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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Famous
Behand The Hotels

谁是顶级酒店主？
他们都闪耀在各自的领域里，充满梦想，享受挑战，但一个共同的爱好让他
们在多维的身份里有了个闪亮的共同点——他们都非常愿意与那些跟自己拥
有同样品位和嗜好的客人分享自己的私属宝藏——他们都拥有自己梦想中的
酒店。这些顶级酒店主的故事跟他们的梦想酒店一样魅力十足。
《时尚旅游》
特约作者独家探秘，揭示酒店背后的那些显赫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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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达奇诺（Montalcino）
附近的卡斯蒂奥树林酒
庄 酒 店（Castiglion del
Bosco）是菲拉格慕家
族拥有的酒店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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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
菲拉格慕兄

Ferragamo Family
无边界，时尚还是酒店
历史·艺术·细节和高品质
菲拉格慕的梦想酒店

没有必要解释谁是菲拉格慕，菲拉格慕又是什么，作为著名的意大利奢侈
品牌，
“菲拉格慕”
（Ferragamo）对所有人来说都不陌生。而我要谈论的并不
是与这个名字总是同时出现的时尚领域，而是酒店行业。时尚与酒店有着共通
之处，它们拥有同样的经营哲学和理念 ：卓越、独享和专业。我的菲拉格慕故
事以美丽的托斯卡纳的三个截然不同的地方为背景，如同舞台剧中的三部曲。
第一幕位于蒙达奇诺附近的卡斯蒂奥树林酒庄酒店（Castiglion del Bosco，
www.castigliondelbosco.com）
，我和马西莫·菲拉格慕在这里见面。马西莫是
萨尔瓦多·菲拉格慕最小的儿子，6 兄弟中最后一个步入酒店行业的。
“2003
年，我来到蒙达奇诺，寻找一个大概两三顷的地产，希望可以成为我和家人朋
友一起度假的地方。
”马西莫说道。我们此刻正坐在坎波德拉餐厅（Campo Del
Drago Restaurant）的露台上，
品尝着意大利著名厨师之一艾里奥·司若尼（Elio
Sironi）的拿手菜肴——西红柿柠檬皮山羊奶酪意大利面，喝着酒庄五种葡萄
酒中最顶级的一款——坎波德拉。坎波德拉葡萄酒与餐厅同名，酿自蒙达奇诺
当地的葡萄品种布鲁奈罗，是百分之百的桑娇维塞葡萄。
我开着车，穿过马西莫和我谈论的这片土地，我很清楚地意识到这绝对不
止 2 公顷。我的 GPS 也意识到了，行进在蜿蜒的白色马路上，它数次失去信
号，费尽周折，才指引着我到达目的地。事实上，这里足足有 2000 公顷。从
2 公顷到 2000 公顷？跨度实在是不小。
“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我也被它的规模
吓了一跳。但是仅仅几分钟后，我便意识到它的独特之处 ：在任何一个转弯处，
映入你眼中的景色都是如此的淳朴与原真，除了不远处的蒙达奇诺村庄，没有
任何的人工痕迹！最美好的一面都由大自然来装扮，我们也继续保留这一独到
之处，尽可能地让它发挥到极致。一片近 400 年未被触及的土地存在于如此别
致的景观里，把历史、艺术、完美葡萄酒庄园、私人高尔夫球场一一呈现在我
们面前，这在意大利是绝无仅有的。
”我来了只有几个小时，但已经完全领会
到马西莫所要表达的意思。闲庭信步在蒙达奇诺村庄里，在这座石头村落的山

意大利奢侈品牌的拥有者菲拉格慕家族，也同样是多
家奢华酒店的主人。
（上图）特奴塔依勒博若酒店（
（下图）依勒
Tenuta Il Borro）被美好的自然所包围。
博若 2013 年起成为罗莱夏朵精品酒店的一员，两个
品牌达到共识。

顶上有一个城堡的废墟。1100 年，人们建造了这座城堡，用来保卫蒙达奇诺，
抵御锡耶纳的入侵，历史的痕迹几百年来矗立在这里。走进圣米歇尔小教堂，
意大利画家皮埃特罗·洛伦采蒂（Pietro Lorenzetti）1345 年的一幅壁画作品

马西莫 · 菲拉格慕 (Massimo Ferragamo)、费鲁吉欧（Ferruccio Ferragamo）
、

延伸阅读

里昂那多·菲拉格慕（Leonardo Ferragamo）
，菲拉格慕家族成员。
伦卡诺集团 (www.lungarnocollection.com) ：菲拉格慕家族的酒店集团，拥有
包括佛罗伦萨唯一建在河面上的伦卡诺酒店，意大利第一家设计酒店艺术画

廊酒店，建在白色中世纪古塔里欧陆酒店以及适合家庭使用的伦卡诺公寓酒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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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 卡 诺 酒 店（Hotel
Lungarno）内的博尔格圣
雅 各 布 餐 厅（Borgo San
，美丽
Jacopo Restaurant）
的 旧 桥（ Ponte Vecchio）
和城市景观近在咫尺。

静静地讲述着小村落的艺术氛围。至于葡萄庄园，
它们到处都是。
让马西莫一眼就爱上卡斯蒂奥树林酒庄的是卡潘那葡萄园。
我回味着品尝过的葡萄酒，当然，还有这片魅力无穷的土
地。卡潘那的石头别墅面朝着山谷，虽然石头的外墙看上去有
些粗糙，但在这样的景致里，它是如此魅力无穷，让人感到轻
松与舒适。很遗憾，这栋别墅并不对外出租，但是另有 9 栋别
墅可以满足我的需求，与度假村 23 间套房相比，别墅更有乡村
的风格。
“别墅的室内设计是由特瑞莎·圣·克里斯托弗负责的，
我的妻子基亚拉也在其中帮了不少忙。
”马西莫满意每一个细节，
觉得每一件物品都恰到好处，透露出自然的态度，没有过度的
人为因素和艺术渲染。我真无法想象出还有比卡潘那还要美好
的地方。
“庄园主”此刻给了我答案 ：
“卡潘那的别墅有着无与
伦比的景致，但我最喜欢有着宽大露台的维格纳阿尔塔（Vigna
Alta）
。
”这下我知道比卡潘那还要棒的地方了！
“许多客人说这是一片灵性的土地，可以与灵魂交流。
”也
许这并不是一个度假村，就是“真实的世界”
。历史、艺术、葡
萄庄园，还有高尔夫就这样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自然而不造作。
景色最好的地方是第 10 洞，最难的是第 13 洞，也是欧洲最
长的。
“我们有 19 洞，而不是 18 洞！汤姆设计了布鲁奈罗洞，
让客人们挑战。
”所有的一切都如此的自然与协调，当然也包括
卡斯蒂奥树林酒庄最隐秘的一角——酿酒厂。这是另一种形式
的图书馆，750 桶布鲁奈罗葡萄酒，有着个性包装的俱乐部会
员的私藏，以及各种经典品牌。
“哪一款酒是你的最爱呢，马西
莫？”
“卡斯蒂奥 1100，布鲁奈罗陈酿，限量款。为所有钟爱
独一无二情感与品位的人所准备的 1100 瓶美酒。
”
菲拉格慕故事的第二幕也是从葡萄酒开始 ：我和菲拉格慕
家族的长子费鲁吉欧在他奢华的私邸中会面，品尝着 2009 年
产的依勒博若 IGT 级托斯卡纳红酒，聊着红酒以及酝酿了如

与在卡斯蒂奥树林酒庄一样，我无法找到恰当的词语来描

的当地菜肴，餐厅行政主厨是安德烈·坎帕尼，他也是依勒博

想法的建筑师米歇尔·博南。
”主厨比阿特里斯给我们做了一

此佳酿的这片土地。特奴塔依勒博若酒店（ Tenuta Il Borro，

述依勒博若。
“农场。是的，因为除了葡萄酒，我们仍然自己

若酒店的主厨。虽然与我的上一站不是同一个地方，却享受着

道用野莴苣酱烹制的 Occhiata 海鱼，这也是里昂那多最喜欢的

www.ilborro.it）位于圣朱斯蒂诺达诺。我们的侍酒师卢卡·马

生产和种植橄榄油、谷物、玉米、小麦，饲养家畜，保护动物

同样的美食。穿过天主圣三桥，
我又来到位于伦卡诺酒店
（Hotel

菜品之一。我问道 ：
“哪一间是你最喜欢的房间？”
“欧陆酒店

提尼也是名声在外，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侍酒师”
。

和它们的栖息地，并且保留着狩猎的文化。作为一个纯天然的

Lungarno）内的博尔格圣雅各布餐厅。坐在露台上，美丽的旧

701 套房，有两层，浴室在二层，还有一个可以一睹大教堂穹

农场，除草剂和化学农药是禁止的。依勒博若也为野生动物们

桥和城市景观尽收眼底，我和里昂那多·菲拉格慕——伦卡诺

顶和城市景观的私人露台。
”我去过那间套房，我可以确定 701

提供了天然的栖息地。我们在套房、公寓和私人别墅为客人提

集团（www.lungarnocollection.com）的总裁在这里会面。而

套房是对心灵的一击。我也很想找一个合适的词语来定义这一

供舒适的住宿体验，氛围与过去几个世纪如出一辙。
”在我们

亚诺河的另一边隔岸相望的是贵族气息浓厚的费罗尼·斯皮尼

酒店品牌。
“唯一可以参考的是我们一贯的手工制作理念、高

互相告别之际，费鲁吉欧向我讲述了他和家人眼中的依勒博若：

大宅（Palazzo Spini Feroni）——菲拉格慕家族的总部，菲拉

品质和细节的文化，三个词语 ：统一、协调和延续。我们不仅

格慕博物馆就位于大宅的二层。

要打造品牌，更是要打造理念。我们的任务是提供独一无二、

葡萄酒的作用对于依勒博若举足轻重，随着费鲁吉欧把自
己的佳酿向世界推广，依勒博若的名字也随之为世界知晓。
“如
果让我推荐一款最值得收藏的酒，那就是‘博若的亚历山德罗’
。
亚历山德罗是这片地产原来的主人，一个身高 2 米的大块儿头，
所以你看这款酒的酒瓶也很大。今年，我们要在这里举办 20
周年的家庭聚会。1985 年我来狩猎，当时就认定了这是我的地
方。1993 年，我把它买了下来修缮村庄里的房屋和别墅，这些
古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039 年。村庄需要精心地打理和照料，
我们要保留历史与文化的原汁原味，同样也要逐步提升我和我
的儿子，现在的 CEO，一直都满怀激情地做着同样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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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 6 个孩子和 12 个孙子孙女，整个大家庭总是不自觉地回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出于对美感的无比热情以及追

不同寻常的产品。我想到了波尔特拉意特套房酒店（Portrait

求完美的欲望。我的父亲以前经常在家里宴请和招待重要的客

Suite）
，菲拉格慕家族的酒店就面对着罗马山上天主圣山教堂

人，所以，热情好客与生俱来地存在于我们的基因里。我们也

最著名的台阶。
“那么下一家酒店会在哪里呢？”
“也许是米兰、

刚刚开业的位于圣母玛利亚广场的依勒博若托斯卡纳餐厅（Il

想为这座城市做点儿什么。在我的理念里，酒店要像家一样，

巴黎、亚洲，也许还是罗马。
”现在我认识到 ：菲拉格慕的世界

Borro Tuscan Bistrot，www.ilborrotuscanbistro.it）品尝地道

我从一本建筑杂志上获得了这一灵感，也找到了能够实现我的

远无边界。

到这里，似乎有种力量在吸引与召唤。同样，再次回来的愿望
也是我的客人们共同的感受。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情吗？”
回味着与费鲁吉欧的谈话，我来到了佛罗伦萨，在 7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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