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

Where to Stay

巴黎永远不会让人感到乏味。
它的经典之处永远不变，
新鲜事物又层出不穷，
如星光般闪烁诱人。
光之城的酒店业亦如此，
以下介绍的五家精品酒店，
或气势恢弘，
或简洁克制，
均是值得专程前往的有趣之地。

这里应有穿着燕尾服的绅士叼着雪茄，在烟雾缭绕的
氛围里边打台球边谈政治，
或是聊聊军火买卖。
房间设计再度乱人耳目。看过酒吧调酒师如何
调酒吗？女设计师Bambi Sloan 像是将各种时间空间
的元素、符码、图腾、潮流、风格统统放进一个鸡尾酒
搅拌器里，使劲地摇，然后倾倒出一种独一无二的个
人式的难以被模仿的成果。这种独一无二也许来自
从古董市场买来的一张古董矮几、一本 18 世纪的动
植物画册，或是一件南美洲原始住民的祭祀用器具。
每个房间都采用不同的设计，却又没有事先确认的

绝不妥协 St-James Paris
像城堡又像豪宅，既有时间感又有历史感，这是

因为每件家饰都是“历练”过的，所以尽管酒店是新

庭院，典雅气派。进入大厅，我却被彻彻底底的人造空

建的，却予人一种妥帖的居住之感，一种由整体气氛

间震撼住！酒店大厅装潢的时间感完全被抽离，你只

营造出的亲切的生活感。

眼前纵横切割，锋锐，犀利，刺激，毫不妥协。

光之城 4 + 1
摄影：
Romain Benoit 撰文：谢忠道
极有气势的楼梯，
让走进St-James酒店的人
一时间无法呼吸。

编辑：晨星

巴黎新设计精品酒店

房间里的每件物事都充满趣味，可赏可品：仿大
理石或木头图样的毛织地毯，
虚假拟真的图书壁纸，
无

可是，
如果你认为 19 世纪初装置艺术就是酒店的

法描绘的个性手工桌灯。
如果你是文化图腾迷，
会在这

风格，那又错了。餐厅与酒吧再次让人跌回历史时光

里发现超现实主义与波希米亚风比邻而居，电影与文

中：晶亮辉煌的水晶吊灯，古典人像油画，厚重的窗

学紧密融合，
浪漫主义与科学理性互为里表，
史实与虚

帘外是巴黎少有的奢侈的绿地花园。奇妙的是，花园

构真假难测、
无以辨识。St-James Paris 的设计风格实在

里有热气球形的露天咖啡座，
这是 18 世纪欧洲人对旅

过于强烈，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这种如此夸张、诡谲、

行冒险和探索世界的精神遗存。酒吧则如同老旧的英

让人错愕的视觉冲击，
对它只有狂爱或厌恶，
没有中间

式图书馆，有雕花螺旋梯和皮革沙发靠椅。我总觉得

的妥协。
而不妥协，
不正是一个设计师该有的特质吗？

每个房间的装饰都不一样,
展现设计师强烈的个人色彩,
独一无二，
难以模仿。

New Boutique
Hotels in Paris

各种奇特的家具摆饰，逐步拼贴搭造出一个个房间。

我对St-James 酒店的第一印象。酒店门前圆形的喷泉

会注意到大红大黑的装置艺术，刚硬的几何线条在

法国

设计概念和设计图。Bambi Sloan 花费大量时间收集

St-James
43，Avenue Bugeaud
33-1-44058181
saint-james-paris.com
双人间约¥3,200
不可错过 花园里的热气球
茶座好像童话世界里才会存在
的事物，必须进去坐坐。健身
房设计很有情调，吸引你每天
都想去那里运动一下。

酒店

Where to Stay

本页上图 前银行总裁的
办公室改建,圆顶圆地,
大红大金,富贵之气逼人。
本页下图 Hotel de Nell是
西方谚语中
“魔鬼藏在细节里”
的代表作, 完美主义个性的
设计师不放过任何细节,
特别是最难察觉的地方。

完美主义者的旅店 Hotel de Nell
什么都能设计，永远不会被难倒的著名设计师

Jean-Michel Wilmotte 这次受Charme & More 酒店集
团之邀打造了Hotel de Nell 酒店。参观时酒店尚未完
全竣工，但已可以感受到设计师将所有的细节都考
虑周到的细腻个性与完美主义。
这些魔鬼细节可归类成三个建筑元素的对话和
结合：空间、光线、建材。松木、大理石、水泥等主建
材，在特意设计的光线下，展现出宁静柔和的空间感。

Jean-Michel Wilmotte 亲手为酒店量身订制了仿 20 世
纪 50 年代风格的家具，并提供两年独家使用权，也就
是说，未来两年内这些家具不会在酒店以外的其他地
方出现。走道与房间内的直式与横式线型LED 灯光，
使得室内人造光与户外自然光交互变化，产生出光影
明暗的对比反差，细看之下能察觉出某种隐约的节奏
感。最能表现光影变化的房间是三楼和四楼拥有六扇
窗的房间。设计师最花心思的地方应该是卫生间（或

本页上图 针对年轻时尚族
设计的酒店, 隐身于巴黎
古老的马莱区, 所有关于
酒店的标志符号都被隐藏
起来, 彻底极简。
本页下图 法国设计师

Pierre-Yves Rochon

将再次于这家新酒店演绎
法式奢华的生活艺术。

许这也是他本人生活上最花时间的地方，不得而知）
。
日式浴缸采用整块大理石雕凿而成，淡色松木踏板刻

睡在金山上 Hotel Banke

有一类现代酒店是这样的：你完全看不出这是
酒店，所有关于酒店的标志符号都消失不见。此家酒

的独家设计，房间内有一个好像日本胶囊旅馆的小

早餐一直开放到 12 点这一项。试想，住店客人若是旅

店便是如此，你只能在门口看到“Jules & Jim Hotel”

小空间，是一种独特的房中房形式，使用某种尖端科

不贵气逼人，唯有地板上拼贴的橄榄图案略略露出

行者，总会想睡个懒觉，能 10 点多起床，从容洗漱后，

的字样，前台只有一台电脑和一位服务人员，任何角

技材料制成（据说其成分以树脂和石头为主），睡在

南欧的清雅格调。

慢慢吃顿早餐再出去游玩，真是再舒服不过了。

落都不会看到免费地图、观光手册、购物指南。

其中可完全隔绝外界的喧嚣吵闹，简直就是睡在太

富丽堂皇，是任何进入这间酒店的人的第一印

Hotel Banke
20，Rue La Fayette
33-1-55332222
derbyhotels.com/fr/
hotel-banke
双人间约¥2,400；
La Fayette套房约¥6,800
不可错过 酒店隶属西班牙
Derby酒店集团，Josefin餐厅
菜色融合西班牙传统与现代
风味，是大快朵颐的好地方。

Hotel de Nell
7-9，Rue du
Conservatoire
33-1-44838360
designhotels.com/
hotel_de_nell
双人间约¥2,400

完全私密空间 Jules & Jim

MACS 是韩国LG 最新研发出的特殊建材；茶叶品牌
则是创立于 1867 年的Kusmi Tea。HI-MACS 是酒店

意不抛光。浴缸依据自然光源方向安放，让客人充分
享受泡澡的乐趣，
宁肯泡晕在浴缸里也不想起身。

象：挑高的圆形拱顶、艳红鎏金的圆形大柱、酒吧墙

还有其他诸多体贴细节。最让人想鼓掌的乃是

上挂着几个漆成金色的牛头，上下左右，视线所及，无

这本是一座建于 1906~1908 年间的巴黎城市特

设计师也相当注重环保。酒店 100% 采用电力

Jules & Jim 位于仍保有中世纪倾歪斜倒建筑和

有的奥斯曼式建筑，当年是巴黎少数可以寄存交易钻

能源，不使用瓦斯（连餐厅厨房都没有！
），因此大大

逼仄老街的巴黎马莱区，整个酒店就隐藏在纷杂凌

石的银行。设计师将这座前银行建筑改建设计为酒

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卫生间则采用不含致癌物

乱的建筑群中，几栋楼围出了一个小小的中庭。酒店

15 平米的空间虽小（床也极小，且贵！
），但可以于早

店，最大的挑战该是如何留住银行的气息氛围。留宿

Paraben（一种化学防腐剂）的植物性卫浴用品。

此处，如果你有睡在金山银山上面的感觉，那这个设
计就是成功的，
事实上也做到了这一点。
设计上强烈直接的奢华感给予人视觉上巨大的

顶楼的 81 号和 82 号房间是阁楼房，景观极佳。

的三栋小楼花去五年时间购买并进行设计，再用 19

餐时在阳台上享受窗外的屋顶景观和巴黎天空。那

这几乎是家完美的酒店，当然，就看傲慢的法国

个月整修重建，最终呈现出非常特别的面貌。其名字

个时刻，你会了解为何这是一座让所有爱好艺术设

人是否能将服务品质做到同样的水准高度。对于这

与特吕弗著名的电影相同，这大概也注定了它骨子

计的人都向往的城市。

一点，我持保留态度，且拭目以待。

里散发出的艺术特质。酒店设计走极简路线。玻璃、石

冲击力。酒店大红色的墙壁上贴着真正的金箔，让人

块、水泥、木头，在没有感情温度的建材表象上连色彩

忍不住想刮点金粉下来，沾点富贵之气（但是请想想

都不多，只有随着时间流逝时，难以察觉的光影位移

就好，千万别真的动手）。银行总裁与助理的椭圆形办

表现出设计师若隐若现的哲思或艺术。夜晚来临，特

公室都被改成高级套房，壁炉依然，木质地板也不能

殊设计的房内光线柔和得像是源自天堂，显得很不

不可错过 在房间的日式大
理石浴缸泡澡，或是在La

轻易更换，老旧而光滑的地板上铺着皮子做装饰。设

真实，也与白天所见的冷硬质感形成巨大反差。房间

Régalade Conservatoire
餐厅吃饭。主厨Bruno
Doucet的法国小馆料理做得
很棒，套餐仅¥280，堪称巴黎

计师显然极爱狂野风格，豹纹马皮一不小心就爬上

墙上挂有大幅黑白摄影作品，多为展现肌肉和面孔

床头或躺椅，动物纹路间镶着施华洛世奇的大颗水

之美。你会觉得这里像间摄影艺廊，可从视觉的洁净

晶，闪闪发亮。从房间往外看去，楼下是名叫Rue Pille-

中体会到对艺术、青春和岁月的眈恋痴迷。

性价比最好的小馆。酒店大楼
内有一座被列为古迹的
螺旋楼梯，从六楼往下看，
其螺旋线条的优美让人赞叹。

Will 的街道，也是拿破仑三世出生的地方；几步之遥

酒店的另一特色是每样物品都是少为人知的另

就是歌剧院商圈。当年的地下金库及保险柜都在，不

类品牌。蜡烛来自 25 岁就为Jean-Paul Gaultier 调制

过金库现在不开放参观，仅作活动场地使用。

出著名男香Le Mâle 的调香师；造型特殊的家饰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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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舱里，有幽闭恐惧症的人千万不要尝试。

Jules & Jim
11，Rue des Gravilliers
33-1-44541313
hoteljulesetjim.com
双人间约¥1,200；
HI-MACS房约¥2,000；
顶楼房间约¥2,400
不可错过 酒店提供塞纳河
游艇服务，可租用由桃花心木
和精钢打造的9.2米长的
游艇，一小时约¥4,500，
可接待2～4位宾客。

这个春天，
请翘首以盼
与卢浮宫为邻 Grand Hôtel
du Palais Royal

保密功夫做得滴水不漏的

Grand Hôtel du Palais
Royal 预计今年春天开幕
（至本刊截稿时尚未公布确切
日期）。这家由法国知名建筑
设计师 Pierre-Yves Rochon
操刀的酒店，改建自一座18
世纪的历史建筑，相对规模
较小（86个房间）但备受瞩
目。酒店就在王宫边上，紧临
卢浮宫等著名景点。酒店房

间有八种等级，最顶级的两
间为Panoramique套房和
Terrasse套房。后者的视野最
为美丽广阔，目前在巴黎仅有
Le Meurice酒店的总统套房
能与之相比。

4，Rue de Valois
33-1-42961535

hotel-parispalaisroyal.com
双人间约¥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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