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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去加州西部圣何塞寻找心灵的平静？往南再开一点，圣马丁的谷心才是夹在
充满冒险精神的科技世界和令人垂涎的高尔夫目的地圆石滩之间的现代桃源

∷世界名球场∷

Rosewood CoRdeValle

BestTrips

谷心小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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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谷心球场在 1700英亩大地上充分演绎了北加州风情
上二图：谷心度假村是集顶级高尔夫与酒店、酒庄于一身的优美目的地，包括会所、
酒店、运动中心、Spa馆等设施，还有贴心专业的管家式服务

∷世界名球场∷BestTrips

从 2005 年到 2014 年，这座 7360

码的球场一直举办吉弗德大学锦标赛。这

项颇具声望的赛事吸引了许多后来的美巡

赛之星比如达斯汀 ·约翰逊、帕特里克 ·瑞

德，还有布鲁克斯 · 科普卡等等。接着从

2010 年到 2014 年，它还迎来了真正的

美巡赛，许多高球巨星包括泰格 · 伍兹、

厄尼 ·埃尔斯、戴维斯 ·拉夫三世、维杰 ·辛、

卡布雷拉等人都出现在这座球场上，参与

福莱斯电子公开赛（Frys.com Open，后

改名西夫韦公开赛）的冠军角逐。当这些

球星在小琼斯的杰作里刻上自己的大名的

时候，美国高尔夫球协会借着这座名场的

东风，把 2013 年美国常青女子业余锦标

克尔 · 马里恩如此说道，“看看外面的群

山以及绵延的葡萄园，你会产生错觉，以

为自己身在纳帕。”

抵达俱乐部的时候，就在我将车停在

大堂前（顺便说一下，千万不要认为你需

要自己开车门），信步走进门厅的那个时

刻，快速便捷、无缝对接的前台入住办理

过程就让我欣喜若狂。在这之前，我已经

将车交给泊车员了，而我的私人管家 Ed

带我坐上了一辆六座的高尔夫球车，前往

属于我的 70 平方米豪“家”（这片度假

村土地上的 45 栋球道边别墅群其中的一

个），这个“家”自带一个私人露台，可

以眺望 9号洞球道，无论在白天还是星夜，

你都会看到挥杆球手的身影。别有意境的

宁静时光开始了！

毫无疑问，谷心俱乐部是北加利福

尼亚地区最豪华的度假村之一，与圆石滩

的酒店或者旧金山往南 30 分钟车程的半

月湾的丽思卡尔顿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

在某些方面更胜一筹。但与那些临海的度

假村或者多雾寒冷的地带不同，谷心坐落

在一个温和地带。目前，度假村的设施包

括一个游泳池、一个健身中心 &Spa 馆，

后者提供了专业的按摩和皮肤护理套餐服

务，还有网球馆，以及占地 900 多平方

米的会所。在这里度假，你还可以尝试两

条徒步线路，一条环绕山谷脚下而成，另

一条沿着山坡上下，十分考验耐性与体力。

走出度假村这片土地，Clos LaChance 酒

庄跃入眼帘，度假村的客人可以一边坐着

球车一边参观。说回室内，酒店房间均配

备了舒适的家具、小酒吧、壁炉、最先进

的银幕和音响系统，超大的浴室以及一个

豪华的漩涡式浴缸。

＊＊＊
由于鲜有人涉足的地理位置和独一

无二的气质，谷心在开业头些年甚是低调

也不为人知。显然，不久，这种情况因为

度假村举办的一些知名的高尔夫赛事而有

所改变。

如今，如果你是幸运的付费会员团

之一或者你的名字就在入口的门卫名单

里，你就可以堂堂正正穿过这条路，去感

受由德国亿万富翁及 SAP创始人哈索 · 普

拉特纳打造的豪华五星级设施与服务。“鉴

于我们的位置距离两个大都市区域如此之

近，我们的客人及会员到达我们的领土

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平静、宁和，还有

美。”谷心俱乐部运作部和会员部总监迈

硅谷从曾经的果园

之地变成芯片宇宙

中心以及 Google、

Facebook 和 Apple

的主场的多年之

前，有一首歌一直

叩问心灵，“你知道怎么去圣何塞（美国

加州西部城市）吗？我要回去寻找心灵的

平静。”

从这首歌的演唱者迪恩 · 沃里克获得

格莱美奖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 50 年，这

首歌也传唱一时，但如今，如果说还要在

旧金山海湾地带的南部寻找那种平静的氛

围，那么我会建议你继续开车到圣何塞

往南 32 公里的圣马丁市。在路上大肆欣

赏东边圣克鲁兹山脉金色野草摇曳和橡树

群连绵的美，然后从 101 高速路的快车

道出来，罗斯伍德科德瓦尔（Rosewood 

Corde Valle）又名“谷心”（Corde Valle

在西班牙语里就是“山谷中心”的意思）

就坐落在一片与世隔绝的 1700 英亩的典

型加州风情土地上。

驾车穿过一片未受巨大开发影响的

耕地，一条宁静的乡村小道穿过一栋低调

的警卫房入口，通往一片独特而又私密的

休憩之地，这片土地见证了 1999 年网络

时代的崛起，也满足了科技统治者们蓬勃

升起的各种生活方式的需求。然而，在第

一个科技泡沫在 2001 年破灭之后，这座

私人俱乐部就选择将金色大门面向更广的

客人打开，同时还升级了住宿标准。经

过这些年的发展，它系出名门、由小罗伯

特 · 特伦特 · 琼斯设计的锦标赛级球场毫

无疑问吸引了最大的注意力，但罗斯伍德

科德瓦尔景观丰沛的服务设施能带给远道

而来的人更多高尔夫以外的美妙体验。

从 2005 年到 2014 年，这座 7360 码的球场
一直举办吉弗德大学锦标赛。这项颇具声望的
赛事吸引了许多后来的美巡赛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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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举办地也放在此地。当然，更有名的还

属 2016 年的美国女子公开赛。

尽管已经入选百佳球场榜单，谷心

俱乐部仍然不断发展并成为北加利福尼亚

地区最璀璨的高尔夫目的地明珠。

不得不说，整个度假村最光彩夺目的

依然是这座18洞球场。这是一座典型的小

琼斯风格球场，环绕起伏的群山、充满戏

剧性的海拔变化（从发球台到果岭最高的

落差有46米）、安置巧妙的沙坑，还有在

不同季节风貌不同的溪流、古老橡树和美

国梧桐，都考验不同差点球手调整击球策

略的能力。所有这些球场障碍，包括令人

分心的远方美景，都为俱乐部细心考虑和

执行管理会员服务奠定了坚实基础。无需

担心，谷心度假村的高尔夫总监雷 ·奥蒂斯

（Ray Otis）和他的管理团队，还有球童们

会安排好一切——除了替你打球，他们可

以在你打球的时候给予协助，以及在你打

完第18洞递上一条热乎乎的毛巾。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当我第一次

看到这片后来变成谷心度假村的土地时，

它还只是一座畜牧场，非常的‘老加利福

尼亚’的感觉，金色的山群、自然的小溪

流过山谷，太阳从山脉后方升起，光影落

球场资讯
谷心高尔夫俱乐部

Rosewood Corde Valle 
Country Club

18洞，Par72，全长7360码
设计师：小罗伯特 ·琼斯

网址：rosewoodhotels.com

TIPS

在山坡上，”小琼斯谈论到谷心，“它就像

一处圣殿，大概 20 年之后，我就碰到了

在这儿设计一座球场的机会，也许这是对

待这片土地最好的方式。”幸运的是，我

们的设计师可以在这 270 亩的巨大舞台

上大施拳脚，为所有水平的球手创建一个

选择众多的乐土。倚靠天然无破坏的自然

环境，这座球场非常适合边走边打。

球场前几个洞非常的友好。第一个

洞是会所旁的一个轻度右狗腿四杆洞，接

下来就是有机会的三杆洞。不过要做好准

备，简单过后迎接你的是球场最难的球洞：

只能在打出高飞球直接越过沟壑，和直接

打短停在障碍前选一个。这一洞完美展示

了风险与补偿并存的球洞是怎样的，它十

分考验球手的击球策略，否则一不小心，

它就会成为你在谷心俱乐部打出最多杆数

的一个洞。而这一洞的击球策略在球场剩

下的五杆洞里也有借鉴作用。正如小琼斯

提示的，“关键的不是你到底能打出多远，

而是把球停在哪儿，下一杆怎么打。”

我用心地收藏这个建议，尤其在短

洞（对大炮手来说很容易打的距离）比如

四杆洞 8 号洞，我第一杆把球开到了球

道上一块小匾前几码处，那块小匾上标示

着 2010 年洛克 · 梅迪亚特曾在那儿用挖

起杆打了 116 码擒下一只老鹰！那一年，

他赢得了美巡赛福莱斯公开赛。而我在同

样的地方，用了他双倍的杆数！

前 9 在一个开球颇有乐趣的球洞告

一段落。9 号洞从发球台到果岭是一段下

坡，球道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半，取决于是

否有风，因为如果起风，将球停在球道右

侧占据更好的攻果岭角度就不那么容易。

材以及本地新鲜特产做成的独具创意的佳

肴。而 Lion’s Peak Grill 是为了那些喜欢

在高尔夫商店旁边随心所欲地露天用餐的

人准备的。

放眼整个金色之州加利福尼亚，大概

有超过 1000 家高尔夫球场、超过 4000

家具有代表意义的酒庄，但很少有将这两

个元素融合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不管对哪

一层面的发烧友来说，谷心度假村都是一

个集完美的高尔夫和酒庄体验于一体的优

美目的地。

在谷心度假村创建之前多年，Clos 

La Chance 酒庄就已经在一个山坡上，即

现在可以看到五杆洞 6 号洞的地方。尽

管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让你的游戏受到干

扰，但这座 85 亩的葡萄园确实热情欢迎

谷心的客人们前去溜达和拜访，顺便喝一

杯醉人的酒。

度假村房间的价格每晚 425 美元起，

住客当然也会期待在谷心获得一些极致的

独一无二的体验。它不会令你失望。这里

具备了所有度假村应具备的服务元素，从

个人抵达到商务接待，每个环节都很专业

和谐，会让所有体验过的客人产生再次入

住的心愿。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当你透过

后视镜发现驶过门卫室要离开度假村时情

不自禁流露的遗憾神情了。

小琼斯谈到自己第一次见到谷心所在这片土地时有强烈的“老加利福尼亚”的感觉

毗邻度假村的 Clos LaChance酒庄为远道而来的球友提供了优质迷人的美酒

∷世界名球场∷BestTrips

当你稳健地爬上山坡，你会发现后山更有

趣的球洞要属 17 号洞。从梯台直接看过

去，果岭似乎并不远，但站在那里可以俯

瞰整个度假村，普拉特纳的豪宅也一目了

然。尽管据说他并不常出现，但我那几天

碰巧就看到了一次。这个距离很长的下坡

四杆洞的发球台位置很尴尬，球道左侧长

草密集，右侧则有一条小溪和一个沙坑正

等着你的开球。不过它的身后又是你看了

就忘不了的壮丽球场景致和葡萄园景象。

“如果你的铁杆很好，可以保证你攻

上果岭至少 1/4 面积处，你就有很大的机

会抓鸟，但是大多数情况是，我们的果岭

很难让人做到这一点。”奥蒂斯如此介绍。

他刚刚荣获 2016 年北加利福尼亚年度美

巡赛球员称号，而且会参加今年 2 月 9

日～ 12 日的 AT&T 圆石滩国家职业－业

余配对赛。

＊＊＊
如果这里的高尔夫还不能刺激你的

“味蕾”，那么度假村里三个餐厅中的任

何一家肯定能。在兼具室内 / 户外功能

的 Iron Bar 可以俯瞰球场，我主场的早

餐和晚餐也可以点一些特别的喝的，有

许多鸡尾酒和时令的加州烹饪美食可选。

Il Vigneto 则提供了采用紧邻葡萄园的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