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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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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要飞越半个地球，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非洲国度，冒着“生命危险”打
球？因为这里是南非，这里的球场就像这个动物王国一样神奇而风情万种。南非
不止一次进入全球必去的旅游目的地榜单。在我看来，南非也是高尔夫人的必打
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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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历险记
GOLF IN SOUTH AFRICA



早在 2001 年 夏 威 夷 PGA 大 满

贯，我就有幸与南非球手雷

蒂夫·古森打配对赛。在这个距离

自己家乡 1.9 万公里，打球“危险

隐患”只有树上掉椰子的美国海岛，

古森依旧不忘记向我表达他对南非

球场的喜爱之情，甚至对于我这个

以高尔夫旅游为生的人居然没有到

过南非感到不可思议。“海滨球场、

园林球场、林克斯、山地球场——

这些南非都有。你看看我们这些从

南非走出来的球手，就知道这地方

值得一去。”古森这样告诉我，“除

了高尔夫，和狩猎‘五大’之外，

你还一定要品尝南非的酒。”原来，

古森也和加利·普莱尔、厄尼·埃

尔斯以及大卫·佛罗斯特一样做起

了红酒生意。后来我做了一个小小

的统计，南非人总共捧回去 20 座大

满贯奖杯，让这个国家成为二战后

仅次于美国的大满贯收获国。不过，

这些南非勇士们谁都没能战胜，我

在他们家门口遇到的这个惊险刺激

的极限挑战……

极限三杆洞
南非有一个高尔夫世界之最，

那就是“极限 19 号洞”。从草原

上坐着直升飞机凌空而起，登上

位于高达 430 米山顶悬崖上的发球

台，带着晕眩感和猛烈跳动的小心

脏朝山脚下那座非洲大陆形状的

果岭击球。再坐直升机下山，到果

岭完成你的推杆，前提是你的球神

奇地上了果岭。这个让人胆战心惊

直升机从大草原起飞将球手送上 400多米的山顶

狩猎是传奇度假村不亚于极限 19洞的惊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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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谷球场是花园大道不可错过的经典球场

站在极限 19洞发球台俯瞰茫茫草原中的果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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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敦是南非人最爱的精致海滨度假城市

开普敦的球场有着跟北部地区球场不同的优美田园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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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杆洞在林波波省的传奇狩猎高

尔 夫 度 假 村（Legend Golf & Safari 

Resort），距离约翰内斯堡 3 个小

时车程。

当然，仅靠这一个猎奇的三杆

洞肯定无法将真正的高尔夫爱好者

吸引到这里来。这里非洲草原和山

峦的美景、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内

的“五大”，都让人惊叹。

更重要的是传奇度假村还有一

座 18 洞球场，请来 18 位球星担当

设计师。开局洞设计师为名人赛冠

军、南非球手特雷弗·伊梅尔曼，

接下来托马斯·比约恩、吉姆·弗

瑞克、本纳德·兰格、迈克·坎贝

尔、蒙哥马利…… 直到最后一洞再

由南非人古森的设计收官。我在每

一洞都看到了设计师的签名碑，每

一洞都各具特色，却丝毫不影响洞

线的连贯性。球场坐落在保护区内，

为了保护每位客人不被野生动物攻

击，我们必须在球童的陪同下下场，

傍晚十分，球童们用绳子把果岭围

起来，劝我不要在球场上过多逗留：

“动物们该出来了。”

纵享花园大道
传奇度假村的“传奇高尔夫经

历”结束后，我们直接从约堡飞至

南部西开普省的南非名城开普敦。

西开普省的高尔夫球场历史可以追

溯到 1885 年，亨利·托伦斯率领

英军抵达开普敦后，便引进了高尔

夫。所以这里是南非高尔夫的发源

地，也是如今南非最棒的高尔夫目

的地。

即便如此，我抵达开普敦后的

第一件事情，也并不是马上打球，

而是乘船去往罗宾岛，那个曼德拉

囚禁了 18 年的岛屿，悼念这位伟大

的和平领袖。太阳落山之前，我又

坐着缆车登上了“上帝的餐桌”桌

山，俯瞰开普敦这座远在非洲，却

有着欧洲风情的时髦之都。尤其日

落之时，城市和海湾都被余晖染黄，

我无法相信这样的优雅浪漫景致，

与和猎豹同行的惊险狂野发生在同

一个国度。

开 普 敦 的 必 打 球 场 之 一 斯 滕

贝格高尔夫俱乐部（Steenberg Golf 

Club）距离市中心非常近，这座私

密性非常高的球场坐落在康斯坦

莎山谷的葡萄园内，球场所在的葡

萄园区还是南非最老的葡萄园，这

里的葡萄藤还是荷兰殖民期第一任

总督驻扎时引进的。是世界最棒的

自驾路线花园大道上不可错过的一

站。这座球场 1995 年问世，由皮

特·马特科维奇（Peter Matkovich）

的设计作品。当我开完球，走上球

道，我知道我需要再次拿出冒险精

神了，这一次危险不是野生猛兽，

而是我的第二杆必须要躲过球道上

的南非野兽。

从斯滕贝格走花园大道，一边

是连绵群山，一边俯瞰湛蓝大海，

还有不时映入眼帘的海景别墅，我

的眼睛和相机一刻都没休息过。往

东开个一小时，就到了阿拉贝拉高

尔 夫 度 假 村（Arabella Hotel, Spa & 

Golf Resort）。度假村坐落在印度洋

好望角的海景可以媲美加州一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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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边，每年 4 月至 12 月，这里是

全世界观鲸的最佳地点，度假村附

近的菌科丛林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为生物保护区，因此球场的生

态环境也非常好。比方说签名洞 8

号洞，这一长杆洞沿着清澈的波特

河的走势一路向下延伸，而四杆洞

9 号洞的果岭边正是南非最大的环

礁湖。球场与斯滕贝格一样，是本

土设计师马特科维奇打造而成，充

分将林克斯和园林两种风格结合，

在南非排名前十，更是曾一度排名

第二。球场全长 6082 米，虽然障碍

物都一目了然，让我能很清晰的制

定策略，但却没有一条球道是平的，

我在球道上的站位总是斜坡。

离开阿拉贝拉，我们往北驱车

60 公里抵达帕尔山谷 Paarl Valley，

金熊尼克劳斯在这里有一座签名球

场。这座以德拉肯斯坦山为背景，

与葡萄园为邻的 18 洞球场于 2005

年被美国 Golf  Digest 杂志评选为“年

度最佳新球场”，也曾三次举办了

南非公开赛，可以说是南非最受瞩

目的球场之一。

我很快适应了这座球场，因为

它是尼克劳斯最经典的美式园林设

计，大而浅的沙坑，宽敞悠长的球

道，在短杆区制造些“狡诈”的麻烦，

让人在下杆之前踌躇半分钟。这其

中长杆洞 4 号洞是我认为最难的球

洞， 2013 年的美国公开赛冠军贾斯

汀·罗斯也将这个洞评为自己心目

中全球最佳 9 洞之一。

黑骑士的考验
从 帕 尔 谷 球 场 开 车 到 乔 治 镇

的 路 上， 我 们 经 过 了 厄 尼· 埃

尔 斯 的 酒 庄 葡 萄 园，（Ernie Els 

Winery）。在酒庄品了几款酒，我

们都觉得厄尼在他的这个产业上是

范考特的球童们对我打林克斯球场有非常重要的帮助

范考特度假村中的全球指示牌

埃尔斯酒庄被公认为是球员跨界红酒生意中做得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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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功夫的，我们甚至拿纳帕谷的

高端酒和这里的酒做了一番比对。

喝完酒，我们一路奔向此行的最后

一站，也是重头戏——鼎鼎大名的

范考特度假村。

范考特度假村有三座球场，其

中举办过 2003 年总统杯的林克斯球

场是南非数一数二的名场。那次经

典战役中，厄尼和老虎伍兹在连续

三个加洞赛之后依然打平。“林克

斯球场是我所有设计里面我最喜欢

的球场，我认为这是一个当代球场

建造时期的杰作。” 设计师黑骑士

对自己设计的这座球场，曾经有这

样一段非常傲的评价，“球场所在

这块地原来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平坦

最糟糕的土地状况，但我们团队把

它打造成了一个经得起岁月考验的

好球场，不论将来技术发展对高尔

夫这项运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

个球场都将是经典。”

虽然这座球场是南非排名最高

的球场，也是我最喜欢的球场，却

同时也是打得最烂的球场。林克斯

球场其实并不靠海，而是沼泽、荒

野、远山、近林这些自然环境相结

合的园林球场。当我走打这些“灾

难”、“湿地”、“长洞”、“凶手”、

“肇事者”等等光从名字就让人“煎

熬”的球洞，可想而知我的柏忌、

双柏忌在记分卡上画得一串串的，

还好在名为“祈祷”的 17 号洞，我

打了只鸟，找回来了一些安慰。

接下来，我们在范考特住了两

晚，把普莱尔的蒙塔古 (Montagu) 和

乌腾尼瓜 (Outeniqua) 两个球场打了

一遍，这两个球场比林克斯的难度

系数下降了不少，排名上虽然稍逊

林克斯球场，但也不乏趣味。就像

苦咖啡后的奶油饼干，尤其在打过

林克斯球场后，这两座球场打起来

更是顺心如意。

林克斯球场是黑骑士最引以为豪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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