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 TRAVEL

Sardinia
The Best Gathering Place
In Summer
撒丁岛的夏日
陆续开幕的米兰世博会和威尼斯双年展让意大利成为今夏最火的聚会地。
在这场男性主导的聚会中，没有什么比顺便来个凉爽假期更惬意的了。
意大利旅行专家Lorenza Scalisi告诉你如何避过人潮，
在撒丁岛看看欧洲皇室热衷的海景，并且，带上家人。
文、图 /LORENZE SCALISI 译 / 马维靖 编辑 / 颗颗

在撒丁岛选择一套家庭套房，带有私家花园和海边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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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与其他度假胜地的最大区别是随着时光推移，
年复一年，周边的环境里总是添加进最新流行的趋势和元素。

之间尽情玩耍的，以及如何参与活动，

6 个不同温度和盐浓度的浴池中，从 35

沿着路上的标识走在雨林里，这条路上

她并没有注意到我。

摄氏度到“油海”—像气球漂浮在黑

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无声的高尔夫球车和

“ 这 样 更 好！” 我 想。 我 自 知 不 是

色和油状液体上，再到约 20 摄氏度的

自行车（每个房间或公寓都备有自行

一个善解人意的母亲，我想看到我女

旋转喷水涡流中，从中我可以感受到整

一到这里，小维姬的注意力迅速从卡

车）
，我们进入孩子们的天堂—儿童

儿的成长，看到她学会适应新的环境。

个过程里腹部被向上托举的力量。我还

撒丁岛古堡

为了今日的“Forte”度假胜地。目前，

我们一行三人—马可、维多利亚和我。

这座豪华的城堡式酒店已成为地中海意

通书里移开，被这些奇怪的五颜六色的

俱乐部，面向 0 到 12 岁的儿童，费用

显然，齐亚和其他女孩们都是非常棒

尝试了一些治疗方法，包括“零公里”

别看小维姬（我们对维多利亚的昵称）

大利风情酒店的地标建筑。海滩美丽如

鸟类深深地迷住了。紧接着又迎来一个

都包括在酒店价格里。两个互相连通的

的“监护人”，因此，我和老公马可的

健康，盐和撒丁草药按摩，让人充分放

只有 6 岁，她可是一个十足的旅行家，

斯，但它仅是撒丁岛数百个风情无尽的

惊喜，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游戏—

泳池加一个幼儿泳池都位于一个大花园

工作量就大大缩减了。马可立刻开始

松的精致美妙的精油芳香疗法。

还是一个完美的“儿童俱乐部”测试专

海滩之一。

一辆高尔夫球车把我们带到了我们即将

内。充气玩具—海豚、鲸鱼、食人鲸

参加不同年龄和国籍客人们组成的网

家。幸运的维姬在她两岁半的时候就在

在这里，你会得到无尽的宠爱，拥有

待上一个星期的地方。9 个风格完全迥

和海龟立即吸引了小维姬的注意，她不

球和足球比赛，并且是在欧洲的网球

夏日的惊喜

Forte 度假村享受了她人生中第一次度

太多的选择。这里与其他度假胜地的最

异的酒店，共有几百间客房和套房，但

自觉地握住导游齐亚的手。齐亚告诉她

学院工作人员和切尔西足球俱乐部（是

以上是我们第一次在“Forte”的旅行经

假之旅。

大区别是随着时光推移，年复一年，周

感觉不到公园的空旷。最后，我们选择

创意区在哪里，在哪里活动、剪贴，娱

的，切尔西！） 指导下进行的。但后

历。在维姬 5 岁那年，我们故地重游，

边的环境里总是添加进最新流行的趋势

了一个豪华别墅的家庭套房—乐帕尔

乐活动的舞台在哪里，以致她都没有注

来发现，除了打保龄球、开卡丁车、
（软

你可以想象她的表情 ：当她走进房间时，

的孩子，她能调整自己去适应周围环境，

和元素。棕榈树、红树林、竹子、芙蓉，

米酒店 ：庭院，私家花园，不到二百米

意到我的离开。

式）墙网球，竟然还有专门的培训学

她发现全部的家具、物品和游戏装饰都

但我还是不得不说，刚刚进入儿童俱乐

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植物和加勒比海鲜

的海滩和位于度假区核心的玛丽亚露奇

这里的规则是，家长把自己的手机号

院可以参加下面的运动：高尔夫、篮球、

是来自芭比世界的粉色调。这有些像她

部就觉得安心挺让人宽慰的。驱车从卡

花，总共 47 公顷的面积，承载了超过

亚广场。在房间里，我特别喜欢浴室和

码留给工作人员，但说实话……在一周

板球、自行车、游泳。

在儿童俱乐部所看到的风格。今年的新

利亚里到达圣·玛格丽塔·迪普拉，需

15000 多棵树、200 万种植物和灌木丛。

按摩浴缸，由陶瓷工艺精制而成。而园

的时间里，我的电话连响都没响！事实

而我本人，更愿意把自己投身到更柔

颖之处是芭比的房屋，一个巨大的小屋。

要 30 分钟的车程。这个位于撒丁岛南

在这时尚迷离的梦幻之地，还可见来自

林休闲区域，非常适合静静地阅读或与

上，令我惊讶的是，我看到接下来的几

软放松的项目中 —水疗和海水浴疗。

这么多的游戏，还有许多东西可以去学

部的热带绿洲历经四十多年的发展，成

南美洲美轮美奂的巨嘴鸟和鹦鹉。

维姬玩球类游戏。

天里，维姬是如何在上午 9 点到 12 点

在棕榈树和木槿花丛中，我分别沉浸在

习 ：比萨饼餐馆中一切都是迷你的，高

我的女儿一直都是个心态十分“开放”

撒丁岛的度假总是随时间添入新元素。

172

度假监护人

罗博报告

J un e 201 5

简练的设计，宽敞的空间，令人心生清凉。

J u ne 2 01 5

罗博报告

173

旅行 TRAVEL

我们的房间正处在每个清晨海风可以送来迷迭香和薰衣草味道的位置上。
这种感觉让我的身心得到极大放松。
尔夫课，戏剧和舞蹈课。当然，所有训

市长—当然是马里奥本人的房子。然

塔莲娜，正如布戴里和圣·塔玛丽亚，

练和准备都为了星期六晚上的演出，在

后是新的列车—托马斯火车，从度假

或塔希提海滩，让人联想起法属波利尼

度假村的全体客人面前，在大泳池的边

村的一边出发，像卡通片里的场景一样。

西亚的神奇色彩，在地平线上可远眺科

缘舞台上。

如果她知道了，她会立刻要求我们预订。

西嘉群岛。
但我们始终脚踏实地感受散落在公园

看起来像一个池塘模样的小桥可以通
向另一边并与其他餐馆相连。所有的这

地中海群岛

里的村舍。公园里共有 252 间客房和套

些 ：比萨店、巴西菜、日本料理，又健

说到撒丁岛上的夏日度假胜地，我不能

房，其中包括了皇家套房，154 平方米

康又美味，看起来精致而时尚。对于那

忽视岛屿另一端一处游客必至的地址 ：

的私人游泳池和无价的绝佳观景房。我

些想利用假期在厨房里学习一些诀窍的

从圣·玛格丽特·迪普拉到圣·特蕾莎

们的房间正处在每个清晨海风可以送来

人们，这里也有大厨师 Carlo Cracco 提

有至少六个小时的车程，途经风景优美

迷迭香和薰衣草味道的位置上。这种感

供的课程。而且，就在这里，即将开放

的公路蜿蜒而至。加卢拉和卡利亚里南

觉让我的身心得到极大放松。也是在这

世界上第一家“地狱厨房”餐厅（Skyuno

部地区的景致迥异，值得一去，因为这

里，我们乘坐高尔夫车移动，除了高尔

电视形式的节目）
。当然，这一次我们没

里有科斯塔·斯梅拉尔达岛，即著名的

夫运动外还参与了很多儿童们的活动。

有能够尝试所有餐厅提供的美食。

切尔沃港和波尔图景点。在那儿，我

小维姬发现灌木天堂—儿童俱乐部里

们面朝玛塔莲娜群岛。我们的目的地

可供 3 到 10 岁儿童游玩的场所，这里

但如果维姬知道 2015 夏天“Forte”还

是旅游胜地 Valle Dell’Erica 海水温

包罗万象，包括冒险公园、电影院、创

有一个惊喜—仙境的话……想象一下，

泉，另一五星级的自然天堂。28 公顷

意区、游泳池和游乐场足球、草地迷你

3500 平方米的海景开阔空间，马里奥的

面积的典型“马基亚地中海”俯瞰长约

曲棍球运动等。

村庄、9 座小房子，都重现了一个贸易

1400 米的海滩和白色的珊瑚沙滩海湾。

小城的景象，从杂货店旁堆满的火堆到

除了地中海最迷人的 23 个小群岛，玛

今年夏天，我们没有预订任何度假地，

维姬已经喜欢在“Forte”村打高尔
夫，所以她试图再次尝试 18 洞的推杆

（左页图）撒丁岛的海滩可能是最受意大利富豪欢迎的。
（本页图）可以眺望科西嘉群岛的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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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索这个地区，我们还决定在圣·特蕾莎和波尔图·拉斐尔

时的游览，充分感受撒丁岛传统与时尚

需要的话，驱车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可

的双重特质。第一个景点是一个小村庄，

以去那里。如果你是划船爱好者，这是

到处是五颜六色的房屋建筑，远处是科

正确的地方 ：游艇停泊在科斯塔·斯梅

西嘉岛博尼法乔白色的悬崖。在卡波·泰

拉尔达游艇俱乐部前方，每年的 7 月和

在这里，我们喜爱经常变换菜单，尝

斯塔的天然公园，我们来到花岗岩峭壁

8 月间，这里是几乎世界上所有富豪与

试新鲜的菜品和不同的风景，从撒丁猪

巨石间的翡翠海湾散步。与此相对，波

美女会聚之地。狗仔队在密切注意着这

探索艺术区

到意大利自制面食都以一种创造性的方

尔图·拉斐尔则是松树和橄榄树掩映下

里的一举一动。然后，到了晚上，在地

漂流，在该地区的海湾停下来享用午餐。

在一次拉·玛塔莲娜岛一日游期间，我

案呈现。也在这里，我们体验了让人彻

的斥资数百万的别墅建筑群所在地。这

中海最繁忙的贵宾俱乐部水上餐厅享用

这看起来很像科斯塔·斯梅拉尔达人的

也尝试了浮潜 ：背景异常美丽，周围是

底放松的 SPA，在 4 个不同温度的海水

里由上世纪 50 年代出生的一位喜欢被

烛光晚餐。如果你来到这里，必选项目

原生态生活，要知道许多夜总会离那里

巨型石斑鱼群游来游去。岛屿的轮廓是

室外游泳池，每天至少享受两个小时的

光怪陆离人群包围的撒丁岛艺术家设

包括，在拜亚撒丁岛的 Phi 海滩享用鸡

一千英里远。14 岁以上儿童可免费参加

黄昏时刻我们见过的红色，我们赤脚站

海水浴疗。一边掩藏在粉红色花岗岩巨

计，由拉斐尔·内维尔—杜罗河畔贝

尾酒，抑或在紧邻上世纪 70 年代名流、

“青少年”俱乐部的活动，包括正式一些

在餐厅里的水泥地板上欣赏着日落，几

石后的风景，这是典型的加卢拉。

兰加的一位伯爵出资创建。

企业家等云集之地的 Cala di Volpe 酒

做几个小时的游览，充分感受撒丁岛传统与时尚的双重特质。
场地，然后她上游泳课及手工课，她喜

人们也可以参加帆船、帆板、风筝冲浪

欢自己动手制作贝壳项链。但遗憾的是

和潜水。当然，
这些活动是我丈夫喜欢的。

她还没有年满 10 岁，否则她肯定会参加
“冒险日”运动，全天乘坐鲁滨孙沿海边

的课程（而非“站起来拍手”这样简单）

张桌子面对着海岸一湾。浪漫的氛围和

为了探索这个地区，我们还决定在

今天，城市中心因其“皮亚泽塔”与

和更高级别的高尔夫活动。18 岁以上的

可口的当地美食，和在其他四个度假饭

圣·特蕾莎和波尔图·拉斐尔做几个小

切尔沃港的竞争而显得十分独特。如果

（上图）帆船、帆板、冲浪、游泳都是海滩上受欢迎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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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旁，参与一场 18 洞维罗高尔夫俱乐

撒丁岛的夏天

Forte度假村
www.fortevillageresort.com
Valle Dell’
pErica海水温泉
www.resortvalledellerica.com

部比赛。

（右上）松树和橄榄树掩映下的别墅群。（右下）可以眺望海边森林的豪华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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