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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 of Aegean Sea
爱琴海的浪漫
Grace Santorini Hotel
格瑞斯圣托里尼岛酒店及别墅
■文/吴天 (Tim Woo)        ■建筑设计/Divercity建筑事务所、Mplusm建筑事务所        ■摄影/塞尔·德塔(Serge Detalle)

柏拉图式的爱情早已如烟，但柏拉图笔下爱琴海中最为璀
璨的圣托里尼岛 (Santorini) 却已成为永恒的自由王国。
这里有世界上最美的日落、最壮阔的海景，艺术家在这里
可以寻找灵感，新人们在这里可以体验浪漫的爱情，而格
瑞斯圣托里尼精品酒店 (Santorini  Grace) 和度假别墅则
让一切化为一种浪漫地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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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托里尼悬崖上的天堂
从雅典乘飞机 1 小时或者通过轮渡

约 9 小时便可到达爱琴海的旅游胜地

圣托里尼岛。圣托里尼岛古名为希拉

(Thera)，后来为了纪念圣 ·爱莲 (Saint 
Irene)，于 1207 年被改为圣托里尼。

圣托里尼岛是爱琴海诸岛中较为出名

的岛屿，距雅典 110 海里，是基克拉

泽斯群岛 (Cyclades Islands) 中最南边

的一座岛。圣托里尼岛由 3 个小岛组

成，其中 2 个岛有人居住，中间的 1
个岛是沉睡的火山岛。历史上，这里

曾发生多次火山爆发，以公元前 1500
年最为严重，岛屿中心大面积塌陷，

原来圆形的岛屿演变成了现如今的月

牙状。

圣托里尼的夏天充满了田园诗歌般的

意境，是观光旅游的最热门季节。虽

然是夏天，但却很少下雨，气温也不

像地中海其他地区那样高，天气并不

是很热。春季和夏季天空经常是碧空

万里，没有云彩。在夏季经常有海风

吹散雾气和湿热，使人感到清爽舒适。

岛上的白色教堂既多又美，那种居高

临下的气势令人神往。圣托里尼的沙

滩不但美，还有特别的黑砾滩和黑沙

滩，带来与其他海滩不同的爱琴海度

假氛围。

而圣托里尼岛著名的格瑞斯精品酒店

则坐落于圣托里尼岛火山口 300 米高

的悬崖上，陡峻的悬崖峭壁成就了格

瑞斯酒店成为独一无二的度假天堂。

这样奇妙的“雕琢”为每位来自全球

各地的到访旅客提供了一个可以遥望

爱琴海的绝对制高点，给每对入住的

情侣带来了终极梦幻体验。

格瑞斯精品酒店于 2010 年隆重登场，

这间被多家知名媒体和旅行机构极力

推荐的度假酒店属于欧洲知名的格瑞

斯酒店集团。由 Divercity 建筑事务

所与 Mplusm 建筑事务所联合设计。

不同于爱琴海地区传统的圆润、蔚蓝

色的穹顶建筑风格，建筑师以最简洁、

硬朗的线条在爱琴海的地平线上画出

一道美丽的轮廓。建筑师用“忍住”

来形容自己对于酒店整体设计思想最

初的坚持，避免雷同于岛上拱形的传

统建筑形态，而以一种更为简洁、前

卫的语言来诠释他们所理解的当代爱

琴海建筑风格。基于对酒店地形的深

刻勘察和研究，建筑师采用面朝大海

的横向布局并依山而建。凹凸有致的

不规则建筑平面轮廓仿佛生长在火山

上似的，让整个度假酒店恰到好处地

与火山融为一体。选择性地打破悬崖

地形轮廓，并嵌入一系列新的石材臂

架于火山陡峭的悬崖之中。由此挑战

空间利用的最大限度，竟打造出建筑

宽阔的大平层，从而得以置入公共游

泳池、餐厅和酒吧及诸多共享空间。

若干个形态不一的公共和私人无边海

景游泳池镶嵌在蜿蜒的山崖之上，让

浸泡在泳池的住客仿佛荡漾在水天一

色的爱琴海之中。同时也可以轻易探

秘出设计者最初的理念，那就是把最

美、最蓝的爱琴海以最直白的方式呈

现在客人眼前。所以如何贴合建筑景

观与山体的自然走势，便显得尤为重

要。一个面向火山的独特视野，红褐

色火山熔岩形成的金字塔清晰地突显

在天空与大海的蔚蓝之中。

Divercity 建筑事务所
合伙人：尼古拉 · 特瓦萨拉斯、克里斯蒂娜 · 阿奇提皮
Divercity 建筑事务所成由尼古拉 · 特瓦萨拉斯 (Nikolas Travasaros) 和克里斯蒂
娜 · 阿奇提皮 (Christina Achtypi) 所创立，分别在伦敦和雅典设有公司。两人
都毕业于国立雅典理工大学以及伦敦大学学院建筑系。现在尼古拉还分别在
这两所大学从事建筑设计的教学。Divercity 建筑事务所擅长各类建筑和设计，
并多次获得各类奖项和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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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lusm 建筑事务所
合伙人：麦墨斯 · 费勒皮提斯、玛丽塔 · 尼古拉斯
Mplusm 建筑事务所由麦墨斯 ·费勒皮提斯 (Memos Filippidis) 和玛丽塔 ·尼
古拉斯 (Marita Nikoloutsou) 于 2001 年成立。他们的设计十分注意吸收世
界潮流的影响，却又不失对本土化文化的提炼，设计作品曾被《Wallpaper》
等多家知名杂志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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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琴海的浪漫情怀
格瑞斯圣托里尼酒店坐落于圣托里尼

岛的火山口，设计酒店的初衷就是完

美地结合和展现其独具魅力的地理位

置。在格瑞斯酒店所处的西北圣托里

尼岛莫洛维里的山坡上，客人可以透

过基克拉泽斯群岛尽情享受闻名于世

的爱琴海的日落。这个优雅的物业为

每个来自全球各地的客人提供完全不

同风格的客房以及终极的浪漫情怀。

酒店的餐厅、酒吧以及前台被聚集在

一个类似黑色的洞穴空间之中。接待

台的背景由一堵黑色火山岩石所垒成

的装饰墙所组成，菱形的岩石堆砌犹

如一堵室外的景观墙体把室外的地理

特征引入室内。

酒店共有 20 间客房，包括面朝大海

的高级和小型客房，拥有私人泳池的

豪华套房以及专为新人而特殊准备的

蜜月套房或者是格瑞斯套房。为客人

度身定制的放松和恢复性的水疗护理

更是可以按照客人的要求在自己的房

间进行。一些酒店的客房是由岛上的

火山岩石修葺而成，采用了水泥和结

合当地黑沙石的材质，与岛上的火山

融为一体。岩石的间距被有意识地拉

大，从而使阳光和海风可以渗透到房

间。由火山岩石修葺而成的通透外墙

面，不但有效保护了客人的隐私，而

且更让住客身临其境地体验住宿在火

山之中的感觉。

建筑师用最简洁现代的言语却又不失

岛上传统的风格来诠释圣托里尼的生

活品味。整个酒店度假村内部的氛围

是如此清新和现代，线条明晰的墙壁

搭配意式家具，让这些基克拉迪群岛

的房屋充满了最当下的地中海风格。

所有的室内家具设计如同岛上的塔楼

和堡垒之类的历史建筑一样，选择了

嵌入式的家居布置。所有的嵌入式家

具与建筑墙体结合得天衣无缝，让整

个空间显得更为纯粹一体。主要的室

内空间大量使用了自然诙谐的清水泥

铺陈，同时搭配了黑色和红色花岗岩，

用十分自然随意的“土地调色板”与

圣托里尼特有的火山地形和岩石肌理

遥相呼应。

酒店的海景泳池与餐厅平台处在同一

层，并可以轻松对视火山。而不管是

开放式厨房的室内餐厅，还是环绕着

海景游泳池的户外餐厅都为到访的客

人提供当地别具一格的地中海美食。

餐厅由一堵十分厚实的墙体以及若干

不规则的门洞所组成，身临建筑局部

空间，如同洞穴般的形式体现了特殊

的地形地貌。而看似由一个个白色方

块构成的酒店建筑，似乎是沿着陡坡

在向火山口延伸，视觉效果奇特壮观。

火山口的至尊礼遇
格瑞斯圣托里尼酒店的豪华别墅 (The 
Villa) 紧随其后登场。这栋全新的拥

有两间卧室的私人别墅占地 400 平方

米，内设厨房、水疗室、汗蒸浴室、

厨房、露台以及海景泳池，其总体面

积冠绝格瑞斯酒店集团旗下的所有酒

店豪华套房。也是基克拉泽斯群岛最

大的酒店套房。毫不夸张地说，格瑞

斯别墅是欣赏圣托里尼岛壮丽景致的

完美制高点。豪华别墅更为那些家庭

聚会或情侣度假提供了最理想和惬意

的住宿，让宾客不但可以享受高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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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所具备的一切豪华设施和服务，更

可以毫无顾忌地与家人和最亲密的人

在爱琴海独一无二的“私人别墅”享

受最自我的放松体验。由此，格瑞斯

圣托里尼别墅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蜜

月目的地。

别墅内包括两间卧室，其中一间为面

积 60 平方米的主人房，设有特大双

人床、装潢精美的套房浴室及衣帽间。

别墅还设有客厅、开放式厨房，以及

葡萄酒和雪茄吧。娱乐设施包括室内

和室外遥控音响系统及 3D 电视。此

外，别墅的水疗设施包括土耳其浴、

备有情境灯光功能的水疗浴缸及水疗

室，以便让宾客于完全私隐下享受格

瑞斯圣托里尼的任何一款水疗护理服

务。与此同时，酒店也为入住的宾客

无微不至地呈献多项贵宾式增值服

务，包括连接雅典或圣托里尼机场的

豪华接载服务、私人礼宾服务、行李

整理服务、iPad、预载实用本地电话

号码的智能手机、个性化文仪用品以

及浴袍和枕头。另外，宾客可随时呼

唤服务员以及可按照其要求炮制佳肴

美食的私人厨师。

别墅的室外由多个平台互相连接，其

中包括了日光浴区、户外用餐区、户

外火炉及健身区，全部坐拥大型私人

泳池的景色。在那里，宾客可尽情享

受阳光洗礼下的圣托里尼火山口以及

遥望蔚蓝的爱琴海的独特氛围。下榻

别墅的所有宾客都可获赠一瓶高级粉

红香槟作为迎宾礼物。格瑞斯别墅非

常适合举行各种私人派对，甚至可以

举行一个小型婚礼。而宾客只需一通

电话，格瑞斯的礼宾司即可为其安排

各种别具一格的格瑞斯体验 (Grace 
Experiences)，如乘坐直升机、私人

游艇或由司机驾驶的轿车进行环岛

游，以及乘帆船出海、参观酒庄和私

人烹饪课等，感觉至尊的礼遇和享受。

圣托里尼像是世界上一个梦幻般穿越

希腊历史的现代童话，任何一套关于

希腊风光的明信片中必有圣托里尼的

胜景。在这里，你可以乐不思蜀，在

这里你也可以尽情创作，但其独特景

致带来的生活体验却美妙得无法言表

和难以描绘，因为，那是一种天人合

一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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