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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市中的隐逸桃源 
THE LUXURY HOTELS IN BUSY CITIES

人们总说，生活在别处，远方只是诗意的想象。但其实，即便是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大都市中，也有
桃源之地，正所谓“小隐于野，大隐于市。”它们雄踞于城市中心，守护一方净土，演绎着“曲径通幽
处，自有暗香来”的绝妙意境。9月秋高气爽，“隐市”情节成为当月的不二主题，本期 将
聚焦大隐于市的城市秘境，带领你走进都市“隐居的生活”，感受低奢下榻的独特魅力。

HOTEL

酒店

能够凌驾于东京上空的酒店，皆出身名

门，虹夕诺雅·东京便是其中之一。作为星

野集团旗下虹夕诺雅品牌的全球首家城市

温泉酒店，在这里，再具有仪式感的设计也

不会显得过分隆重。不同于寻常酒店的到达

方式，想要走进虹夕诺雅，首先要越过玄关

前的树林，穿过木门，才能到达。酒店好似

在外界和内部之间设置了结界一般，褪去繁

杂，以极简的状态开门见山，为所有来客预示

了一场“奇遇”即将带来。

在玄关处脱下鞋，换上酒店为客人准

备的具有日本旅馆风情的下榻服，在身着

和服的服务人员带领下，步入狭长的、铺设

着榻榻米的走廊，同时也和身后的东京都

做了告别。酒店在室内选用了一系列充满着

传统文化魅力的日本式陈设，穿行其间，思

绪会自动切换到百年前的江户时代。

将旅行变成隐居，是虹夕诺雅一直致

力打造的住宿体验。酒店一共有84间客房，

包括樱、百合、菊三种类型的传统和室，简

约的设计、木质的家具，一切犹如民居本身

的样子，在精心设计过的灯光下，展露着日

式美学的玄妙。作为客房的延伸，位于各层的

OCHANOMA Lounge是下榻在该层的客人专有

的休息空间。酒店根据不同的季节准备不同的

餐饮，让人们不仅可以体验到最尊贵的迎宾奉

茶和最传统的日式早餐，还可以在日间享用茶

和点心，并在夜晚享受餐前餐后的美酒时间。  

除了见微知著的设计以及美酒佳肴的

相伴，虹夕诺雅更不顾成本地将大手町地下

1500米的温泉搬到了17层，让客人即使身在

都市的中心，也能够浸泡温泉，放松身心。

都市上空的隐居秘境  │  HOSHINOYA Tokyo

星野·虹夕诺雅·东京 
地址_ 1-9-1 Otemachi，Chiyoda-ku，Tokyo，Japan
电话_ +81 50 3786 1144
网址_ www.hoshinoresor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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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透、简约、纯粹，坐落于斯德哥尔摩的

At Six酒店如同北欧美学格调的完美化身。

At Six是璞富腾酒店及度假村“LVX”系列的

代表作之一。酒店的前身是Swedbank银行

总部，在伦敦建筑事务所Universal Design 

S tudio的操刀下，人们从踏入酒店大堂的一

刻起，便会惊讶于在这座典型野兽派风格的

建筑中，竟藏有如此优雅精致的内里。这种

新与旧、粗糙与精致的对比形成了强烈而有

趣的碰撞。设计师们一边以稳重的水泥打造

出简约的工业感，一边又选择精致奢华的内

饰，由此成就了一家独具时髦风格的酒店。

奢华高级的灰色成为空间中的主色调，

既像是在映衬建筑的外观，又像是刻意与建

筑外观拉开距离。这里犹如一座珍贵的艺术

博物馆，由加泰罗尼亚艺术家若姆·普伦萨

设计的女人头雕像被摆放楼梯之上Kris t ina 

Matousch完成的艺术作品被收藏在此，瑞典

摄影师Dawid的创作则为酒店中的艺术画廊

添上了完美的一笔……它们无一不在向来客

传达着At Six的哲学：空间与艺术的“有氧碰

撞”，同时也赋予了客人们无限的灵感。设计

与艺术的魅力共同交织在同一空间中，让客人

在大堂逗留的时间变得意犹未尽。

343间客房一如整座酒店的设计，保持

着完美的鉴赏力。定制的Unive rsa l古典家

具、纯手工玻璃吊灯、极富瑞典风情的皮革

以及当地艺术家Lies-Marie Hoffman用一根

瑞典的榆树干手工雕制的公共餐桌，无一不

在诠释北欧的设计精髓。这些各具魅力、不

拘一格的摩登住所，陪着每位来到这里的客

人从黑夜走向白昼。

艺术魅力的摩登居所  │  At Six

At Six 
地址_ Brunkebergstorg 6 Stockholm 111 51 SE
电话_ +46 8 578 828 00
网址_ hotelatsix.com

几个月前，一场“金特会”的会晤地曝

光，再次让新加坡嘉佩乐酒店成为全球瞩目

的焦点。这已经不是新加坡嘉佩乐酒店第

一次出现在镁光灯之下，“新加坡的世外桃

源”“新加坡最梦幻的婚礼举办地”“新加

坡最好的度假酒店”，这些称号让它从2009

年揭幕之日起便成为城中的风云地标。

在马来语中，“圣淘沙”意指祥和与宁静，

坐落于圣淘沙岛上的新加坡嘉佩乐酒店沿海

岸线而居，掩映于30荧幕的翠绿山峦之中。仅

仅需要10分钟的车程，客人便能从全亚洲最繁

华的城市之一进入到这个奢华的隐密空间。

翩翩起舞的孔雀成为酒店最优雅的门

童，引领客人走入这方动人的下榻之所。雅致

的酒店大堂中，点缀着充满亚洲风情的艺术

装饰与家具；自然的庭院环境中，隐藏着三个

独立的层叠式泳池，112间客房的每一个角

度、每一个细节都拿捏得恰到好处，不论是

热带雨林的景观，抑或是一望无际的南海景

色，皆能让人沉醉其中。

两套名为“殖民庄园”的总统套房更是

如“伊甸园”一般的存在。如其名，庄园本身

为历史保护建筑，并设有私人车道、三间宽敞

的卧室、现代化厨房、餐厅、书房、起居室、精

致泳池和佣人房等。多元文化在这里激烈碰

撞，造就了时空的交错之感，让客人们如同穿

越古今，在摩登的都市生活中体会到百年历

史文化的沉淀。

殖民风情的风云地标 │  Capella Singapo

新加坡嘉佩乐酒店
地址_ 1 The Knolls，Sentosa Island，Singapore
电话_ +65 6887 9835
网址_ www.capellahotels.com/en/capella-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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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曾是Valaya Alongkorn公主的行宫，

也曾是曼谷都市中首屈一指的酒店，如今，它

是曼谷艾瑟尼豪华精选酒店。在经过了一场

大规模的改造后，曼谷艾瑟尼豪华精选酒店

完成了从曼谷艾美酒店的蜕变，成为大都市

中的全新地标。

酒店的设计灵感源自泰国的拉玛五世国

王朱拉隆功的女儿Valaya Alongkorn公主。为

了向曾经辉煌的皇家行宫致敬，在修葺的过

程中，酒店力求保留传统氛围，这其中包括

皇家俱乐部客房及雅典娜套房中的泰国皇家

典礼元素。酒店内部精心搭配的色彩与艺术

品，将Valaya Alongkorn公主所处的泰国殖民

时期的建筑装饰风格最大程度地还原出来。

因此，重新问世的曼谷艾瑟尼豪华精选酒店

当之无愧的赢得了亚太地产五星奖之“最佳

酒店内饰”大奖。气势恢宏的楼梯与璀璨耀

目的定制吊灯，使人们一踏入酒店便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374间“高级感”十足的客房也

是极其优雅的所在，房内设计在皇家富丽奢

华的风格之中同时嵌入了精美的泰国布艺饰

品，完美呼应了“公主行宫”经典永恒的装潢

风格，营造出了无与伦比的下榻之所。

一家酒店，就如同一座曼谷城，曼谷艾瑟

尼豪华精选酒店似将整个“天使之城”浓缩于

一地，带领着人们以全新的视角来体验大都会

城市的魅力。屋顶泳池的建造如若在城市中心

辟出了一处宁静的绿洲；艾瑟尼水疗中心中有

为客人根据血型定制的“Immunetra血型免疫

按摩”；在温咖喱餐厅体验以皇室菜谱演绎的

美馔佳肴……这些丰富的体验，都是艾瑟尼

豪华精选酒店想带给你的生活方式。

曼谷皇室宫殿的穿越之旅  │  The Athenee Hotel, a Luxury Collection Hotel Bangkok

曼谷艾瑟尼豪华精选酒店
地址_ 61 Wireless Road（Witthayu），Lumpini，
Pathumwan Bangkok，10330 Thailand
电话_ +66 2 650 8800
网址_ www.theatheneebangk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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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卓美亚酒店，你想到的第一个关键

词是什么？奢华？还是顶级？如今，它想带给

人们一点不一样的新鲜感。在迪拜，这个流光

溢彩的沙漠城里，没有人能说清到底隐藏着

多少种惊喜。正如这所城市一般，卓美亚也用

层出不穷的新惊喜打动着每位旅人的心。

今年夏天，卓美亚的家族再次迎来了新

的成员。代表着“潮流”“活力”的卓美亚斯

布尔之家阿尔塞夫酒店的揭幕，为迪拜河畔

南岸的旧城区注入了不一般的生机与活力。

宽敞的Chapters大堂布满了对比鲜明的艺术

品，书架上的每个格子均由迪拜不同创意团

队所设计，上面放满了各种可借阅的书籍。多

种语言的“探索”字样点缀着这方空间，勾

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探索欲。在办理完入住手

续之后，一杯到达饮品—由来自香料市集

的新鲜藏红花及也门纯蜂蜜混合而成的生

姜美酒，让度假的喜悦感顷刻而出。

酒店用点石成金的设计细节，引领客人

们踏上一场“探索”之旅。NYON餐厅内，

黑白图片展示着世界各地最具标志性的城市

以及迪拜不同视角的照片。客房中，摆放着

以航天员紧握月球为形状的灯具，受迪拜文

化启发的天花板设计尽显巧思，墙上挂着的

各种现代艺术品，彰显着时尚潮流的魅力……

不论是躺在舒适客房和套房中的B&B意大利

床垫上，还是享受时尚客房专用席梦思床垫

温柔的呵护，你都可以随时环顾四周，开启一

场趣味横生的“寻宝”游戏。

或许，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人们旅途中的

一处下榻场所。卓美亚斯布尔之家阿尔塞夫

酒店用时尚的设计、独特的文化和卓越的服

务，重新定义“奢华”，给予人们更多超出预

期的惊喜和新意。

年轻潮流的活力之家 │ Zabeel House by Jumeirah, Al Seef

卓美亚斯布尔之家阿尔塞夫酒店
地址_ Al Seef，Dubai Creek，Po Box 35449，Dubai 
电话_ +971 4 7077077
网址_ www.zabeelhouse.comm

如今，越来越多的老牌奢华酒店正在“攻

占”着那些小众旅行目的地，比如莱佛士。就

在几个月前，把它的新分号搬到了波兰华沙。

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的莱佛士酒店都是历史悠

久的城中地标，新加坡莱佛士酒店坐拥百年传

奇建筑，金边莱佛士酒店的前身是东南亚奢华

酒店Hotel Le Royal……而华沙莱佛士酒店则

经由一栋建于19世纪的传统酒店改造而成。

1857年，这座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式

酒店由Enrico Marconi建造，19世纪时期因

作为欧洲酒店的尊贵典范而声名大噪。在波

兰作家BoleslawPrus的经典名著《玩偶》中，

还对这座酒店盛大的新年前夕舞会进行了描

传统与传奇的交融之地 │  Raffles Europejski Warsaw

华沙莱佛士优若派斯基酒店
地址_ Krakowskie Przedmiescie 13，00-071，
Warsaw，Poland
电话_ +48 22 255 95 00
网址_ www.raffles.com/warsaw

绘。它见证了波兰恢复独立、二战的瓦解以及

之后持续数十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尽管酒店的部分建筑已经被摧毁严重，

但是经由莱佛士酒店的改造，这座位于皇家

之路上的酒店仍在在历尽千辛万苦后重拾其

战前辉煌，再度成为城中的焦点。如今，重新

揭幕的莱佛士优若派斯基酒店犹如一扇展出

着波兰历史与文化的橱窗。人们可以通过那

些陈列于酒店中的灯具、木材精雕的床头板

和镶木地板，感受到波兰传统文化中精湛的

技艺。酒店106间客房及套房中，当代波兰艺

术品将其装点得更加辉煌；大理石打造的浴

室为装饰艺术风格，情调高雅；从宽敞优雅

的客房可欣赏旧城区、总统府的风景，视线穿

过这座城市最大的广场，还可以眺望到无名

烈士墓那永不熄灭的火焰，以及后面绿树成

荫的萨克森花园。

世界一流的精彩美食事之旅是体验华

沙莱佛士酒店必不可缺的精彩部分。优若派

斯基烧烤餐厅由备受赞誉的西班牙工作室

Lázaro Rosa Violán设计，蓝色与白色的配色醒

目而大胆，与现代波兰料理相得益彰；品牌标

志性的长廊酒吧位于酒店的中心位置，供应

各式创意鸡尾酒；Lourse Warszawa Patisserie

糕点店则以白色大理石和黄铜切边营造出优

雅的氛围，长久以来，一直是当地居民和旅游

者们享用各式精致糕点的绝妙之所。

华沙莱佛士优若派斯基酒店以前所未有的

高度，让人们沉浸在艺术、美食和历史之中，从

而更加深入了解波兰这座城市内在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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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世界上第一家瑞吉酒店在纽

约开业，创造出了一种引领曼哈顿上东区风

尚的贵族生活。酒店圈无人不知，建造圣

瑞吉酒店的家族，是当时纽约最大的地产

商—Astor家族。Astor四世在建立这座酒

店之初，斥资550万美元，致力于打造世界上

“最考究的酒店”。

因此，纽约瑞吉酒店不仅拥有由大理石

地板、水晶吊灯、15世纪的古董家具组成的

豪华装潢，并且配备着如“灰尘与废物收集

装置”等当时美国最先进的设施配套。名流

齐聚的下午茶传统、私人管家无微不至的服

务、神秘的午夜晚宴，这些独特的元素为其

营造出令人沉迷的奢华氛围。

时光荏苒，百年之后，酒店与迪奥、蒂芙

尼、宾利跨界合作的设计师套房更是为客人

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优雅风情。迪奥套房是

时尚达人们在时装周之后举办派对的理想

场所。高级定制服装面料被用作墙面材料、

室内装潢和窗帘，奢华二字被细节完美诠

释，透着深邃的法式风情。

浪漫雅致的蒂芙尼套房无处不体现着

品牌元素，从门口摆设的经典蓝玻璃杯到

墙上手制的银色挂饰，从入口处由婚戒设

计的挂饰再到镶嵌珠宝的镜子、银色的餐

桌以及蒂芙尼蓝的床头板等，一切皆充满着

梦幻色彩。这里也是导演们最爱的取景地，

著名电影《教父1》中深入人心的最后一幕

场景，时尚达人最爱的影片《穿普拉达的女

魔头》中吧台相遇的浪漫情节，皆是取景于

此，百年传奇纽约瑞吉酒店的不凡魅力，吸

引着每个人的到来。

纽约传奇的缔造者  │  The St. Regis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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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尽赏世间美好景色，入，偷得浮生半日清闲。一座酒店大门，将喧嚣
留于门外，将隐逸留于门内。这里是人们激发生活灵感的下榻之所，这
里是人们放松身心的隐居之地。如山野般的闲适生活，如逃离般的清
静时光，就在此处，等你前来。

出，尽赏世间美好景色，入，偷得浮生半日清闲。一座酒店大门，将喧嚣
留于门外，将隐逸留于门内。这里是人们激发生活灵感的下榻之所，这
里是人们放松身心的隐居之地。如山野般的闲适生活，如逃离般的清
静时光，就在此处，等你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