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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NBA和NFL谁的名气更大一点？答案自然是
NFL。NFL美国橄榄球联赛是美国本土的第一运动和第
一联赛。本期鉴艇的95米（312英尺）超级游艇Kismet
（天命）的主人，是Jacksonville Jaguars（杰克逊维
尔美洲虎）橄榄球队老板、64岁的人生赢家、巴基斯坦
籍美国人Shahid Khan（舍希德·汗）。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观看橄榄球比赛是人生一大至高享受。除

两代kismet 一种奢华

了比赛本身，观看比赛的场所同样重要。有的人偏爱置身诺大的体育馆
里，和 8 万同样疯狂的“球疯子”一起呐喊 ；有的人喜欢三五好友手握

Shahid Khan 这艘全新的 95 米超级游艇 Kismet，由德国超级游艇制

啤酒，挤在看球酒吧的宽频电视前面 ；有的人愿意在自己的小窝里自由

造商 Lürssen（乐顺）建造，2014 年年底下水。她其实应该叫做 Kismet

自在，电视开着，外卖 Pizza 和饮料罐触手可及 ..... 当我登上 95.2 米（312

II。Shahid Khan 之前拥有一艘 2007 年交付的 68 米（223 尺）Kismet，同

英尺）Lürssen 超级游艇 Kismet（天命）
，
脑海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这些。

样由 Lürssen 出产，该艇屡获大奖，已由 Moran Yacht & Ship 于 2013 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想？因为这艘超级游艇的总长几乎和橄榄球比赛球

11 月售出，新船东改名 Global。

场的长度一样长，而且这条“巨无霸”游艇的主人，正是 Jacksonville
Jaguars（杰克逊维尔美洲虎）橄榄球队老板 Shahid Khan。
在登上 Kismet 之前，船主的这个身份，让我预料 Kismet 在设计上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Kismet 的建造合同签订于 2008 年秋天，当时
68 米“前任”Kismet 交付仅仅一年。那个时候的 Shahid Khan 还没有成
为鼎鼎大名的美式橄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NFL）杰克逊

多少应该会有橄榄球元素，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等待我的竟是这样一

维尔美洲虎队
（Jacksonville Jaguars）
的新任老板
（2012 年1月他才从韦恩·维

座专为爱运动之人而设的天堂。

沃手中以 7.7 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美洲虎队）
，还只是默默无闻的汽车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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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米第一代Kismet。现已售出，新任船主改名为Global

部件公司老板（Khan 的 Flex-N-Gate 公司主要生产汽车保险杠，是一家
非上市企业，公司年营收超过 30 亿美元）
。更重要的是，刚刚到手的超

3D打印的巨大“美洲虎”雕塑装饰Kismet的船首斜桅

级游艇第一代 Kismet，到处拿奖，一时风头无两，在著名的游艇经纪公
司 Moran Yacht & Ship 的运营下，全世界的超级富豪们抢着要重金租用
这艘超级游艇。
亿万富豪的心思很难懂。无论如何，就在这时，Khan 再次向德国
Lürssen 游艇下单，第二代 Kismet 将比第一代 Kismet 增长 27.2 米。
佳作在前，第二艘 Kismet 还未出生就注定了她会成为全球最壮观的
超级游艇杰作。
全新的 95 米 kismet 于今年 11 月在劳德代尔堡国际游艇展（Fort
Lauderdale International Boat Show) 上首次公开亮相，与公众见面。在
2015 年世界超级游艇颁奖典礼 (the World Superyacht Awards) 上，斩获
75 米以上级别超级游艇大奖。

粗粝邂逅优雅

毫无疑问，船主 Khan 从第一代 Kismet 那里继承了经验丰富、技术
老到的设计和管理团队。长期为他服务的船长 Kyle Fultz，再次统帅他
的船员队伍。为他服务超过 16 年的游艇管理公司 Moran Yacht & Ship 继

橄榄球运动是粗暴和美的完美结合，它是典型的美国运动，代表着美
国文化精髓。一方面，
它是野蛮粗暴的男人运动，
挥洒鲜血和汗水；
另一方面，

续为他管理第二代 Kismet。当代游艇设计领域两间鼎鼎大名的设计工作

它是战略战术的博弈，充满有想象力的美感。Kismet 也正是如此。这艘 95

室 Espen Oino 和 Reymond Langton，分别负责外观和内部设计。第一代

米大家伙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它完美地融合了美国式的男子气概和优雅。

Kismet 的设计也正是由这两家工作室联袂完成，对船主口味的了解和相

她是一位优雅的女王，但她同时拥有强悍手臂，像橄榄球四分卫球员一样

互之间的默契程度，无疑有助于第二代 Kismet 的设计臻于至善。

阳刚气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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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 粝 邂 逅 优 雅， 这 样 的 成 功 融 合， 在
Kismet 的设计上随处可见。
Kismet 的外观辨识度很高，看过之后你绝
对不会错认。与 Khan 的橄榄球队老板身份相
匹配，Espen Oino 工作室用 3D 打印的巨大“美
洲虎”雕塑装饰 Kismet 的船首斜桅。
作为整个游艇的最前端，船首斜桅是展
示豪奢派头的最佳位置。为了彰显自己与众

灯，当打开后能够射出照明强度超过 1 万流明

布局奢华，让人不注意都难。天井周围的娱乐

的强光。其一只爪子拍向空中，而另一只爪子

区域，也是 Kismet 在内部设计上不同于一般游

则放在带有杰克逊维尔美洲虎球队标识的橄榄

艇设计的最大亮点。贯穿两层甲板的旋转步梯

球头盔上。

周围，树立着由 42 组 50 英寸平板电视组成的

95 米 Kismet 最大航速 17 节，内部设计更

IMAX 巨幕电影墙，从地板直达天花板，令人

是奢华无比 ：3 层甲板、8 间主客卧、直升机停

震撼，在这里看比赛的气派程度，令人联想到

机坪、配有按摩浴缸及 BBQ 的私属日光浴平

娱乐巨头 Jay-Z（Rianna 蕾哈娜老板、Beyoncé

台……

碧昂斯老公）在纽约的体育俱乐部 40/40 Club

不 同 的 品 味，Khan 找 到 了 增 材 制 造 的 先 驱

对 于 全 新 Kismet 的 内 部 设 计，Reymond

（开业于 2003 年，占地面积约 8000 平方尺，内

Materialise。这 个 美 洲虎 雕 塑 是 用 Materialise

Langton 联合创始人 Pascale Reymond 将之比喻

置十分豪华）
。如果你没到过 40/40 Club 也没

公司巨大的光固化 3D 打印设备打印的，以 0.5

为“香槟和鱼子酱”
，在奢华与惬意之间达到完

关系。请想象在一个 12000 平方尺的高级酒吧

毫米的层厚逐层打印，
总共打印了超过 5000 层，

美平衡，既壮观、奢华，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里，布满你能想到的一切体育娱乐设施，既有

然后在外部覆上一层金属涂层，以免使其受到

适合欢宴聚会 ；又惬意、舒适，适合家人一起

顶层豪华公寓的慵懒奢华，
又有“超级碗（Super

海风或海浪的侵蚀。这个美洲虎足有 13.5 英尺

退居海上，温馨宜人。

Bowl）
”50 码线附近豪华包厢才能感受到的疯

（约 4.11 米）长、6 英尺（约 1.83 米）高，重量

从船尾登上 Kismet，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

超过 220 磅。该美洲虎的眼部其实是一对照明

层楼高的天井，贯穿主甲板和上层甲板，装饰

狂活力。步梯连接的娱乐区域，包括主甲板上
的沙龙区、体育俱乐部（可以转换成电影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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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层甲板的休闲沙龙以及用餐区。
飞桥甲板上，设置有海滩俱乐部沙龙，可以轻松转换成
迪斯科夜总会。
一间体育酒吧，
朝向后甲板上宽敞的跳舞场
（有
直升机需要起降时，跳舞场就转换成直升机停机坪）
。
宽阔的主人套房占据了上层甲板的主要位置。主人套房
的设计显然受 Coco Chanel 风格启发，展现了 Kismet 最浪漫
柔软的那一面。套房装饰着著名的法国 Lalique 水晶灯饰品、
从天花板直达地板的落地窗，套房内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卧室床边还有取暖壁炉。主人套房的独立露台俯瞰前甲板，
露台上有热水浴池、大面积的日光浴垫。此外，主人套房还
配备有独立的通道，可以到达飞桥甲板上的直升飞机停机坪。
艇上主要的就餐区位于上层甲板，就餐区装有透明玻璃
推拉门，视天气情况打开或关上。
上层甲板上还有一块篮球场。看到篮球场的时候，一个
怪念头忍不住从我脑海里冒出来 ：
“在这里玩篮球的人，到
底丢了多少个篮球到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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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洁严谨的机舱

“没你想的那么多啦！”一个路过的船员笑着回答了我的疑问。
这个场地的四周都设计了齐腰高的透明围挡。当然，另一个原因可
能是，Khan 的客人们，投篮技术都不错。
客舱主要设置在主甲板上。
“在提出设计需求的时候，
”Khan
说，
“我脑海里想得更多的不是我自己，而是其他人，包括我的朋
友们。
”Kismet 的客舱设计，总体上非常优雅，高品质的皮革、地板、
石材的应用比比皆是。每一间客舱各自有独立的主题，有的是 Art
Deco 装饰风格，有的是 Art Nouveau 装饰风格 .....
底层甲板上的土耳其浴室包括一个热水浴池、一个游泳池、一
间蒸汽浴房和一间按摩房，浴室使用中东波斯风格的基本图案，手
工布料、浮雕风格皮具、异域风情木制品、雕刻石材和定制的艺术
家作品，使它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漂浮着的放松神殿”
，皇室公
主置身其中不失其高贵，体育明星同样因它恢复活力。
机舱一直被称为游艇上最有男子气概的部分，而 Kismet 的机
舱没有让我们失望。Khan 给这里起了个绰号 ：
“Moran 教堂”——
很明显这个戏称来自 Kismet 管理公司 Moran Yacht & Ship。机舱有

NOV.-DEC.2015 CHINA YAC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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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楼高，宽敞明亮，光线设计如此巧妙，使

很难适合大众口味。但是我要说的是，Kismet

两年后，Khan 收购了他曾经就职的 Flex-N-Gate

这里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光线之城”；各种

很 有 普 适 性，无 论 是 男是 女，都 会 爱 上 它。

公司。他此前设计的一款一体式汽车保险杠在

最新科技的机器和操作系统井然有序，最严重

Kismet 船主 Khan 说 ：
“我对全新 Kismet 的寄

之后成为行业标准，Khan 是收入来自于汽车行

的强迫症患者都难有所挑剔。整个机舱的布局，

望是，
在很多年后她仍然将引领时代，
与此同时，

业的第二大美国富豪。目前 Flex-N-Gate 仍旧是

弥漫着一种清教徒式的简洁和严谨，或许这也

她将是永恒的经典。就像 Walt Disney 的经典

一家非上市企业，该公司年营收超过 30 亿美元。

正是它获得“教堂”这个戏称的原因吧。

名言所说，
‘只要敢于梦想，你就一定能做到！’

此外，Khan 还拥有一支成立于 1879 年的英国富

体验过 Kismet 之后，你会相信 Walt Disney 所

勒姆足球俱乐部（Fulham Football Club）
。

机舱里两组 2,682 马力的 Caterpillar 发动
机，使 Kismet 的最高航速能达到 17 节。这里

言非虚。
”

还安装了最先进的稳定系统来减少船体翻侧时
带来的不适感，无论是航行状态还是港口停泊

Khan 白手起家，现身家 46 亿美金。Khan
已加入美国国籍，居住在那不勒斯，已婚，有

关于船主Shahid Khan

状态，确保 Kismet 上的宾客感觉不到太多的船

两个子女。
2010 年，
Khan 曾试图控股圣路易斯公羊队，

体晃动。值得一提的是，Kismet 还有一间专门

亿万富豪 Shahid Khan 舍希德 · 汗是美式橄

但是却败给了同样身为亿万富豪的斯坦利 · 克

的休息舱（sea cabin）
，设置在船上最不容易感

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NFL）杰克

朗克。Khan 因此转而从韦恩 · 维沃手中以 7.7

觉到船体晃动的位置，一旦宾客稍有不适，就

逊维尔美洲虎队（Jacksonville Jaguars）的新任老

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美洲虎队，该笔交易于

被请进这间专用的休息室休息。

板。归化的美国公民，16 岁那年从巴基斯坦移

2012 年 1 月最终完成，现在这支球队的价值已

民美国就读伊利诺伊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上升为 9.65 亿美元。

定制游艇常常非常个人化而难有普适性，
因为代表船主自己的个人风格和审美取向，而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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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他创办了保险杠工厂（Bumper Works）
，

基本参数
建造商：Lürssen（乐顺）游艇
内部设计：Reymond Langton Design 工作室
外部设计：Espen Oeino 工作室
总长：95.2米（312'4" ft）
船宽：13.8米（45'3"ft）
最高时速：17节
载客数：12人
客舱数：6
船员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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