗中心享受静谧，在摩洛哥式大

型土耳其浴室，体验几个世纪以来深受推崇的清洁仪式，

让身心得到滋养。

提奖词

卓美亚萨迪亚特岛度假
酒店是卓美亚集团旗下
首家以“生态意识”为
主题的奢华度假酒店，
设计灵感源自具有原始
风情的萨迪亚特岛美
景。酒店致力于保护酒
店周边的沙丘和海洋，
并通过自身的环保措
施，以及与环保组织合
作，最大程度地减少游
客对岛屿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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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个又一个闲适的午后。

独特的“观鸟桥”可以说是第三站—岗提六善酒店

的特色之一。岗提六善酒店位于不丹中部的富毕卡谷地，

这里是黑颈鹤冬天的栖身地。酒店专门设置了玻璃瞭望

台，可供客人近距离欣赏鸟儿在空中翱翔的优美身姿。从

岗提六善酒店再往东，你就会来到隐身于一片翠绿松林中

的布姆唐六善酒店。布姆塘在不丹语中本就是美丽田园的

意思，这里森林覆盖率接近70%，自然条件得天独厚。酒

店宽阔的窗户让室外的美景成为宾客室内体验的一部分，

因此也获得了“林中林”的美誉。

帕罗六善是不丹六善酒店系列的最后一位成员，这间

酒店毗邻雄伟的古石遗址。设计师巧妙地将“石头”元素

搬入室内，房间的墙壁上石墙与木墙形成一种鲜明却不突

兀的对比，有着令人耳目一新的格调。傍晚时分，与朋友围

聚在温暖的壁炉边，一起分享旅途中遇见的趣事，感受在

返璞归真的生活中蕴藏的一缕缕细微悸动。

在最纯净的地方，铭刻对世界最美的记忆。从日出冥

想静思到一次放松身心水疗护理，从神秘的私人占星术到

心灵读数的顾问咨询，从体验油灯照明仪式到参与穿越原

始森林的越野探险活动，各项令人难以置信的体验皆让人

们用最直接也是最深入的方式去发现不丹人幸福的秘密。

这片“人间乐土”的风情，在不丹六善，一一被解读。

最佳异域风情酒店 Best Exotic Hotel

不丹六善酒店
Six Senses Thimphu

地址_ Chunimeding，Babesa，Chang Gewog，Thimphu，Bhutan
电话_ +975 2 350 773
网址_ www.sixsenses.com/en/resorts/bhutan

的确，六善的每一次出手，都是令人惊喜的。这一次它

大胆地将不丹分号拆分为5大秘境，把82间套房及别墅分

布在喜马拉雅王国的西部和中部山谷。从独特的选址来

看，五座成员酒店皆有着“一览众山小”的观景优势。以不

同的绝色风景作为见面礼，为客人们充分展现着每个山谷

的多样性和特色。如果再细从建筑设计来看，它们全部传

承了六善的精髓，酒店山庄设计受传统精巧的不丹建筑风

格启发，加上室内当地民族风格的装饰作点缀，包括传统

燃木火炉buk ha r i s和经蔬菜染色修复的古董喜马拉雅地

毯，让浓郁的风情在每一座空间中得以继续传承，同时又

能焕发出新的活力。

这一趟格外受人期待的朝圣之旅，不妨就由位于不

丹王国首都的廷布六善酒店作为起点，它是规模最大的一

间，因矗立于山巅而被命名为“天之宫廷”。人们站在酒

店，白天可以俯瞰壮阔的廷布山谷以及该国81.8米高的佛

像，晚上又可以仰望星辰闪烁。当景色转换为壮阔的梯田，

第二座普那卡六善酒店犹如一座“空中农舍”出现在视野

当中。其设计灵感来自于农场、农作物以及不丹传统的悬

臂桥，悬于稻田上方的泳池是最佳的观景平台，刻画着天

然的旖旎风格，在最幸福的国度，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度

海外酒店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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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奖词

坐落于世界最高峰喜马
拉雅山脚下的不丹，以
其国民幸福指数闻名世
界。这里的美丽吸引了
不少顶级酒店集团的
到来，当然也少不了六
善的大驾光临。廷布六
善、普那卡六善、岗提
六善、布姆唐六善以及
帕罗六善，五种不同的
独特体验串联起一场充
满着异域风情的“六善
王国之旅”，欢迎着有
缘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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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宠物酒店 Best Pet Hotel

旧金山日航酒店 
Hotel Nikko San Francisco

地址_ 222 Mason St，San Francisco，California 94102
电话_ 415 394 1111
网址_ www.hotelnikkosf.com

在宠物狗巴斯特来到酒店之前，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位于美国旧金山的日航酒店是一家“宠物友好”酒店。人

们喜欢这里的原因有很多，不论是可以偶遇喜剧演员的夜

总会剧院Fe in s t e in，可以享受日光浴的室内泳池，还是可

以额外为客人提供早餐和红酒的皇家俱乐部客房。但最

值得一提的，还是这份奢华的舒适享受并不只有人类可以

独享，铲屎官们也可以带着自家的萌宠一同来体验。

2015年，酒店甚至聘请了一只可爱的哈巴狗—巴斯

特·普雷苏蒂·波西出任酒店“首席犬运营官”（COO—

Canine Operating Officer）。自它“走马上任”以来备受欢

迎，在社交网络上大量“圈粉”。因此，巴斯特现在也是酒

店Instagram账号的代言人，坐拥成千上万的粉丝。

在社交网络上，人们经常会看到它的“萌照”，包括

它戴厨师帽与酒店大厨合影，戴着小领结、穿着“礼服”

趴在大堂礼宾部桌子上，还有它在旧金山地标建筑金门大

桥前的留影。有这样一位“运营官”坐镇，酒店在对待前来

下榻的萌宠小客人可谓是相当地体贴。

每一位狗狗在入住的时候不仅会在前台收到舒适的宠

物睡垫以及宠物小吃，酒店中还特别精心设置了宽敞的宠

物露台供它们撒欢。就连酒店的室内泳池旁也摆放着宠物

跑道，让主人和狗狗们可以在同一空间中享受各自的欢愉。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帮助宠物们办理入住时，

22.7千克（50磅）以下的小型犬需要主人们额外支付

每晚50美元的费用，而50磅以上的大型犬则需要支付

200美元。当然，没有携带狗狗出行的宠物爱好者们也

不用郁闷，酒店允许客人们租赁巴斯特作为旅伴，让孤独

的客人们也能感受到同样的温暖。

如今，带着宠物一起旅行已经成为一种受到大众追捧

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酒店开始加入到“宠物友好”的

大家庭中，让宠物们在酒店也能享受到专属于它们的设施

和星级服务。因为这些“爱宠计划”的推行，主人们也终

于可以在外出旅行时踏实地带上家里的“毛孩子”一起看

风景，尽享完美假期。

提奖词

2015年Trulia网站曾发
布了一项有关“宠物友
好城市”调查结果，最终
有25座城市入选了“宠
物友好城市”的榜单，其
中位列第一的便是旧金
山。作为全球最大独立
酒店品牌璞富腾酒店及
度假村的成员之一，美国
旧金山日航酒店平均每
年接待上百只宠物，得
到了许多喜欢旅游的宠
物主人们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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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美食美酒酒店 Best Gourmet Hotel

巴黎文华东方酒店 
Mandarin Oriental, Paris

地址_ 51 RUE SAINT-HONORÉ，PARIS，FRANCE
电话_ +33（0）1 70 98 78 88
网站_ www.mandarinoriental.com.cn

众所周知，巴黎文华东方酒店对于“极致”的追求

是方方面面的。不愿在选址上做任何妥协，因此它选中了

巴黎市中心圣奥雷诺街上三栋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办

公楼，为空间注入了非同凡响的文化底蕴；不愿在做居所

的打造上做任何妥协，因此它请来知名设计公司Gil l e s & 

Boissier操刀设计出拥有430平方米的巴黎风情公寓套房，

作为巴黎最大的酒店套房之一彰显着纯粹的优雅；不愿在

餐饮体验上做任何妥协，因此它力邀米其林星厨T h i e r r y 

Marx，引领所有客人踏上米其林星级美馔之旅。

Thie r r y Mar x作为法国最负盛名的厨师之一，一直以

来凭借着勇于创新的烹饪技术，从法国和亚洲各国广泛游

走的经历中获取灵感，创造出在味觉与视觉上触碰心灵的

料理。1988年，他在图尔的Roc en Va l餐厅荣获了人生中

的第一颗米其林星，紧接着1991年在尼姆的Cheval Blanc 

力夺第二颗米其林星。随后十年，他在罗莱夏朵精品酒店

集团旗下的Chateaux Cordeillan Bages餐厅荣获两颗米

其林星，其后加入巴黎文华东方酒店，开设了Sur Mesu re 

par Thierry Marx餐厅，同时管理酒店中的Camélia、蛋糕

店和其他餐饮，以自己的独特风格为就餐者带来无与伦比

的美食体验。

走入Sur Mesure par Thierry Marx，法餐的精致氛围

扑面而来。这座米其林两星的美食殿堂深受巴黎高级时装

的启发，白色布料装饰墙壁和天花板，给人以白云般的飘

逸感，中央的椭圆形水晶灯仿佛悬挂在半空中，与桌面上

仿若一件件独立艺术品的菜肴相映成趣。

Thier r y Marx特别注重食物的味道、形状和颜色，因

此餐厅中的每一道出品皆融合了技艺与感官，传统和创新，

为客人创造一次由食材和季节导航的美食航程。意大利大

豆调味饭、蔬菜意式饺都是值得品尝的经典美味。

如果想要在轻松的氛围中享用美食，Camél ia是品尝

传统法国美食创新制作的完美之所。在花园中的“鸟笼”

式餐位入座，餐盘中盛装的料理以更加温暖宜人的姿态与

食客们做了一次会面，主厨用一场沉浸式的感官盛宴轻而

易举地让人们沉醉其中。

而Bar 8则提供着Th ie r r y Mar x精选的街边经典小

吃。在他看来，种类繁多的当地传统小吃，反映出一个国

家的餐饮文化。汉堡、炸鱼、薯条以及各类小点心依次步入

餐桌，带来熟悉温暖的味觉体验，不由得让人会心一笑。

对于到访巴黎文华东方的理由，从来不止于奢华居所的体

验。米其林二星餐厅Sur Mesure par Thierry Marx的舌尖

滋味，以及Camé l ia、Bar8中的用心味道串联成一场流动

的美食盛宴，值得你专程前往。

提奖词

对于一家酒店来说，坐
拥米其林光环的餐厅无
疑在味蕾上多了几分竞
争力，巴黎文华东方酒
店正是如此，在这里，
每一次相逢，都是一场
与众不同的“宴”遇。

World Hotel Awards
海外酒店榜单

2 0 1 9



172          TARGET Magazine TARGET Magazine          173

遗留在那里，随着旋律在夜空中飘散直至杳无踪影。

如果你更向往在安静的环境中与朋友们执杯畅饮，那

不妨前往以欧式酒馆为灵感打造的Lako rn。这里宛如一处

永恒经典的私密都市绿洲，客人们可选择以泰国传统舞蹈

为装饰灵感的室内用餐区，或就坐于户外露台用餐区，在

曼谷的微风中一边欣赏绚美迷人的都市全景，一边品味精

致地道的欧洲美肴。

每一道西式小点和主餐、深受喜爱的泰式特色美肴变

幻着多样的造型，与闪闪发光的新旧世界葡萄酒组成强大

的阵容，用美食与美酒将此刻的每个人拉到最近。灯火阑

珊中，放下手机，卸下伪装，忽略嘈杂，抛开繁琐的用餐礼

仪，在觥筹交错中享受瑰丽夜色中的美好时光。

在曼谷逗留的时光，就应该如此，白天留给街头探索

生活小店，晚上留给酒。饮酒至微醺时刻，忽而想起夏目漱

石的话语，“想摇晃着站起来，脚步也变得轻飘飘，想出去

看有趣的世界，抬头看看月亮，对她说，晚上好”。

靓丽创意的鸡尾酒、纤细温柔的葡萄酒、粗犷浪漫的

啤酒，拥有着地下风格的Lennon's酒吧是城市中最特别的

存在，令人耳目一新的感官体验就藏在沉重大门的背后。

乘坐酒店电梯来到30层，从隐匿于前廊的入口进入，

你会感受到进入秘密领地的奇遇感。这里拥有亚洲首屈一

指的黑胶唱片珍藏，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从多达6000张黑

胶唱片中任意选择爵士、流行、摇滚或蓝调音乐聆听，甚至

可以购买失传已久的心仪唱片，抑或将自己收藏的经典唱

片带入酒吧，请DJ在先进的音响设备上播放。

酒吧经验丰富的调酒师手工调制各款精选鸡尾酒，自

制的亚洲风味鸡尾酒尤其令人赞叹。复古的菜单上还原了

多款采用上世纪40至70年代的稀有烈酒陈酿而手工调配

的经典鸡尾酒，如Alexander，Tuxedo及Martini等，甚至还

可以享用并购买禁酒时代的烈酒。

置身于此，特色手工调制鸡尾酒与过往数十年来备受

喜爱的热门音乐交相呼应，身后是熠熠生辉的曼谷夜景，

时光仿佛在此倒流。所有开心的不开心的情绪似乎都可以

最佳酒吧酒店 Best Bar Hotel

曼谷瑰丽酒店
Rosewood Bangkok

地址_ 1041/38 Ploenchit Road，Lumpini，Pathumwan Bangkok，10330，Thailand
电话_ +66 2080 0088
网站_ www.rosewoodhotels.com/sc/bangkok

提奖词

对于曼谷这座天使之
城来说，夜场，早已是
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
部分。随着夜色降临，
城市中的各色男女鱼
贯而入走进曼谷瑰丽
酒店中的Lennon's和
Lakor n酒吧，拉开了
微醺的夜，袒露着白日
里不欲人知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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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精妙绝伦的影院娱乐、激情涌动的夜总会以及一座

拉斯维加斯风格的娱乐场，组成了这座当年全球造价最高

的酒店项目之一—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迄今为止，

新加坡滨海湾金沙依然稳居新加坡最贵酒店系列。

整个工程由美国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在新加坡斥巨

资打造，历时四年完成。从远处观看，这栋极具时代意义

的建筑有着出神入化的营造手法。由三座高达200米的高

塔共同支撑着一座未来主义的空中花园而缔造的建筑造

型新颖独特，堪称“艺术品”一般的存在，而位于顶层的空

中花园，更是绝妙而大胆的点睛之笔。

在这座占地一公顷的美妙据点中，设有餐厅、酒吧、

咖啡馆，以及能够360度全视角观赏新加坡天际线及四周

粼粼水波的观景台，成为城市天际线中最迷人的装点。不

过，对于来此“朝圣”的旅行者来说，可以直面滨海湾胜

景的无边界泳池才具有致命的吸引力。空中泳池全长150

米，距离地面200多米高，是全球最大的空中室外无边际

游泳池。泳池边缘似无任何遮挡，如瀑布一般，与狮城的

摩登高楼景致相得益彰。实际上，它只是以一种巧妙的视

觉角度带来震撼的观感。安全护栏的“隐身”设置让人们

既可以安全地在无边际泳池中自在畅游，也可以悄悄游向

边缘处，享受肾上腺素飙升的刺激之感。

从白天到黑夜，浸在泳池中欣赏新加坡迷人的都市景

观，看夕阳余晖在眼前变幻着模样，之后还可以在泳池边

躺椅上悠闲地啜饮一杯香槟，让所有人全然沉浸于放松的

状态，悠享云端浪漫时光。与其将新加坡滨海湾金沙定义

为一座酒店，不如说这里是一个造梦王国。在这里，摩登

与绚烂碰撞成最亮的一束光，点亮了城市的夜空。

人人都说，要想领略新加坡最美的风景，必须要去一

次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的无边泳池。横卧于市中心57

层的云端泳池，坐拥城市天际线，灯火辉煌的夜色就在脚

下，狮城的精髓在这方寸之间已经呈现得淋漓尽致。

大型的空中花园、杰出的艺术科学博物馆、壮观的无

边泳池，还有各种国际奢侈品牌精品店、精致时尚的名厨

最炫酷泳池 Best Pool Hotel

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
Marina Bay Sands

地址_ 新加坡海湾舫道10号
电话_ +65 6688 8868
网址_ zh.marinabaysands.com

横卧于57层的云端泳池坐拥城市天际线
灯火辉煌的夜色就在脚下
狮城的精髓在这方寸之间

已呈现得淋漓尽致

提奖词

泳池，几乎是每一家奢
华酒店的“标配”。而一
座令人惊艳的泳池，往
往会成为人们爱上一家
酒店的理由。试想一下，
一边游泳一边俯瞰城市
风光，在落日的余晖下
定格一张浮在云端的完
美照片？这样的惊奇泳
池，是否会让你想要去
身临其境感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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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水疗酒店 Best Spa Hotel 

曼达帕丽思卡尔顿隐世精品度假酒店
Mandapa, A Ritz-Carlton Reserve

地址_ Jalan Kedewatan，Banjar Kedewatan，Ubud，Gianyar Bali，
Ubud，80571 Indonesia
电话_ +62 361 4792 777
网址_ www.mandapareserve.com

在巴厘岛乌布的一处原生态村落里，藏匿着曼达帕丽

思卡尔顿隐世精品度假酒店，沿阿漾河而建，周围环绕着

茂密的热带丛林。酒店设计灵感源自当地文化与自然，置

身于此能感受到传统巴厘岛风格与当代酒店建筑的巧妙融

合。这里拥有35间套房和25栋私密泳池别墅，每一间都能

享受美丽葱郁的热带雨林、稻田或者潺潺流淌的阿漾河。

在此，游客们可以远离尘世的喧嚣，体验乌布温泉度

假村的安宁。著名的曼达帕健康养生水疗就位于阿漾河

畔的茂密丛林之中，在此冥想或者理疗，聆听川流不息的

河水声音，让身心获得舒缓与放松。这里的水疗灵感源于

古老的巴厘岛传统，将ESPA水疗产品与当地植物产品相

结合，同时还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理疗大师常驻。比如，

近期的驻店理疗师Vé ro n i q u e来自法国，是一名经To ny 

Robb in s认证的励志大师和理疗师，引导客人治愈和释放

身心，感知灵魂深处。

除了各种理疗项目，周边的稻田还为每一餐提供了基

本食材，除了大米，还有芳香宜人的香料、色彩缤纷的蔬

菜、鲜嫩多汁的肉类以及产自本地的鱼类等。酒店餐厅还

可以根据客人的健康需求，用当地新鲜食材定制养生排毒

菜肴。最有趣的是，客人们还可以置身于传统稻田中，体验

历史悠久的水稻种植、收割和管护方法，并品尝通过自己

劳动收割的稻米。

提奖词

“曼达帕”取自于一座
传统印度庙宇的入口，
曼达帕丽思卡尔顿隐
世精品度假酒店如同一
处静谧的避世之所，让
客人远离尘嚣，修身养
性。这里背依一望无垠
的稻田，隐匿于庙宇群
中，最极致的体验就是
享受量身定制的各种精
神修炼、健康养生和排
毒美容项目。

World Hotel Awards
海外酒店榜单

2 0 1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