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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啸的狂暴，没能卷走Mark Weingard对泰国这片土地

的热爱。劫后余生的他在自己原有的家园上建起了蕴含

众多创新设计的综合别墅度假村Iniala，并请来众多知名

设计师各显神通、打造内饰。美食、艺术、设计、服务，

最小的细节也被照顾周全，说它能引来下一个

“詹姆斯·邦德”，我们也不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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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 当安达曼海上的晨雾渐渐消散，

微风卷起纳泰（Natai Beach）海滩上的
细沙吹向了远方的棕榈。这里位于泰国
的西海岸，和举世闻名的普吉岛只隔一
条海峡。它宁静而清冷的海滩上，豪华
别墅星罗棋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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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达曼海上的晨雾渐渐消散，微风卷起纳泰（Nat a i B e a c h）海

滩上的细沙吹向了远方的棕榈。这里位于泰国的西海岸，和举世闻名

的普吉岛只隔一条海峡。它宁静而清冷的海滩上，豪华别墅星罗棋

布，与海对面繁华的度假胜地相比，又是另一番景象。

近年来这里陆续建起了一系列新兴的豪华酒店和度假村，其中就

包括新加坡女富豪Christina Ong最近开设的Point Yamu。这些休闲新去处

旨在吸引品位出众的高端客户，他们有选择、有底气，懂得欣赏惊艳的

现代设计。顺应这一趋势，在传统泰式建筑元素上进行创新设计的综合

别墅度假村Iniala，绝对称得上新兴势力中的佼佼者。

I n i a l a于2013年12月刚刚开业，它的创办者是马克 ·温加德（M a r k 

We i n ga rd），一位曾经的外汇交易商，同时也是当地居民。在东南亚工

作时，Ma rk爱上了这片土地，并打算转换一种生活方式。在2004年的

印度洋大海啸中，他爬上了自己度假屋的屋顶才幸免于难，而那座度

假屋所处的位置，正是今天Iniala的核心地带。

Mark心目中的卓越酒店，样貌必须配得上周边的绝色美景才行。

而 Iniala这个名字，正是代表着“美食、艺术和设计，共同成就一段奢华、

唯美的经历。”为此，他选择了在澳大利亚和远东地区工作了近20年

的格拉汉姆 ·兰博（Graham Lamb），作为度假村的总建筑师和设计师。

“这个项目起始于对Ma rk的家进行翻建，我们在去迪拜设计日（D u b a i 

Design Days）展览的飞机上，讨论出了在他家周围再建两套海滩别墅的

新主意。于是我们开始以‘博爱’为核心理念，策划亚洲第一个专注于

艺术、设计和美食的海滩别墅。” Graham解释道。

In i a l a的外部设计意在融合于周遭环境，同时衬托起Ma rk的度假

屋。造型简洁新颖的当代建筑型态，建立在传统泰式度假屋的侧面，

这里的建筑之美在于小巧精致，移步异景，而不在于铺天盖地的庞大

与奢华气派。鉴于主人深受泰国文化的影响，当地盛行的手工技法在

建筑中也多次用到。

相比而言，室内设计可是玩得花样百出。三座别墅中共有十间套

房外加一间顶层套房，每间客房都由不同的设计师完成，他们来自西班

牙、爱尔兰、英国、巴西和俄罗斯等国，带来各色各样的新鲜创意。因此

每间客房都显得个性十足，初来时简直让人迷失方向。“我们要求设计

师们用限量版的家具来装配每个房间，” Graham介绍道，“为此在最近的

18个月里，我们已经设计完成了一百多件家具作品。”

收藏家别墅（The Col lectors Vil la）中应用了巴西Campana兄弟的

作品，他们的家具以光怪陆离的风格、有机的轮廓与质地而闻名。一

把章鱼形状的蓝色大皮椅占据了别墅大客厅的中心，嵌满瓷杯碟的

墙面以青花之色与其呼应。“泰国给了我们很多灵感，与当地人的合

作真的很愉快。”Humberto Campana满意而愉快地说。

    爱尔兰家具制作大师Jo s e p h Wa l s h也参与到了这次合作中，这

是他完成的第一个室内设计项目。他在泰国风格基础上进一步发挥，

用木制品创造出贯穿空间的流线。“Jo s e p h是真正优秀的匠人，他运

用木头的方法太绝了！”Mark不住地夸赞道。

别墅S i a m总体由泰国工业设计师E g ga rat Wo n gc h a r i t负责。这里

更具泰式的梦幻色彩，然而休闲味道依然很纯正。床和沙发都与天花

板上悬垂下来的柳条和竹条编织品发生着空间关联，家具陈设中也

蕴含着优美的曲线。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几米之外由英国知名艺术家、设计师M a r k 

Brazier-Jones设计的房间。带着他一贯华丽风格的家具中，分别为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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