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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出
你的老
爱尔兰遍地是“高尔夫黄金”，风景优美、海岸迷人，从天然潇洒的林克
斯到磅礴大气的内陆公园球场，不一而足。这片充满魅力的岛上的大部分
球场和度假村都会给人无限的闲适时光和开朗的度假心情。但即便是在这
个高尔夫天堂里，K Club 也绝对是翡翠岛经典之旅的一张王牌
文 陈丹青  图 The K Club

K
THE K CLUB

K Club俨然成为爱尔兰顶级球场名
单里的优秀新生代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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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尔兰名场扎堆的高尔夫名单里也许算不上什

么大来头。它建成于上世纪 90 年代，在随后的几

年完善配套设施，举办大赛，建立口碑，慢慢跻身

到目前的爱尔兰顶级高尔夫度假村的行列，尤其在

举办过 2006 年的莱德杯之后，声名远播。据美国

汽车协会统计调查，K Club是爱尔兰少数几家红五

星级酒店之一。

和爱尔兰许多顶级度假村一样，K Club从外观

看起来也是奢华古堡路线。整个度假村在爱尔兰东

南部占据了 550 英亩肥沃的土地，一望无垠的绿

色庄园大地上有一片洁白庄严的城堡建筑，简洁优

雅。还未走近探个究竟，我们就率先感受到一种古

典与现代包容的气息。这片地产的历史要追溯到

1831 年，著名酒商休 · 巴顿从亨利家族手里买下

了这片地，当时的城堡是典型的法式风格，后来增

加了一座钟楼，后者又被改成现在酒店的东翼楼。

休买下这片地产之后就作为家族财产传承了下去，

但也几经周折，在近代的几十年里，这片地产经历

了好几任业主，其中包括电影制片人凯文 · 麦克克

罗里、地产开发商帕特里克 · 盖拉格等。1988 年，

这栋建筑被杰弗森斯默菲集团购入并改造成了 K 

Club，三年之后，度假村正式营业。目前度假村的

业主叫迈克 · 斯默菲，他从合作伙伴手里以 4000

万欧元的价格收购了对方 41% 的股份，独享整个

度假村所有权。

这座闪闪发亮的度假村坐落于爱尔兰的基尔

代尔郡，从都柏林机场驾车前往只需要 30 分钟。

即便在拥堵的高峰期，45 分钟也足够了。汽车从

大门驶入两侧大树林立的大道开始，K Club的宁静

优雅和精致奢华时光就一点点在眼前展开。风尘仆

仆的访客会在这里享受到无以伦比的奢华住宿、餐

饮体验和休闲时光，当然，精致而又富有古典韵味

的度假之旅要从挥杆开始……

像“莱德杯”一样去战斗
帕尔默场
The Palmer Course

美国人一定很想忘掉 2006 年的莱德杯。在那

场对抗赛上，美国队 9.5:18.5 大比分输给了欧洲队，

欧洲人尤其是爱尔兰人，对那场比赛津津乐道，可

谓视如珍宝啊。那场精彩的跨国队际赛也让 K Club

以及它的帕尔默场声名鹊起。

由高球皇帝打造的帕尔默场也是 1991 年正式

对外营业，它同时还是整个爱尔兰第一个举办莱德

杯的球场。2016 年，球场还举办了爱尔兰公开赛，

麦克罗伊夺得了最后的胜利。度假村在宣传这座球

场的时候毫不掩饰这份骄傲——“在职业高手们打

球的地方打一打”。这对大多数发烧友来说是奏效

的，毕竟去奥古斯塔打球或者温布利体育场踢球都

不容易，但在莱德杯赛场上来一场好实现多了。

利菲河蜿蜒穿行在这座全长 7350 码的公园型

球场边，它和球道边林立的大树一起，创造了许多

冒险和补偿并存的机遇。开球上球道将是普通球

友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在这座球场里，有 14 个洞

都或多或少伴随着水障碍。而在每个四杆洞，你

基本上只会想着一件事：开球的落点一定要选好，

才能保证第二杆攻上果岭。在 1 号洞、6 号洞和 7

号洞第二杆都需要过水。到了 11 号洞和 13 号洞，

K CLUB

毕竟去奥古
斯塔打球或
者温布利体
育场踢球都
不容易，但
在莱德杯赛
场上来一场
好实现多了

左图：K Club斯默菲场的挑
战性似乎比莱德杯场还要大

右图：和好友亲朋一起划动
皮划艇是享受爱尔兰的静谧
时光的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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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水障碍出现在果岭侧方。在这座莱德杯球场

上，难度排名第一的是 7号洞。这一洞还有个名字：

迈克的最爱。老板最爱的球洞长什么样？全长 430

码，开球面对的球道区狭窄，整个果岭的前方和右

后方都被水障碍包围。如上所说，如果开球没打好，

第二杆还是打到水前缓攻一杆吧。结束的几个洞围

绕利菲河展开。全长 570码的 16号洞就被这条河

一分为二，狭窄的果岭被水带环绕，除此之外，这

一洞还充满了沙坑、大树和具有惩罚性的长草区，

挑战重重。17 号洞则是一个狭长的四杆洞，又得

名“半月”。而在“收工”回会所之前，你要先过

了18号洞果岭前一片湖水和四个沙坑围剿的难关。

什么？比莱德杯场还难打
斯默菲场
The Smurfit Course

斯默菲球场是 K Club 另一座 18 洞球场，同

样由阿诺德 · 帕尔默设计打造，于 2003 年建成营

业。它是业主迈克独享度假村所有权之后重新改造

而成。不像许多度假村里的第二座球场那么饱受

“冷遇”，斯默菲的光芒丝毫没有被帕尔默莱德杯场

地的高调名声所影响。它举办了 1995 ～ 2007 年

连续 13 届的欧洲公开赛。职业高手们可以证明帕

尔默打造的这一座挑战乐园的难度不比它的姐妹

场——莱德杯场地来得小。整座球场尤其后 9 洞

的水障碍、金雀花，还有大片的延伸型沙坑，足以

挑战你的记分卡。

这座球场的特色洞要属几个五杆洞。站在全

长 603 码的 3 号洞梯台，你几乎就在一个盲区，

这种情况多见于林克斯而不是这样一个公园型球

场。7 号洞可以说是这片土地上最漂亮的一个球洞

了，尽管也许有点过分精致。整个球道右侧是一片

静谧的湖水，四周由 1.5 米高的石墙包围，绿荫弥

漫。斯默菲的结束洞是一个魔鬼般的五杆洞。全长

578 码，通往岛果岭——天鹅岛的路上是一片湖水

的考验。

异乡人的温暖奢华假期
K Club 度假村的配备几乎完美。除了两座 18

洞锦标赛级球场，还有五星级酒店、独具特色的 K 

Spa 水疗馆、网球场、钓鱼区、驯鹰场、飞碟射击

加入璞富腾 正当时
璞富腾酒店及度假村 (Preferred Hotels & 

ResortsSM）是涵盖全球 85 个国家和地区超

过 700 多家不同类型酒店、度假村、公寓以

及私人管理物业的独立酒店联盟。璞富腾酒店

及度假村旗下五大酒店系列为尊贵的宾客提供

奢华且无与伦比的下榻体验，并根据其生活

品味量身打造专属服务。旗下每家物业皆秉

承了璞富腾酒店及度假村综合质量保证计划

高品质和高水平的服务标准。iPrefer™ 客户忠

诚度计划、Preferred ResidencesSM、Preferred 

FamilySM、Preferred PrideSM 及 Preferred Golf™ 

为寻求独特体验的旅行者提供了丰富的专享礼

遇。Preferred Golf（www.preferredgolf.com）

让会员优先入住逾 65 家“一生必须到访”的

全球知名高尔夫度假村，在著名球道上挥杆击

球，缔造毕生难忘的回忆。当中大部分高尔夫

球场均曾用作举办享负盛名赛事的场地。每年，

Preferred Golf皆会举办国际高尔夫挑战模拟赛

Preferred Golf Fantasy Challenge，让会员竞逐

每周的高尔夫之旅大奖。

球场资讯
K Club帕尔默场

The Palmer Course
18洞，Par72，
全长7350码

K Club斯默菲场
The Smurfit Course

18洞，Par72，
全长7277码
设计师：

阿诺德 ·帕尔默

TIPS

区等等，满足了长途跋涉的球友及家人的几乎所有

度假需要。目前，酒店也是璞富腾酒店及度假村长

期合作的成员酒店 , 属于旗下 Legend 和 Preferred 

Residences 系列，并被璞富腾酒店及度假村评为

爱尔兰、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最棒的酒店之一。

酒店拥有 90 间宽敞精致的客房，其中包括 9

间套房。每间客房都是独立设计，陈列着名画真迹

与难得一见的古董，每间浴室配以漂亮的手绘壁画，

即使是浴室的把手之上都有精心的手绘图案。走出

房间，就可以感受爱尔兰迷人的田园气息。修剪整

齐的爱尔兰私人庄园是钓鱼、骑马、驯鹰和飞碟射

击等户外活动的最佳场地。不出度假村，你就可以

在这家拥有众多顶级设施的酒店里体验不一样的

爱尔兰文化。如果是与家人孩子前来度假，还可以

选择这里的家庭套房，床头及客厅沙发贴心布置的

泰迪熊让孩子可以在这收获各种惊喜。不仅如此，

酒店还贴心十足地为前来下榻的宝宝准备了滚动

式折叠床。儿童俱乐部提供多项丰富多彩的活动可

供孩子尽情玩耍。小朋友可以在此感受一次终生难

忘的驯鹰术，还有射击、皮划艇、游泳等各式户外

活动。

从正式开业那天起，K Club就不断完善无以伦

比的住宿体验和细腻服务。正如 K 这个字母显示

的某种霸气属性和神秘感，它也是颇受欧洲上流社

会青睐的娱乐场所之一，也承接过许多贵胄名流的

休闲假期。度假村的礼宾小伙介绍说，美国人是最

喜欢到他们这里度假的了，其次是欧洲人，不过现

在到访的中国客人也多了起来。度假村球会转场餐

厅甚至还有会说中文的服务人员；斯默菲球场会所

里还有一家 K Thai 餐厅，提供多种亚洲风味美食，

充分考虑到了“亚洲胃”的需求，为许多远道而来

的中国宾客提供了更多便捷服务。除了酒店自带的

丰富的餐饮美食体验，位于度假村外，距离几公里

的村庄里还有一家由 K Club 经营的爱尔兰传统小

酒吧——The Straffan Inn还能为异乡客带来惊喜。

这座酒吧建于 1820 年，最早是军队的哨所，之后

成为当地的警察局，再之后 1920 年才成为一个酒

吧。当年麦克罗伊做东的爱尔兰公开赛来到这里，

度假村专门在这里为广大球迷和球员们提供了一

个晚上交流喝酒的地方。无论如何，来到这里，必

须喝杯吉尼斯或者威士忌再走。平易放松的爱尔兰

大自然、应有尽有的酒店服务、静谧隐世的独特氛

围，大概是吸引诸多异乡游客前来消磨时光的重要

原因。

K Club度假村占地 550英
亩，拥有两座球场和酒店等
系列度假设施

K Club酒店套房的起居室一览

左上图：K Club酒店豪华客房
左中下图：骑马和射箭都是度假村里
颇受各地游客欢迎的户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