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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松 
BIG CEDAR LODGE

想知道一个有关钓鱼的故事有多真实，
那要看讲述者润色的程度有多少。它的
可信度取决于听这个故事的人。不过，
如果这是关于那个靠在父亲的贩酒商店
后面偷偷出售渔具而创业、继而成为顶
尖户外品牌Bass Pro Shops的创始人和
CEO 的故事就另当别论了。这个人就是
美国最大的户外休闲零售商、传奇的约
翰尼 · 莫里斯，而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他
的高尔夫故事 文+图 Robert Kaufman  编辑 Amos大鳄传说

大雪松度假村是美国
户外品牌大鳄约翰
尼 · 莫里斯一手建造
的度假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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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尼可能没时间
打很多高尔夫，但他
确实热爱这个游戏。
很显然，他想要展现
出更多的欧扎克山和
大雪松以外的东西。”

当谦逊的莫里斯完成建造大雪松度

假村的关键步骤——拿地，他最开始设想

的是开一家为他的客户和员工服务的钓鱼

营地。然而，这位自力更生的零售业大亨

随后将目标放在了更有野心的地方，那也

令他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奢华酒店经营者。

30 年后，莫里斯的梦想继续发扬光

大。千里迢迢的客人们到达他的山巅乐

园，会穿过双重入口——一边是“大雪松，

美国顶级荒野度假村”的标志，一边是“约

翰尼 · 莫里斯的欧扎克山遗产保护区首

选”。这两个标志通往一片共同的度假天

堂，包含一系列风格不同的住宿区，从

海滨小屋、小别墅到三座旅馆，各不相同；

还有各式美食餐厅满足远道而来的“世

界胃”；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诸多自然活动

体验套餐，从钓鱼、射击、游船、徒步、

水疗乃至健身，不一而足，小朋友们可

以参与攀岩、视频游戏、碰碰车等活动；

度假村附近还有一家致敬美洲印第安人

的手工艺品收藏博物馆，所有的藏品都

是印第安人在欧扎克山的家里自己手工

制作而成。

2015 年 5 月，连续的大雨在度假村

所在地形成了巨大的污水坑，这块意想不

到的自然冒险之地竟然在莫里斯手里变成

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度假景区。这个污水

坑一度发展到 43 米深、82 米宽，但莫

里斯没有听从把坑填满的建议，相反的，

他领导团队继续探索这个水坑，希望能

够在这片土地下发现神秘的通道和大量

的洞穴。

不管莫里斯在背后做了多少笨拙的

尝试，反正结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哇！”

这个评价对于抵达大雪松度假村的

旅行球友而言再准确不过了。当彩虹横跨

度假村的天空时，他们会发现眼前好多个

宝藏般的球场——业内诸多设计大腕儿倾

情贡献。你能看到的名字包括法齐奥、帕

尔默、尼克劳斯、普莱耶、库尔 /克伦肖，

以及在设计世界开始崭露头角的一位叫泰

格 · 伍兹的人。钱对于约翰尼 · 莫里斯来

说从来不是问题，这位福布斯排行榜上的

亿万富翁意识到许多高尔夫人都爱钓鱼和

狩猎，于是在充分理解如何将这几项运动

真正结合之后，莫里斯利用度假村发达的

硬件设施，将大雪松乃至布兰森市及整个

密苏里州的旅游市场都带动起来了。密苏

里有望成为美国下一个伟大的高尔夫旅行

目的地。

“约翰尼可能没时间打很多高尔夫，

但他确实热爱这个游戏。很显然，他想

要展现出更多的欧扎克山和大雪松以外的

东西。”资深的美巡赛球员、刚被任命大

雪松度假村高尔夫运作部副主席的斯蒂

夫 · 弗里德兰德说道，“他对于这项运动

的热忱加上这片土地天然的资源优势和自

然保护区特点，他可以尽情‘开发’这片

富饶的大地。高尔夫具有天然的吸引力，

因为高尔夫人本身也算户外活动爱好者和

自然资源保护者。如果你手上握着五个高

尔夫设计界大腕儿的名字，他们为你建造

了球场，那么人们一定会踊跃地来这里一

探究竟的。”

大雪松度假村的第一座球场充分展

示了莫里斯戏剧化的天赋，也预示了度假

村未来出现的几家球场的阵势。在桌石湖

上方的断崖之上，无边无际的欧扎克风景

尽收眼底——这是杰克 · 尼克劳斯设计的

岩石高尔夫球场（Rock Golf Course）三

杆洞第 9 洞。2014 年，球场经历了一番

大翻修，每一洞都有所调整，从第 6 洞

需要精准铁杆 120 码才能攻上岛果岭（球

友必须坐船才能到达果岭上），到被鲜花

盛开的山茱萸和紫荆包围的 202 码第 3

洞，都像明信片一样美。自从 Bass Pro

传奇高尔夫比赛搬到布兰森之后，2014

现
年 69 岁的自然保护者莫里斯经常
被视作“户外家园的沃特 ·迪斯尼”。
莫里斯从小在大自然母亲广阔神奇
的滋养中成长，覆盖密苏里地区欧
扎克山脉的森林、河流和湖泊是他
的亲密玩伴，这一切也给他带来了
极其特别的视野，令他将布兰森南

部 13 公里处、远眺桌石湖（Table Rock Lake）的那片

4600 英亩土地改造成了一座顶级的荒原挥杆乐园。1987
年，当莫里斯以每亩 5 美金的价格买下这片土地后，大雪
松（Big Cedar Lodge）就发展成每年吸引超过 150 万客
人进行户外运动的重要目的地。

森林葱郁、湖泊清澈是大雪松度假村的天然资源优势

在大雪松度假村挥杆可以饱览欧扎克山脉的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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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作为和附近的 18 洞野牛岭喷泉

球场（也是莫里斯的产业）共同举办一场

锦标赛的第一座三杆洞球场，这座球场每

年都会在电视上展示一番。

球友们的福利之旅包括果岭费以及

一段 2.5 英里的迪斯尼风格高尔夫球车之

旅，他们可以去失落峡谷洞穴和自然小径

体验惊人的岩石景观、阿米什桥、瀑布及

一个配有酒吧的四层窑洞，球友们甚至可

以在那儿点一杯柠檬水。

尼克劳斯曾经笑称，“这座精巧的岩

石上的三杆洞球场花了 50 万美元用在

设计上，而后约翰尼花了 2 千万美元来

美化景观。”而紧挨着这座球场的是阿诺

德 · 帕尔默设计的灯光练习场，有 16 个

目标果岭，其中位于断壁边上、伴随着潺

潺瀑布的“绝岭雄风”式的那个果岭最为

突出。国王的光环还表现在“阿尼的谷仓

酒馆”——帕尔默从他位于宾夕法尼亚州

拉特罗布的家中拆卸来的有 150 年历史

的谷仓，重新组装后矗立在岩石之颠球场

（Top of the Rock），作为集中了好吃好喝

还有各种高尔夫八卦的第 19 洞，吸引着

所有到场人的目光。

在着手建设岩石之颠球场的同时，

Bass 之王莫里斯对高尔夫的热情进一步

高涨，他又买下了附近的布兰森溪乡村俱

乐部（Branson Creek CG[1999]），一座由

汤姆 · 法齐奥设计的横穿自然喷泉和露出

地表的古代石灰岩群的彪悍球场。购入之

后，莫里斯将它改名为野牛岭喷泉高尔夫

俱乐部（Buffalo Ridge Springs GC），同

时和法齐奥一起改造了部分场地，让球友

在其中更贴近自然，包括从周边的山茱萸

峡谷自然公园搬过来的牧场草和自由漫步

的水牛们。水障碍增加了不少，沙坑的面

积也扩大了，球场的面积从 7897 平方米

变成现在的 13006 平方米。最终的结果

就是球场被 GOLF 杂志评选为密苏里州公

共球场第一名。

“这毫无疑问是法齐奥最棒的设计之

一，你可以在任何梯台上找到击球的挑

战，而实际上你更多的是在和欧扎克的自

然‘交手’，球场看起来仿佛有几百年历史，

美洲野牛在其中漫步，在这儿，你可以得

到非常独特的体验。”弗里德兰德说。

“游戏”仍在继续。莫里斯的高尔夫

王国的传奇故事在 2017年又展开了新篇

章。那就是山巅球场（Mountain Top），另

一座三杆洞球场的开幕。这座只允许步行、

全长1927码的13洞球场是由“健美先生”

普莱耶设计的。紧挨着法齐奥设计的场地，

普莱耶的山巅球场环绕野牛喷泉的会所而

建，每一洞都拥有 360度无敌景观，果岭

面积较大，球友们可以在石灰岩的包围之

中畅打。“球场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为新

一代高尔夫人设计的，”普莱耶——第一代

世界高尔夫名人堂成员如此表示，“这是

一座家庭式球场，它鼓励你走路打球，所

有的 13洞可以在两个小时内打完。但我

们在设计球场洞线时就考虑到让球友任意

选择球洞来打，可以快速回到会所。这点

非常不可思议但毫无疑问约翰尼和我一起

设计了一个老中青都会喜欢的选择。”

普莱耶当然了解结束洞的点睛作用。

他将这个兴奋点留给了 95 码的第 13 洞。

果岭上有三处不管旗杆插在何处都适合的

落点，只要你把球打到那三个位置，一推

进洞就不难，另外，这一洞还有可能实现

你的一杆进洞梦！

在莫里斯荒野探险乐园隔壁，还有

一座在建的 18 洞锦标赛球场。借着山巅

球场的景致，球场设计界的极简主义者比

尔 · 库尔／本 · 克伦肖充分利用了现有土

地，并没有动用很大的土方量。预计这座

球场将在 2018 年春天开业。

从来没有人像莫里斯这样，如此锲而

不舍地将这片后乡村欧扎克土地改造成自

然爱好者的天堂。等到佩恩峡谷球场（第

一座真正由泰格 ·伍兹的设计公司 TGR设

计的公共球场）开业（预计 2019 年）的

时候，球友们将会很快尝到这块高尔夫

大蛋糕的甜头的。这座适合徒步的全长

7234 码、Par72 的球场紧挨着山巅球场，

它的建成旨在吸引更年轻的人对于高尔夫

和户外运动的热爱。

“在大雪松和约翰尼 · 莫里斯搭档设

计我的第一座公共球场，没有比这更让我

骄傲的了。”79 次美巡赛冠军得主伍兹说

道。“约翰尼在团结不同年龄群体方面有

着难以置信的热情，他还热爱步行于大自

然的生活理念，这些都非常鼓舞我。我们

一起在美国的中心创造了一个世界级的公

共高尔夫体验，这是最令人兴奋的。”

在佩恩峡谷，莫里斯的大剧院风格会

在戏剧性的第19洞得到展现。“岩石（The 

尼 克 劳 斯 曾 经 笑
称，“这座精巧的岩
石上的三杆洞球场
花了 50 万美元用
在设计上，而后约
翰尼花了 2 千万美
元来美化景观。”

Rock）”就坐落在地理特征相当突出的那

个地方，每个人都必须穿过一片自然的洞

穴再回到会所。

全世界的高尔夫球场和度假村浩瀚

如海，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属于自己

的愿望清单。但大雪松度假村——如此独

一无二的荒野社区，再加上约翰尼 · 莫里

斯这么传奇的人生履历，将毫无疑问挑动

每一位高尔夫及户外爱好者的神经。他们

将有兴趣亲自实践那句人生真理：我看

见，我征服！

上图：大雪松的度假小屋充满了乡村极简风格  下图：大雪松的春景套房

财大气粗的大雪松吸引了诸多“球星设计师”加盟，比如杰克 ·尼克劳斯、加里 ·普莱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