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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CE COURSE
精选球场

加州梦幻           洞18
TOP 18 GOLF HOLES IN CALIFORNIA

编辑：周岸明    文：Robert Kaufman 图：Robert Kaufman、Andy Crosby、Joanne 
Dost及各球场俱乐部 翻译：陈建钊

地形狭长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就像一条南北走向的超级右狗腿洞， “球洞”内外障碍重
重：山脉、森林、沙漠、沙滩、湖泊、河流、海洋，还有各类野生动物穿行其间。言归正
传，作为美国最著名的高尔夫目的地之一，整个加州内部拥有数千条风格各异的球道和果
岭，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来自全世界的球友云集于此。打的球场多了，每个人心中便不免会
有“最佳球场”和“最佳球洞”的评判。我和我的加州高尔夫媒体同行们为大家盘点出的
加州最牛18洞中，是否也有你心目中的梦之洞（以下球洞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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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小城特拉基（Truckee）郊外

的狼月高尔夫球场堪称加州地区最具疗

伤气质的球场之一。前PGA职业球手、

设计师布拉德·贝尔（Brad Bell）充分

借用自然之美景：高耸的松树，形态

各异的岩石和美丽的特鲁特溪（Trout 

Creek）为球场增添了宛如童话一般的

浪漫色彩。

在球场的静谧氛围和优美的环境

中，你可以远离都市中任何噪音和污

染，抛开一切压力和烦恼，在这重新找

回内心的平和。这样的疗伤能力，还要

属该球场13号洞的能量最足。

首先从发球台上一抬头，美丽的罗

斯山景便映入眼帘。球洞总落差为80英

尺，中间跨越了柔美的特鲁特溪，小溪

两旁长满了山杨树，每到秋季便换上一

身灿烂的金红色，那种纯美颜色足以令

人激动不已。

就难度而言，该洞倒不是很突出，

但介于该球洞常年有风，因此根据风力

风向，以及洞杯位置的不同选择好合适

的球杆很重要。 

www.coyotemoongolf.com

狼月高尔夫球场  13号洞  3杆洞  227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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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角高尔夫俱乐部峡谷球场  
18号洞  4杆洞  449码 

大角俱乐部的峡谷球场位于棕

榈沙漠（Palm Desert）内一个极其

私密的社区里，这是个盛产传奇的

所在。球场内的所有那些被垫高的

发球台似乎都位于“世界屋脊”

上，放眼望去，那些大小山峰、山

谷尽在脚底下绵延起伏。但危险同

样无处不在。就18号洞而言，你的

第一杆就必须躲过诸多的沙坑和球

道左侧其它障碍。在这个球场内所

谓“为第二杆赢得更好的角度”其

实都有些苍白。当你站在发球台上

即使随意挥出一杆，然后看小白球

在沙漠上空跨出一条美丽的弧线即

是一幅极其生动的画面。同时，大

角俱乐部的峡谷球场也是The Skins 

Game、The Battle at Bighorn、PGA长

青配对赛等赛事最热衷的举办地。

www.bighorngolf.com

奥林匹克俱乐部湖场  
17号洞  5杆洞  522码

由山姆·怀丁（Sam Whiting）

设计的老奥林匹克球场曾举办了4届

美国公开赛事。彼时的17号洞还只

是4杆洞，球场难度主要体现在大坡

度的球道和果岭上。该球场在2012

年再次承办美国公开赛前，USGA

对球场进行了改造，其中17号洞被

改成5杆洞，并且在距果岭中央约

55码位置新增加了一个面积达750平

方英尺的大沙坑。USGA常务董事

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之所

以坚持增加这个沙坑的原因是，他

想显著增加保守选手们第二杆的难

度，迫使他们不得不冒险尝试两杆

上果岭，因为改造之后，三杆上的

难度和两杆上的难度差不多，只不

过一个要求精准，一个要求距离。

当然，这只是针对职业球员的“变

态”做法，否则球场会员们在内部

会议上又有的抱怨了。

www.olyclub.com

橡树石场高尔夫俱乐部  
14号洞  3杆洞  214码

这 座 球 场 位 于 洛 杉 矶 和 棕 榈

泉（Palm Springs）市之间的内陆地

区，2000年建成开业后曾被加州球

场业主协会（California Golf Course 

Owners Association）选为“2012年

年度最佳球场”，还获得业内某知

名机构颁发的“南加州内陆最佳球

场”等奖项。昵称为“尖晶石滑

梯”（Spinel Slide）的14号洞无疑是

该场的明星球洞，该洞还曾被评为

“南加州最佳3杆洞”。球道中央是

一片废弃的采石场工地，垂直落差

达数百英尺，而果岭位于一个“小

半岛”上。

www.oakquar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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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A West（TPC 体育馆球场） 18号洞  4杆洞  439码
对于许多职业球手们而言，他

们的职业生涯都开始于或终于PGA 

West的TPC 体育馆球场的18号洞。

准职业球手们都将征服做个球洞作

为自己进入PGA巡回赛的跳板和技

能验证场。对于大多是人而言，皮

特·戴设计的TPC体育馆球场直接

等同于整个PGA WEST。这个“全

球百佳球场”排行榜的常客，在

2007年“美国最难50大球场”中排

行第四的球场，以难度著称。它还

是每两年一届的PGA TOUR资格学

校总决赛的举办地。而18号洞正是

这座球场内的难度之王。当人们都

将自己的职业希望和梦想都寄托于

一个小球洞时，它的苛刻就可想而

知。这条球道左侧一路有水，右侧

则密密麻麻地排列着4个形状不规则

的大沙坑。经典的攻略是：第一杆

攻击右侧中央，之后将留下一个中

铁的长度，最后将面对的是果岭左

侧全场最后一个，也是最难的一个

水障碍，以及起伏不定的果岭面。  

www.pgaw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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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公园高尔夫球场的17号洞

位于一个海边悬崖上，在此可以俯

视旧金山湾的出入口。也就是说当

你站在17号发球台上时，你可以看

到红色的旧金山金门大桥那两座高

耸入云的桥塔。

正因为如此，这个地势下坡、

球道笔直的长3杆洞被大家公认为

全美公共球场中最美的球洞之一。

这座建成于1902年的球场由传奇设

计师杰克·内维尔（Jack Neville）

设计，他也是大名鼎鼎的圆石滩球

场（Pebble Beach Golf Links）的设

计师。而老一辈加州本土顶级球

手、高尔夫名人堂成员强尼·米勒

（Johnny Miller）和乔治·阿奇尔

（George Archer）都曾将这座球场

当成自己磨练球技的主场。除此之

外，这座球场也是一项美国国内历

史最悠久的连续性高尔夫赛事之

一——旧金山城高尔夫锦标赛的承

办地。

www.lincocnparkgc.com

林肯公园高尔夫球场  17号洞  3杆洞  240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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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鼎鼎的圆石滩名洞无数，

除18号洞外，8号洞也蜚声在外，它

被人们称为“世上最好的4杆洞”。

这个洞第一杆必须盲打，最好的瞄

准目标就是前方坡顶那块石头，顺

利的话，只需要240码左右距离小白

球可以安全抵达坡后方那开阔的落

球区。这样就只剩下一根中铁的长

度就可以登上果岭了。

该 洞 最 美 妙 之 处 体 现 在 第 二

杆，一个小海湾将8号球道挤压成右

狗腿洞，想要两杆攻上果岭第二杆

小白球就必须跨越海湾。如果海湾

只是障眼法的话，8号洞果岭将给你

点颜色瞧瞧，它不但面积小而且右

前方和后方还有三个沙坑包围。在

享受美景的同时，定要加倍小心。

www.pebblebeach.com

圆石滩高尔夫球场  8号洞  4杆洞  427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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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高尔夫球场  
12号洞  4杆洞  473码  

顾名思义，这座球场位于斯坦

福大学校园内，我们推荐的12号洞

被许多人认为该场的签名洞。这

个终年有风的长4杆洞以球道中央

3棵橡树以及在球道右侧缓缓流淌

的San Francisquito小溪而闻名，当

然，难度系数也不低。由于那三棵

橡树正好位于落球区前方，所以最

好的攻击线路是橡树的两侧。橡树

左侧的落球区域相对宽阔，但留下

的第二杆距离最长，而且还得跨越

果岭旁的大沙坑。而橡树右侧则相

对凶险得多，球道右侧那道小溪看

似温柔，但它已没收了无数球手的

小白球了。当你成功在右侧落球，

第二杆将得到明显的奖励：距离相

对较短且线路清晰，障碍少。总之

无论何种选择，两杆长距离是必不

可免的。这个建成于1930年的老牌

球场由大牌设计师乔治·C·托马

斯（George C. Thomas）设计，经

历八十多年风雨历久弥新，包括米

奇·莱特、汤姆·沃森和老虎伍兹

等名将都对这座球场赞不绝口。

www.golfcourse.stanford.edu

温迪酒庄球场  
2号洞  4杆洞  301码

温迪酒庄球场从1998年建成开

业起便迎来好评如潮。这个由著名

球手、设计师格雷格·诺曼设计的

球场，距离旧金山东部只有45分钟

车程。凭借球场所处区域自然拥有

的三种地形地貌：原生林地、葡萄

园和山地草甸，这座球场堪称旧金

山湾区内景观风格最丰富，球道风

格最多变的一座。2号洞是公认的北

加州最有意思的短四杆洞之一。如

此短的距离，无疑吸引着大量重炮

型选手跃跃欲试一杆上果岭。但这

里危机重重，最稳妥的方法是先用

铁杆开球。

www.wentevineyards.com/golf

帕萨蒂泊高尔夫俱乐部  
16号洞  4杆洞  387码

该场16号洞是公认的全美最美

也最难的球洞之一。虽然16号球道

全长仅为387码，第一杆需要盲打，

且对精准度的要求很高。如果开杆

力度过大的话，球道左侧是悬崖峭

壁，右侧是OB。即使你小心翼翼地

发力以躲开那些烦人的障碍，将第

一落球点控制在自己能够看得到的

区域，但你的第二杆将面对一个距

离较长的下坡球道。球道尽头和炮

台果岭之间有一道深深的悬崖，悬

崖“彼岸”的果岭分为5层，四周

布满了沙坑，果岭后方还有一条小

溪。所以在这里最好的开球就是将

球开过坡顶，不偏不倚地落在坡背

面球道中央，然后利用坡度让小球

尽量滚到离果岭更近的地方。设计

师麦肯兹士曾经表示，在他设计的

所有球洞中，帕萨蒂泊俱乐部的16

号洞是他最喜欢的一个。 

www.pasatiem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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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漫长的海岸线催生了一大

批的海岸旅游胜地，同样也催生了

一大批景观与设计都很优秀的海岸

球场，在这其中柏树点高尔夫俱乐

部无疑是最亮的明星之一。

该球场建成于1928年，是全球

各大球场排行版前三甲的常客。作

为明星球场内的明星球洞，柏树点

16号洞毫无疑问是这个星球上最著

名、也令球手最心情愉快的球洞之

一。尤其是，当你不得不让小白球

“跨越”太平洋才能登上果岭时，

那种摄人心魂的景致和心境令人终

身难忘。

当然别忘了难度系数，16号果

岭面积中等，被沙坑、岩石和冰叶

日中花丛层层包围的果岭上，此外

还有无时不在的海风威胁。正因为

困难重重，所以传奇设计师艾利斯

特·麦肯兹（Alister Mackenzie）在

果岭左侧留了一小段球道供那些对

狂风之下的球道木或小鸡腿没信心

的球手选择。对于许多人而言，只

有站在这里之后才首次找到“什么

是高尔夫”的准确答案。 

www.montereypeninsulagolf.com/

Cypress+Point+Club

柏树点高尔夫俱乐部 16号洞  3杆洞  231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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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19年杰克·内维尔在蒙

特雷半岛设计了圆石滩之后，这座

球场见证了大量传奇的冠军时刻，

这其中包括多届美国公开赛和圆石

滩职业业余配对赛等知名赛事。知

名作家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

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曾表

示，这里是“海洋和陆地的最佳结

合”。该场的18号洞被许多球迷们

称为世界上最好的结束洞。或许这

世界上还有不少比这更难更具策略

性的结束洞，甚至仅仅风景比这美

的也不在少数，但这个沿海而设的

圆石滩18号洞似乎已经超越了高尔

夫的范畴，“这是一种无法比拟的

体验”。当然，这个洞的难度绝对

不低。最佳的攻略是第一落球点选

择球道中央那棵树的左侧；第二杆

仍然要选择前方球道的左侧，以避

开果岭前方那棵茂密的大树；最后

一杆则直接用短铁攻击果岭即可，

当然还需要避开一个沙坑；最后在

果岭上能两杆完成就算很好的成绩

了，因为果岭整体呈现向海洋倾斜

的状态，一不小心就容易酿成三推

甚至更糟。

www.pebblebeach.com

圆石滩高尔夫球场  18号洞  5杆洞  543码



Page:105GOLF VACATION+LIFESTYLE

斯 蒂 文 森 农 场 球 场 位 于 加 州

中央山谷地区，建成于1995年。

该球场由约翰·哈伯特三世（John 

Harbottle III）设计，在设计风格上属

于早期的美式球场风格，即在很大

程度上为向那些伟大的苏格兰林克

斯球场致敬之作。这个被称为“斯

蒂文森燃烧”（Stevinson Burn）的

17号洞是一条中等长度的4杆洞，

球道斜跨一条小溪。17号果岭不但

是斯蒂文森农场球场内面积最小的

一个，而且果岭前端紧挨一片小湖

泊，后方还有个面积颇大的沙坑。

三者相加造就了斯蒂文森农场球场

内难度值最高的果岭。当你站在发

球台上面对着当季盛行风时，第一

杆开始就存在两种线路选择：你可

以选择轻开以避免触及球道中央一

个大沙坑的威胁，但随之而来的第

二杆将面临顶风的200码距离，而且

角度刁钻；如果选择挑战沙坑右侧

落球区的话，那么你就要面临球道

左侧一路相伴的水面“诱惑”，而

且实际上沙坑和水面之间的宽度也

仅有30码而已。挑战成功的话，第

二杆的角度和距离则非常有利。

www.stevinsonranchgolf.com 

斯蒂文森农场高尔夫俱乐部  17号洞  4杆洞  416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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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美国最具话题性

的富豪之一富豪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正是这座球场的

老板，他在1999年买下了这座名师

皮特·戴设计的球场，之后又花费

超过2.5亿美元改造球场并建造了

大量的附属设施，进而将这里扩建

成了一个高尔夫度假村。这座球

场号称迄今为止造价最昂贵的球

场：仅仅18洞球场本身就耗费6400

万美元。特朗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

同样是位于海岸悬崖上的球场，球

场所在地帕洛斯弗迪斯半岛（Palos 

Verdes Peninsula），位于洛杉矶市

中心南部约45分钟车程的位置，交

通便利。该场18号洞也是个景致与

难度双绝的球洞。一方面球道左侧

开阔的太平洋与卡特琳娜岛美景可

以让你心情舒畅，但第一落球点的

双层球道，以及数个深沙坑包围的

炮台式果岭，再加上512码的超长

距离，令这个美丽的4杆洞攻击性

十足。

www.trumpnationallosangeles.com

特朗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  18号洞  4杆洞  512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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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老翠林高尔夫球场的球友

应该都知道，该球场以提供“完美

的18洞”而著称。球场位于太浩湖

旁特拉基市（Truckee），洛奇波

尔松树林和杰弗里松树林下。由金

熊杰克·尼克劳斯设计，总长7518

码。其中轻微的右狗腿洞12号洞（5

杆洞）是最具代表性的签名洞。首

先开球就得面对球道左侧一片树林

和右侧一个长沙坑。由于球道为从

左向右倾斜，所以实际落球区比我

们看到的要小得多。第一杆顺利的

话，第二杆你就将面临多种选择。

安全至上的话，挑选一根中长杆，

然后尽可能地往前方左侧长草区边

缘打，以便小白球利用自然坡势继

续向前滚动。一切顺利的话，你剩

下的一杆还需要跨越球道右侧一个

面积巨大的球道沙坑。对于那些力

量型选手而言，或许你的第二杆可

以直接抵达那个球道沙坑的左侧。

对于这些幸运的球手们而言，接下

来长度适中的第三杆还将面对几个

壶状沙坑。

当然，最“年轻”也最困难的

选择莫过于尝试两杆攻上果岭，如

果你具备击出尼克劳斯式的高吊小

右曲球的能力。因为面对这样的球

道弯度和密林重重的实际地形，光

具备距离是远远不够的。另外，

该场12号果岭拥有一个极隐蔽的前

区，由于存在坡度，绝大多数落在

这里的小白球都将滚回球道。

www.oldgreenwood.com

老翠林高尔夫球场  12号洞  5杆洞  551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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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溪高尔夫球场
6号洞  4杆洞  417码

或许国内的球手们对卡特·莫

里什（Carter Moorish）不是很了解，

但对由他设计的马鞍溪高尔夫球场

当有所耳闻。这座位于加州黄金乡

（Gold Country）的球场拥有令人着

迷的Sierra山景，4杆洞6号洞就是最佳

的观景位置之一。但是美丽的景致掩

盖不了该洞的凶险，这个球洞因为骇

人的难度而被人称为“野兽”（The 

Beast）：落球点狭窄，炮台果岭、沙

坑众多，并且果岭上草皮充满起伏。

但不要被4号洞吓着了，因为设计师

为每个球洞都安排了5个发球台来调

节难度，因而有时候这座球场也被称

为“女性友好”球场。

www.saddlecreek.com

潜望山高尔夫球场  
4号洞  4杆洞  370码 

该场内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地

形，可以为那些来圆石滩朝圣的人们

提供除“海景”之外的另一种体验。

该球场前5洞属于海岸沙丘地貌，因

而可以提供林克斯式的纯粹高尔夫感

受，剩下的13个球洞则在松树林和湖

泊间穿行。

4号洞自然属于前者，这个别名

“盲人会议”（Blind Pew）的4杆洞

是该场设计师老罗伯特·琼斯最喜爱

的4杆洞。尤其在果岭上，旗杆位的

变化为球手提供了多种攻略选择：如

果旗杆位在后，则最佳的击球位置是

球道右侧；如果旗杆位在前，则最佳

的击球位置是左侧。4号果岭虽然沙

坑不多，但被绚烂的冰叶日中花团团

包围，因为它也被称为潜望山最上相

的球洞。

www.pebblebe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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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打完多利松前3个球洞之

后，或许你会这样想：多利松南场

真的很漂亮，但并不那么难。如果

你真这么想的话，接下来的4号洞

就会吓你一大跳。这个在太平洋岸

边悬崖上蜿蜒的4号球道的职业Tee

足足有488码，而且海风凛冽。作

为2008年美国公开赛的举办地，在

开赛前，设计师里斯·琼斯（Rees 

Jones）对这条球道进行了改造，将

球道往西挪了15码，进而极大地提

高了水障碍的威胁。而在此之前，

每年PGA巡回赛的重要赛事农夫保

险公开赛（Farmers Insurance Open）

都会在这里举行。

如果你想在此洞保Par的话，球

道左侧的悬崖和右侧的沙坑都必须

克服。除此之外，即使你的第一杆

再成功再远，第二杆的距离仍然超

乎想象，而且落点必须精准，因为

果岭外就是悬崖。第二杆选择果岭

右侧最为明智，因为果岭左侧是一

个大沙坑，而且可以利用果岭上从

右到左的明显坡度，让小白球尽量

滚到洞杯附近。除去骇人的距离和

各类障碍外，果岭本身的难度也很

大，果岭不仅分为3层，而且起伏

颇大。当你以4杆顺利结束此洞之

后（其实5杆的成绩也是可以接受

的），剩下的就沿着起起伏伏的海

岸线欣赏壮阔的太平洋海景吧。

www.torreypinesgolfcourse.com

多利松高尔夫球场（南场）4号洞  4杆洞  488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