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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岭
国际乡村俱乐部

这
次来到四川省成都市, 主要是要
去看看我们高球界512关爱行动
捐献的重建成果, 其次是打球, 

成都市和外围有五至六个球场如观岭, 麓
山, 青城山、成都国际、双流牧马山球会

等等, 可惜时间紧迫只能抽空打了两场
球，而今次我所选打的两个球场刚巧都是
由美国著名高尔夫设计公司JMP设计的，
第一场打的是2008年才开业的观岭国际
乡村俱乐部；而第二场是2007才完成, 也

观岭会所

观岭第九洞

因为曾举办过多个大型比赛如中国公开
赛, 相当出名的麓山国际乡村俱乐部, 今次
可以比较一下两个球场在同一设计师手
笔下的分别。

观岭第13洞发球台

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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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岭球僮第17号洞Par3

观岭球僮

观岭球僮制服很醒目

先
说说“观岭国际乡村俱乐部” , 和很多国内的球场一样，球会
是一个大型高级房地产项目的一部份，位置离市中心36公里，
不塞车的话, 约40分钟车程就到。

打球那天因为天气不好，所以拍的照片并不美，球场位于一大片树
林的小山区上，四周的环境宁静，由于球道沿山而建, 所以落差起伏比
较大, 沙坑数目多如繁星 (根据数据显示有142个沙坑！)，最值得一提的
是第17号洞，地处悬崖边上，无论难度、趣味性，还有观赏性，均为成都
首屈一指，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果岭分两层，前后落差很大。而当
你站在悬崖端上，正好感受到一个极有性格的高尔夫球场给你带来另
一种的高球体验(我想了很久都不知该怎么形容比较适合, 还是留待你
去体会吧)。

球道分隔得不错, 几乎完全不知道其他球道有没有人在, 只会偶尔
看见场内的其他球手，在球场的设计上, 球道挑战性偏高(狭窄)，果岭不
大(偏小)加上斜度高低不平，总括18洞没几个洞容易打，而且蓝tee有
6,635码 ... 步步惊心，辣过麻辣火锅, 对高手而言, 应该会好玩的, 但对
新手而言又或击球距离不运的球手就会难于应付，不如乖乖的走下到
白tee打(5,950码), 会舒服多，挫折感少一点, 白头发也会少长一些, 呵
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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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
日我选打的球场是曾举办过多
次大型比赛(如中国公开赛) 和
嬴得中国十佳球会的美誉 - 麓

山国际乡村俱乐部，它座落于离成都市中
心13公里, 车程约30分。麓山国际和观岭
国际球会一样，球会附近都有房地产发展
项目，球场也是兴建在地产发展区内的部
份，幸好麓山国际之房地产发展项目是没
有影响到球场的景观，只有少部份球道可
看到场外的楼房。

开球前先看看记分卡, 蓝tee有6,698

码, 本来想转打白tee的, 可白tee也只有
6,059码.....觉得比较短，还是跑回蓝tee
发球啦....可能大部份球道落点还算宽阔，
所以不觉得太难, 而且很有趣味。打球那
天天气晴朗 - 感觉非常棒, 球场设计和草
坪保养是我近几年来看到最出色之一，设
计上做得很细致，肯定放了不少时间和心
血 -很明显球场水平比一般的高。球道设
计变化多，趣味性丰富，难度也适中，能
迎合各类球手，个人认为比较特别而又让
我喜欢的是 2号洞和17号洞的三杆洞，另

外还有9号洞的四杆和18号洞的五杆洞都
十分精彩, 挑战性一流，过瘾呀，值得介
绍给球友尝试。而会所设施方面走的是
渡假方向，如果服务上改进一点就更加完
美，不愧嬴过中国十佳球会，果然名不虚
传。

打完两个球场之后的感觉, 就是开心
看到成都高尔夫发展速度和成果，球会
的用心经营和球场的素质高令我赞叹不
已, 好呀! 我还在回味当中…….

麓山球会会所

麓山第12洞Par 3外的房地产项目 麓山会所外的喷水池

麓山 国际乡村俱乐部



7

最
后，我们下榻的酒店又正在成都市中心之步行街内，跟
其他大城市一样，各种名牌旗舰店林立，人来人往，好
不繁荣。

麓山会所外的喷水池

麓山第18号5杆洞 非常有挑战性

麓山湖边天鹅

成都步行街 成都步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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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新球场介绍

阔别海南岛只有几个月时间，转眼间海南又多了很多的新球场，特

别是三亚那边，真利害！这次由海口打到三亚，体验一下新球场！

这
个新场仍在试业阶段，由海口机场去大约需要20多分钟，临时会所提供最
基本设施如衣柜，冲凉，有个小卖部，新会所在建，球场设计师是马来西亚
C.J.Tan. (比较熟悉的作品有惠州涛景)

球场从一片林木内开发出来，暂时看不到有别墅房地产等项目，偶尔会看到农田，
景色天然，蓝Tee总长接近六千六百码，而且球场偏窄，设计上要求发球要有一定距离, 
还要把球放到适合的位置(很多大狗腿洞)，否则第二杆会很难打，要不是需要长距离跨
过障碍区，便要打盲洞，整体难度和要求高。

草坪保养水平极高，尤其是果岭，又顺又滑!
评语: 挑战性高，环境靓，草坪正，海口又多一个靓场.

海口南洋河原生态
高尔夫球会

南洋河一号洞

南洋河会所

南洋河三号洞 的球僮也是007



11

高尔夫球会
海口观澜湖渡假村

观澜一号场九号洞

一号场魔鬼第六洞

观澜湖球场上的火山岩山 观澜湖內的其中一间餐厅 观澜湖酒店房

海口观澜湖

去
年第一次打观澜时天气不好，未能感受到它最靓的一面，所以今天再来
一次，也是选打它的旗舰场一号埸(Black Stone Course)。

如果你去过东莞观澜湖会所和酒店，这里其实没有多大分别，而且
酒店房间好像还要大些，每一样都是五星级设施，非常豪华。

一号场名叫Black Stone，果真没错，场内好多由火山岩石组成的障碍区，围
场等，景色很特别。蓝Tee 总长超过6700码，还好球道偏宽阔，可以拿起一号木尽
情地打，难度在那? 除了距离长之外, 就是攻上果岭那一杆，很多果岭都升起来变
成炮台果岭，果岭周边密布沙坑，有些洞你会有视觉上误会, 看似入口窄(其实是
有安全区的，不过就使我攻果岭时考虑多了, 碍手碍脚的不够决心。水障碍不多，
忌水的球友别担心.

草坪超水平，近乎完美，想要挑剔也难呀.
评语: 观澜湖己经成为海口新地标球场, 尤其是一号场, 值得一试，物有所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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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实这个球场也不算最新了，不过
一直没机会去试。

球场位于三亚亚龙湾的景点
天涯海角附近，对面就是老场三亚国际高
尔夫球会，球场设计师原来是大名鼎鼎的
Robert Trent Jones Jr。

临时会所非常简陋， 外围环境颇凋
零，连椰树被风吹烂也没替换，说真的，
看到这种景象，有些冒冷汗，很自然对球
场都没甚期望。既来之则安之!

一落场，哗，怎会差别这么大的? 球
道草坪很好呀，然后，果岭也不错呀。打

三亚红棠湾国际
高尔夫球会俱乐部

第18洞的无敌海景

红棠湾果岭

第一洞可以看到海景红棠湾第7洞

球的兴致马上回来!蓝Tee总
长 6600码多些，球道有窄的, 
也有宽的，有直的也有弯，布
局精彩, 组合丰富, 充满大器， 
真不愧为大师级作品，还有些
海景洞特别让人心旷神怡! 跟
场外配套相比，像天堂与地狱
的分别。

评语: 要去形容这个场 , 
它是一个还没化装的美女，
如果将配套和园艺搞好, 不得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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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泉位于三亚邻近的海垦，离三亚约50分钟车程，球场出自山
地场名设计师Nelson & Harworth的手笔。属山地型球场。 

会所大，最特别之处是，会所内摆放很多各式各样的神
像和神兽雕刻，气氛带点神秘， 据球僮说，潮州籍的老板对此十分有
研究。连球会Logo都是以神龙为标志。

球场现有27洞，我就打了AB场，AB场落差很大，狗腿洞又多，经
常需要飞涯过水，非常紧张剌激，蓝Tee总长6500码左右，不过因为很
多大落坡发球，所以感觉真正距离要短些，以山地型球场来说，这里
的容错性算宽容，趣味性丰富。

草坪相当之好，可能新场人流较少，连打痕都少，打球当天好像只
有隐约听到有另一队在打球，畅通无阻，爽呀!

评语: 世外桃源，风景靓，草坪好，剌激好玩。

三亚神泉国际
高尔夫球会

红棠湾果岭

第一洞可以看到海景

神泉景色

神泉会所正门

神泉第2洞神泉第1洞

神泉会所內充滿各种神像神兽雕像神泉场內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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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龙泉谷
高尔夫球会

龙
泉谷离三亚市中心约20分钟车
程，球场由Schmidt & Curley
设计，也就是海口观澜湖的设计

师。球场共有18洞，另外多送一个短Par3
第19洞让你决胜。

会所的装修，家俬和摆设尤如一间精
品酒店的，精致豪华, 而且舒适。

球场倚山而建，落差大，球道合理的
宽阔，不过如果你的球偏离太多就不太乐
观，要不是进山便是堕崖，有一条球道右
边倚山而向山崖的方向倾，我记得发球向
最右的上斜方打，结果球落地后一直横滚
至最左方悬崖边方停，一边看一边心里暗
骂, 哈哈(其实我如果不打得太右往斜坡, 
球应该不会滚得又急又远)。

龙泉谷会所

龙泉谷第5洞

龙泉谷景色

龙泉谷第9洞

龙泉谷会所

007

蓝Tee约6500码，很多落斜发球，所
以实际距离比记分卡的要短些，球道变化
多，精彩好玩。不过这里风大，难度增加
不少。

草坪质素有很高的水平!
评语：无论地理位置，会所和球场都

一流，去三亚就不要错过。

                     后 记

这次行程紧密，抽不出时间去打另一

个新场 - 神州半岛，看了些球友拍的照，

有些遗憾；早两日听到有两个新埸又开了，

哗! 这样的话，我的海南大满贯到底要何

时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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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情画意 -  狮子湖乡村俱乐部狮情画意 -  狮子湖乡村俱乐部

广东靓场介绍

如果你以前曾经去过狮子湖(大约2000年左
右), 你都不会反对, 当时的狮子湖只有简陋
的会所, 没有正式的出发台, 球场虽然设计

精彩, 草坪维护却时好时坏, 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三、
四线球会。你怎样也想不到, 今天摇身一变, 成为广
东省内首屈一指的球会, 笔者在造访当天, 狮子湖的
管理层刚接到通知, 狮子湖被评为2011年中国十佳
球会和中国十佳球场。

旧狮子湖球场己经不复在, 没有留下半点痕迹, 

自四年前颐杰. 鸿泰集团收购狮子湖后, 便停业封场
改造, 改造并不单止是球场, 而是整个地域, 狮子湖
将会变成一个巨型的休闲渡假区, 现在先让我从高
尔夫说起, 新的狮子湖有两个18洞球场, 分别是月球
球场和月光球场(前九洞己经开放, 后九洞于年底动
工)。

两个球场都是出自美国设计师Rick Jacobson的
手笔, 也是他在中国土地上的处女作, 球会还特意聘
用专业的美国Troon Golf管理团队来打理球场。

狮子湖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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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子湖乡村俱乐部- 狮子湖乡村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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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球场月球球场

原来清远这一带唤作丹霞地貌, 我
不是地质学专学, 对这一项的认
识十分肤浅, 只知道这块地是由

红色砂砾岩层组成, 并非到处可见, Rick 
Jacobson在设计月球球场时, 便注意到
并利用这地貌为主题, 现在你看到的月球
球场, 到处可见粉红色的岩石, 还加上很
多大头长草, 老实说, 我对这些草既爱且
恨, 爱是它的美丽, 令球场散发着野性的
魅力, 恨是因为球滚进去, 就像凭空消失, 
非常难找, 就算找到球, 几乎要拿柄斧头
才能把球劈出来, 此外, 湖泊和沙坑也不
少, 我不大清楚造型设计师是否也是Rick 
Jacobson, 抑或另有其人, 球道并不光是
铺上一层草便了事, 而是经过悉心安排推
土, 做得层次分明, 富立体感, 功力可见一
斑. 看着月球球场, 一幅幅独特景致摆在
眼前, 感觉粗旷但又不会凌乱, 在广东以
至中国, 都十分罕有.

月球球场设计的组合变化丰富, 球道
有长有短, 狗腿洞多, 不过你要特别小心
沙坑, 如果你的球往沙坑方向飞, 最好的
结果是球停在沙上而不是堕进沙坑边上
的大头长草, 因为就像刚才说的, 别说进
攻,  能找到球己经算不错了. 

月球球场內景色

有头狮子在看你打球 月球球场内的沙坑, 最好避之则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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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球场月光球场

月光球场现时只开放九洞, 后九洞
会在今年动工兴建, 这个球场的
风格与月球球场不同, 走的是渡

假式 (Resort Style) 路线, 球道要宽阔些, 
没有难缠的牛尾草, 水障也不多, 不过仍
要不要大意沙坑, 布局巧妙, 一不留神便
会进沙, 这个是一个少一分挫败感, 开心
愉快的球场!

月光球场第九洞

月球球场第十一洞

月球球场第十六洞

月球球场第十二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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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高的球会会所不得不提, 充满复古欧式的设计, 骤眼看
像一座古堡一样, 内里摆设的吊灯家具, 每样都十分精致, 一看便
知不是普通货式, 听老总说, 就是餐厅的一张椅子也花了8000块, 
二楼的中庭花园放着一座喷水池, 坐着喝茶, 仰头可看到天空, 带
点罗马式的色彩, 以前我总是抱怨大多数球会都不重视餐厅食品
的素质, 但是收费就要五星级酒店一样, 不过最近两年, 我发觉很
多球会都正视这一项, 有很明显的进步, 狮子湖是其一例子, 食品
的份量, 味道, 卖相都控制得很好。

在狮子湖渡假区内, 除了高尔夫, 今次我看到在兴建中的喜来
登酒店 (同属颐杰. 鸿泰集团) , 在路上看到没多大特别, 不过从球
场里面看, 就非常有特色, 前方一个大湖, 整个建筑概念渗着中东
色彩, 我就急不及待想尝试, 不过要等到年底, 到时会提供700多
间房住宿。渡假区内还会有渔人码头, 游艇会, 温泉等。

我今次住宿于球会的蓬莱阁, 是一幢内有客厅, 厨房和六间睡
房的别墅, 装修豪华有气派, 其实你亦可选择住宿于蓠球会十分
钟车程的清远市中心, 记着要尝尝清远的美食, 包括有清远鸡, 鹅
那煲, 还有各种的北江河鲜。007

月光球场第六洞

月光球场第五洞

餐厅的食物也不错呀！

球会蓬莱阁客房的大厅

在兴建中的喜来登酒店, 预计年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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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今次应无锡政府之邀, 前往无锡考察一番, 也顺

道到江苏一带打打球。

九月的江苏天气, 凉风轻吹, 格外怡人, 非常适

合打高尔夫; 我对当地球场的认知不多, 所以在每个停

留的城市里, 随便挑一个场来打, 下面就和大家分享一

下。

这
个位于杭州市区的球场, 1997年开业, 离杭州萧山国际
机场约一小时车程, 会所虽然不大不过就简洁舒适, 球
场名字虽叫西湖, 但是你会发觉水障并不太多, 球场是

由一代球王Jack Nicklaus设计的, 在一片平地之上建成, 属典
型Jack Nicklaus风格, 发球落点开扬宽阔, 沙池布局恰度, 在等
候惩罚偏离目标的球, 果岭的周边会出现更多沙池, 蓝 Tee总长
6300码, 不算长, 果岭斜度变化一般。整体上难度中等, 要争取好
成绩, 就要看你鈇杆有多精准, 否则果岭旁的沙池不会放过整你
的机会。

因为是市区球场, 所以周边环境难免影响观景, 不难看到高
楼大厦等建筑物, 草坪属中等水平, 个别球道和沙池旁会发现些
杂草, 果岭有些崩跳。

江苏高尔夫之旅

国际乡村俱乐部杭州西湖

尖山龙场景色

杭州西湖国际乡村俱乐部会所

西湖国际12号洞 西湖国际4号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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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杭州市中心驱车约一个小时, 来到了海宁市尖山新区的尖山
高尔夫俱乐部, 会所外观有气派有品味, 内里装修有点像精
品酒店, 这里有36洞球场分为龙场和凤场, 龙场是由知名美

国设计师 Neil Harworth操力, 凤场则由澳洲籍 Phil Ryan负责, 据球
僮说, 龙场难度比凤场稍高。

龙场地势基本是平, 有些微起伏, 蓝 Tee总长为超过6800码, 水障
和沙池都扮演重要防卫角色, 而且地处空旷, 刮风时则大大提升难度, 
球场布局和组合丰富, 球道有长有短 (长的Par 4有445码, 短的只328  
码), 狗腿洞, 水中果岭一应俱全。球道合理的宽阔, 不过既要避水, 也
要避沙, 再要驾御大风, 挑战性十足。

海宁尖山 高尔夫俱乐部

草坪保养值得一赞, 草坪又密又绿, 
果岭速度佳且柔顺; 场内环境清静优雅, 
清彻湖水, 翠绿球道, 洁白沙坑, 配上尖山
做背景, 没有多余的建筑物和电缆, 组合
成一幅幅漂亮的景色。

地理位置而言, 球会有点偏, 不过这
里有36洞, 会所提供二十多间客房住宿
(球会正准备兴建一所新酒店), 住一晚打
两场也不失为好主意。

尖山龙场景色

尖山会所

背景的便是尖山

尖山龙场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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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高尔夫俱乐部苏州太阳岛离
开上海, 出发前往苏州, 下一站目
的地是苏州太阳岛国际高尔夫
俱乐部, 除了苏州之外, 上海, 昆

山, 宁波, 南京等地都有太阴岛的球场, 这
个连锁式球场是由新加坡太阳群岛度假
俱乐部有限公司投资经营。

苏州太阳岛的会所是临时的, 旁边
的新会所己经差不多完工, 相信很快便
会搬过去; 球场是由著名设计师Nelson 
Harworth 设计的, 球场地势有颇多的落
差, 球道不窄, 加上两旁的长草区草不算
长, 找球容易, 而且有很多球道两旁都是
斜坡, 不单止没危险, 反过来可以救命, 偏
离的球往往都会给它接住, 沙池水障都不
多, 但不要误会, 并不表示难度低, 蓝Tee

高尔夫俱乐部上海滨海

总长6700码, 很多上坡攻果岭, 球洞的位
置往往看不清楚, 如果发球落点不好, 或
会被高低起伏的地势挡住, 看不清楚果岭
的位置。

最特别是有几条球道倚在著名的大
闸蟹产地 - 阳澄湖旁而建(我放慢脚步, 
看有没大闸蟹爬出来, 哈哈!) 草坪保养有
中上水平, 整体球场是那种容错性高, 但
要打出好成绩, 除了球技还要有好的攻
略。

上海滨海场內景色

上海滨海场內景色

上海滨海露天餐厅

苏州太阳岛的正式会所即将启用

上海滨海森林场第5洞

今
次让我最雀跃的球场必定是这个， 因为据我所知的， 球会一直在卖些很便
宜的会籍， 自然令我怀疑球会的素质， 却原来， 这是个了不起的球会。

球会会所外型大器, 装修得体, 特别让我喜爱的是那露天餐厅, 望着辽阔
的球场景色, 喝咖啡, 聊聊天, 确实写意得很。

这里的36洞分为仙湖和森林球场的上海滨海高尔夫俱乐部, 是由名师 Peter 
Thomson设计, 仙湖球场是以Link Course为蓝本, 森林球场则以 Parkland Course为
蓝本, 我打了森林球场, 蓝Tee总长差不多有6600码, 球道落点偏阔, 有长有短, 沙池和
水障都多, 差不多洞洞都有水, 不过很多都威胁不大, 整体球场设计大器开扬，而且设
计上合理富趣味性; 球场草坪保养十分出色, 尤其是果岭, 真是爱不释手! 就连沙池的
边上也修得齐齐整整。

球场令我赞叹的是其环境, 不单止场内没有建筑物的踪影, 影响观景, 一草一木都
经过悉心编排, 造型富立体感, 园艺出色, 齐整有致, 水边种满芦苇, 美上加美。 

滨海和其他上海地区的球场相比, 收费较低, 所以当初我对球场寄望不高, 来过后
却是惊喜万分, 这里价格合理, 素质高, 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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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夫俱乐部无锡锦园

后 记
除了上海之外, 第一次来到江苏地区打球, 虽然说不上惊喜, 不过却令我留下深

刻印象, 譬如杭州的城市规划, 井井有条, 所遇到的杭州人彬彬有礼, 交通秩序良
好; 乘船游览无锡的古运河,  除了加深对历史的认识之外, 看到两岸垂柳, 途人悠然
自得, 虽不如水都威尼斯的震憾, 却有另一番独特景致; 我在无锡时入住太湖旁的
太湖酒店, 进房打开窗廉后叫我目定口呆, 太湖的景色尤如一幅画, 一时间说不出
话来。今次旅程唯一憾事 - 螃蟹吃了不少却没有疯狂痛快地饱尝大闸蟹, 听当地说, 
今年的大闸蟹要到十一月才最肥美, 好, 我就等着, 如果十一月去不成江苏也要在家
里跟大闸蟹大战三百回合。 

从球友口中得悉, 江苏一带还有很多知名靓球场如绍兴鉴湖, 杭州千岛湖, 杭州
富春山居, 苏州金鸡湖等等, 期望下次再往一一探索。

上海滨海场內景色

苏州太阳岛第10洞

球道左方便是著名的阳澄湖

锦园高尔夫的会所

锦园第9洞的海滩

无锡锦园高尔夫的景色

无锡锦园高尔夫的景色

苏州太阳岛第13洞

007

此
次旅程最后一站 - 无锡, 无锡暂时只有一个球场开放, 而且在
2010年赢得“中国十佳新球场”的美誉, 就是由香港中信泰富集
团投资兴建的锦园高尔夫俱乐部, 球场由美国的Jeffrey Myers 设

计, 属于园林式球场, 部份球道围绕另一个著名的大闸蟹产地 - 太湖而建。
球场地势平, 球道合理的宽阔, 水障多, 除了太湖外, 多个人工湖穿梭于

球道之间, 有些把球道分割成两段, 必须注意击球距离和落点, 否则便“湿
身”, 沙池不多但有些颇吓人, 其中的九号洞和十八号洞, 沙池都占据了半条
球道, 一直延伸至果岭, 尤如一个大沙滩, 如果你不擅长打沙坑, 肯定被恶
搞。整体趣味性不错。

草坪保养有颇高的水平, 场内环境和园艺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虽然会看
到别墅楼房, 但绿化园艺做得细致, 让球场和房地产项目显得融洽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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