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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因州的人生活似乎应了雅克·阿塔利对“奢侈”的定义，他们活着仿佛就是为了享受每一刻的欢乐时光。那

里夏天帆影点点、游艇驰骋；冬天滑雪声嚯嚯；我们难得饱尝的龙虾，却是缅因州最丰富的物产，全美四分

之三的龙虾都来自于那里。缅因不仅是玩艇圣地，游艇制造业也在全美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由于受其独特海

况影响，缅因的船艇制造特别注重船艇的性能和实用性，外观设计上则偏向于美式的大方经典。

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缅因州，西北和东北

边境毗邻加拿大，南临大西洋。因此陆地环

境酷似素有户外天堂的加拿大，森林密布，

绿树成荫，河流纵横。除了丰富的陆地户外

旅行资源，缅因州还有将近 5600 公里的海

岸线，从南端的基特里直至波特兰市西南

部，有一系列半岛、三角湾和峡湾，海岸外

有1200多个小岛。

缅因州夏季气候凉爽，冬季漫长多雪。

我们一行人到达缅因州时，正是它一年中气

候最好的季节—8月份，每天气温都是将

近 20 度左右，凉爽宜人。加上晴空万里，

空气清新，路上经常能见到休闲锻炼的人

群：陆地上有骑马、打高尔夫、打网球、跑

美式“奢侈”生活
—美国缅因州游艇生活概况

步、骑山地车的等，海面上则是帆影点点，游艇驰骋。

据说那里的冬天也是滑雪圣地。   

缅因州因此也成为美国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度假

的天堂，许多富足的美国人会在缅因州的海岸或者

湖泊边买下拥有永久权的房产，建自己家庭的海边

度假别墅，这种别墅一般都配有自家码头停泊游艇

或者帆船。更有岛屿属于私人购买所有，据说老洛

克菲勒就在此购有私人岛屿。另外由于缅因州小岛

棋布，游艇或者帆船在这里似乎成了一个必备的交

通工具。所以夏季那里的帆船赛、游艇比赛也很多，

不只是周末，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名头的比赛，有大

人比的帆船赛，也有小孩的，男人比完，女人再比，

场面很是欢乐。那里的人活着似乎就是为了享受每

一刻欢乐的时光。

那里的生活画面让我想起法国人雅克 · 阿

塔利在《21世纪词典》中对奢侈的新定义：“奢

侈不再是积累各种物品，而是表现在能够自由支

配时间，回避他人、塞车和拥挤上。独处、断绝

联系、拔掉插头、回归现实、体验生活、重返自

我、返璞归真、自我设计将成为一种奢侈。奢侈

本身是对服务、度假地、治疗、教育、烹饪和娱

乐的选择。”这也是现在欧美国家悄然盛行的“新

奢侈主义”。

正因为缅因州如此的生活氛围，造成这里的

游艇产业也很兴盛。这里的游艇产业往往能够自

产自销。因为缅因州往加拿大方向的海况恶劣，所

以缅因州的游艇制造在质量和性能上格外注重，

外观设计则偏向于美国人的大方实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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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因四大船艇品牌故事
Sabre“船”奇

来自美国的Sabre是制造豪华游艇和帆船

的著名品牌，始于1970 年，目前其生产的 4款

游艇型号和 4款帆船型号，尺寸分别为 38-54

英尺不等和 36-45 英尺不等。Sabre 的船如

今已遍布世界各地，其经销商都是非常专业的，

具有极强的竞争力，需凭借自身在本地市场的

声望、地理位置和透明度以及售前售后服务来

赢得 Sabre的代理。

Sabre的两个造船厂房设在位于缅因州的

雷蒙德，距离波士顿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拥

有 83750 平方英尺的厂房和100 多位专业人

士，Sabre 所有的船都在这里制造。

1995 年 3月，Sabre 收购了缅因州罗克

兰的North End 航海制造公司，公司名称改为

North End 综合公司，除了制造航海模具及零

Back Cove 延续“船”奇
       2003 年，Sabre 游艇的经销商前来与

Sabre的设计师对新的船型展开共同商讨—小型

且简易的单柴油发动机游艇。这种设计会比双发

动机来得更高效，并且在购买、保养和驾驶的花费

上更经济。设计师们向他们展示了一艘 29 英尺的

船型方案，对于这一系列设计方案，经销商非常认同，

当时就下了首批订单。

几经深思熟虑之后，Sabre 认为这种新船型

理应是今后一系列全新船型的开篇制作—所有的

船型都将会配置用于近距离操作的单柴油发动机

和船艏推进系统。Back Cove 船型便在这种情况

下问世了。2003 年中期，在戈登路上的罗克兰工

业园区的第一北端船舶区，Back Cove 29 开始

量产，从而服务于全美客户。

不久之后，小型的生产设备已满足不了客户的

需求，Back Cove 决定从马路对面的第一船坞购

买更大规模的设施。这个举动让 Back Cove 的

30至 37英尺船型立即诞生。船只型号的丰富与

受到广大客户的青睐程度比翼齐飞，并且远销加拿

主席：Ed Miller
1972年至1980年之间，Ed Miller在纽约担任罗
斯柴尔德公司的副主席，期间建立快递服务。8
年里，他在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22个国
家里致力于发展这种快递服务。1987年，他将公
司卖给联邦快递，担任这个新兴的联邦快递的主
席，目前他还就任西风管理集团的主席。
Ed Miller毕业于德克萨斯州A&M大学，获得工
程技术学士学位，在哈佛工商管理学院攻读硕
士，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TIPS:

船艇篇

部件外，还增加了工业、商业和建筑等方面的业务。

2002 年，North End 综合公司开始制造中小型

的Back Cove 游艇，现在的Back Cove 游艇在

30-37英尺之间。

早在 Sabre 公司成立之时，其创始人便着手

采用生产线管理的方法和玻璃钢技术，仅靠 4000

平方英尺的厂房和一小批工作人员，经过大量的市

场调查，便设计和生产出第一艘帆船 Sabre 28，

这艘 Sabre 28 在1971年纽波特船展上展出后获

得巨大的成功，引进市场后，在15年里，Sabre 一

共生产了588 艘 Sabre 28。现如今的帆船系列

由 Jim Taylor/Sabre 设计团队设计，共有 4个型

号：The Sabre Spirit weekender、Sabre 386、

Sabre 426 和 Sabre 456。每一个型号的帆船都

曾获得过《Cruising World》杂志颁发的奖项。

1989 年，Sabre为拓宽其市场，生产了第一

个 Sabre 系列游艇 Fast Trawler。Fast Trawler

拥有三个船舱，船体添加渔船设计元素，但是宽

敞的空间、绝对的舒适性和极高的性能使得传统

的渔船船体无法与之相媲美，Fast Trawler 的设

计在以后的 20 年里引领了潮流，Sabre 后来分

别生产出 34-52英尺不等的这种类型的游艇，而

今 Sabre 制造的带有沙龙的 4款快艇分别为 38、

42、48 和 54英尺，带有飞桥的有42 和 54英尺。

现在 Sabre 所有的船型都采用自己一流的树

脂灌注工艺。多年来，Sabre 保持一贯原则，虚心

听取船主和经销商的意见，总结每一艘游艇的优

点与不足。另外，通过对客户的调查，参与船主联盟，

举办年度船东聚会，使得 Sabre 能够一直保持与

市场同步，了解和满足客户的需求。

大、日本、澳洲、新西兰、英国、挪威、希腊、

法国和意大利。即便在生产近 500 艘之后，该

品牌的受欢迎程度依然日趋高升。

Back Cove的设计元素沿袭了其造船处的

捕虾船风格 :吃水线以下是极具现代化的 V 型

船体—只要船主手推油门，便可直接体验风驰

电掣。

Back Cove 游艇将实用与美观相结合，驾

驶起来随心舒坦。驾驶舱宽敞明亮，甲板下是各

种简便且人性化的系统和舒适的设施，售价方

面却比绝大部分同平台的船型低出很多，一切的

一切都令船主能够引以为傲，愉悦多年。

Back Cove 游艇由美国缅因州造船业中最

为核心的百名设计师精心打造。自1640 年波

盘移民在菲浦斯堡附近的肯尼贝克河畔造出第

一艘船伊始，缅因的造船业便享誉盛名。Back 

Cove的设计师们为自己的杰作而倍感骄傲，并

怀着激情倾心打造着最为精致，尽可能零故障

的游艇。

Sabre的船如今已遍布世界各地

精致的木质内饰工艺也是Sabre的一大亮点

受邀参观缅因游艇产业的中国媒体人
与美国MaineAsia总经理Tony（左二）

美国Sabre集团主席Ed Miller（左一）带领
《游艇业》执行主编胡戒参观Back Cove船厂

Sabre游艇平衡性能很强，即使马力最大时，满舵转弯
开在自制尾浪的情况下，我们也丝毫感觉不到颠簸

Back Cove的设计元素沿袭了其造船处的捕虾船风格

Back Cove在售价方面却比绝大部分同平台的船型低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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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S 诞生经典
汤姆莫里斯（1940-2008）在 1972 年

创建了Morris 游艇，在1995 年儿子库伊勒

（Cuyler）加入进来。父子俩为了终身的挚爱—

航海，一共为此奉献了70 年的光阴。汤姆出生

在费城。在1886 年汤姆携家带口去缅因州度

假，在这期间莫里斯潜移默化地爱上了这一片

土地，于是他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建立了自己

的家族企业。莫里斯在 32岁的时候深陷于对

航海的热情以至于难以自拔。环顾四周，你会

发现缅因风光旖旎，充满了新英格兰式的文化

传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是游艇的故乡，

积淀了多年以来创建游艇的底蕴。这个地方对

莫里斯来说意义非凡，在这里具备了创建游艇

的必备要素，也是莫里斯航海梦起飞的地方。

儿子库伊勒（Cuyler）现在作为公司的总裁兼开

发总监经营着Morris游艇。

能够驾驶着帆船在缅因州劈风斩浪，莫

里斯对什么样的船才是真正的好船有了自己的

定义。他为创建有缅因州风格的游艇制定了几

个重要的主观因素，一个是配备有恰当的发动

机设备；设计注重轻盈；在有微风的时候，能

够确保船在迎风的情况下仍然会有上佳表现。

Morris的M系列和海洋系列游艇赢得了很多的

荣誉和人们的一致好评。外界的游艇制造商这

1972年，32岁的汤姆莫里斯和他的妻子蒂娜把家庭搬到了缅因州（美国东北角的州），在这里他成了
一个游艇制造者。那年秋天，汤姆造出了第一艘帆船—Pemaquid 友谊单桅帆船。从此，莫里斯游
艇和莫里斯服务业正式成立了。
1974年，莫里斯的合作商和Chuck Paine 发布了法国26游艇。
1979年-1985年，Leigh 30、Annie29、Justine36、Linda28相继问世，并深入游艇协会人员的内心。
1988年，第一批海上系列游艇进入生产阶段，这些游艇将来要被用于周游世界，所以对帆船的质量要
求进一步提高。每一艘帆船都无不体现着莫里斯的手工技术。
1999年，莫里斯和他的工匠们搬到了缅因州特伦顿，这是他们的新工厂。还有他们的服务业也换了新
的地址，缅因州巴斯港口。 
2004年，优雅的M系列发布了，这一系列帆船都充满了古典风。帆船的大小范围在29-52英尺不等，在
随后的这些年来，这些别具风格的帆船赢得了无数的荣誉。
2008年，汤姆的儿子库伊勒（Cuyler）继承了家族事业。
2009年，美国海岸护卫队在参观了11个造船厂之后，最终莫里斯的游艇赢得了他们的青睐，定制了8艘
领航者44s以用作新学员的培训。
2011年，莫里斯游艇依然延续着之前的出色。并在美国罗德州岛建立了新的售船中心。
2012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接到了300艘帆船的订单并相继交付到全球的4个大陆的客户手上，看着这漂
亮的成绩单，莫里斯游艇和她的100多个工匠一起见证了莫里斯游艇40周年的光辉历程。

TIPS:莫里斯游艇40周年大事记

样评价 Morris游艇：“Morris游艇现在已经享誉全球，在游艇品牌内绝对鹤立鸡群。”这些年来，Morris

游艇的发展平稳有序，现在我们已经建造了逾 300 艘游艇。凭借着我们对游艇的理解和忠诚，如今我

们创建的每一艘 Morris游艇仍然活跃在海上，当然除了一艘 25英尺的单桅帆船被用于电影《楚门的世界》

的道具。

我们团队有这样一批精英，专业的游艇制造者，个个身怀绝技，出色的维修技师，能言善辩的销售人

员。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打造最好的半定制游艇来满足客户的特制要求。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要确保让

这艘船的拥有者充满自豪感，同时在客户转售这艘船的时候仍然有利可循。除此之外，我们要让我们的雇

员没有后顾之忧，包括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目的就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我们公司奉献一切。我们工厂设

施对所有参观者开放。我们期待有机会向您展示我们亲手打造的Morris游艇与众不同的一面。

Morris的M系列和海洋系列赢得了很多荣誉和人们的一致好评

Morris的设计注重轻盈

 M36的诞生为Morris带来了持久的发展

 M系列实现了单人驾驶帆船的梦想

M36凭借其完美的黄金比例优雅船身，曾七次获取全球各大奖项

Morris现任总裁Cuyler（右一）也是航海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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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CKLEY  见识极致
Hinckley 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就是游艇里的最高水平。手工工艺

是缅因州人的传家宝，这门技术根植于他们自身的创新、服务和极佳

的表现能力等。

高新科技
1928 年 Hinckley 游艇公司在缅因州西南港口成立，自从成立以

来，公司凭借着优秀的建设能力和细致的服务赢得了世人的良好口碑，

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游艇之一。如今 Hinckley 生产的游艇充满了独特

的气质，那气质足可以挑战山呼海啸般的南大西洋。Hinckley 游艇

拥有光滑的外表、雕刻般的线条，她就是大海的一部分，她就是大自

然的产物。这就是Hinckley 游艇最独特的一面，当然在Hinckley的

喷气游艇上也有体现。如果你进入 Hinckley 游艇内部，你会被她的

高新科技所迷倒。有了科技创新，惟其如此，Hinckley 的游艇就变

得更加栩栩如生了。

手工艺
细心观察 Hinckley 游艇，你就会感叹：“他们是如何把那些繁琐

的部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真是巧夺天工，犹如浑然天成。”船体

的建设、甲板的布局、舱壁、沙龙、驾驶室等所有的设计都巧妙结合，

从而呈现出他们对造游艇的理解。亲自操纵着 Hinckley 游艇的船舵，

你会体验到她前所未有的桀骜不驯和可驾驭性。

HODGDON,舰船世家
从19 世纪的纵帆船，至 21世纪的巡洋舰，霍奇顿家

族的五代船只先后从缅因州的东布斯湾的大马里斯科塔河

驶出。

在192年中，霍奇顿家族的五代造船师造就了美国历

史中最为悠久的造船家族，已经有四百余艘船只驶出船坞。

家族船业创始人卡勒布 ·霍奇顿的开篇之作是1816 年

为当地一捕渔队生产的一艘 42英尺的纵帆船。这位企业

家本是靠锯木坊和磨坊起家，1850－1895 年间生意兴隆，

成千上万吨的谷物源源不断被打磨精细，数千块木板源源

不断被锯磨成形。24艘纵帆船（或是货船或是渔船，均为

商用）先后问世。在此期间，家族的三代船只相继从船坞驶

入大海。

在游艇工作本身之外。战争因素也为东布斯湾带来了

打造驱逐舰、巡洋舰和扫雷舰的使命。20 世纪也见证了霍

奇顿家族的第四、五代舰艇的问世。

朝鲜战争期间，船坞生产了十二艘 144英尺的巡洋舰，

生产过程中，船坞却遭受到了灾难。1954 年，一场大火横

扫而来，吞噬了几乎所有船坞建筑和生产记录。

1979 年提摩太 ·霍奇顿重返家族事业。并采用了冷注

生产法，使公司成功转型，开启了家族历史的新篇章。

Hinckley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就是游艇里的最高水平 手工工艺是缅因州人的传家宝

进入Hinckley游艇内部，你会被她的高新科技所迷倒

有建造驱逐舰经验的Hodgdon看起来更大气

霍启顿家族的五代造船师造就了美国历史中最悠久的造船家族

制造纵帆船也是霍启顿家族的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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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虾游艇赛
在缅因州没有什么比龙虾游艇赛更独特的

了。不管你是严阵以待的赛事参与者还是来缅

因州避暑度假的旅行者，只要你对这项赛事充

满期待或者有所关注，我敢保证你都会把这炎

热的夏天抛在脑后。

   龙虾游艇赛已经是一个有着几十年的传统赛

事了，有人曾这样形象地比喻这个赛事：“这是

缅因州版本的海上汽车拉力赛。”所有这项赛事

的参与者都会很认真地对待龙虾游艇赛。这项

赛事是有等级淘汰制的。据报道最高的航速可

达到 60 海里 /小时。在每年的 6月中旬到 8

月下旬，很多私人船只都会跟随龙虾游艇进行

赛事宣传，宣传的范围从中海岸途径缅因州到

下游的区域。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在海上可以找到乐趣。

像当地的居民或者是来这边旅行的人，可以提

前来波特兰为你喜爱的船队加油助威。除此之

外，你还可以要求他们带你在海上转一圈，去

体验那种让心飞翔的感觉。

艇游&艇赛篇

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之一
由于缅因州岛屿棋布，所以MAINE  ISLAND TRAIL 这个公益组织在这里非常受欢迎。这个组织专

门跟一些私人岛屿的主人谈合作，他们为私人岛屿提供志愿者，负责这个岛屿的环保和卫生，私人岛屿的

主人需要做的就是在他们的私人岛上划出一块区域，给其它驾船人过来露营，享受这个岛屿的自然资源。

这种良性的合作既保证了岛屿自然的环保，也让自然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共享，而志愿者更是从这份工作中

享受了大自然。

MAINE  ISLAND TRAIL 是一家致力于道路保护和娱乐项目，通过社区建设、共同管理和教育的会

员制公益组织。他们的成员是所有船类运动和岛屿生活的爱好者，他们愿意用任何可以保护岛屿的劳动

来换取在岛上享乐的机会。会员们拥有岛屿访问、折扣以及岛内指导等多种优惠，同时他们也保证未来每

一个来到小岛上的人，都能感受到它的原始魅力。

如果你想加入 MAINE  ISLAND TRAIL 这个公益组织，可以登录他们的官方网站 www.mita.org 

填上表格发邮件给他们。

随J.K里金号漂流
毫无疑问，“J.K 里金号”（J＆K Riggin）是曾航行于这片海湾中最具传奇意义的帆船。

现如今，地方美食、水手情谊、靓丽美景和极具历史意义的探险旅程都成为“J.K 里金号”

魔力组成的一部分。船长兼厨师安妮 ·马勒（Anne Mahle）将各种经久不衰的美食秘籍

引入到她的《在家里，在海上》食谱中，并通过这些秘籍衍生出很多新鲜的想法。“里金号”

上所有的食材全部来自于当地100 海里范围内的供应商处。季节性菜单上的菜品选择依

据大家所热爱的美食来决定，如：覆盆子煎饼、杏仁奶油霜、缅因州枫糖、屠夫熏肉片和

丰盛的燕麦粥配格兰诺拉麦片，还有调味苹果、红糖配葡萄干以及热糖水水果松饼。

绝美的自然风光令这艘淳朴的帆船散发出更为浓厚的乡村礼仪文化魅力。“里金号”

的航行路线为缅因州布斯贝港（Boothbay）至巴港（Bar Harbor），途中各经停港口有：

斯托宁顿（Stonington）、雄鹿港（Bucks Harbor）、西北木船建造学院（Wooden Boat）、

Castine以及北港群岛和维纳尔黑文（the islands of North Haven and Vinalhaven）。

航行主题包括“全程美食之旅”和“品龙虾观灯塔之旅”。

极具舒适度和私密度的油松船舱衬以手工缝制被毯，并装备有羊毛地毯、自来水、

舷窗和主沙龙，热水则可以在厨房取用。“里金号”拥有两个船头，在甲板上还配有一个冷、

热水淋浴设备，生活娱乐设施一应俱全。

每年都有大量游客赶到缅因州观看龙虾游艇赛

有人比喻龙虾游艇赛是缅因州版本的海上汽车拉力赛

Maine Island Trail志愿者用劳动换取在岛上享乐的机会

J.K里金号是曾航行于缅因这片海湾中最具传奇意义的帆船

J.K里金号上的船长兼厨师安妮·马勒曾师
从某国王厨师学厨艺，做得一手好菜

这栋拥有前后院子的海滨别墅售价175万美元

缅因龙虾闻名遐迩，占全美产量的四分之三

 7,8月是缅因州最佳度假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