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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是欧洲最浪漫的人造海上城市。俯瞰大

运河两岸大大小小的酒店建立在历史悠久的

建筑里，带有古典壁画的天花板，精美的大

师画作和古董家具，即便是最小的装饰物都

独具特色。如果不满足于在精美套房的一千零一夜，那你

决不能错过在露台上享受绝美风景下的晚餐。

1  帕拉奇纳吉酒店(Palazzina G)

五星级设计酒店，由设计大师菲利普·斯塔克(Philippe 

Starck)于2008年操刀设计，位于格拉西宫(Palazzo Grassi)

的一侧。酒店的每一寸细节都非常讲究，加入了奢华的装潢

材料以及量身定制的家具，同时大量使用镜面与凸镜。最终

呈现出来的是梦幻般的居家氛围，充满魅力与生活气息。酒

店现已成为全球很多名人的下榻青睐之地。酒店内设有两家

优质餐厅：一层的餐厅，适合度过一个欢快的夜晚；另外一

家露台上的餐厅，适合一顿有最棒的Krug Grande Cuvée香

槟的烛光晚餐。最值得推荐的是201号客房，整面落地玻璃

窗，能全面观赏到大运河的美景。

地址：San Marco 3247

电话:  +39  0415284644 

网址：www.palazzinag.com

B&B双人间：350 欧元

威

梦旅威尼斯
根本不会有选择障碍。有精美壁画和出自鬼才设计师斯塔克(starck)之手的家具杰作，有

庭院与大运河的绝美夜景，套房和露台随便选，还可以落脚住宿以畅饮开胃酒。

文/米歇尔. 杜齐. 朗基 (michela buzzi  langhi)

2  摩纳哥大运河酒店(Hotel Monaco&Grand Canal)

四星级的奢侈酒店，拥有从安康圣母大殿(Chiesa della 

Salute)一直延伸到丽都岛Lido的无敌景观。十八世纪的壁

画和浅浮雕装饰墙搭配现代设计风格的家具。拥有6间面

朝大运河景观的套房，另有一间含景观露台的公寓套间。

客房以淡雅素朴的风格为主，配上精选的布料、彩色玻璃

装饰、马赛克以及奢华的灯具。巴洛克风格与极简风格相

得益彰。值得预定的是面朝Vallaresso购物街的208号房

间，其价格可比拥有大运河景观的房间便宜一半。推荐酒

店所处运河之上的大露台餐厅，威尼斯当地人也经常来此

用餐。

地址：San Marco 1332 电话：+39  0415200211

网址：www.hotelmonaco.it

B&B双人间：450 欧元

顺时针：阿曼酒店(Aman); 帕
拉奇纳吉酒店(Palazzina G);
卡玛丽亚阿黛尔酒店(Cà Maria 
Adele)的Sala del Doge客房。

   3  卡玛丽亚阿黛尔酒店(Cà Maria Adele)

位于城内最时尚的区域，这家四星级酒店是由一座十六世纪

的大楼改造而来，紧邻大运河，面朝安康圣母大殿(Chiesa 

della Salute)。酒店一层的迎宾大厅内有一盏价值不菲的穆拉

诺(Murano)玻璃吊灯，可在此静谧的氛围内享用早餐。装饰

着珍贵的东方丝绸和彩色灯笼的摩洛哥风格露台是酒店的一个

惊喜，可在此浅尝酌饮，视野非常开阔。最值得预定的是酒店

内的Sala del Doge客房，床铺是带帐顶式的，庞贝红与金色

的搭配体现了十八世纪的装修风格，这间套房曾被英国旅游指

南《Mr and Mrs Smith》评选为2014年度全世界第二有魅力

的房间。

地址：Dorsoduro 111 电话：+39  0415203078

网址：www.camariaadele.it

B&B双人间：363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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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格瑞提皇宫酒店(Hotel 
Gritti Palace)客房。下图：超越

花园酒店(Oltre il Giardino)。

左图：百夫长皇宫酒店外观

(Centurion Palace)。下图：

百夫长皇宫酒店客房。

4   百夫长皇宫酒店(Centurion Palace)

紧邻安康圣母大殿(Chiesa della Salute)的五星级奢华酒

店，前往附近各个博物馆和艺术画廊参观都非常方便。带

原木横梁的天花板和特色欧式木地板，配有现代风格和精

致艺术家具的50间客房。房间和公共区域都刻意选择了不

同的艳丽色彩以示区分。酒店拥有一间小型景观健身房。

中央大厅带有一个敞廊，提供晚餐，可一边欣赏圣马可广

场的一隅美景，一边享受美好的开胃酒时光。选择面朝内

部庭院的一层客房通常都会有优惠的折扣价格。

地址：Dorsoduro 173 

电话：+39  04134281

网址：www.centurionpalacevenezia.com

B&B双人间：475欧元

5   格瑞提皇宫酒店(Hotel Gritti Palace)

这家老牌五星级酒店拥有61间客房和21间套房,设计灵感均来

自于诸如培基·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那样曾经在

威尼斯历史上留下印迹的知名人物。酒店就在海关大楼的对

面，华美重现了十六世纪住宅的富丽堂皇。客房的装修风格

都是传统欧式风格，也提供了舒适的现代化服务。就算只为

面朝大运河的露台也绝对值得前往一次，最不容错过的是酒

店著名的马蒂尼酒和Dama Bianca咖啡(混入了奶油和苦艾

酒)。酒店八间豪华套房里最顶级的是Hemingway,Pisani和

Somerset Maugham。豪华套间Redentore有两层空间，内

有一间宽敞的卧房、一间客厅和一个250平方米带游泳池的

壮丽露台。酒店还为客人专门准备了带有土耳其浴室的康健

中心。

地址：San Marco 2467

电话：＋39  041794611

网址：www.thegrittipalace.com

B&B双人间：492 欧元

6   安缦酒店(Hotel Aman)

位于帕帕得波里宫(Palazzo Papadopoli)内，距里阿托桥

(Rialto)只有5分钟路程。24间套房面积从50㎡到105㎡不

等，大部分客房都陈列着珍贵的历史悠久的壁画和浅浮雕作

品。现代风格的家具与整体古典建筑结构形成鲜明的对比。

宴会厅内提供地道的意大利美食，橘园内则提供日式料理。

酒店引以为傲的并非只有奢华的宫殿风格，而是彷如家一般

的亲密氛围。推荐入住Tiepolo套房，房间内有乔瓦尼·巴

蒂斯塔·提埃波罗(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的壁画和中

国手绘画风格的小客厅；Papadopoli套房也是不错的选择，

房内配有水晶散热器和皮草质感的浴袍。客房价格包含一辆

提供24小时服务的长11米的水上出租车。

地址：San Polo 1364

电话：＋39  041270733

网址：www.amanresorts.com

B&B双人间：1.000 欧元

7   超越花园酒店(Oltre il Giardino)

隐匿于一幢古老别墅内的迷人旅馆。是远离如织游人的一处

静谧绿洲，地理位置舒适且便捷。旅馆只有6间不同色彩风格

的客房，色调温暖随和，家具和挂画都属于家族所有，富有

浓郁的历史感。宽敞的花园十分迷人，暖和的季节可以在此

享用丰盛而新鲜的早餐。值得推荐的是独享花园庭院一处的

Verde套房，可以躺在欧式铁艺小床上，享受橄榄树荫下的悠

闲时光。

地址：San Polo 2542

电话：＋39  0412750015

网址：www.oltreilgiardino-venezia.com

B&B双人间：180欧元

8   SkylineRooftop屋顶酒吧

位于莫利诺斯塔基希尔顿酒店(Hilton Molino Stucky)的第

八层，在此可一览无余威尼斯的绝美景致。轻柔的音乐、主题

夜晚、出色的酒保和配备游泳池的迷人露台都将伴随你度过

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夏季的每个周四或冬季的每个周日，

酒店从18:30开始提供鸡尾酒，自助晚餐会提供让人停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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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本杂志第20-21页的地图，以便找到以上餐厅的具体位置。

嘴的迷你意式小食。值得品尝的有迷迭香糖浆口味的鸡尾酒

(Rosmery Tiny)、柠檬汁和杜松子酒。

地址：Giudecca 810

电话：＋39  0412723311

网址：www.skylinebarvenice.com

开胃酒：从14 欧元起

9   运河酒吧(Bar Canale)

是位于大运河上的老牌鲍尔酒店内(Hotel Bauer)。可在略微

高出大运河水面的露台上慵懒享受一杯Spritz酒，在城市的

中心感受这独特海上明珠的魅力。这也是很多大人物的常留

之地，特别是在威尼斯电影节期间。酒店出名的是他们的创

意鸡尾酒，搭配清淡的晚餐、美味的威尼斯特色小食、以及

由大厨乔万尼·奇雷撒(Giovanni Ciresa)为您精心准备的各

种现做甜点。B Sensation是酒吧调制的开胃酒，酒杯边沿

会放上一朵野生的扶桑花。

地址：San Marco 1459

电话：+39  0415207022 

网址：www.bauervenezia.com

开胃酒：从15 欧元起

   10   帕拉佐斯特恩酒店(Hotel Palazzo Stern)

水面上的迷人露台，就在水上巴士停靠站Cà Rezzonico的边

上，夏季会不定期举办鸡尾酒主题酒会，从18:00开始提供开

胃酒，以及威尼斯当地的特色小吃或是简餐。值得推荐的是

带有新鲜水果的各类鸡尾酒，例如Bellini或特制Spritz，特

调口感总能给人以惊喜，而酒保对配比的谜底却讳莫如深。

酒店阳台是威尼斯典型的屋顶阳台，只向入住的客人开放，

配备带有水流按摩游泳池，也可以在此享用开胃酒或是一顿

浪漫的晚餐。

地址：Dorsoduro 2792/A

电话：+39  0412770869

网址：www.hotelpalazzostern.hotelinvenice.com

开胃酒：从12欧元起

   11   诺威森托酒店(Novecento)

是一栋三层楼的迷人酒店，距离市中心的San Maurizio广

场只有50米的距离。虽然2001年才开业，但如今已成为旅

行者的热门聚集地。酒店的整体氛围是多国混搭风，二十世

纪初期的经典家具和东方情调相搭配。一层拥有外露木横梁

天花板的典雅大厅和适合放松身心的内部庭院。9间客房各

不相同，但都通过东方风情这一主线风

格串联起来，是画家与舞台布景师玛利

亚诺·福尔托尼(Mariano Fortuny)的

画风启发了酒店的整体风格设计。下午5

点在文学沙龙提供的下午茶点心可不容

错过。

地址：San Marco 2683/84

电话：+39  0412413765

网址：www.novecento.biz

B&B双人间：150 欧元

   12   加布里埃拉庭院酒店

(Corte di Gabriela)

浪漫四星级酒店重新修缮完毕，紧邻一

条充满特色的运河水道。地理位置位于

城中心，圣天使(Sant’Angelo)广场后面。酒店拥有10间主题

客房，是欧式经典与现代设计的完美结合。有些客房内有粉

饰天花板与壁画。可在视野开阔的一层现代餐厅内享用丰富

新鲜的早餐。酒店自带内部庭院，适合驻足惬意的小憩。酒店

的早餐每天都由酒店大厨亲自准备，新鲜美味，有鲑鱼片和

欧洲越橘馅儿的羊角面包。

地址：San Marco 3836

电话：+39  0415235077

网址：www.cortedigabriela.com

B&B双人间：355欧元

顺时针：帕拉佐斯特恩酒店(Hotel 
Palazzo Stern)内景; 莫利诺斯塔基希尔

顿酒店(Hilton Molino Stucky)的屋顶

酒吧(SkylineRooftop)；加布里埃拉庭

院酒店(Corte di Gabriela)；鲍尔酒店

(Hotel Bau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