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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    瑞士高尔夫之旅

瑞士的湖光山色从来就不缺拥趸，无论春夏秋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此寻找他们的最爱。瑞士也从来没有让他们失望，风

景如画的琉森，古老而充满活力的伯尔尼，处处是诗情画意的Crans Montana，阳光灿烂的Ascona, 更不用说拥有大喷泉和花钟

的日内瓦了。在自然风光之外，瑞士人也致力于为游客提供奢华的服务及优雅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奢华与自然可以水乳交融，请

跟随我们，去体验各个城市的奢华酒店、度假别墅、饕餮美食、极致SPA，最后别忘了炫耀一下在日内瓦城郊自驾法拉利或保时捷

的招摇！

高尔夫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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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     狂野纳米比亚

初冬的纳米比亚，白天依然有明媚的阳光，气温在 15℃到 20℃，空气清新，时有微风吹拂，让人身心

愉悦，不知不觉中消退倦怠，焕发出新的能量。

从机场驱车前往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一路有广袤的草原陪伴，绵延的黄草铺陈出几分初冬的萧

瑟，但高高低低的各种灌木，还有点缀其中的大树，依然枝叶繁茂，尽力展示着草原的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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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 Luxury Switzerland 

The lakes and mountains of Switzerland 
always have fans. In every season, there 
are tour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look for their favorite. Switzerland has 
never let them down. The picturesque 
Lucerne, ancient and vibrant Bern, poetic 
Crans Montana, sunny Ascona, and not 
to mention Geneva where there is the 
Jet d"Eau and flower clock. In addition 
to natural scenery, the Swiss is also 
committed to offer luxury services and 
elegant lifestyle. Luxuriousness and the 
nature can be in harmony. Please follow 
us to experience the luxury hotels, villa 
resorts, fine food and delicate spa of each 
city. And do not forget to show off the road 
trip in the suburbs of Geneva in Ferrari or 
Porsche!

T&L CONTENTS  | 目录

34 WILD Namibia

In early winter of Namibia, there is still bright sunshine 
during the day, with temperatures around15 degrees to 20 
degrees. The fresh air and the occasional breeze make people 
feel pleasant, unconsciously get relaxed and be full of new 
energy.

The vast grassland stretches all the way from the airport to 
the capital of Namibia Windhoek. The yellow grass presents 
a bit bleak winter, but a variety of shrubs and the trees 
among them are still lush, trying to show the vitality of the 
grassland.

Enjoy a sumptuous seafood lunch in the capital's famous 
restaurant Potuga, the seafood of where is said to be directly 
delivered from the west coast of Namibia and received within 
only five hours. Savoring the delicious shrimp, mussels and 
squid, you will forget you are in Africa. The broad and a 
little bit desolate prairie landscape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delicious fresh seafood and the warm talk between the guests. 
And the switch of the two scenes only happens in less than 
one hour.

76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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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Golf 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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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一

湖光山色高尔夫

瑞士的湖光山色从来就不缺拥趸，无论春夏秋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此寻找他们的最爱。瑞士也

从来没有让他们失望，风景如画的琉森，古老而充满活力的伯尔尼，处处是诗情画意的 Crans Montana，阳光

灿烂的 Ascona, 更不用说拥有大喷泉和花钟的日内瓦了。在自然风光之外，瑞士人也致力于为游客提供奢华的

服务及优雅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奢华与自然可以水乳交融，请跟随我们，去体验各个城市的奢华酒店、度假别

墅、饕餮美食、极致 SPA，最后别忘了炫耀一下在日内瓦城郊自驾法拉利的招摇！

瑞士的高尔夫球场并不像法国、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那样多，但每一个都可以说是精品，位于Crans 

Montana的Crans-Sur-Sierre高尔夫球场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个位于阿尔卑斯山的锦标赛球场将自然风光与

趣味挑战融于一炉，是欧米茄欧洲大师赛的固定举办地，也见证了历届冠军的诞生，呼吸着阿尔卑斯山清新的

空气，眺望绵绵群山，挥杆将小白球击向蓝天，相信每一个体验过这个球场的球友都会对这个球场留下难以磨

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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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Hotel Groups
Best Business Hotels
Best Resort Hotels
Best New Opening Hotels
Top 10 Luxury Hotels
Best Boutique Hotels
Best Design Hotels
Best Family Resorts
Top Entertainment Resorts
Best Restaurants
Top Bars
Best Executive Lounges
Best Hotel Presidential Suite
Best Spa
Best MICE Hotel
Top Overseas Hotels
Best Travel Destinations
Best Cruise Line
Best Small Luxury Cruise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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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Airlin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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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年度旅游大奖评选圆满落幕之后，

本次评选又一次聚焦高端酒店业，

海内外旅行目的地，众多航空、邮轮、

汽车品牌以及顶级高尔夫球场等相关行业。

年度旅游大奖

ANNUAL
TRAVEL

AWARDS

提名

全
年
大
盘
点

聚
焦
旅
游
业

最佳酒店集团     
最佳商务酒店     
最佳度假酒店     

最佳新开业酒店   
十大奢华酒店     
最佳精品酒店     
最佳设计酒店     
最佳亲子酒店     

最佳娱乐度假胜地 
最佳餐厅         
最佳酒吧          

最佳行政酒廊     
最佳总统套       

最佳SPA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最佳海外酒店     
最佳旅行目的地    

最佳邮轮          
最佳小型豪华邮轮  

最佳游艇俱乐部    
最佳航空公司联盟    

最佳航空品牌      
最佳头等舱        
最佳商务舱         

最佳航空服务奖    
最具环保理念奖     
最具贡献航空奖

    
最具影响力汽车品牌   

最佳豪华汽车品牌  
最佳环保汽车      
最佳行政座驾      
最具驾乘之悦      
最佳租车公司      

最佳旅行服务机构  
最佳信用卡组织    

最佳金融品牌      
最佳旅游联名信用卡      

最佳金融类商旅服务平台  
最佳旅行社        

最佳旅行伴侣    
最佳户外品牌      

十佳高尔夫球场    

 
2014

年度旅游大奖
11月起
 收官中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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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华瑞士奢华瑞士
高尔夫之旅

 瑞士的湖光山色从来就不缺拥趸，无论春夏秋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此寻
找他们的最爱。瑞士也从来没有让他们失望，风景如画的琉森，古老而充满活力的
伯尔尼，处处诗情画意的 Crans Montana，阳光灿烂的 Ascona, 更不用说拥有大
喷泉和花钟的日内瓦了。在自然风光之外，瑞士人也致力于为游客提供奢华的服务
及优雅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奢华与自然可以水乳交融，请跟随我们，去体验各个
城市的奢华酒店、度假别墅、饕餮美食、极致 SPA，最后别忘了炫耀一下在日内瓦

城郊自驾法拉利或保时捷的招摇！

The lakes and mountains of Switzerland always have fans. In every season, there are 
tour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look for their favorite. Switzerland has never let them 
down. The picturesque Lucerne, ancient and vibrant Bern, poetic Crans Montana, sunny 

Ascona, and not to mention Geneva where there is the Jet d"Eau and flower clock. In 
addition to natural scenery, the Swiss is also committed to offer luxury services and elegant 
lifestyle. Luxuriousness and the nature can be in harmony. Please follow us to experience the 
luxury hotels, villa resorts, fine food and delicate spa of each city. And do not forget to show 

off the road trip in the suburbs of Geneva in Ferrari or Porsche!

   Luxury 
Switzerland

文 图  Steven Luo   采访支持  福尔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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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erne

L
ucerne is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Switzerland, on 
picturesque mountains beside 
Lake Lucerne. Long history 
left the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human history to this city. There are lots 
of medieval churches, towers, palace hall 
and mansions of Renaissance period and 
century-old shops, long streets and ancient 
alleys. Lucerne itself is not very big. All 
the scenic spots are located within walk 
distance. Chapel Bridge and octagonal 
Water Tower are landmarks of Lucerne, 
and also the constructions mostly 
printed on the postcard of Switzerland. 
Tourists can take different cruise lines 
to different resort towns at lakeside 
and the famous Alpine mountains. 

There are a lot of painted decorations 
on Chapel wooden bridge. Keeping 
medieval style, it is the most beautiful 
scenery of Lucerne and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oldest wooden bridges in Europe. 
The best time to appreciate Chapel 
wooden bridge is dawn or dusk. Orange 

sunset shines on the ancient wooden 
bridge. The water of Lake Lucerne 
is like jumping golden spots. White 
swans slowly swim by. Only people who 
are physically here can truly feel the 
warmth and peace and be touched by 
the harmony of the nature and man. 
Slowly moving forward on the bridge, 
watching the serene old man passing by 
and commuters in a rush and the ancient 
paintings on top of the gallery, you will 
feel like walking on a bridge of time. The 
beautiful memories, joy or sadness, slowly 
emerges and then slowly disappear, take 
you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time…      

Musegg Wall is also a representative of 
attractions. Except one tower, all the 
other parts are well preserved. Individual 
sections of road are narrow and steep. 
People who have fear of height may be 
frightened. Wandering on the city wall, 
you can not only feel the long history of 
Lucerne and recall the changing years, 
but also overlook the whole city of 
Lucerne and appreciate it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here are many squares 

and churches in Lucerne. The history 
of Jesuit chur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17th century. It is the first religious 
architecture of Baroque style in the 
Switzerland. To-gether with its brother 
architecture Hof church, they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land-scape of Lucerne. In 
the blue sky, mottled bell tower reflects 
bright sunshine. The steeple of churches 
towering into sky, presents very beautiful 
lines. They form a perfect painting while 
conveying the majesty of religion.

Hotel Schweizerhof Lucerne
There is a hotel in the old downtown 
of Lucerne, which is Hotel Schweizerh 
of Lucerne. It is a family business. 
Located adjacent to the pristine 
blue lake, it has a Spa area and 
elegant rooms with nice view.

Hotel Schweizerh of Lucerne occupies the 
best location of Lucerne, only a few feet 
away from the lake. The beautiful view 
of lakes and mountains is just outside the 
window. The swan leisurely swimming in 
the lake and the tourists passing by also 
make a vivid landscape. The most famous 
church of Lucerne and Chapel bridge are 
all in ten minutes’ walk distance. The 
excellent location of the hotel is enviable.

Entering the hotel, the guests feel like 
returning to the Europe of last century 
when feel the elegant style. The warm 
reception at front desk makes guests 
feel at home. All the guest rooms of the 
hotel have been refurbished in 2013 and 
2014. The high-end amenities of five-
star hotel are all in place. Each room 
has been given a particular feature 
according to the guest used to stay here, 
such as musician, writer and actor and 
so on. The diversified styles perfectly 
reflect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the 
air of art. There is one room designed 
in the theme of famous Chinese 
writer Zhu Ziqing, making the guests 
from China feel particularly close. 

The design of guest rooms is very 
distinctive, simple and comfortable, as 

cozy as at home. If you are tired, you 
can watch the nice view at lakeside and 
the landscape of mountains outside the 
window. The unique landscape can only 
be seen in Hotel Schweizerhof Lucerne. 
Step out of the room, you can wander 
in the courtyard of the hotel and enjoy 
a different style of downtown Lucerne.  

The spa center of the hotel is also 
distinctive. It has Finnish sauna room 
and biological sauna room. And Finnish 
sauna is the more interesting. It is one 
kind of steam bath. The interior of sauna 
room is log, which has no painting on 
surface and already be fumigated to 
dark. There are three layers of wooden 
couches by the wall.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is big between the locations 

on lowest and highest couches. Guests 
can choose according to their preference. 
Both the two sauna rooms have the 
panoramic view of Lake Lucerne and 
the Alps. The sauna will make you 
very relaxed and deeply impressive. 

The Pavillon restaurant and Galenrie 
restaurant are integrated with local 
features. There is softness in the 
brightness and modernism in the vintage 
style. The restaurants not only offer 
Swiss cuisine, but also delicious food of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cheese fondue, 
seared foie gras, Italian pizza, grilled 
sausages, and so on. If the weather is 
good, guests can enjoy outdoor meals on 
the terrace by the palm trees and olive 
trees, while enjoying the nice views.

Good Time in Bern

I
t is quite impressive that 
Bern, the capital city of the 
Switzerland, successfully 
retains the original historical 
features. In the suburb of Bern, 

tourists can have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whole city. The city is presented 
in orange with constructions and 
towering cathedrals, like a perfect work 
of art. The Aare River flows around 
the old town from three sides, makes 
the city more vivid and charm-ing.

If time permits, you can go to the 
Bear Park, as bear is the symbol for 
Switzerland. It is said that bear is the 
game captured by Duke of Zähringen 
during his first hunting here. S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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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is named after “bear” (the meaning 
of Bern in German). The bears that 
represent Bern are fed in the Bear Park 
which was newly completed on October 
25, 2009. The park is next to the old 
downtown. The 6000-square meter 
waterside area offers a natural and 
comfortable place for bears. Standing on 
the highland, you can overlook the park. 
Sometimes the bears may hide in a secret 
corner enjoying nice dream. Sometimes 
they leisurely walk at riverside, just like 
the owner of this piece of territory. 

The six-kilometer arch shopping 
promenade of Bern is the longest 
sheltered shopping promenade in Europe. 
No need to worry about the weather, 
tourists can enjoy the fun of shopping. 
Walk along the long street, listen to the 
stories told by the rugged stones under 
feet and enjoy the surprises brought 
by fountains in different shapes. The 
promenade is a colorful picture in sunny 
days and a slightly melancholy scene 
in rainy days. No matter what weather 
it is, the view of here, the fra-grance of 
coffee, the flying color flags and exquisite 
shops is always holding people to stay.

The bell tower is another distinctive 
landmark of Bern and is considered as 
a genuine masterpiece of watch-making 
art. It used to be the city gate for Bern in 
the 13th century. The little man in the 
bell tower strikes the hour four minutes 
before every whole point. The tower 
was completed in 1530. Tourists can 
go inside to appreciate it. The age-old 
tower already looks worn, interpreting 
the vi-cissitudes of years. However, the 
dial plate of the clock is still bright. 
Its fresh colors, compact structure and 
unique design are amazing for tourists. 

Hotel Schweizerhof 

B
ernHotel Schweizerhof Bern 
is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Bern. The façade of the 
hotel is elegant and is inte-
grated with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In the lobby, the bright light 
shines on the floor, clean and clear, and 
also luxury. I still remember the smile of 
waiters. The warm smile made me who 
comes from overseas feel at home. The 
considerate services also warmed me.

In the room, yellow lights illuminate the 
entire space. The elegant design and the 
advanced amenities fully represent the 
extraordinary taste throughout the hotel. 
They offer free soft drink, tea and beer, 
anything you think of in mini bar. The 
room is also equipped with a Nespresso 
coffee machine and the most advanced 
entertainment facility, including IP 
phone. When you get boring, you can 
enjoy a cup of authentic coffee. When 
you are homesick, you can talk to 
your family through a phone call. The 
amenities in the bathroom are complete. 
There is a rain shower, a bathtub and 
the towel heater which was beyond my 
expectation. The towel heater freed me of 
the worry that towels getting cold. There 
is free bath robe and slippers as well.

The Jack’s Brasserie of hotel offers 
catering service, serving innovative 
modern cuisine and traditional dishes. 
Innovative cuisine is cooked by chef 
according to season, climate and mood. 
I tried the creative cuisine and was 
amazed. The creativity of the chef is 
to use any food material to produce 
different flavors of dishes. Take a 
bite. It was delicious and made me 
admire the cook skill of the chef.

In addition, there is a lobby bar, a 
cigar lounge and sky terrace for us 
to use. The city in the evening is so 
quiet and charming. Look at the sky, 
stars and moon. The blue reminded 
me of my hometown. Taking a sip of 
cocktail in hand, my stomach was also 
indulged in the night of Switzerland.

Hotel Schweizerh is very close from 
Bern railway station, just opposite the 
street. We can easily reach the railway 

station on foot and visit the scenic spots 
in surroundings. Belp Airport is also 
close from the hotel, only 20 minutes’ 
drive away.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 Bern 
is free. Traffic problem can be solved.

Crans Montana

T
he altitude of the two 
connected towns Crans 
and Montana is 1500 
meters. It is a mountain 
resort located in the French 

quarter among Rhone Valleys and is 
comprised of Crans in the west and 
Montana in the east. It is sunny here and 
is one of the largest vocational resorts in 
Valais. Hiking is not the only popular 
program here. Famous golf courses and 
ski fields are also favored by tourists.  

Drive to Crans Montana. As the 
terrain gradually goes higher, Crans 
Montana gradually exposes its charming 
scenery in front of you. Sometimes it 
is pastoral villages, sometimes rolling 
vineyards, some times mountainous 
landscape. The changing weather and 
clouds and mist even add more sense 
of drama to the scenery in front. 

The two towns are very lovely. There are 
no high-rise buildings, only log cabins of 
different styles and colors, cute streets, 
exquisite shops, restaurants full of 
inviting smell and hospitable residents. 
Saunter on the way, enjoy the view, have 
a cup of coffee and buy something you 
like. It is the best way to experience 
Crans Montana. Of course, do not forget 
to try the famous Swiss cheese fondue. 
Maybe you do not like such heavy 
taste. But it will help you to remember 
this small town and this evening.

If you are a golf enthusiast, then 
congratulations! There is 18-hole 
Severiano Ballesteros where held Omega 
European Masters once a year. You will 
not only be able to enjoy the wonderful 
per-formances of professional players, but 

also experience the tournament course 
in person. The course is challenging and 
full of fun. And each hole has a different 
landscape, quiet or majestic, accompany 
with you to finish 18 holes unwittingly.

Staying in Crans Montana, do not forget 
to enjoy the Alpine breakfast. Set off 
from the hotel, climb up Mt. Bonvin 
along mountain path, you can breathe 
the purest air in the Alps, overlook the 
endless rolling Alpine snow mountains 
or lay in the flowers and take an enviable 
picture of yourself. Over-look the nice 
view, take a dip of good coffee and have 
a piece of bread with natural fruit spread. 
Who is able to reject a breakfast like this?

The Museum of the Alps (Musee d’alpage 
de Colombire) is worthy of taking a look. 
Several chalets built in hillside of Mt. 
Bonvin reproduc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herders. Tourists will not only be able 
to get an understanding of livestock 
in 1930s, but also taste the cheese 
and wine produced here. The old lady 
docents in traditional ethnic costume 
are like families, warm and friendly. The 
scene they standing on hillside waving 
goodbye to us is still vivid in my mind.

Crans Luxury Lodges

D
o you still remember the 
beautiful and kid-friendly 
cabins in fairy tales? This 
time I am about to go 
the Crans Luxury Lodges 

at the feet of the Apls. Surrounded by 
forest, the Luxury Lodges enjoys quiet 
loca tion. It is 100 meters away from 
Montana cable car. The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ttracts tourists who like 
skiing to stay here. The environment here 
will make guests forget the exhaustion 
of trip and fatigue after exercises. The 
Chalet Vieux Bisse has three floors in 
total. The interior decoration of each 
room is wooden, make guests feel like 
in the world in fairy tales. It is snowy 
outside, but warm and comfortable 
inside. Cook in kitchen with several good 

friends, have an evening talk in the living 
room where there is fireplace and play a 
board game. You can watch the satellite 
television of many countries through 
the cable TV in the room or watch 
local TV series through DVD player. 
There are separate and fully equipped 
bathroom in each of the five bedrooms. 
 
The hotel also features a spa area with 
sauna room and hot tub inside. While 
bathing, guests can enjoy the view of 
the rolling Swiss Alps. In the warm bath 
pool, I washed away the exhaustion and 
experienced the beauty of nature. It was 
so nice that I was not willing to leave! 
If you would like to try local specialties, 
no need to leave the hotel. The hotel 
offers private chef and butler service. 
The private butler is very considerate. 
He will ask what you like to eat and 

then produce local specialties based 
on seasonal ingredients. The delicious 
dishes can provide you with a better 
under standing of Switzerland 
and also balanced nutrition.

Ascona Around the Sun
The San Pietro e Paolo Cathedral,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old city centre Borgo 
district of Ascona, is not to be missed. 
The San Pietro e Paolo, which was 
originally built in the 16th century, is a 
typical basilica Christian church. The 
pillars inside neatly divide the church 
into different blocks. Soaring bell tower of 
the church is the landmark construction 
of resort Ascona. The alley in old 
town leads to the lakeside promenade, 
with luxuriant foliage on both s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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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塞格城墙也是一个具代表性的景点，目前除了它

的一个塔楼有些破损，其他部位都保存完好，个别的路

段狭窄而险峻，恐高的游人难免会有一些惊惧。漫步城

墙之上，你不仅可以感受琉森古老的历史，回想那些变

幻的风云，还可以俯瞰整个琉森城区，从另一个角度欣

赏琉森这个美丽的城市。

琉森有很多广场和教堂，耶稣会教堂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 17 世纪，是瑞士第一个巴洛克式宗教建筑，和它的

兄弟建筑豪夫教堂组成了琉森必不可少的景观。湛蓝的

天空之下，斑驳的钟楼反射着灿烂的阳光，教堂高耸的

尖顶直插苍穹，展现出极为优美的线条，在传达宗教威

严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幅绝美的图画。

狮子纪念碑也是琉森的一个著名景点，一头生命垂

危的狮子的形象被刻在岩石表面上，以纪念 1792 年袭

击杜伊勒里宫时牺牲的瑞士士兵，是瑞士最有名的纪念

碑。见过了许多威武霸气的狮子雕像，第一眼看到这只

表情哀伤、奄奄一息的狮子，游人通常会感到诧异和不解，

只有在了解了它背后的故事之后，你才会了解这个雕像

的与众不同，同时也为艺术家高超的技艺赞口不绝。

从窗外远眺，还能看到湖边怡人的景色与山上巍峨的风

景，这样的独特风景也只有在琉森施威霍夫酒店才能看

到。出了房间，你可以漫步酒店中的庭院，还能看到琉

森老城区的庭院别样风情，悠闲自在。

酒店的 SPA 馆值得你体验，其中包括芬兰桑拿浴室

和生物桑拿浴室。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芬兰桑拿，是蒸

汽浴的一种，内部也是用原木建成的，木材表面没有刷

油漆，已被熏得发黑。倚墙有三层木阶榻，低处和最高

处温差很大，客人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两间浴室均

能享有琉森湖和阿尔卑斯山的全方位美景，这样的桑拿

会让你无比放松，也更加印象深刻。

酒店的 Pavillon 餐厅和 Galerie 餐厅环境也非常具

有当地特色，明亮中还透着些许的柔和，复古中还透露

着现代，酒店的餐厅不但提供瑞士菜品，还有来自异国

不同风味的美食，如奶酪火锅、香煎鹅肝、意大利披萨、

烤香肠等。如果遇到天气好的时候，客人还可以在室外

的棕榈树和橄榄树下的露台上享受户外用餐，一边享受

美食，一边欣赏美景。

琉森位于瑞士的中心地带，坐落于琉森湖畔和风景

如画的山峰之上。岁月的悠长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上古人

类历史的文明。中世纪的教堂、塔楼、文艺复兴时期的

宫厅、邸宅以及百年老店、长街古巷，比比皆是。琉森

市中心本身并不很大，主要景点都散布在步行可及的范

围内。卡佩尔木桥和八角水塔是琉森的地标，也是最经

常出现在瑞士明信片上的建筑物。游人乘坐不同的游船

线路还可以通往湖畔的各个度假小镇和阿尔卑斯的著名

山峰。卡佩尔木桥上有很多彩绘装饰，还遗留着中世纪

的风格，是琉森最美的城镇风光，该桥被认为是欧洲最

古老的木制廊桥之一。欣赏卡佩尔木桥最好的时刻是清

晨或黄昏，橘黄的阳光照在古老的木桥上，琉森湖的湖

水仿佛跳跃的金斑，洁白的天鹅缓缓游过，只有身在其

中的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一份温暖和宁静，油然而生

对于大自然与人类如此和谐的一种感动。在木桥上缓缓

前行，身边走过安详的老人或是匆匆而过的上班族，看

着长廊上方的一幅幅古老的画作，你仿佛漫步在一座时

光之桥，曾经美好回忆，欢乐或忧伤，慢慢浮现又慢慢

消失，带你走向时光的另一端。

在琉森老城区有一家酒店，它就是琉森施威霍夫酒

店（Schweizerhof Lucerne）。这家酒店是家族企业，

毗邻蓝色纯净的湖泊，还设有 SPA 区和典雅的景观特色

客房。酒店占据了琉森最好的位置，与琉森湖仅几尺之遥，

推开窗户即可饱览秀美的湖光山色，湖中悠闲荡漾的天

鹅和来来往往的游船也成为一幅生动的风景。琉森最著

名的教堂和卡佩尔木桥都在十分钟之内到达，酒店位置

之优越令人羡慕不已。

进入酒店，高贵典雅的风格，让你仿佛回到上个世

纪的欧洲，而前台热情的接待让人有宾至如归之感。酒

店的所有客房都在 2013 年或 2014 年之间进行了装修，

五星酒店的高档配置当然必不可少，更具特色的是每间

客房都会根据曾在酒店居住的客人赋予其特定的个性，

如音乐家、作家、演员等，这样多变风格，让客房的历

史积淀、艺术气息得到了完美的呈现，其中有一间客房

是以著名的中国作家朱自清为主题进行设计的，这让我

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客人倍感亲切。客房中的设计也非常

有特色，舒适简洁，又不失家的温馨。如果累了，可以

Lucernen Safe and  Sund
琉森 现世安好

Hotel Schweizerhof Lucerne
琉森施威霍夫酒店

琉森施威霍夫酒店
 Schweizerhofquai,6002 

Lucerne
 +41 (0)41 410 0 4108
www.schweizerhoflucern.ch

Tips

www.luzern.com/zh/

Tips

上图：琉森市内遍布中世纪的教
堂、塔楼、文艺复兴时期的宫
厅、邸宅以及百年老店、长街古
巷，比比皆是，湖畔的风情街
是体验当地生活方式的所在。

左下：进入酒店，高贵典雅的风格，
让你仿佛回到上个世纪的欧洲。

右下：更具特色的是每间客房
都会根据曾在酒店居住的客人
赋予其特定的个性， 如音乐
家、作家、演员等，这样多变
风格，让客房的历史积淀、艺
术气息得到了完美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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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雨雪，游人可尽情享受购物乐趣。沿着长长的街道漫

步，脚下凹凸的石块诉说着这个城市的故事，街中央一

个个造型各异的喷泉不时给你带来惊喜。阳光明媚时长

街是一幅绚烂的图画，细雨濛濛时则变成一个略带忧郁

的场景，但不管怎样的天气，这里的风景、咖啡的香味、

飘扬的彩旗、精致的小店，总会让游人驻足，流连忘返。

伯尔尼最具特色的另一个城市标志是钟楼，并被看

作为中世纪钟表制作艺术名副其实的杰作。它是 13 世纪

时伯尔尼城门的前身，塔中的小人在每一整点前的 4 分

钟开始报时。钟楼于 1530 年建成，游客也可到内部参观。

驻足欣赏，年代久远的钟楼已经显得陈旧，透着岁月的

沧桑，但大钟的表盘仍然光艳夺目，鲜艳的色彩，精巧

的结构，巧夺天工的设计，每每令游人赞叹不绝。

瑞士首都伯尔尼成功保留了原来的历史风貌，令人

印象深刻。在伯尔尼的郊区，游客可以在高处俯瞰伯尔

尼的全景。城区大大小小的建筑层层叠叠，大教堂高高

耸立，整个城市以一种橙红的色调呈现，仿佛一件完美

的艺术品，阿勒河从三面环绕老城而过，让这个城市更

加生动而迷人。

如果有时间，可以去一趟熊公园，因为熊是伯尔尼

的标志，据说熊是柴林根公爵在这里首次狩猎时捕获的

动物，于是该城便以“熊”( 伯尔尼的德文意思 ) 命名。

在 2009 年 10 月 25 日新落成的熊公园里饲养着象征伯

尔尼的熊。这里傍依着老城区，6000 平方米的开放亲水

环境，为熊提供自然舒适的嬉戏空间。站在高处，你可

以俯瞰公园，有时熊会藏在某个隐秘的角落酣睡，享受

自己的美梦；有时则悠然自得地在河边散步，俨然这片

领土的主人。

伯尔尼长达 6 公里的拱形商品购物长廊，是欧洲最

长的有遮蔽购物长廊，堪称伯尔尼的特色。无需担心阴

伯尔尼施威霍夫酒店（Hotel Schweizerhof Bern）

位于伯尔尼市中心，外观优雅大气，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进入大堂，发光的大理石前台展示着迷人的花纹，惹人

注目，而侍者的微笑让人倍感亲切。在酒店古典的外观下，

内部的装饰却充满时尚，色彩也是大胆而和谐，大堂的

沙发舒适而随意，少了些老酒店的刻板，更多了几分居

家的温馨。

进入房间，黄色的灯光照亮了整个空间，深灰和白

色两种主色调朴素之中透着大气，一种典雅的气息扑面

而来，茶几上的欢迎小食传递着主人的好客。造型精美

的水晶吊灯，宽大舒适的床铺，细心点缀的鲜花，构成

一个完美的休息空间。浴室空间宽敞，洁白的浴缸展示

着优美的造型，马赛克精心装饰的墙面仿佛一幅前卫的

现代画作，灯光照耀下，每个角落都光洁如新，打开水

龙头，温热的水流从巨大的花洒喷涌而下，温暖渗入你

的每一个细胞，疲乏就此烟消云散。

酒店里的 Jack’s Brasserie 小酒馆提供餐饮服务，

供应创新的现代美食与传统菜肴。餐厅的装饰都以深色

Good Time in Bern
伯尔尼 美好时光

Hotel Schweizerhof Bern
伯尔尼施威霍夫酒店

的木质为主，传递出一种居家的温馨和悠长岁月留下的

迷人味道。而洁白的桌布，晶莹剔透的酒杯，精心点缀

的鲜花，摇曳的烛光，更将一顿丰盛的晚餐烘托得浪漫。

除此之外，还有大堂酒吧、雪茄休息室或屋顶露台

上可以供客人享用。尤其屋顶的露台酒吧，是酒店的亮点，

灿烂的阳光洒在屋顶，四周荡漾着浓浓的暖意，藤编的

沙发，厚厚的靠垫，让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手把一杯

香槟，与两三好友随意闲聊，这样的午后让人留恋不已。

从露台远眺，伯尔尼最美的景色展现在你的眼前，错落

的红色屋顶，从眼前一直延伸向远方，仿佛一幅充满韵

律的图画，再远处，是连绵的雪山，城市与自然如此完

美地结合，每一位客人都被眼前的美景陶醉。

酒店还拥有一个 500 平方米的健康中心，里面设有

休闲游泳池、桑拿浴室、土耳其浴室和健身房，设备齐全。

健身房全天 24 小时开放。伯尔尼施威霍夫酒店离伯尔尼

火车站很近，就在街道对面，伯尔尼一些主要的景点也

可以步行到达，这也是酒店备受欢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

伯尔尼施威霍夫酒店
 Bahnhofplatz 11,3011 Bern
 +41 (0)31 326 80 80

    +41 (0)31 326 80 90 (Fax)
  info@schweizerhof-bern.ch
www.schweizerhof-bern.ch

Tips

www.bern.com/en/

Tips

左页上图：在伯尔尼的郊区，
游客可以在高处俯瞰伯尔尼的
全景。城区大大小小的建筑层
层叠叠，大教堂高高耸立，整
个城市以一种橙红的色调呈现

左页下图：伯尔尼施威霍夫酒
店 位于伯尔尼市中心，外观优
雅大气，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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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ns Luxury Lodges，这家豪华的木屋酒店享有

安静的位置，四周环绕着森林，距离蒙大拿缆车（Montana 

Cable Car）有 100 米，便利的交通，让喜欢滑雪的游

客会选择来这里住宿，会让人忘记旅途的疲惫。

度假村拥有多间木屋，每间木屋都有不同的主题和

设计风格，木屋散布在克莱恩小镇的高处，可以远眺阿

尔卑斯山的美景。与木屋通常给人的小巧和朴素的印象

不同，一旦你进入木屋，就会被它奢侈的空间、完备的

设施、精美的设计震撼，而它上下三层的设计，就算是

粗略地把所有房间考察一下，也够你上上下下跑来跑去

地忙乎半天呢！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比你想象的大一号，

巨大的沙发，巨大的餐桌，连厨房也不含糊，厨具、餐

具一样不少，而且一看就知道都是高档品牌的设备。根

据房间的主题和风格，设计师还会在房间装饰各式各样

Crans Luxury Lodges
克莱恩奢华度假村

Ballesteros)，每年一次欧米茄欧洲大师赛会在这里举办，

你不仅可以欣赏职业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可以亲自下场

体验一下这个锦标赛级的球场。球场不仅富于挑战及趣

味，而且每个洞都有不同的风景，或静谧秀美，或雄伟

开阔，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走完 18 洞的路程。

住在克莱恩和蒙塔纳，不要忘了享用一次阿尔卑斯

的早餐，从酒店出发，沿山路攀登到伯瓦山的高处，你

可以尽情呼吸纯净无比的阿尔卑斯山 (Mt.Bonvin) 的空

气，远眺连绵无尽的阿尔卑斯雪山，或是躺在烂漫的野花

中为自己留一张令人羡慕的照片。远眺美景，轻啜一口

香浓的咖啡，细嚼一块涂满天然果酱的面包，这样的早

餐谁又能拒绝呢？阿尔卑斯山博物馆 (Musee d’alpage 

de Colombire) 也非常值得一看，几个建在伯瓦山半山腰

的小木屋，再现了当年牧民的生存环境，游客不仅能了

解到 19 世纪 30 年代的畜牧生活，还可品尝这里制作的

奶酪和葡萄酒。穿着传统民族服装给客人讲解的老奶奶

仿佛家人一般，热情而亲切，而她们站在山坡向我们挥

手再见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www.crans-montana.ch

克莱恩和蒙塔纳 (Crans Montana) 这两座相连的小

城海拔 1500 米，是坐落在罗纳峡谷间法语区的山间休

闲胜地，它分为西部克莱恩 (Crans) 地区和东部蒙塔纳

(Montana) 地区。作为瓦莱州最大的度假胜地之一，这

里不仅徒步旅行很受欢迎，著名的高尔夫球场、滑雪场

也是游客的挚爱。

驱车前往克莱恩和蒙塔纳，地势逐渐升高，这里

也会渐渐把它迷人的景致展现在你的眼前，时而是田园

气息的小村落，时而是绵延起伏的葡萄园，时而是群山

连绵的壮丽景色，更为眼前的景色增加了浓重的戏剧色

彩……两个小镇非常可爱，这里没有高楼大厦，只有各

种样式、各种色彩的木屋，乖巧的街道，精致的小店，

香气四溢的餐厅，还有热情好客的居民。慢慢闲逛，看

看风景，喝杯咖啡，再买一两样自己喜爱的东西，是体

验这里最好的方式。当然，不要忘了尝试一下鼎鼎有名

的瑞士奶酪火锅，或许你不能接受这样重的口味，但它

会让你记住这个小镇，记住这个夜晚。

如果你是一个高尔夫爱好者，那么恭喜你！这

里 有 18 洞 的 塞 维 亚 诺· 巴 列 斯 特 罗 (Severiano 

Crans Montana Wonderland in Alps
克莱恩和蒙塔纳 山间秘境

的艺术品，无论是一个雕像或是一幅画作，都堪称点睛

之笔。更让客人流连忘返的则是这里的美景，不管是透

过客厅的大落地窗，还是推开卧室的小窗，或是斜躺在

阳台的靠椅上，阿尔卑斯山的美景如影随形，仿佛随着

纯净的空气一起渗入了你的灵魂最深处。

木屋内还设有 SPA 区，里面有桑拿浴室和热水浴池，

在洗浴的过程中，还能享有瑞士阿尔卑斯山的连绵起伏

的美景。巨大的按摩泡池，让客人在洗去疲惫的同时，

还能欣赏连绵的雪山和蓝天白云，如此惬意的享受，谁

又舍得离去呢？想吃到当地的特色美食，不用离开酒店

也可以。酒店还提供私人厨师和管家服务，私人管家非

常贴心，会根据客人的喜好，利用当季的食材制作出当

地的特色菜肴，让客人在大快朵颐的同时也对瑞士的饮

食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Crans Luxury Lodges
 Case-Postale 153，3963 

Crans-Montana 1 Switzerland
 +41 (0)27 480 35 08
  info@cransluxurylodges.com
www.cransluxurylodge.com

Tips

上图：克莱恩和蒙塔纳两座小
镇非常可爱，这里没有高楼
大厦，只有各种样式、各种
色彩的木屋，乖巧的街道，
精致的小店，香气四溢的餐
厅，还有热情好客的居民。

上图：克莱恩奢华度假村与木
屋通常给人的小巧和朴素的印
象不同，一旦你进入木屋，
就会被它奢侈的空间，完备
的设施，精美的设计所震撼

下图：在阿斯科纳湖边驾
驶游艇驰骋向来深受高
端旅行者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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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克莱恩 - 蒙塔纳，一个仅有数千人居住的小

镇，被称为“滑雪与高尔夫爱好者的天堂”。它坐落在

海拔 1,500 米的高原上，环绕在秀美壮丽的阿尔卑斯山

群峰之间，背靠的是亘古不变的 Plaine Morte 冰川，阳

光充沛，景色独具。在今天，克莱恩·蒙塔纳是奢侈高

山高尔夫和滑雪、顶级度假胜地的代名词。冬天滑雪，

夏天打高尔夫，在这里享受到的是超脱尘世的优游假期

在欧洲，克莱恩 - 蒙塔纳 (Crans-Montana) 是“被

阳光照射时间最长的地方”，它也是通过检测的全瑞士

空气最纯净的地方。在开车 25 分钟可以到达的范围内，

有 7 座高尔夫球场，无愧“高尔夫天堂”的美誉。这里

不管是从日内瓦还是苏黎世国际机场都可以方便到达，

而且高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可以让人俯瞰阿尔卑斯群峰

胜景，非常有特点。所以也是很多人向往的度假首选。

800 年前，人们在克莱恩 - 蒙塔纳设置了供给生活

的高山水道灌溉系统，这给高原上的生活带来了便利，

也为后来这一地区的发展埋下了伏笔。150 年前，英国

人在阿尔卑斯的蓝天下、碧绿的草坪上、斜斜的山坡上

建起了阿尔卑斯山的第一个高尔夫球场。从此，高尔夫

成了克莱恩 - 蒙塔纳的另一张名片。

其实，克莱恩 - 蒙塔纳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一直是

欧洲著名的度假区，这里湖光山色俱佳。在积雪未融的

山尖，阳光璀璀璨璨地落了下来，照得娇绿青翠的球场

越发清亮柔嫩。还有那些说不上名字来的小河流，如深

邃大海般湛蓝的天，都让人有种畅快。在有些山脚坡地

下是大片的牧场，奶牛徜徉其中，而细碎的野花开成一

片更是宛若繁星点点，让人禁不住做着阿尔卑斯式的深

呼吸，把这些美景和新鲜的空气统统吸进肺里。

在这里的高原上，离太阳很近，空气也非常纯净。

自由的空气和阳光是上天对瑞士的恩赐，也难怪会有很

多明星名流都喜欢来消遣。

克莱恩 - 苏尔 - 谢尔高尔夫俱乐部 (Crans-sur-

Sierre)，是上世纪最伟大的高尔夫球员金熊尼克劳斯的

作品。球场处于一片地势缓和的高原，站在上面可以远

眺河谷对面白雪皑皑的马特豪恩峰和罗沙峰，景色美妙

得令人窒息。它全长有 5,353 米，标准杆 72，自 1939

年起，开始主办瑞士公开赛，后来又承办了欧巡赛的一

站欧米茄欧洲大师赛。这也是欧巡赛球员及其家人最喜

欢的一站。

它是瑞士最好的球场之一，在《高尔夫》评选中获

瑞士排名第三。而它的第 7 洞当选为世界百大名洞之一 !

近几年在夏季，当地旅游局举办了青少年高尔夫夏令营，

有不少世界各地的孩子会汇聚到这里尽情享受高尔夫之

乐。而平日，业余球友想在这里打克莱恩 - 苏尔 - 谢尔

高尔夫俱乐部，那需要差点在 36 之内。打完球后，可以

去克朗蒙塔纳高山观光。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大街上名牌专卖店林立弥漫着现代气息，背后群山则是

以缆车相连，可以达到从马特红峰至勃朗峰的眺望台，

很多人都喜欢来此郊游。

除了克莱恩 - 苏尔 - 谢尔高尔夫俱乐部，克莱恩 -

蒙塔纳还有两个球场都非常不错：神奇的塞沃瑞安诺·勃

李斯特斯球场 (Severiano Ballesteros) 和达沃斯高尔夫

球场。后者全长 5,144 米长，标准杆 68 杆，借助天然

地势建成，周围的环境优美。还有一个尼克劳斯设计的 9

洞小球场，也非常经典而且适合暑假来此参加高尔夫训

练营的青少年使用。虽然在挥杆间，很少人能完全目睹

到 Matterhorn 峰到 Mont Blanc 峰的雪山美景，但这丝

毫没有影响克莱恩 - 蒙塔纳阿尔卑斯山下挥杆的乐趣。

反倒令更多人对此紧追不舍，期待能亲身体验神奇一景。

克莱恩 - 蒙塔纳的五星酒店很多，但如果是在旺季

前来，还是需要提前预定。五星酒店 Grand Hotel Du 

Golf 已经有将近百年历史。那里除了拥有各种奢侈完善

的设施与完美的酒店服务外，独立的室外 18 洞高尔夫球

场让这家酒店增色不少，成为了全球名流来此度假的首

选。

Crans-sur-Sierre Golf Club
克莱恩·苏尔·谢尔 高尔夫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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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 196 米的阿斯科纳是瑞士地势最低的小镇，地

处马焦雷湖的北岸。阿斯科纳以宜人的气候、历史悠久

的老城区和风情万种的湖畔长廊而闻名。走在这条充满

拉丁风情的长廊，随处可见诗情画意的咖啡馆。

位于阿斯科纳老城中心 Borgo 区的比埃奥德保罗大

教堂不容错过。始建于 16 世纪的比埃奥德保罗大教堂是

一座典型的长方形廊柱式基督教堂。教堂内圆柱将教堂整

齐地划分成不同区块。教堂高耸的钟塔是度假胜地阿斯科

纳的地标性建筑。老城区的小巷两旁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一直通往行人专属的湖畔长廊。阿斯科纳度假区如今拥有

一个 18 洞的高尔夫球场、众多网球场和高档购物精品店，

Ascona Around the Sun
阿斯科纳 拥抱阳光

一个大型露天泳池，众多旅馆酒店和高级餐厅。Losone

高尔夫球场是一个 18 洞的锦标赛球场，举办过女子欧巡

赛，也是高尔夫爱好者非常喜爱的一个球场。游客可以

在公园里闲庭信步，也可以享受冲浪、帆船等各色水上

运动，抑或泛舟于明丽的马焦雷湖。远足也是个好选择。

游客可以一边行走或骑车，一边欣赏包括马基亚山谷和

琴托瓦利山谷 (Centovalli) 在内的提契诺河侧谷的美景。

布利萨戈群岛是一座漂浮在马焦雷湖上的岛屿，岛

上有植物园。在夏季可以乘坐游览船去那里。紧靠地中

海气候带，当地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有超过 1500 种植

物在此繁衍生息。

酒店里的 Dipiù Spa，拥有 1300 平方米的规模，

设有桑拿浴室、热水浴池、现代化健身室以及独立的儿

童游泳池，可提供各种各样的按摩和美容护理服务。室

外泳池并不是很大，但极为精致，四周被树木和鲜花包

围，池水蓝得如宝石一般，游上几个来回，再到池畔的

躺椅上放松自己，一边欣赏美景，一边享受灿烂的阳光。

Giardino 就这样无声地将你融化。

值得一提的是，酒店离阿斯科纳的游艇码头和马焦

雷湖（Lake Maggiore）的岸边距离也仅有几步之遥，

酒店提供私家游艇，可以乘坐游艇游览马焦雷湖，体验

阿斯科纳的别样风情。

非常荣幸当天集团董事长 Daniel Borer 和 CEO 

Philiippe Frutiger 先生特意安排时间与我们共进晚餐，

Daniel Borer 先生出生望族，其家族曾是劳力士品牌的

拥有者之一，现在也在拓展各种类型的业务，Giardino

酒店集团目前发展得也相当不错，接下来还会有新的酒

店开业，Daniel 先生谦逊随和的待人风格也给大家留下

了非常好的印象，宾主相谈甚欢。

这家五星级的 Hotel Giardino Ascona 酒店位于阿

斯科纳，被地中海风格的花园环绕，会让人误以为进入

了私家花园中，环境非常怡人，蓝天、洁净的游泳池、

郁郁葱葱的植物环绕在四周，让人心情大好。酒店的设

施非常齐全，有两间屡获殊荣的餐厅、SPA 区、室内游

泳池和室外游泳池。不远处有个 18 洞的高尔夫球场，距

离酒店仅有几步之遥，喜欢打高尔夫的人可以去那边玩

玩，还能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

进入房间，感受到的不是那种生硬的奢华，而是如

居家般的亲切，房间色彩淡雅，桌椅、沙发、窗帘等布

置大方而精致，在格调与随和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更

加迷人的是可以俯瞰酒店中心池塘的小阳台，阳台不大，

但是和酒店的布局配合得很好，池塘的粼粼波光，安静

的睡莲，清脆的鸟鸣，为客人营造了一方小小的世外桃源。

Hotel Giardino 酒店里的 Ristorante Ecco 餐厅荣

获了米其林二星评级，是当地最受欢迎的餐厅之一。另

一家酒店中的 Ristorante Aphrodite 餐厅也非常不错，

供应地中海和意大利菜肴，如意大利面、披萨、凯撒色

拉等，都很受客人欢迎。

Hotel Giardino Ascona
阿斯科纳家蒂诺酒店

Hotel Giardino Ascona
 Via del Segnale 10 CH-6612 

Ascona
 +41 (0)91 785 88 88
  welcome@giardino.ch
www.giardino.ch/en/

Tips

上图：酒店的董事长 Daniel 
Borer 先生出生望族，其家族曾
是劳力士品牌的拥有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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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是瑞士第二大城市，位于日内瓦湖西南角，

湖上的大喷泉是日内瓦的象征。日内瓦湖光山色四季皆具

吸引力，它同时是世界各国际机构云集的国际化城市。日

内瓦以其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多彩多姿的文化活动、重

大的会议和展览会、令人垂涎的美食、清新的市郊风景及

众多的游览项目和体育设施而著称于世。它也是世界钟表

之都，钟表业与银行业成为日内瓦的两大经济支柱。

来到日内瓦，联合国总部是游客不可错过的景点之

一。它是日内瓦作为一个国际城市的象征，也是世界近代

史的一个缩影。万国宫坐落在阿丽亚娜公园内，站在园内

高处可以俯瞰日内瓦湖，遥望欧洲最高的山峰勃朗峰。万

国宫由 4 座宏伟的建筑群组成，即中央的大会厅、北侧

的图书馆、新楼和南侧的理事会厅。它是举行重要国际会

议的中心，终年游客络绎不绝。

Geneva between Lakes and Mountains
湖光山色日内瓦

伊丽特机车租赁公司国际
预定中心

 +41 22 909 87 87 
  HYPERLINK booking@

eliterent.com
www.eliterent.com 

Tips

1987 年，福尔特创建了伊丽特机车租赁公司（Elite 

Rent），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填补汽车租赁行业中的一

大空缺，让汽车爱好者们都能享受豪华轿车，并提供个

性化、高品质的服务。乘坐世界级名牌汽车，去享受令

人惊叹的欧洲旅程，你可在瑞士、法国、意大利和德国

体验伊丽特自驾游。驾驶法拉利或保时捷这样的超跑，

在日内瓦城郊的山路上体验一次自驾，绝对是令人难忘

的体验。那些平日在中国豪车俱乐部里才能看到的顶级

跑车，就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中，谁也按捺不住内心的

冲动，选择一辆自己喜欢的跑车尽情奔跑吧。在沿途不

仅能欣赏宁静的田园风光，呼吸纯净的空气，还可以远

眺日内瓦城区和美丽的日内瓦湖，听着发动机的轰鸣，

享受法拉利推背的快感，体验一下与众不同的日内瓦奢

华之旅吧。

上图：从高处俯瞰日内瓦风光，
在浓缩景观中，城市如同童话
中的小世界一般精致美好。

福尔特中国
 北京朝阳区工体北路 21 号

永利国际 1 单元 1221
 010-64096127
www.fertchinagate.com 

典雅五星级酒店的日内瓦威尔逊总统酒店（Hotel 

President Wilson）坐落在日内瓦的水滨步道上，享有

日内瓦湖、勃朗峰和阿尔卑斯山的壮丽景致，设有豪华

SPA 和室外游泳池，是旅行的最后一家酒店。

酒店中所有客房均提供空调、最先进的技术、

Hermès 洗浴用品以及 B&O 平面电视。酒店各处均

覆盖免费高速无线网络连接。最让客人难忘的是凭窗眺

望日内瓦湖的绝佳视角，日内瓦湖在你面前毫无遮挡地

呈现，大喷泉跃动着动人的旋律，远处的雪山为画面补

上最富诗意的背景。餐饮场所包括由著名主厨 Michel 

Roth 经营的 Umami 日本餐厅、由 Michel Roth 经营的

Bayview Restaurant 餐厅等几个餐厅。Bayview 餐厅

非常受客人欢迎，这里的环境时尚而典雅，黄昏时分，

雪山被夕阳染成玫瑰色，湖水在晚风的吹送下漫向湖岸，

餐厅的灯光晕染着四周的白纱，让一切都变得柔软。道

道精美的菜肴，与四周的美景，温热的空气一起将你融化。

President Wilson 酒店设有 2 间典雅的酒吧——Glow

酒廊酒吧和 Poolgarden 酒吧，可以休闲放松，同时欣

赏日内瓦的美景。酒店的奢华 Spa La Mer 提供高品质

的 La Mer 护理服务，到这里享受一次 SPA 将成为客人

的美好回忆。

Hotel President Wilson Geneva
日内瓦威尔逊总统酒店

瑞士国际旅游 (Fert Tours International) 是一家于

1871 年成立于瑞士日内瓦的高端旅行定制公司，现在

北京也设有福尔特中国办事处。这次，我们全程体验了

福尔特定制的瑞士奢华线路，从未发现瑞士其实更适合

这样静静享受，慢慢游走的节奏。如果你想要感受海拔

两千米的温泉，你可以前往温泉之乡洛伊科巴德，或是

治疗疾病的温泉胜地伊维尔东。高尔夫之旅也可以在瑞

士进行，你可以在挥杆之间饱览人间仙境，体验心旷神

怡的精品休闲旅行。无论你是专业球手或是初学者，都

可找适合自己的练习场地以及专业的高尔夫球教练。当

然还有冬天的滑雪体验，无需多言，瑞士拥有世界上最

顶级的滑雪胜地，你可以 Heliski 的独家体验，由直升飞

机搭载前往雪山之巅，让你从山顶段滑下。除此之外，

我们这次还体验了法国波玛酒庄的奢华之旅，波玛酒庄

（Château de Pommard）位于法国勃艮第产区波玛镇

著名的 Meusalut 村，拥有勃艮第现今最大的私人葡萄园，

整块葡萄园的面积达 40 英亩。从 1726 年开始，波玛酒

庄就与勃艮第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经过三个多

世纪的风吹雨打，波玛酒庄早已因其精良的葡萄酒而蜚

声国际，慕名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成为勃艮第葡萄

酒产业发展与兴旺的见证。

Hotel President Wilson 
Geneva

 47, Quai Wilson · 1211 
Geneva Switzerland

 +41 22 906 66 66 
www.hotelpresidentwilson.

com

Tips

下图：酒店中所有客房均提供空
调、最先进的技术、Hermès 
洗浴用品以及 B&O 平面电视，
是高端商务人士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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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野纳米比亚
初冬的纳米比亚，白天依然有明媚的阳光，气温在 15℃到 20℃，空气清新，时有微

风吹拂，让人身心愉悦，不知不觉中消退倦怠，焕发出新的能量。
从机场驱车前往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一路有广袤的草原陪伴，绵延的黄草铺陈出
几分初冬的萧瑟，但高高低低的各种灌木，还有点缀其中的大树，依然枝叶繁茂，尽

力展示着草原的勃勃生机。
在首都著名的 O'Portuga 餐厅享用一顿丰盛的海鲜午餐，据说这里的海鲜从纳米比

亚西海岸直接运送，只需 5 小时左右即可到达，细细品味着美味的鲜虾、青口、鱿鱼，
你会忘了自己身在非洲，路上所见的广袤而透着几分苍凉的草原风光，跟眼前新鲜美
味的海鲜，耳畔食客热络的交谈，实在是巨大的反差，而这两个场景的切换，只有不

到一个小时。

I
n early winter of Namibia, there is still bright sunshine 

during the day, with temperatures around15 degrees 
to 20 degrees. The fresh air and the occasional breeze 
make people feel pleasant, unconsciously get relaxed 

and be full of new energy.

The vast grassland stretches all the way from the airport 
to the capital of Namibia Windhoek. The yellow grass 

presents a bit bleak winter, but a variety of shrubs and the 
trees among them are still lush, trying to show the vitality 

of the grassland.

Enjoy a sumptuous seafood lunch in the capital's famous 
restaurant Potuga, the seafood of where is said to be 

directly delivered from the west coast of Namibia and 
received within only five hours. Savoring the delicious 

shrimp, mussels and squid, you will forget you are 
in Africa. The broad and a little bit desolate prairie 
landscape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delicious fresh 

seafood and the warm talk between the guests. And the 
switch of the two scenes only happens in less than one 

hour.

ild
Namibia

策划 执行 本刊编辑部   

文 图 Steven    部分图 纳米比亚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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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ce of open land, lying or sitting, walking 
or standing, make a picture of African 
wildlife. The dust kicked up by running 
animals, the yellow grass, shrubs and 
gravel in the surrounding, make the whole 
picture full of wildness of Africa.

Dolomite Lodge

D
olomite Lodge is another 
representative work of 
NWR group. The resort 
is on top of a hill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prairie. The location of each room here 
is carefully selected. You can not only 
overlook the vast wilderness, but also 
enjoy the beauty of the sunset and sunrise.

Stepping up the winding steps, we reached 
the guest room halfway up the hill. Each 
room is an independent large wooden 
house. Some guest rooms even have 
private pools, allowing guests to enjoy the 
privacy and luxuriousness. The wooden 

bed, hangings, jewelry that present strong 
African atmosphere were a surprise, but 
not the most wonderful thing of the room. 
Opened the curtain, stepped onto the 
exclusive balcony to look out, you would 
lament for the limit of your vision. The 
grassland of West Africa was like one 
of the most generous host, unreservedly 
presenting its vast and beauty to every 
guest stops here. You could take a photo

And post on your macro blog, to tell 
your friends that you own the broadest 
landscape in the world. No one should 
disagree. If you were lucky enough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overlook the elephants 
passing across the prairie at your feet, you 
will have nothing to complain about the 
two hundred kilometers of turbulence!

Encounter the King of the 
Prairie
On our fourth day in Namibia, we have 
seen the elephant, rhino, giraffe, springbok, 

oryx, ostrich and other small animals. Our 
next goal is to see the king of the prairie - 
the lion.

On the way to NAMUTONI, there is an 
open land. A lot of animals come to the 
natural pond here to drink. A flock of oryx 
is a rare landscape. With the long horns 
straightly pointing to the sky, the oryx are 
like a team of soldiers guarding the border, 
with majesty and combative look. On the 
other side, several ostriches leisurely lay 
on the ground. The black feather looks 
like gorgeous cloak. And the long neck is 
quite elegant. Dexterous Springboks are 
the best embellishment. Their yellow back 
makes the picture more colorful. Their 
lightweight jump, or gingerly drinking 
posture is always adorable. 

For us who came here far away, we 
only pay attention to interesting and 
cute animals. Unlike us, with 14 years’ 
experience, our tour guide Bariar has 
a keen sense of smell like hunters. He 
noticed that many animals are alertly 

GocheCanas Lodge

O
n the way to the 
GocheCanas Lodge in the 
evening, with the sunset, 
the prairie became much 
quieter, the sunglow 

rendered out dusk and warm. You could 
appreciate the view, meditate, or feel the 
primitive and rustic African as wheels 
bumped.

It was dark when we arrived at 
GocheCanas Lodge. Only a faint glow of 
lights is visible in the darkness. It was so 
quiet that we could hear the gravel rustling 
through the feet clearly. The stars are 
twinkling in the sky. For the guests who 
are from noisy and polluted metropolitans, 
some slumbering feeling was gradually 
awakened.

The stone walls, sleek wooden floors, 
huge white bathtub and the high-hanging 
gauze of the room did not show any 
conflict between pristine simplicity and 
luxuriousness, but presented the perfect 
integration of them.

Elegant gauze curtain, clean and thick soft 
beds, high ceilings built of logs and hay 
and dim lights. Our first night in Africa 
was so quiet and romantic…

Remember to get up early if you stay in 
GocheCanas Lodge. You will be able to 
enjoy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prairie 
getting awakened.

Opened the door and came outside onto 
the terrace, we saw the vast grassland 
generously presenting in front, extending 
a few meters from the front terrace to the 
horizon, where there are beautiful lines of 
rolling hills. The sunlight had not peeked 
through the clouds yet, the branches 
nearby were within touch, the prairie was 
still whispering in the dream. The sounds 
of varieties of birds and animals composed 
a natural symphony. Unconsciously, 
the distant hills were dyed in red by the 
morning light, while the large area of 

grassland was still sleeping at dawn. The 
two sceneries formed a fancy contrast. Just 
at the moment that the sun leaping out of 
the horizon, the grassland was lit up. The 
trees and creepers that were hidden in the 
dark a moment ago are instantly turned 
into colors, into varieties of green, yellow 
and brown. The trees woke up in different 
ways. A warm and vibrant picture was 
perfectly presented to us. 

Remember to take a bath in such a 
beautiful and warm morning. The big 
sunken bathtub is white and smooth. 
The terrace and the vast grassland are 
just outside the glass door. Hot water 
swells over the naked shoulders, with 
thermal comfort permeating every cell. 
The mountains in the distance are your 
exclusive scenery, the birdsong is the most 
beautiful music and happiness comes 
unexpectedly…  

Etosha National Park

E
tosha National Park is one 
of the most glaring wildlife 
preserves in South Africa.

Founded in 1907, Etosha 
National Park is the oldest 

wildlife preserve in Namibia. Its huge area, 
long history and unparalleled uniqueness 
make it became a landmark preserve of 
Namibia.

Drove to the Etosha National Park, you 
could see kinds of wonderful terrain along 
the way, such as towering up hills, the 
green mountains in the distance, and 
endless stretching plain. The light and dark 
yellow and brown weed and the forever 
green bushes comprise typical scenery of 
Namibia in early winter.

Namibia is vast and sparsely populated. 
Within the five hours’ drive, we did not 
see any pedestrian. The road conditions 
are fairly good with not so many vehicles 
and broad landscape all along the way. 

People who like self-driving can take a 
try. Two points need to be noted for self-
driving. One is that the drivers drive 
on the right side in Namibia, which is 
just contrary to the domestic practice. 
The other one is that the speed limit is 
120 kilometers. Because of good road 
conditions and less turnings, it is easy to 
drive over the speed limit. Our tour guide 
Bariar was too excited that day and he was 
fined twice!

Mobile phone signal completely gone 
when we entered the Etosha National 
Park. Thus we henceforth secluded from 
the world and indulged in the wild Africa. 
In the bright sunshine, we drove along 
the straight gray white gravel road passing 
through the yellow grassland. The stones 
splashed by the rolling wheels hit the car 
body, made the crackling sound. The 
wheel rolled and rolled, with white dust 
spreading out a long trajectory. 

Various animals could be seen along the 
road, including the wildebeest, springbok, 
oryx, giraffe, ostrich and wolves. Some of 
them were gathering in crowds and groups, 
some by twos and threes, some was alone, 
acting all kinds of styles of Africa animal. 
Springbok has a beautiful and light body, 
like a gentle lady when lying in the grass, 
and is unhurried, elegant and charming 
when walking. When it jumps, it is as light 
as a swallow and spring, jumping out the 
most dynamic scenery on the grassland. 
Zebra group is another wonderful 
performance. A dozen of zebras march on 
the grassland. Some were slowly moving 
forward. Some stopped and looked out at 
distance. Some are running in small steps. 
They are seemingly independent, but 
actually taking care of each other, as with 
the accompaniment of silent music, like a 
Carnival parade in colored stripes.

Large mixed formation of jumping gazelles, 
wildebeest, zebra are occasionally seen. In 
the midday sunshine, dozens of animals 
in different colors and sizes assemble 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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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the same direction. According to 
his experience, there should be some large-
scale dangerous animals in that direction. 
So he slowly drove the car approaching 
there.

I
n front of us was a large area 
of waist-high yellow grass. At 
first glance, it seemed to be very 
ordinary prairie landscape. Bariar 
started searching with binoculars, 

and suddenly he whispered: "Lion", we 
eagerly asked "Where? Where? " In the 
direction that Bariar pointed, we saw a 
dark protrusion far away in front. With 
the explanation of Bariar, we recognized 
that it was a lion lying on the land. We 
could not see its head, but only saw that 
it raised a paw and part of the body.  We 
were so excited and incessantly took 
pictures. 

Suddenly there was a move in the bushes. 
The heads of two lions leaned out from the 
grass. So there were two lions hidden in 
the grass. We could not help but exclaimed 
and restarted to incessantly take pictures. 
The Lions aggressively held up their heads, 
looked around. No roaring, no move, but 
we all felt the royal demeanor. In about 
one hundred meters left of the lion, nearly 
one hundred oryx, springbok and zebra 
were nervously looking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lion. The animals stopped drinking 
and making loud sound. Once they felt the 
danger approaching, they would quickly 
escape. In about one hundred meters right 
of the lion, an oryx stood motionlessly 
like a sentry, staring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lion. Behind it where we could not 
see is a flock of oryx. This oryx was on 
guard. Once the lions had any action, it 
would raise the alarm and lead everyone to 
escape. We had to leave due to time limit, 
so did not know what happened after. 
However, even the situation within the ten 
minutes was like a Hollywood movie. The 
feelings of tension and ups and downs at 
the moment were unforgettable.

Driving on the country road of the 
national park, we often ran into different 
animals and watched interesting stories 

between them. A zebra herd crossing 
the road is occasionally seen. A dozen of 
zebras slowly and leisurely moved forward. 
When the vehicles approached them, they 
would trot for a few steps to avoid the 
vehicles. Of course there are sophisticated 
guys, generously showing their beautiful 
stripes along the road and acted like stars 
in front of the shooting cameras.

The women carrying water pot or baggage 
on the heads, the villagers sitting in the 
tree shade, the kids in colorful clothes and 
walking hand in hand, the ox-carts slowly 
moving forward, and the cattle and sheep 
leisurely scattering in grassland were seen 
from time to time. Different scenes mixed 
together and showed us harmony and 
happiness of the village in Namibia.   

Popa Falls

P
opa Falls is another luxury 
hotel of NWR. Different from 
the NWR resorts on grassland 
and hilly area, Popa Falls is 
located at riverside in northeast 

of Namibia. Over ten chalets scattering in 
the jungle at riverside comprise a unique 

resort hotel.

Walking through the wooden passage to 
the room, we enjoyed the perfect African 
luxuriousness presented by Popa Falls. The 
top roof was beyond our imagination. The 
clean bed looked very romantic with the 
decoration of the graceful gauze curtain. 
The chamosi-skin on the floor, the big 
rattan sofa, the feather cushions and the 
huge head portrait of Simba woman on the 
wall all showed strong African atmosphere. 
The big dressing table beside the bed 
must be the favorite of female guests. The 
chandelier hanging above cast a soft light. 
We only wished time stand still when we 
were in the room, so the exhausted body 
and mind could be totally relaxed.     

The large terrace outside the room was 
another scenery. The dense tree shade 
created cool feelings. Sunshine shined 
through the leaves. A river flew in front 
of the terrace, with snow-white water 
splashing on top of it. The gurgling sound 
of water made the space more vivid. 
Everything in the surrounding seemed to 
listen quietly and echo quietly…

Okabango river is a wide river. Cruise on 
Okabango is a must do for the tourists 

30 年纪念版 
成就专属之选

新 桑 塔 纳 30 年 纪 念 版 搭 载 了 1.6L 的

EA211 全铝环保发动机，保持大众发动机低

转速高扭矩的传统优势，为车主带来一流的动

力性能和节能环保体验。新桑塔纳 30 年纪念

版有平安白、如意黑和幸运金三种经典的颜色

可选，还拥有多项 30 年专属元素，如侧方及

车尾的 30 年铭牌、30 年专享真皮座椅、带

“30 Limited”字样的迎宾踏步饰条和酷黑外

后视镜。此外，新桑塔纳 30 年纪念版还配置

Climatronic 自动恒温空调、30 年 15 吋铝合

金高光轮毂等，共同造就了这款具有纪念意义

的车型。

除了外观方面的亮点，新桑塔纳 30 年纪

念版在内饰方面也做了进一步的优化，采用全

新酷黑内饰以及 30 年专享真皮座椅，实现了

更高的性价比。

30 载品质沉淀 
创造销量佳绩

伴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高速发展，三十

多年来，桑塔纳品牌以一如既往的出色品质与

不断进取的开拓精神，成为中级车市场当值无

愧的价值标杆。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桑

塔纳品牌不断推陈出新，以与时俱进的发展姿

态，先后推出桑塔纳、桑塔纳 2000、桑塔纳

3000、桑塔纳 Vista、新桑塔纳等经典车型，

满足并适应中国汽车市场不同的消费需求。

凭借始终如初的至真品质，自 2012 年年

底上市以来，新桑塔纳在竞争最为激烈的中级

车市一路突围。2014 年 1 月至今，新桑塔纳

实现月平均销量突破 2 万辆的亮眼表现。自上

市至今，新桑塔纳已创下累积销量突破 40 万

辆的佳绩，在桑塔纳品牌的发展之路上，实现

又一新突破。

作为最早引进中国的车型品牌之一，30

余年来，桑塔纳品牌来以强大的品牌号召力和

至真品质赢取了广大车主的信赖和支持。此次

30 年纪念版车型的上市，必将以独特的魅力成

就广大消费者的专属之选，开启新桑塔纳品质

新旅程。

自 2012 年底上市以来，新桑塔纳以至真出色的品质性能和经济舒适的
驾驭体验赢得市场好评，收获良好的销量表现，截止目前累计销量已突
破 40 万辆。近日，上海大众 VW 品牌推出新桑塔纳 30 年纪念版，实现
配置的提升和细节的优化，为消费者呈现又一高性价比的驾驭典范。

诠释经典 
新桑塔纳 30 年纪念版

彰显品质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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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come to Popa Falls.

We set off in the early light of dawn, 
when the faint red at the horizon perfectly 
blended with the light blue sky. The trees 
and reeds at riverside seemed not fully 
awake, standing silently. The birdsongs in 
the surrounding and the gentle sound of 
water presented the unique quietness in 
the morning of Popa Falls. 

Because the temperature is low, there is 
chiffon-like mist floating above the river. 
The mist rose from the river and drifted to 
the same direction in the breeze, changing 
into different shapes. The boat was sailing 
amid the mist, like in a wonderland… 

Get board on the island in the middle 
of the river is the best way to enjoy the 
river view closely. The sand on the island 
seemed golden fish scale in the sunrise. We 
gently walked on the sand to experience 
the softness and enjoy the greetings 
between toes and the sand. Around the 
island are the rolling beaches. Water 
changed into small waterfalls, cascading, 
splashing, presented the most dynamic 
picture in front of us. Per the needs of 
the guests, Popa Falls Resort can arrange 
breakfast for the couples on the island. 
Appreciating the picturesque beauty in the 
warm sunrise and taking a sip of ice-cold 
champagne, you will fall in love on this 
island. 

The river becomes broader as it going 
down. Here is a good place to explore 
the hippopotamus. Shortly after the boat 
started sailing, the tour guide pointed the 
reeds in the distance and asked us to see. 
There is the hippo! We took a closer look. 
Seven and eight large and small black dots 
are moving in the distance. We excitedly 
exclaimed, "Hippo! Hippo!" and raised the 
telescope to look. Some of the hippos were 
motionless, some were slowly moving and 
some were playing the game of diving. It 
looked like the whole Okabango river was 
their territory. Most of them only had half 
head or a slim stripe of the back exposed 
to keep their mystery. Once a while, there 
are hippos showed their giant bodies 

out of the river, enjoyed the screams of 
spectators and quickly dived into the water 
afterwards to deliver the best performance 
on Okabango river.

Waterburg Camp

W
aterburg Camp is 
another unique 
camp of NWR. The 
Waterburg Plateau 
cliff are the most 

unusual scenery here. It was like a wall 
suddenly emerging above the ground and 
stretching on the vast grassland in north 
Namibia.

There are thre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Waterburg Plateau. The first one 
is its abruptness. The grassland in the 
north is originally quite flat. However, 
Waterburg Plateau cliff abruptly rises 
straightly upwards 200 meters, without 
any transition. The extremely fine 
craftsmanship of the nature is so amazing. 
The second one is its shape. The cliff 
is straightly vertical, while the top is 
completely flat and form another horizon. 
It is so neat, like being shaved off by an 
axe. The third one is its color. The entire 
cliff is in red. The sand on top of it is 
red as well. In the sunset, blood-red cliff 
becomes an unique landscape.

Warthogs and baboons are half owners 
of the resort. Under the trees at camp, or 
on the grassland outside your guestroom, 
the warthogs kneeling on the ground 
and enjoying the food was an interesting 
scene. With long front legs, warthogs can 
only kneel down to reach the food on the 
ground. The strange posture is funny. The 
baboons often walk around the rooms 
searching for food. If any guest takes fruit 
to the room, but carelessly forgets to lock 
the door, please do not blame the baboons 
for their blatant burglary. 

It is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activities to 
drive to Waterburg Plateau cliff for Safari. 
Mekondjo, our tour guide of the day, was 
an experienced tour guide at the camp. He 

was handsome with long braids. Sitting 
in the big Land Rover convertible, we 
drove to highland, with red dust billowed 
behind. Arrived at the highland, Mekojo 
pulled over the car and led us passing 
through the roadside bushes. Suddenly 
a very spectacular sight jumped into our 
views. We overlooked at the grassland at 
Waterburg Plateau cliff from 200 meters’ 
height. Our eyes were not able to fill in 
such a broad landscape. Craning our neck 
around, we quietly appreciated the view 
in front, including the red rock at our feet, 
the green scroll of thousands of trees and 
the endless horizon. To fall in love with 
here, any reason is no longer needed… 

The Safari of today was quite rewarding. 
Shortly after we set off, we encountered 
a flock of antelopes. In the morning mist, 
a flock of antelopes jumped in the grass, 
one after another, as light as undulating 
waves of a creek, or a piece of fine-
sounding music. Moving forward, we saw 
two giraffes on an open land. They are 
a mother and a son, looked extremely 
quiet in the faint morning light. The two 
giraffes were about ten meters apart. 
With no sound or look at each other, they 
were grazing or looking at the distance. 
However, we felt an indescribable warmth 
and touch in the air. The picture and 
atmosphere is still like being in front.  

The Safari of Waterburg has a special 
program. There was a secret bunker which 
was built by dark black tree branches in 
1972 and especially used for appreciation. 
Walking through the secret passage of 
hundreds of meters from the entrance to 
the watching spot, we entered the bunker. 
The horizonal watch window was narrow 
but with good vision. In front of the watch 
window is a clear open land, far away is 
dense forest. Mekondjo told us that we 
could see all kinds of animals, even flocks 
of cape buffalo sometimes. Unfortunately 
the weather was too cold today, so we 
did not see any animal. However, it was 
good to save something for next trip to 
Namibia.

万达文华酒店
炫彩东莞

Tips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东纵大道 208 号
 0769- 2200 1888

东莞万达文华酒店坐落于东莞东城区

CBD 核心位置，毗邻东莞东城万达广场，是

万达集团在华南区投资的第一个万达文华酒

店。拥有 302 间豪华典雅的舒适客房，房内设

计大范围引进户外阳光，以显万达文华酒店的

品牌特性——个性与精致。客房最小面积为 45

平方米，总统套房面积 250 平方米，尽显华贵

气派。所有客房内均摆放着一本散发千年墨香

的《礼记》。浸润在这本记录着东方典章制度、

礼义道德的仕者必读之书里，令宾客在商海驰

骋之余，更以高雅风范卓尔不群。同时“妙梦”

助眠系列，宾客可随性选择“眠之趣”提供的

童趣公仔，“眠之香”放送的心仪香氛，“眠

之籁”沉醉的经典音乐亦或“眠之阅”徜徉的

睡前读物，更有“万达文华之旅”让宾客在繁

忙的公务之外也可免费游览本地最具文化气息

的名胜景点。

酒店拥有提供环球美食及外带早餐的“美

食汇”全日餐厅，晚餐自助餐期间更有各类海

鲜供宾客选择。极富中国典雅韵味、专注高端

粤菜的“品珍”中餐厅，由有着 20 多年丰富

粤菜烹饪经验的余仲贤先生担任主厨。“和”

日式料理提供最正宗的多样的创意寿司，美味

的天妇罗以及令人垂涎欲滴的铁板烧。此外，

酒店还为宾客提供“24 小时精选”，更有专业

茶艺师奉上中华茶道 ——“茶之旅”，尽显礼

仪之邦博大精深的待客之道。

酒店的宴会及会议总接待面积超过 3000

平方米，豪华无柱式大宴会厅面积为 1400 平

方米，且配备 105 平方米广东省内最大的室内

LED 屏，所有会议宴会设施均配备先进的视听

设备，免费提供无线网络，“专属会议管家”

为每一个会议和活动妥帖安排细节，确保活动

的顺利圆满。  

酒店总经理安南先生表示：“我们相信，

也有能力将东莞万达文华酒店打造为城中最好

的国际五星级酒店，也欢迎各方来宾莅临这个

东莞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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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cheCanas Lodge
晚上前往 GocheCanas Lodge, 夕阳西下，草原更

加宁静，天际的霞光渲染出一份苍茫与温馨，你可以观赏，

沉思，或者在车轮的颠簸中感受非洲大地的原始与质朴。

到达 GocheCanas Lodge 天已尽黑，暗夜之中只

见点点微弱的灯光，四周异常宁静，鞋底与砂石的摩擦

清晰可闻， 夜空繁星点点，对于来自喧嚣和被雾霾笼罩

的都市的客人，某些沉睡已久的感觉被渐渐唤醒。

进入房间，石砌的隔墙，光滑的木地板，巨大的白

色浴缸，高高垂下的纱帘，原始质朴与奢华不仅没有冲突，

反而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与呈现。

优雅的纱幔，整洁而厚实松软的床铺，原木与干草

组合搭建的高高的屋顶，昏黄的小灯，非洲的第一夜，

如此静谧而浪漫……

住在 GocheCanas Lodge, 记得一定要早起，可以

欣赏草原苏醒的整个过程。

Tips

推开隔门，来到户外的露台，广袤的草原慷慨的展

现在你的眼前，从露台前几米处一直延伸到天际，天际

有线条优美的起伏的山丘。阳光还未穿破云地层，近处

的树枝伸手可触，草原还在晨梦中呢喃，各种鸟鸣和动

物的叫声汇成自然的交响。不经意之间，远处山丘被晨

光染红，而大片的草原还沉睡在晨曦之中，二者形成了

奇特的对比。就在太阳跃出地平线的一刻，草原几乎被

一下照亮，刚才还躲在昏暗之中树木、蔓草瞬间被染上

颜色，各种绿、黄、褐、棕竞相呈现，高高低低的树木

以各种不同的姿态苏醒，一幅温暖而生机勃勃的画面完

美呈现。

在这样美丽而温暖的清晨，记得享受一个泡澡，巨

大的下沉式浴缸，洁白而光滑，隔着玻璃门，外面就是

露台和广袤的草原，赤裸身体，让热水漫过肩头，温热

和舒缓渗入你的每个细胞。远山是你独享的风景，鸟鸣

是最动听的音乐，幸福不期而至……

GocheGanas 的客房高大宽敞，将原始
与奢华完美结合，窗外一望无际的草原
是你独享的风景。

GocheGanas
P.O. Box 40770 Windhoek
Namibia
Tel: +264 (0) 61 224 909
Fax: +264 (0) 61 224 924
Reservations: reservations@
gocheganas.com 
E-mail: info@gochegan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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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osha 国家公园
Etosha 国家公园是南部非洲最耀眼的野生动物保护

地之一。

创立于 1907 年，Etosha 国家公园是纳米比亚最古

老的保护区。它巨大的面积、悠久的历史以及无与伦比

的独特性使它成为纳米比亚标志性的保护区。

驱车前往 Etosha 国家公园，沿途可见各种奇妙的

地形组合，突兀而起的山丘，抑或远处青色的连绵山脉，

更有一望无际、毫无障碍的平原，蔓草深深浅浅的黄色

与褐色，与灌木丛苦苦坚守的绿色，组合了一幅纳米比

亚初冬的典型风光。

纳米比亚地广人稀，五个小时的车程，几乎看不到

一个行人。不过公路的路况都相当不错，车辆也不多，

而且沿途风光壮阔，喜欢自驾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自

驾游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纳米比亚车是右舵，跟国内

相反；二是限速 120 公里，因为路况好、弯少，所以容

易超速，我们的导游 Bariar 因为当天比较兴奋，结果被

罚了两次 !

进入 Etosha 国家公园，手机信号完全消失，让你

从此处与世俗断绝，纵情于非洲的狂野。

艳阳之下，灰白色的砂石路一条直线穿越黄色的草

原，车轮碾压起的大小石子击打着车身，发出噼噼啪啪

的声响，车轮飞旋，白色的灰尘扬起，蔓延出一条长长

的轨迹。

沿途可见各种动物，包括跳羚、角马、剑羚、长颈

鹿、鸵鸟、豺狼等，它们有的成群结队，有的三三两两，

有的孑孓而行，演绎着非洲动物的各种风情。跳羚身形

优美而轻巧，卧在草丛中犹如文静的淑女，行走时亦是

不慌不忙，尽显优雅，而当它们秀出迷人的跳跃时，可

谓轻如燕，巧如簧，弹跳出草原上最具动感的一幕风景。

斑马群是另一幕精彩的演出，十多只斑马在草原上列队

前进，有的徐徐而行，有的驻足眺望，有的碎步奔跑，

看似各行其是，却又相互照应，仿佛有无声的音乐伴奏，

用斑斓的条纹演出一幕嘉年华的盛装游行。

偶尔可见跳羚羊、角马、斑马的大型混合编队，正

午的阳光下，数十只颜色、大小不一的动物集中在一片

开阔地上，或卧或坐，或行或立，组合出一幅非洲野生

动物的图卷。动物跑动扬起的尘土，四周的黄草、灌木、

砂砾，让整个画面充满了非洲的野性。

在Etosha国家公园，
你能看到非洲草原
上生长的各种动物，
大到非洲象、狮子，
小到跳羚、角马，
这里是野生动物的
王国，各种惊喜就
在草丛中、公路旁、
大树后等各个角落
等着你。

Etosha National Park

上图  进入 Etosha 国家公园，
手机信号完全消失，让你从此处
与世俗断绝，纵情于非洲的狂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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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omite Lodge
Dolomite Lodge 是 NWR 集团的另一个代表性作

品，度假村位于草原中央突兀而起的一个山丘之上，这

里的每个客房的选址都是精挑细选，不仅可以俯瞰广阔

的原野，还可以欣赏日落及日出的美景。

沿着台阶蜿蜒而上，来到位于半山腰的客房，每间

客房都是一个独立的大木屋，有的还有私人泡池，让客

人尽享私密与奢华。推门入内，散发浓烈非洲气息的木床、

幔帐、饰品固然令人惊喜，但这还不是客房的最精彩之处。

拉开垂帘，步入你独享的小露台，放眼远眺，你会感叹

于自己视野的有限，西非草原如同一个最慷慨的主人，

将自己的壮阔与美丽毫无保留地展示给每一个驻足于此

的客人。你可以随手拍一张照片发到微博，告诉朋友们

你拥有了世界上最壮阔的风景，相信不会有人发出异议。

如果你够幸运，有机会俯瞰象群在你脚下穿越草原，那

来此所经历的两百公里颠簸也就无可埋怨了！

Namibia Wildlife Resorts (NWR) 是纳米比亚非
常有名的一家大型酒店集团，旗下拥有多家遍
布纳米比亚的高端酒店及度假村，有的度假村
就位于国家公园之内，位置绝佳，可以饱览纳
米比亚的壮美景色，近距离接触各类野生动物，
是游客到纳米比亚住宿的最佳选择。
www.nwr.com.na
Tel: +264 61 2857333
Fax: +264 61 224900
Email: reservations@nwr.com.na

Tips

Dolomite Lodge 如同山
顶上的遗世独立王国，四
周的苍茫原野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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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草原之王
到达纳米比亚的第四天，我们已经见到了大象、犀牛、

长颈鹿、跳羚、剑羚、鸵鸟等大小动物，我们的下一个

目标是草原之王——狮子。

在去往 Namutoni 的路上，有一片开阔地，因为有

一个天然的水塘，所以有不少动物到此饮水，成群的剑

羚是难得一见的风景，一根根锋利如剑的长角直指天空，

仿佛一队戍守边界的士兵，透着威严与隐隐的杀气。另

一边，几只鸵鸟悠闲地卧在地上，黑色的羽毛如气派华

丽的大氅，长长的脖子又透出几分优雅。灵巧的跳羚是

最好的点缀，它们黄色的后背让画面的色彩更加丰富，

一个轻巧的跳跃，或是小心翼翼饮水的姿势，总是让人

心生怜爱。

对于我们这些远来的游客，只是看到动物的有趣可

爱。导游 Bariar 可跟我们不一样，14 年的导游经验让他

拥有猎人般敏锐的嗅觉。他注意到很多动物都警觉地朝

同一个方向眺望，根据他的经验，那个方向应该有某种

大型的危险动物，于是他慢慢地把车开到接近那个方向

的位置。

我们的面前是一大片超过半人高的漫漫黄草，一眼

望去，似乎只是一片再平常不过的草原风景，Bariar 开

始用望远镜搜寻，突然他低声说道：“Lion”, 我们急切

地问“where ？ where ？”在 Bariar 的指点下，我们

看到正前方远处有一个深色的突起，经过 Bariar 的解释，

我们才辨认出那是一只狮子朝天而躺，我们看不到它的

头，只能看见它扬起的脚爪和一部分身体，大家都非常

激动，相机咔咔地照个不停。  

突然草丛一动，两只雄狮的头从草丛中冒了出来，

原来藏在草丛中的竟然是两只狮子，大家不由得又发出

一阵惊呼，相机又一阵狂拍。雄狮霸气抬起头，向四周

扫视了一圈，没有嘶吼，没有走动，但我们都感到了狮

王的那种唯我独尊的王者之气。在雄狮的左方百米开外，

近百只剑羚、跳羚、斑马都在紧张地往狮子所在的方向

眺望，动物们停止了饮水，也不再发出大的响动，一旦

感觉到危险逼近，它们就会极速逃走。狮子右方百米左右，

一只剑羚像哨兵一样一动不动地站立，紧紧盯着狮子的

方向，在它身后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有一群剑羚， 这只剑

羚是负责警戒的工作，一旦狮子有什么动作，它就会发

出警报，带领大家迅速逃离。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得

不离开，后面的剧情也就无从得知，但就这十多分钟的

短剧，也堪比好莱坞的精彩大片，心情的紧张与跌宕起伏，

至今难以忘怀。

驾车行驶在国家公园的乡村公里，常常会与不同的

动物相遇，上演各种有趣的故事。斑马群横穿马路是偶

尔可见的场景，十多匹斑马列队缓缓而行，悠然自得，

车辆靠近时，它们也会小跑几步躲开车辆。当然也有见

过世面的家伙，大方地站在路旁展示漂亮的斑纹，面对

一众咔咔直响的相机，俨然大牌明星的风范。

路边时见头顶水罐或包袱的妇女，坐在大树下乘凉

的村民，衣着鲜艳、牵手前行的小孩，缓缓前行的牛车，

还有散布在草地中悠闲的牛羊，一个个角度不同的镜头

共同向我们展示着纳米比亚乡村的和谐与幸福。

在纳米比亚，长颈鹿、大象、跳羚这些
动物是不难看到的，但是如果想要一睹
草原之王——狮子的真容，那就需要一
些耐心了，当然，运气也是不可缺少的！

Encounter the King 
of the Prairie

上左图  在去往 NAMUTONI 
的路上，有一片开阔地，因
为有一个天然的水塘，所以
有不少动物到此饮水。

上右图  成群的剑羚是难得一见
的风景，一根根锋利如剑的长角
直指天空，仿佛一队戍守边界的
士兵，透着威严与隐隐的杀气。

下图  路上经常会遇到狮子，时
不时会给草原上一幕上演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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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a Falls
PopaFalls 是 NWR 旗下的另一家奢华酒店，与

其他的分布在草原和山地的 NWR 度假村不同，Popa 

Falls 位于纳米比亚东北部的河畔，十多间木屋散布在河

畔的丛林中，形成了一个风格独特的度假村。

沿着木板铺就的通道进入房间，Popa Falls 向你诠

释了完美的非洲式奢华，高高的屋顶超出你的想象，线

条优美的纱幔把一席洁白的床铺装饰得无比浪漫，铺在

地上的羚羊皮，巨大的藤编沙发，皮质的靠垫，墙上大

幅的辛巴女人头像，浓烈的非洲气息扑面而来。床头宽

大的梳妆台肯定是女性客人的最爱，从高处垂下的吊灯

在床头洒下一片柔和的灯光，置身于此，只愿时光停驻，

让疲惫的身心享受一次无与伦比的宠爱。

走出房间，宽大的露台是另一片风景。浓密的树荫

营造出一片清凉，点点阳光从枝叶的缝隙中洒落，一条

小河从露台前方流过，雪白的水花在深蓝色的水面跳着

优美的舞蹈，潺潺的水声让空间变得立体，四周的一切

仿佛都在静静地聆听，静静地唱和……

Okabango 河是一条水面宽阔的大河，乘游船游览

Okabango 河是来到 Popa Falls 的客人不可错过的活动。

在晨光熹微中出发，天际是一抹淡淡的红色，与浅

蓝色的天空完美地融合。河畔的树木、芦苇似乎还未完

全苏醒，静立着默默不语，四周小鸟的叫声，还有温柔

的水流声，让人感受到 Popa Falls 清晨特有的宁静。

因为气温低，河面飘着薄纱般的水雾，水雾从河面

升起，在微风的吹拂下向着同一个方向飘散，变幻出各

种缥缈的形状，小船穿行在其中，恍若仙境……

登上河中央的小岛是近距离感受 Okabango 河的

最好的方式，朝阳的光辉照亮小岛上的细沙，仿佛金色

的鱼鳞，轻轻走过，感受那一份松软，让足尖与细沙互

致问候。岛的四周是起伏的浅滩，水流至此变成层叠的

小瀑布，水声哗哗，水花跳跃，Okabango 河最具动

感的画面呈现在我们眼前。如果客人喜欢，Popa Falls 

Resort 可以在小岛上为情侣安排早餐，迎着温暖的朝阳，

欣赏如画的美景，浅酌一口冰凉的香槟，你会在这个小

岛坠入爱河。

顺流而下，河面变得更加宽阔，此处是探寻河马

的好地方。船行不久，导游便指点我们望向远处的芦苇

荡，河马出现了！细看之下，七八个大大小小的黑点正

在远处移动，大家激动叫道“河马！河马！”，纷纷举

起望远镜眺望。远处的河马悠然自得，有的一动不动，

有的缓缓前行，有的不时玩着潜水的游戏，仿佛整个

Okabango 河都是它们的领地。不过它们大多只露出浅

浅的半个头或是一细条后背，保持着几分神秘。偶尔有

河马将巨大的身躯露出水面，享受一阵围观者的惊呼，

然后又迅速潜入水底，演出 Okabango 河最具戏剧性的

一幕。

Central Reservation Office:
www.reservations@nwr.com.na
Tel: +264 61 285 7200
Fax: +264 61 224 900
Private Bag 13378
Windhoek, Namibia 

Tips

上左图  Okabango 河是一条
水面宽阔的大河，乘游船游
览 Okabango 和是来到 Popa 
Falls 的客人不可错过的活动。

上右图  Popa Falls 位于纳米
比亚东北部的河畔，十多间木
屋散步布在河畔的丛林中，形
成了一个风格独特的度假村。

下左图 铺在地上的羚羊皮，巨
大的藤编沙发，皮质的靠垫，
墙上大幅的辛巴女人头像，
浓烈的非洲气息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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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大草原，把它广阔的空间慷慨地
赠与每一个前来探访的游客，日升月落，
季节更替，草原经历着荣枯与变换，唯
一不变的是那一份包容与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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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burg Camp
Waterburg Camp 是 NWR 旗下另一家非常有特色

的营地，Waterburg Plateau 峭壁是此处最具特色的景

观，它犹如从地下突然冒出的一堵高墙，横亘在在纳米

比亚北部广阔的草原上。

Waterburg Plateau 峭壁有三奇，一奇在突兀，北

部草原本是一马平川，Waterburg Plateau 峭壁平地而

起，没有任何过渡，而且垂直直上 200 米，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令人赞叹不已。二奇在外形，垂直而起的峭壁，

山顶却又犹如被斧削一般，整整齐齐，形成地平线上的

另一条地平线。三奇在颜色，整个峭壁裸露的颜色都是

红色，山顶亦是遍布红色的细沙，夕阳照耀之下，血红

的峭壁形成一个无比奇特的景观。

疣猪和狒狒这个度假村的半个主人，营地旁的树下，

抑或就在你住的客房外的草地上，跪在地上享用美食的

疣猪是一道奇特的风景，因为前腿较长，疣猪只能将前

腿跪下，嘴才能吃到地上的东西，奇特的姿势让人忍俊

不禁。而狒狒经常大摇大摆地在一间间客房之间走来走

去，寻找食物，如果客人过于大意，带着水果进入房间

而忘了关门，就不要怪狒狒公然入室抢劫了。

驾车前往 Waterburg Plateau 峭壁之上进行 Safari

是度假村最精彩的活动之一。今天我们的导游 Mekondjo

是营地资深的导游，一头长长的辫子非常地帅。坐上高

大的路虎敞篷，车轮扬起红色的烟尘，我们向着高地进发。

到达高地，Mekondjo 把车停在路边，带着我们穿过路

旁的树丛，突然一幅无比壮观的景象闯入我们的双眼，

Waterburg Plateau 峭壁以它 200 米的高度俯瞰周围的

草原，我们的眼睛已经装不下这样宽阔的画面，转动脖子，

我们无声地欣赏眼前的美景，脚下红色的岩石，千万棵

树木形成的绿色长卷，远处一望无际的地平线，爱上这里，

不再需要任何理由……

今天的 Safari 颇有收获，出发不久，我们就遭遇了

一群羚羊，晨雾之中，一队羚羊在草丛中跳跃，一只只

羚羊动作轻盈，此起彼伏，犹如小溪起伏的波浪，又像

一曲流畅动听的音乐。

再往前行，我们在一片空地上看到了两只长颈鹿，

一大一小母子俩，在熹微的晨光中显得异常安静。母子

俩相隔十多米的距离，并没有出声和相互对望，只是各

自低头吃草或是安静地向远处眺望，但我们感觉到空气

中弥漫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温馨与感动，那个画面和氛围，

至今如在眼前。

Waterburg 的 Safari 有一个特别的项目，这里有一

个建于 1972 年的专门用于观赏的秘密掩体，掩体由深

黑色的树枝搭建而成，从入口到观察点需要走过上百米

的秘密通道。进入观察掩体，这里有一个水平的观察窗口，

虽然很窄，但是视野很好，瞭望口的前方一片空旷的空地，

远处是茂密的树林，Mekondjo 告诉我们这里可以看见

各种大大小小的动物，有时甚至可以看见成群的非洲野

牛，只可惜今天因为天气太冷，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动物。

不过留点遗憾也好，可以给自己一个再来一次纳米比亚

的理由。

到非洲，如果不来一次野外巡游 Safari，
那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非洲之行，坐上
改装的敞篷路虎，驶向丛林深处，会有
什么样的惊喜在等待你呢？

上左图  Waterburg Plateau 
峭壁有三奇，一奇在突兀，
北部草原本是一马平川，
Waterburg Plateau 峭壁平
地而起，没有任何过渡，而
且垂直直上 200 米，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令人赞叹不已。

上右图  疣猪和狒狒这个度假
村的半个主人，营地旁的树
下，亦或就在你住的客房外的
草地上，跪在地上享用美食
的疣猪是一道奇特的风景。

下左图 置身在丛林与岩石区
中，品味冰爽的饮品，作为
对 SAFARI 结束后的犒劳。

下右图 即便是足不出户，呆在营
地里也是一种享受，这种与世隔绝
的安宁感让人思绪回到了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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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伦斯高尔夫总经理 冯连衡 

1962 年 生于台湾台北 , 祖籍河南。

1988 在台北创立博蒂高尔夫 , 从事高尔夫用品出

口业务。

1990 由台北将公司搬迁高雄县林园乡。

1997 在塘厦镇的浦心湖村成立了高专高尔夫运动

器材厂 , 鼎盛时期从杆头造型设计 , 模具制作到钛合金

锻造 / 焊接 / 加工 / 抛光 / 美工 / 组杆等员工人数达四百

多人。

高专的企业文化唯一与其他台资厂不同的是鼓励全

厂员工学习高尔夫 , 干部则为必修课程 , 厂后方七千多

平米的草地成为我们专属的练习场 . 从那时就有意识的

去树立一种高尔夫企业文化，“做高尔夫，必先会高尔夫”。 

2009 年伴随世界金融风暴 , 美国 , 日本及韩国客户

相继倒闭 . 工厂受到牵连 , 不得不逐步收缩直至关厂。

关厂之后，我们一直在想两个问题“高尔夫世界需要什

民族品牌特伦斯
么 ?”“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2011 年起，经过两年来不断的对市场的走访，

和球友的沟通，我们决定要为每一个人做他适合自己

的球杆，因此成立特伦斯高尔夫并在美国及中国注册 

ZeroTolerance 品牌 , 踏上了自主品牌之路。特伦斯高

尔夫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决定以“量身定制”及 “个性化

定制”, 为主要诉求 , 所以与美国合作十多年的量身定制

第一品牌 Golf Works 合作 , www.golfworks.com 将量

身定制的设备及杆头带入中国 , 同时我们也注册了 OIX 

( 零工差 ) 商标 , 开始自行研发高尔夫球具 , 除了高品质 , 

高功能外更兼具了个性化的乐趣 www.oixgolf.com 

Zero Tolerance, Zero 是“零”, Tolerance 代表“ 

公差”。

如众所周知 , 除非产品 100% 是由机器完成 , 否则

都有公差 , 而公差越小则代表生产的成本越高 , 产品的

质量越好。高尔夫属于传统产业 , 特别是杆头的生产 , 

人工占了 70% 以上 , 所以除功能性外 , 品质的公差就成

了决定 “价值” 的关键因素 . 意味著我们对于品质的追

求功能 , 功能性的杆头是我们的强项 , 特殊的结构与特

殊的材料是决定功能性的关键 , 经历了多年的产品研发

与制造 , 我们已累积了很多相当宝贵的经验。

高尔夫对大多数球友而言是一种娱乐 , 在各行各业

讲求个性化的时代 我们也走在潮流的尖端 , 个性化可让

球友自己设计杆头外观 , 充分满足了私人定制的乐趣与

成就感。

自主品牌的路遥远且漫长 , 除了我们的坚持与执著

外 , 我们也结合了国内志同道合的同业 , 将 OIX 产品推

入中国市场 , 进而走向全世界。

这，就是高尔夫世界需要的，我们必须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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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罗伊开启新王朝
北 京 时 间 2014 年 8 月 11 日， 第 96 届 美 国
PGA 锦标赛在瓦尔哈拉俱乐部落下帷幕，世界
第一麦克罗伊逆转米克尔森、福勒、斯滕森夺冠，
摘本年度最后一个大满贯冠军，不到两个月完成
了三连冠，更是追平了鲍比琼斯、尼克劳斯、老
虎伍兹的 25 岁之前四个大满贯的历史纪录。赛
后他更新了自己的中文微博，随后国内的从业者
和球迷向他的新浪微博表达了祝福。

欧米茄助力 
小麦破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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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哈拉俱乐部是历史上第三次承办美国 PGA 锦

标赛，前两次分别是在 1996 年和 2000 年。世界第一麦

克罗伊最后一轮在这里打出 68 杆，低于标准杆 3 杆，以

268 杆 (66-67-67-68)，低于标准杆 16 杆完成比赛，

赢得了年度最后一场大满贯赛，并拿到 180 万美元的巨

额冠军支票。继 2012 年封王后，第二度捧起“沃纳梅

克杯”。最后一天的早上，下起了大雨，导致比赛延迟

了将近两个小时，这场大雨浇灭了米克尔森的激情，转

场后崩盘，获得职业生涯迄今为止的第 9 个大满贯亚军，

是世界高坛名符其实的“千年老二”。 福勒也成为历史

上与李维斯特伍德唯二的在大满贯都进入前五名而没有

夺冠的球员，最终与斯滕森并列第三。

麦克罗伊 1989 年生于北爱尔兰，18 岁获得世界业

余排名第一，随即转为职业球员，主要征战美巡和欧巡，

目前为止，在世界两大巡回赛各摘 9 个冠军。大满贯成

绩同样耀眼，除了今年在美国名人赛获得第 8 名外，其

他三大满贯都有冠军入账，2011 年摘美国公开赛冠军，

2012 年美国 PGA 锦标赛封王，今年 7 月夺英国公开赛

冠军，成为历史上第七位在同年包揽后两个大满贯的球

员。需要指出的是，2012 年是他职业生涯最辉煌的一年，

他在同一年内包揽了美巡奖金王，美巡年度最佳球员，

欧巡奖金王和欧巡年度最佳球员荣誉。

麦克罗伊的强势给国际高坛打了一剂强行针，在这

个缺少偶像的时代，在美国流失 500 万球友的背景下，

在老虎伍兹不知所谓的状态下，小麦无疑挽救了世界高

尔夫市场，也间接成为中国市场的救火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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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米茄与美国
PGA 职业高尔夫协会

美国 PGA 锦标赛始于 1916 年，由美国职业高尔夫

球协会主办。今年的赛事总奖金达到 1000 万美元，是

四大满贯赛之一，每年 8 月举行。与其他三大满贯相比，

最大的不同就是赛事对在美国高尔夫俱乐部内工作的职

业教练开放 20 个名额。1958 年电视机开始在美国普及，

赛事组委会为了提高收视率，不希望知名球手过早离开，

顺应时代发展正式采用比杆赛的形式持续至今。1916 年

首届比赛，当时纽约商界大亨罗德曼 . 沃纳梅克参与了赛

事的赞助，至今美国 PGA 锦标赛的冠军奖杯依然由他的

名字命名——沃纳梅克杯。

瑞士钟表业巨头欧米茄创立于 1848 年，曾征服深

海并参与了美国宇航局自 1965 年以来每一次的载人航

天任务 ( 包括所有的六次登月任务 )，先锋精神得以完美

体现。另一方面，自 1932 年起，26 次荣膺奥运会正式

计时。欧米茄品牌注定与体育和高端有关，涉足高尔夫

领域也就在意料之中了。欧米茄冠名赞助了欧洲大师赛，

迪拜沙漠精英赛，迪拜女子公开赛，2012 年和 2014 年

莱德杯，当然还包括美国 PGA 锦标赛和长青组的美国

PGA 锦标赛。如果您是中国大陆第一批资深球友，一定

不会忘记，欧米茄也曾经是中巡赛的冠名赞助商，高尔

夫版图涵盖欧、美、亚三栖。

2011 年欧米茄首次与全世界最大的高尔夫协会，拥

有近 3 万名职业球员的美国职业高尔夫协会合作，正式

赞助美国 PGA 锦标赛，同时担任其官方计时。近日，欧

米茄宣布延长合同，延续至 2022 年，新合约 2015 年生

效。同时，欧米茄也将赞助 PGA 商品展、PGA 时装与

器材展、中国高尔夫 PGA 峰会、PGA 年度高尔夫职业

选手大奖，并为 PGA 的所有 41 个部门提供支持。最近

几年，欧米茄与世界上最大的球会，中国观澜湖达成协

议，赞助旗下的世界杯。又通过美国 PGA 职业高尔夫协

会，将时钟装置在旗下物业，包括：PGA 高尔夫教学中

心，PGA 乡村俱乐部，及今年承办美国 PGA 锦标赛的

场地——瓦尔哈拉高尔夫俱乐部。这些壮举标志着欧米

茄推动全球高尔夫发展过程中一个重大突破，展现了该

品牌在体育计时领域的长远策略和坚定决心。

欧米茄高尔夫大使
欧米茄长期以来不遗余力的在全球范围内推动高尔

夫运动的发展，始终与顶级高尔夫赛事和顶级高尔夫球

星紧密结合在一起。早已成为高尔夫圈中人的欧米茄向

来眼光独到。“欧米茄高尔夫大使“几乎囊括了全球顶

尖的球星，如现世界第一麦克罗伊，西班牙球星加西亚，

来自韩国的卢乘烈，美国名将凯尔 . 斯坦利。女子球员方

面也不示弱，史黛西·刘易斯，小魔女魏圣美，我国球

员冯珊珊也是欧米茄大使中的一员，史黛西 . 刘易斯曾经

在世界球后的宝座上坐了 6 个星期。此外，已经退役的

昔日巨星同样是”大使体系“中重要成员，包括美国传

奇球星拉夫三世和世界名人堂成员大白鲨诺曼，诺曼巅

峰期在世界第一的宝座上坐了 331 个星期。

不能忘记的是，自 1995 年起，欧米茄成为“中国

高尔夫一哥“张连伟的赞助商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与张

连伟合作时间最长的赞助商，没有之一。1997 年张连伟

日巡赛麒麟杯初登场，获得第 11 名，赛后得到日本同行，

媒体，球迷的一致好评。这也是历史上中国球员世界三

大巡回赛的初出场，从此张连伟成为日本媒体口中的”

中国 1 期生“。2003 年张连伟斩当时世界第二，仅次于

老虎伍兹的南非大易哥埃尔斯夺欧巡冠军。2004 年成为

中国历史上首个征战四大赛（美国名人赛）的球员，随后，”

中国张“正式步入世界舞台。

  巧合的是，2012 年 12 月 8 日，名人大使冯珊

珊折桂“自家品牌“欧米茄迪拜女子大师赛，四天交出

267 杆（66,65,67,69）五杆优势夺冠。冯珊珊是中国唯

一一个国际高尔夫球星、唯一一个拿过大满贯的中国球

员，前世界女子排名第三。无独有偶，今年的英国公开

赛，麦克罗伊逆转了同样是大使身份的加西亚夺冠，昔

日西班牙神童屈居亚军。半个月后，麦克罗伊再次折桂

世界锦标赛，要知道，世锦赛无论是奖金还是地位都是

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五大赛“。又过了半个多月，小麦在”

欧米茄的主场“抢走了第 96 届美国 PGA 锦标赛的奖杯。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也发生在世界球王身上，在

与网球名将沃兹尼亚奇的 2 年零 9 个月的恋情期间（2011

年 8 月到 2014 年 5 月）小麦获得过 6 个冠军。分手四

个月后，瞬间狂揽 4 冠，其中含 2 个大满贯和 1 个世锦

赛冠军。分手也许是赞助商和女球迷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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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2014 年 10 月 27 日中午，南非名将李安

佩斯最终以 200 杆（67，66，67）低于标准杆 16 杆，

笑到了最后，摘职业生涯首座 LPGA 冠军，获得 30 万

美元的大奖。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显得很兴奋 :“是的，

海南岛是我的福地，我总能在这里获胜，我爱三亚，更

爱蓝湾球会！”李安佩斯当然不是恭维，她职业生涯欧

巡 9 冠，早在四年前便早已是中国的故人。2010 年 10

月 24 日三亚女子公开赛封后。紧跟着一周，女子欧巡

中国背靠背的比赛，10 月 31 日折桂苏州太湖女子公开

赛。2013 年 10 月 27 日，李安佩斯在加洞赛战胜广东

姑娘张玉阳夺冠，也就是说她职业生涯的 10 个冠军里，

有 4 个是在中国取得的，其中 3 个在海南岛。也正是

绩单。

随后在新闻中心，LPGA 的新闻官赛后邀请美国金

发美女杰西卡科尔达搭档冯珊珊出席新闻发布会，连续

两天都是二人的新闻发布会组合，在 LPGA 历史上也是

不多见的。科尔达表示：“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这里

的球迷很热情，几天前入住时是夜里，窗外一片漆黑，

直接就睡觉了，第二天醒来打开窗帘才看到外边的无敌

海景和海景公寓，真令人陶醉！”冯珊珊两天的赛后发

布会也给予了蓝湾球会极高评价。第一天她就对记者说，

全世界打过很多球会，蓝湾球会的美丽程度绝对能排到

世界前三，不亚于圣安德鲁斯球会。第二天她更是上演

了“冯式幽默”。“蓝湾球会的渗水功能绝对是世界级的，

如果世界其他球会赶上今天这么大的雨，早就成为海的

一部分了！”引得新闻中心一片欢笑。

的确，鉴湖蓝湾球会保留了千年沙丘的动感地势；

火山岩、三角梅演绎出一座与众不同、精致完美的热带

蓝湾大师赛落幕，李安佩斯封后
    文 刘洋 

2010 年她获得了女子欧巡赛的奖金王和女子欧巡赛的

年度最佳球员，2013 年再次获得女子欧巡赛的年度最

佳球员。

赛事原定于 10 月 23 日至 10 月 26 日举行，无奈

多场大雨将四天的比赛改成了三天，若以球员们自 20

日入住算起，在蓝湾小镇总共停留一周，打了四天半的

比赛。在国际高坛，像蓝湾这样包酒店，包餐饮，包机

票的“三包服务”并不是主流，因此把球员们美坏了，

希望明年还能来。

赛事第一天最大的卖点当然是中国高坛一姐冯珊

珊，新西兰名将高宝璟，和在国内人气极高的魏圣美同组。

所到之处球迷人山人海，三人也都交出了令人满意的成

花园林克斯。起伏草坪、稀树还有远处的村落，象征人

类原始生命中对天堂的想象，征服它，不仅需有想象力，

还要执行力。同时，球会的企业文化也深深的吸引着高

端会员。10 月 20 日，正赶上美国球员丹尼斯的 22 岁

生日，在蓝湾绿城威斯汀度假酒店，冠名赞助商绿城蓝

湾小镇、赛事承办方 IMG 以及 LPGA 巡回赛官方当晚

为她精心准备了蛋糕庆祝生日。谁也没有想到她会在三

天之后又得到这样一份厚礼。赛事第一天，她在第 17

洞三杆洞打出一杆进洞，开走了价值 29 万人民币的别

克君越轿车。

最终，德国选手卡罗琳马松获单独亚军，两位美国

美女魏圣美和科尔达获并列第 3 名，我国球员冯珊珊获

并列第 7 名。鲁婉遥（森田遥）获并列第 17 名，也收

获了最佳业余球员奖，她在日本红极一时，媒体为了她

专程来蓝湾报道，相信鲁婉遥的国籍选择也牵动着国内

的媒体和球迷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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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黑石
高尔夫球会

文  刘洋  图  球会提供

众所周知，泰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全年吸引着八方来客。1924 年拉玛七世引进了
高尔夫运动，华欣俱乐部正式揭牌。彼时的泰国高尔夫才真正是不折不扣的贵族运动，
纯粹是“宫廷游戏”，除了统治阶层根本不可能有渠道接近，也为高尔夫在泰国早
期发展蒙上一层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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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泰王同意改组意见，泰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成立，

标志国家正视高尔夫运动，成为主打项目推向中产阶级。

泰国高坛教父文珠蓝吉 1986 年转为职业球员，1992 年

斩获泰国公开赛冠军，成为首位折桂本国公开赛的本土

选手，他用了 5 个亚巡冠军回敬了王室。随后高协利用

老虎伍兹的泰裔血统大力推广高尔夫。泰国是将旅游，

高尔夫，酒店，地产，航空，气候结合的最好的亚洲国

家，除了韩国和日本以外，亚洲高尔夫竞技的第三强国。

如今泰国高尔夫球迷数量仅次于足球和藤球，1000 多名

职业球员，男子球员横扫亚巡，女子球员横扫中巡。

华欣历来就是泰国王室的避暑山庄，著名欧巡球星通差

贾第就是华欣土著。黑山高尔夫俱乐部是华欣著名的旅

游景区，在 2005 年 10 月，一个瑞典籍的实业家，看上

了这块距离华欣市中心 15 分钟车程，外围有大量“裸露

黑色巨岩的山谷”，希望将这里开发成一座高尔夫球场，

由澳洲设计师费瑞恩精心打造，在 2007 年 4 月营业。

7420 码的 18 洞球场由树林和菠萝种植园改建而成，尽

量减少土方工程，并保留了原址的石头及山边的河流作

为障碍。

黑山球场以大面积的水池与延伸进球道的小溪，利用原

始的地形变化，加入坡度变量后，带来更多击球的变化，

以及视觉上的紧张感。然而沙坑的设计也相当精妙，因

此需要距离，更需要准确度。球道设计有很多是酒瓶式的，

前身宽但越来越窄的长草障碍，所以长打者在这里并不

完全是优势，又远又直的开球才能称得上优势。巨大而

起伏的果岭设置让许多人摸不清旗杆位置 ，因此马虎不

得。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第 4 洞，果岭是一座小岛四周环绕的

水给球手增加了一些难度。全长达 595 码的第 6 洞是场

内最长的 5 杆洞，球手从背靠山边的发球台开球落山，

落点狭窄，末段的球道沿湖往左拐，果岭三面环水，如

果尝试第二杆跨过湖泊及沙坑攻上果岭，则需要冒很大

风险，且不能带来高回报。全长 213 码的第 11 洞是全

场最难应付的 3 杆洞，面对三面环水的半岛果岭，不易

找到安全落点，每年湖底累积的白球数以万计。第 16 号

洞也有特别之处，就是在球道中间巨石和果岭左侧的巨

石，会给不少球手制造麻烦。

2009 年 3 月，球会主办了黑山大师赛，被亚巡赛认证。

2011 年主办了欧亚皇家杯比赛，这一切大大提升了球场

的知名度。作为大赛级球场，黑山拥有优厚的地势，每

个球洞均设有 5 个独立的发球台，身处升高的发球台，

除了饱览球场景色外，球洞布局可以一目了然。球场的

会所也是典型的北欧风格，简约大气，充满现代感，球

会管理者也是欧洲空降兵，但装饰和摆设则混搭了亚洲

的元素。尤其是浴室里的泡池，充满异域情调，令人印

象深刻。

值得一提的是，黑山球场获得 2007 年亚洲最佳新球场

的荣誉，并于 2008 年获得泰国最佳球场的第二名，同

时也是 2008 年亚洲最佳山地球场的第五名。黑山球场

还在新加坡重磅杂志《亚洲高尔夫月刊》被评选亚洲最

佳锦标赛球场，获得第四的成绩，这也是泰国球场中最

高的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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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加达是印度尼西亚的首都，也是东南亚最大的

城市。雅加达早在 15 世纪便是重要商港，殖民时代曾

是荷属东印度公司总部所在，贸易遍及亚、欧、非三大陆。

至今雅加达仍有多处大型综合市场和专业商场，每年在

此举办雅加达交易会。2018 年，雅加达时隔 52 年后

再次拿到亚运会的主办权，届时这里将人声鼎沸，成为

国际旅游大岛。

雅加达有着非常沧桑的过去，由于位于太平洋和印

度洋的交通咽喉，1596 年，荷兰殖民者统治了印度尼

西亚。1800 年，印尼成了荷兰的一部分，称为“荷属

东印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又侵占了印度尼西

亚，直到 1949 年印度尼西亚才宣布正式独立。这里属

于热带雨林气候，年平均气温为 27 度。极易适合开展

高尔夫运动，荷兰女子球员，征战欧巡赛的戴维 - 克莱

尔 - 舒夫尔的父亲就是印尼人，母亲是荷兰人，也是世

界上最著名的两个”千岛之国“的混合体。

位于城市东部的皇家雅加达高尔夫俱乐部，被誉

为”亚洲五大全新高尔夫球场之一”，由小鲍勃摩尔和

小 JMP 集团设计建造的。虽然打球费用对于当地人来

艾梅拉达高尔夫俱乐部成立于 1994 年，距离雅加

达约 40 分钟的路程，坐落在印尼名山萨拉的一座小山

丘上，球场俱乐部提供球车、练习场、餐厅、贵宾室、

SPA 及桑拿、高尔夫用品店，还有新设立的商务中心等。

是由当今高坛最德高望重的两位球王前辈，阿诺德帕尔

默和金熊尼克劳斯联手设计的，球会属于 27 洞高尔夫

球锦标赛标准场地（沿河、沿湖、沿人造林各 9 洞）。

南边的 18 洞球场由阿诺德帕尔默设计，呈现出典型的“宫

廷风格”，起伏的山坡，清澈的湖泊及利用树林构成的

特殊风景；北边的 9 洞球场则由杰克．尼克劳斯所设计，

他充分利用该地原有的自然条件，设计出专供球友练习

球技的场地，不管你的球技如何，来到这裡都能满足你

的需求。球场地形起伏较大，狭窄迂回的球洞制造出不

少击球盲点，球洞两旁的树林布满界外白桩，初来乍到

只能听从球童指挥进攻，是雅加达难度最高的球场之一。

 前 9 洞的河场地形变化较大，全长 427 米的第 6

洞是其中最长的 4 杆洞，缓缓上山的球道沿右边的小河

往右拐，球道中段大幅收窄，形成一个瓶颈位，为避免

堕入陷阱，一般业余球手只能当作 5 杆洞打，是球会难

度最高的球洞。后 9 洞的湖场造型丰富，湖水遍布大部

雅加达——高尔夫体验之旅
    文 刘洋 

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 500 元人民币的价格对于中

国球友来讲，性价比颇高。2008 年开业的 27 洞球会，

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东南亚巡回赛首选场地之一，除了

极佳的地理位置，这块过于平坦的地块并不是一块建造

伟大球场的天然好地，但设计师鲍博·摩尔动用了大量

的土方量造就了如今各具特色的 3 个 9 洞，为了让果岭

拥有更好的状态，球场采用了海滨雀稗作为果岭用草。

同时，摩尔保留了大量的热带树种和大片的狗尾草，减

轻大量土方雕刻而带来的人工痕迹。在球场内，随处可

见拥有热带风情的棕榈和椰子树。

球场的南场和西场如今是亚巡赛印尼大师赛的举办

地，2012 年 4 月，李 . 韦斯特伍德在此蝉联亚洲巡回

赛的印尼大师赛冠军，这是皇家雅加达建成以来短短三

年内，印尼大师赛第二次在此举行。两个场地的第 9 洞

将球场内最大的水障碍包围，这一左一右两个 5 杆洞也

是球场最具冒险性和挑战性的球洞。在皇家雅加达的大

多数球洞，水障碍都将成为巨大的挑战，半人高的狗尾

草长草区数米之外将整个球道包围，会给失准的一杆带

来巨大的惩罚。

分球洞，全长 191 米的第 13 洞是难度最高的 3 杆洞，

发球需要跨过阔大的湖泊。不过果岭尽头是高速公路，

大树亦阻隔不了交通的噪音，环境相对逊色。全长 345

米的第 15 洞最富球场特色，这个 4 杆洞沿湖右拐，球

手需因应发球距离选择进攻路线，由于逾 300 码的发球

就能跨过湖泊，职业球手大可直攻果岭。

艾梅拉达高尔夫俱乐部也是亚洲著名的球场之一，

曾举办过 2011 年、2012 年印尼公开

赛的赛事，包括日本选手白佳和、富山聪、2003

年美国公开赛亚军的史蒂芬 • 林尼、中国选手梁文冲

等人，都曾到此挥杆竞逐。 印尼公开赛作为亚巡赛的赛

事之一，自 1974 年起，连续 40 年举办，2005 年到

2009 年被欧巡赛认可，2010 年并入同一亚洲系列赛后，

又与世界第三大巡回赛，日巡赛成为共同认证的赛事。

2013 年，由雅加达旅游局冠名的印度尼西亚 PGA 锦标

赛也在艾美拉达球场举行，参赛的明星球员包括泰国名

将威拉沧，韩国球员金庚泰、新星金毕欧，日本球星片

山晋吴，英国球员西蒙 - 戴森和瑞典名将丹尼尔 - 查普

拉等，直观的体现出艾梅拉达的重要性和国际性。对于

假期充足的球友来讲，不容错过！  

皇家雅加达高尔夫俱乐部

艾梅拉达高尔夫俱乐部

Emeralda Golf and Country Club
Cimanggis, Depok, Desa Tapos,
Cimanggis
Bogor 16957, West Java
Tel: 62 21 875 9019, Fax: 62 21 
875 9021
Email:emeralda@cbn.net.id

Royale Jakarta Golf Club
East Raya Halim Tiga
Halim Perdana Kusuma
Jakarta Timur 13610
Tel: 62 21 80 888 999, Fax: 62 
21 80 878 877
Email: info@royalejakarta.com
www.royalejakarta.com



TRAVEL&LEISURE GOLF・7372・TRAVEL&LEISURE GOLF

T&L GOLF | Golf Trip

上
个世纪最后一个二十年，韩国以一纸《资本市场国际化计划》开启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

谁也未曾想到，改革与开放改善了韩国市场结构和质量，也加剧了韩国证券公司的竞争密
度和市场波动性，若干年后，让韩国跻身为世界主要证券市场之一，并形成了完善开放的

资本市场体系。

韩国重构创新边界铸就了奇迹，划分了新的世界金融版图，也造就了韩国券商向专业财富管理转型。

作为国内涵盖证券、基金、期货、直接投资和跨境业务等多个专业领域的综合类证券控股集团，
兴业证券理应探寻财富管理的先行道路。

时值 2009 年秋，兴业证券走入韩国证券公司，拉开了自身向财富管理转型的序幕。

兴业证券始终认为，财富链接着人生对信仰与理想的本质追求，链接着最质朴的情感。兴业证券
副总裁郑城美说，财富创造和传承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应当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生命力量。

这些得以共鸣的、朴素的情愫，如同旷邈的时空里，由内心深处流出的永恒音符，为“财富”二字，
涂抹上了深层意义的，曼妙而细腻的色彩：理想主义叙事式的进步，人类社会宏远的未来。

在此，本刊特别专访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城美，探寻财富与财富管理的本源。

市场体系的建设、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逐步推

进、市场法制体系的不断完善、监管理念和方

式的转变、市场各方参与主体的日益成熟，过

去制约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些先天不足的因

素正在逐步化解，中国资本市场越来越朝着健

康、成熟的方向发展，也越来越能够发挥资源

配置、价格发现等等基础功能的作用。逐步走

向成熟的资本市场也逐渐具备了在中国经济发

展和转型过程中承担更重要责任和作用的能力。

资本市场的创新发展为证券行业的发展提

供了广阔的空间。说实在的，过去几年，证券

公司的经营空间相对比较狭窄，对实体经济发

展发挥的作用也相对有限。现在情况发生了根

本的变化，若干年前我们不敢想、不敢碰的金

融服务，现在我们都可以参与进来，证券公司

正在真正的回归投资银行的本质，投资银行的

本质就是打通投资和融资的链接，优化资源，

是应当思考如何使这些资源让这个社会更有效

率、更美好，更有力地推进社会进步，把财富

和资源真正用在对社会有价值的地方。

我觉得，这就是企业和企业家的职责与责

任所在。

在这方面，证券公司作为专业的金融服务

商，应该扮演好财富管理的专业角色，应当和

企业家共同更好的用好他们手中的财富，一方

面把财富用到更有效率的地方去，推进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一方面投入社会公益和慈善事

业，推进社会变得更加文明和进步。

现在看来，当中国社会的财富正向一批能

人志士手上集中，这批人一定将会成为中国社

会的一个独立阶层，如果这批人是有良心的，

有长远眼光、有正义感、使命感的阶层，将对

中国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本刊：所以可以这么说，您认为财富的责

任需要财富不断传承？

郑城美：中国人有个魔咒：“富不过三代”。

反观西方，据美国《家族企业》2006 年发布

的《全球最古老的 100 家企业》榜单，历史

最长的企业是日本的施工企业金刚组，创立于

1400 年前，即便排行最末的第 100 名企业，

也是一家 225 年的美国公司。所有这些“老爷

型”企业，不仅商号依旧，而且都是家族私有

的企业，产权关系跨十几代、延续成百上千年。

一方面来说，西方人是幸运的，源于欧洲

历史上的大多数商业城市与政治统治中心相脱

离，在历次政治动荡和社会革命中摆脱了被顺

带摧毁的命运，另一方面，现代财富管理制度

建立和完善，让西方的财富发展进程有幸充满

了理性和共和的精神，就正如瑞士银行至今管

理着马利特、霍廷格和米腊博等家族绵亘数百

年的财产。

所以证券公司作为财富管理者，不仅要让

进入韩国证券市场

本刊：您是如何理解“财富的创造”？

郑城美：我所认为“财富的创造”，涵盖

了广义和狭义的内涵与外延。

广义的财富创造指的是：各类集体组织有

效率地从事商业活动，并进行财富累加与创造

的过程。狭义的财富创造就指资本市场领域的

财富增长。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为资本市

场提供广阔的空间。据相关研究机构预测，到

2027 年，中国 GDP 总量有望超过美国，成

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仅如此，中国经济的

结构调整和转型，更为资本市场提供广阔舞台。

城镇化的推进、产业的升级、行业的整合、落

后产能的淘汰、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内需消费

的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大国崛起的方方面

面都需要现代资本市场深度参与。与此同时，

资本市场发展也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多层次

特别是金融资源的配置，真正发挥服务实体经

济的功能。围绕着投资银行功能的发挥，证券

公司的经营空间得到了无限的延伸，一方面围

绕着有融资需求的客户，为他们生产经营、并

购重组、私有化、产业整合、重大投资等等提

供融资和财务顾问服务，一方面面对有投资需

求的客户，为他们的金融投资提供丰富多样的

产品。在此过程中将衍生出许多的商业模式，

这些商业模式都是实实在在的和实体经济在一

起，共同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共同创造更多的

社会财富。

《孟子》中云：“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

曰 :‘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

语人曰 :‘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过去，很或许很多事情对证券公司而言，是不

能也，但现在和未来，是不为也。我想，国内

所有的证券公司都会珍惜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

中国企业富过三代，还要让财富代代传承，这

就是财富管理的使命。

本刊：您认为财富的传承都包括了哪些外

延与内涵？

郑城美：财富的传承更多其实是意味着责

任的传承、卓越精神的传承。英语中“精英”

一词“elite”就是源自于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

语“贵族”的意思，彼时，希腊城邦制建立之始，

“贵族”就等同于社会的精英，掌管着古风时

代希腊社会的大部分财富，承担着社会大部分

重要责任，传承着追求卓越的精神。

从国际上的案例来看，例如比尔盖茨家族，

会把一部分财富捐赠给社会，剩余部分为子女

设立了信托基金，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够使用。

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是既是回馈和反哺社会，

也是为了下一代能更好的成长，变得更优秀。

有时候，钱太多，对于个人得成长不见得是一

件好事，而责任和精神能够在家族里代代相传，

家族里的成员一代比一代优秀，财富必然能够

代代相传。

国内的金融机构，除了发挥在财富管理方

面的专业优势，帮助客户设计有价值的财富传

承的专业方案，减低财富传承的财务成本外，

未来也应投入在在下一代的培养和成长上，协

助客户一起制定接班人的培养计划等等。国内

有部分财富管理机构开始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

和探索，比如针对民营企业的未来接班人举办

一些培训活动，把他们送到国外知名的大型企

业打工实习或国外知名的院校参加短期的、某

个领域的培训。

对于家族财富传承而言，精神和责任的传

承是最重要的东西，也是财富传承的本质，物

质财富传承是在精神和责任的传承之后自然呈

现的结果。

发展机遇，投入到社会财富创造和管理的洪流

大潮中去。

本刊：您为什么认为“财富意味着责任”？

郑城美： 社会上，财富的分配必然是遵

循效率优先的原则，财富的分配必然是不均衡

的，财富必然向有能力的人聚集，越有能力的

人掌握的财富和资源就越多，这样社会才会进

步。这批有能力的人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之

后，你便会发现他们实际上是作为一个独立的

阶层，对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作用力。这个时

候这个阶层就需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因为他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社会财富的看

门人，他们有责任用财富推动社会朝着进步、

文明与和谐的方向发展。

很多时候，我会反复阅读张謇传记。甲午

战争爆发时，这位四十岁的状元公毅然弃政，

从事士大夫鄙视的工商业，真是惊世骇俗之举。

他鲜明地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他从筹

办南通大生纱厂始，陆续兴办了数十个企业，

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实业家。

但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普通的实业家，会

被近现代中国史称为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

拓者和先驱”？因为他在用财富来推进社会的

进步，他所开创的“南通模式”是中国工业和

城市发展的有益尝试，因为他所主张的“棉铁

主义”不失为实业救国的良方。

记得很多年前，李嘉诚接受中央电视台采

访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人这一辈子如果能用

力所能及之力为社会做一点事的话，就是他的

福分。” 

我们在立司的过程中，常常会谈及企业家

社会责任的问题。

企业家掌握着财富，掌握着财富意味掌握

着资源，当资源和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便

不是单纯为了满足个人生存的消费和欲望，而

——访兴业证券副总裁郑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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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秋前夕，漫步在首尔街头，感觉首尔最多的就

是咖啡店。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商场、宾馆，

处处飘来诱人的咖啡香味。

我们住在位于江南区的酒店。酒店在小山岗上，风

景不是什么如畫如仙，但卻被区內各式各样的休闲咖啡

馆吸引着。对比在中国一線城市如上海及北京，首尔的

咖啡馆文化非常强，而且各类的店总是非常有个性化的

装修风格，一进去，不但舒适，給于人的思想与休息空

间是非常大。

很多国际大品牌的咖啡店都出现在首尔，但最吸引

的，是不可勝数的韓国当地的品牌咖啡店。从消费者的

角度來看，咖啡店的消費不是特别便宜，但是可選擇的

類别甚多。店的面積大小来看一般都比国內的大，而且

有许多都是在大街上从地舖到楼上二至三楼，非常宏偉

有氣派。在街上购物的旅游人士，很方便很容易找到合

适的咖啡店坐坐歇息一回，再出发前往下一个景点。对

于一些外型特别，或风格特别的咖啡店，就算是不进去

深巷处处咖啡香
——首尔咖啡店文化一瞥

文 李欣颐  于林庚   

坐下喝一杯，也感到非常好奇，走近去看看，或是跟它

拍照！用心經营，用心建造，就是旅游人士很容易感受

到的韓国咖啡店的信息。在一般的的国际化城市的市中

心来說，首尔是絶对給旅游人士感受到空间感，加上行

車線与馬路上的宽阔，与上海的小型特色餐饮店铺的文

化，又是另类的体验。                      

在首尔的咖啡店中，不但是咖啡吸引你的消费，还

有各类各种的甜品与小吃的配搭都会令你忘记是刚吃了

午餐或是晚餐。天气热的时侯，或多配一份特色冰沙，

肚子饿时，或选择一份特色三文治再添一份色彩悦目的

蛋糕，都是讓自己可以开懷的方法。在首尔重要的是，

不要忽略在小巷中一些小型的咖啡店，往往是給你有想

不到的驚喜。在江南的新沙地铁站附近，有一个很大的

購物区，里面可以找到許多人喜欢的東西，如衣服，皮鞋，

时尚饰品，各类餐饮等，足够你花上休闲的一天！

首尔归来已经数日，可是首尔街头咖啡的清香还久

久萦绕在我舌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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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世界“妈妈”的发音都是一样的，MAMA 品

牌是韩国著名设计师朴奉燮教授的最爱，也是

他的梦想。朴教授选择在一家并不出名的中国

企业担任设计总监，不但如此，他还把自己最优秀的学生，

韩国天才女设计师珠丽娜教授带到了中国。

把移动电源放在卡包里，这是源自用户为中心的设

计思想。在日本和韩国顶尖的企业，早已经把研究人的

行为放在设计研发产品的核心位置。朴教授曾经举过一

个 LG 挂墙电视的例子：1988 年汉城奥运会时，日本企

业用二十年的技术沉淀，松下、索尼等联合推出高清电视，

震惊了整个电子行业，当时电子行业都惊呼，未来是日

本电子公司的天下。然后仅仅五年之后，高清电视就失

 用文化战胜技术
——韩国设计师心中的 MAMA

文 凌志雄   

败了。打败日本高清电视的，正是在画质、音质远远不

如 LG 等离子挂墙式电视机。在日本企业还沉湎于技术

领先时，韩国企业正耐心寻找打败它们的方式，真正战

胜高清电视的，不是产品和技术，而是 LG 把焦点聚集

在做墙的文化。

未来的移动电源一定是代表移动的文化。因此，

MAMA 品牌第一代产品彩虹系列便携和时尚成为朴教授

和珠教授产品设计的两个焦点。电量和功能只不过是最

基本的要求。在移动生活中多少电量是最适合呢？市场

上的主流是1万左右，但显然过厚过重影响了移动的便携。

最后朴教授选择了 1800 毫安的方案，这让所有人大吃

一惊，这仅仅相当于苹果 5S 手机的电量。这是一个大胆

创新的设计概念，3.3 毫米的薄度仅仅相当于 3 张银行卡

的厚度，不仅挑战自己，也挑战了整个行业。

首先面临的就是外壳的材质问题，3.3 毫米，显然不

可能用常规铝壳或者工程塑料，这么薄的要求，对外壳

的强度和安全性有了更高的要求。能不能采用高强度的

不锈钢材质呢？这是一个不错的构思，放置在卡包或者

钱包里的移动电源，要经得住用户移动中的碰撞、折叠

和挤压。但不锈钢的表面处理非常困难，几经周折，采

用日本技术的真空镀镜面效果脱颖而出，解决了时尚的

问题，但成品率非常低，100 片外壳里毫无瑕疵的仅仅

只有 20、30 片。“让其他的移动电源不好意思放在桌上“，

朴教授这样决定了时尚的定义。

温度，温度，还是温度，这难坏了所有的技术人员，

正常 CPU 工作温度在 80-120 度之间，3.3 毫米的厚度

完全没有散热空间，而且不锈钢导热性能极佳，一充电

就感觉烫手，这是高端用户绝对不能接受的。3.3 毫米不

可能做到的，难怪市场上没有这么薄的移动电源，韩国

设计师们，是否要放弃你们的移动文化产品概念？最终，

一个多月后，问题解决了。摸着充电时，依然冰凉的不

锈钢壳体，这成为大家都不说的一个秘密。

“当您的手机充满电的时候，请给妈妈打一个电话”。

我们的移动生活离不开沟通，而这个世界里，最关心你的，

一定是妈妈，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也会

是妈妈。这就是 MAMA 产品所想诠释的文化内容。

1800 毫安方案选择如同谜语一般，朴教授最后才解

开谜底。未来的移动生活最重要还是人与人之间需要面

对面的沟通。人类的生活需要互相陪伴，需要共享阳光，

需要家人在一起聚会，太多的电量让人沉迷机器之中，

忘却了沟通的本质。放下手机，走入更多人的生活当中，

这才是未来的移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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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秋前夕，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韩国，时尚的首

尔，去走访制造美丽、专治青春痘痤疮的燦昣

韩医院。

燦昣是韩国最大的专治青春痘的专业医院，在韩国

有 5 家分院，在美国有 3 家分院，还有 2 家即将在中国

的上海和杭州开业。我们走访了位于首尔江南区的燦昣

总院。

江南区是首尔的高档住宅区和时尚商务区，燦昣总

院就坐落在此。一幢粉红色的 7 层楼房，燦昣占了 3 层。

在 6 层，燦昣设置了专门接待中国游客的接诊区，可同

时为 15 位求诊者治疗。李鎮赩院长就在 6 楼热情地接待

了我们。

李院长是医学博士，谈起他的医学之路，还得从青

春痘说起。进入青春期的李鎮赩满脸发出青春痘，而且

时尚首尔美丽燦昣
——韩国燦昣韩医院走访记

文 于林庚   图 受访者提供

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为了治痘，他四处求医，可是

久治无效。一气之下他决心学医，报考了韩国大田韩医系。

硕士毕业后，他又报考了韩国庆奠大学的博士，专攻皮

肤科。在从医的过程中，李院长专攻治疗青春痘和痤疮。

为了方便外国游客边旅游边诊疗，快速根治青春痘，他

又成立了燦昣韩方研究所，并担任所长。经过多年攻关，

反复临床，终于在 2013 年研制出特效“皮脂针”和韩

方汤剂，以及 11 种独家研发的护肤品。通过皮脂针治疗

+ 韩方汤剂管理 + 护肤品防护，三管齐下，形成了青春

痘跨时代的解决方案。

李院长特别介绍了他们为外国游客定制的“观赏治

疗日程”：

第一天，咨询、拍照、洁肤、去除青春痘、皮脂针施术、

后处置、镇定面膜、最后整顿、服用韩方汤药。全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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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第二天，再洁肤、皮脂针后治疗、镇定面膜、

最后护理整顿。全程约一小时。

二天治疗，总共 2 小时，术后不浮肿，不影响旅游

活动。真正实现了一次治疗，再不复发的根治效果。

当我们问及收费标准时，李院长说，二次治疗收取

人民币 3000 元，再配发 11 种，共三个月用量的专业青

春痘护肤品，约 3000 元，一共约花费人民币 6000 元。

看来这个收费也是合理的。由于燦昣医院的医术高明、

独具特色、效果显著、治疗方便、收费合理，平均每天

要接待 200 多位就诊者。

李院长一边带我们参观，一边如数家珍地介绍着。

燦昣韩医院不仅是韩国最大的青春痘治疗专科医院，同

时，还开设有专治儿童性早熟的专科医院和微整形医院，

同样在业内获得好评。

据李院长介绍，青春痘有遗传性，有不少父子、母

女同来就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韩国人更注重仪容，

因此，燦昣医院生意兴隆。他们决心，把燦昣韩医院开

遍全世界，把美带给全人类。

腕表的高尔夫时光
文 国慧 图 各品牌提供

秋高气爽的天气打一场高尔夫球是非常不错的户外之选，高尔夫
球这一在贵族阶层间流行的运动同时也是品位的竞技场。就像挥
杆间，手臂就是一个人的焦点，腕间一款与高尔夫球运动相匹配
的腕表也必然会提升你的品位。

The Watches for 
        olf Time

It is a good choice to play a game of golf in the crisp autumn. 
Golf is a popular sport among aristocracy, and an arena of 
taste as well. When you take a swing, your arm becomes the 
focus. The watch matching the golf will certainly improve 
your grade.

绿茵场上的经典
Richard Mille RM38-01
Richard Mille 的腕表与体育运动的缘分至深，像高尔夫这样位居金

字塔顶端的运动自然也不例外。美 Richard Mille RM38-01 正是品牌和

高尔夫选手合作的见证。Richard Mille RM38-01 的外形依旧是简约却

不失活力的酒桶造型。与表壳融合一体的橡胶表带可以与腕部紧密贴合，

防止运动时的滑动。Richard Mille RM38-01 在表盘的 12 点位置加入

了一个特殊的感应装置，让选手在挥杆尤其是做收尾动作时重力加速度

会显示出来，由此球手可以随时调整自己在下一杆挥杆时的力量，高尔

夫爱好者也可以通过它更好地掌握击球技术。

欧米茄海马系列 Aqua Terra“高尔夫”腕表
欧米茄对于高尔夫运动的热情亦是延续至今。品牌一贯以来的独特

外观设计与其独创的同轴擒纵机芯专业领域奠定了重要地位，备受推崇。

海马系列所推出的 Aqua Terra“Golf”相较以往更多了些时尚元素，分

针圈绿色刻度以绿色为记。41.50 毫米磨砂及抛光精钢表壳，搭配抛光

表圈。黑色表盘采用了欧米茄 Aqua Terra 腕表经典的“柚木概念”垂

直纹理。高尔夫名将麦克罗伊也是这款腕表的钟爱者。

Rolex 蚝式恒动星期日历型
劳力士与高尔夫有着紧密联系，是世界高尔夫锦标赛、高尔夫世界

杯等国际重要赛事的官方计时。Rolex 蚝式恒动星期日历型腕表外圈拥

有三角坑纹、圆拱形或镶嵌华美宝石多种款式设计，镜面则以抗刮损蓝

水晶玻璃制造，完全密封的星期日历型的蚝式表壳给予精准机芯最精密

防护，使其免受水、灰尘、压力和撞击的侵害，一系列不同颜色、不同

材质的精美表盘也提供更多佩戴选择。

3

2

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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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兴航空已携手 Just Sleep 捷丝旅酒店开展了

台湾自由行的旅游项目，此次项目不但价格优

惠，而且还非常实用，让我们多方位了解中国

台湾的方方面面。近期我们收到复兴航空与 Just Sleep

捷丝旅酒店的邀请，参加了一次体验活动。

复兴航空是总部位于中国台湾的一家航空公司，并

致力于使旅客得到完整的照顾、提供更完美的旅行经验，

复兴航空集团包含复兴空厨及龙腾旅行社，更于 2013 年

11 月正式获筹设台湾第一廉价航空，为台湾航空业带来

崭新的发展，并满足旅客多元化需求，使飞行旅程充满

喜悦。

复兴航空的飞机由空中巴士（Airbus）和 ATR 组成

 真台湾，真旅行
——复兴航空联手捷丝旅优惠自由行

    文 于林庚 宋萍   图 于林庚

的先进机队阵容，使复兴航空可以因应飞航需求，提供

更有效率的国内及国际航线营运服务，并兼顾舒适与安

全。

主要经营台湾岛内航线以及短程国际航线，如 14 条

国际定期航线，飞往东京、大阪、曼谷、清迈、澳门等地；

7 条岛内定期航线，串联台北、台中、花莲、高雄等地；

29条两岸直航航线，飞往中国15个城市，包括上海、杭州、

福州、厦门、天津、合肥、武汉等城市。

Just Sleep 捷丝旅为晶华丽晶酒店集团下之设计型

商务酒店品牌，所在地皆拥有极为便利的交通网络，距

离各地地铁站、火车站或机场非常近，加上传承自五星

级晶华酒店的高水平软硬件设施与服务质量以“亲民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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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贴心服务”为主要诉求，让旅客以实惠的价格，享

受到超优质的服务。酒店秉持这样的理念，Just Sleep

捷丝旅提供属于商务旅客与自助行游客的住宿空间，而

软件方面，从人员培训到饭店服务，皆与五星级饭店水

平相同，柜台兼具商务中心与 24 小时的服务中心的功能，

能随时为客人免费代订伴手礼，饭店甚至购买打包专用

的机器，帮客人装箱、打包礼品，并提供旅客完整的商务、

旅游、餐饮及在地生活信息，让旅客享受高质量的服务

与耳目一新的住宿体验。

Just Sleep 捷丝旅总经理陈惠芳表示“Just Sleep

捷丝旅自 2009 年成立台北西门馆后至今，短短五年内

全台湾已扩张五馆，预计今年 12 月礁溪馆即将开幕，首

次将度假休闲概念融入饭店设计中的捷丝旅，138 间客

房内均设有汤屋，每位房客可在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中，

惬意地享受自在的泡汤乐趣。捷丝旅善用独特的设计与

主题行销带给旅客最在地的生活体验，让住宿与旅行合

二为一，让品牌提供旅客无限感动，今年五月才在上海

推介会成功向近 30 家媒体与业者推广，期待藉由此次参

访团的安排，确实带给贵宾独特旅程，让更多内地游客

自由行有机会亲身入住。”

此次，复兴航空联手捷丝旅专门为大陆游客赴台自

助游精心设计了多种促销优惠套餐。

经济型，2120 元起，台湾各地火车站皆聚集了美食、

购物、完了等精华，无论是想去年轻人朝圣的台北西门町、

文青们必去的台中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或是前往高雄后

驿商圈挑选最流行的平价服饰，留宿于各地车站将会让

行程安排上更加便利，节省的时间可以再夺取体验一下

台湾的在地特色。

雅致型，2290 元起，台北西门商圈充满着历史故事，

西门红楼、西本愿寺、抚台街洋楼等特色古迹建筑皆可

以步行到达；也是带动街头流行的发源地。高雄拥有景

致迷人的西子湾以及热闹的夜市等，搭乘地铁，无论是

品尝美食或是用相机记录各式美景，皆十分便捷。花莲

太鲁阁、七星潭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扁食、麻糬，绝

对是必吃的美食之一，也可做伴手礼。青睐发掘更多台

湾的美丽、美味、美好。

精品型，2440 元起，台中市位于台湾中部，气候舒

适怡人，徜徉在中部的好天气中，踏着自行车，亲近自

然科学博物馆、美术园道、精明一街、大隆路、一中商圈、

逢甲夜市等台中各大知名观光景点，一次虏获吃喝玩乐，

旅行台中更精彩。

高端型，2660 元起，走在台北信义区，穿越充满时

代感的眷村和厂房，享受文创产业替老旧带来的新生命；

再一步，像是时空的转换，立即踏入了时尚精品的一级

战区，如走在伸展台般的潮流接轨。就在复古与新潮、

文化与创意不断的交替更迭而编制出这座迷人的城市。

豪华型，2880 元起，北投温泉区不只可以泡汤，让

一身的压力及疲惫彻底被消除，还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北投温泉博物院可以看看温泉乡的发展历史，还有地热

谷、北投文物馆、北投公园等自然人文资源。就让我们

把一身的辛劳暂且放下，好好的给自己一个悠悠的假期，

来趟北投温泉之旅，偷得片刻悠闲，沉静在天然的露天

温泉池，给身心灵完完全全的压力释放。

除此之外，还重点推出了每人 3333 元的五天四晚

台北、高雄、花莲自由选，自在游项目。主要包括复兴

航空上海 - 台湾经济舱来回机票（有效期 14 天）；四晚

住宿，含每日早餐（2 人 1 室）；机场来回接送；赠送

台北市区半日观光（含金牌洪师傅牛肉面套餐）；台湾

自由行小礼包；赠送台币 200 万旅游意外险。更有入住

好礼相赠，赠送悠游卡（林森馆）、高雄捷运二日票—（高

雄馆）、花莲文创园 ARROW TREE 亚罗珠丽 精致下

午茶一份（花莲馆）。

多种不同类型的旅游类型，让你在选择的同时，也

能提供给你舒适而自由的旅游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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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选对象：

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从事中国书法、绘画、西洋画创作的艺术工作者。

二、报名时间：

 从 2014 年 12 月 1 日始到 2015 年 1 月 31 日止。

三、报名要求：

1、每位报名者可从“旅游休闲网”上下载有关报名表，或到北京灵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旅

游休闲 GOLF》杂志上海记者站和中国国家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书法家协会海市分会

索取。详细、真实、清晰地填写报名表，并连同有关作品一并寄送到上述单位。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3 号万达广场 3 号楼 2101 室      邮编：100022

收件人：北京灵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汪志敏        电话：010-58203510

上海地址：上海市闸北区太阳山路 188 弄中海万锦城 2 号楼 1501 室  邮编：200070

收件人：《旅游休闲 GOLF》杂志上海记者站  沈越     电话：021-63804199 

上海市虹口区逸仙路 158 号宝隆一方大厦 306 室      邮编：200434

收件人：中国国家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     电话：021-25257825   021-25257827

2、每位参评者需选送 2 幅代表作品到主办方，供主办方评比、展示、出版、收藏。

四、评选办法：

1、由主办方邀请的艺术家和上海分会的专家共同组成评审委员会，对选送作品进行公

平公正的评选。

2、每位参选者请在每件作品背面右下角，贴一纸片，上面写明作者姓名，性别，年龄，

地址，联系电话。所写必须真实。

3、本次评选不收参评费。

“2014艺术中国杰出人物”报名表
姓    名 出生年月

性    别 电子邮箱

手    机 固定电话

身份证号

通讯地址

作品尺寸 邮    编

参赛奖项：

请在选项上勾选 ( √ )

□艺术传承杰出贡献奖   □艺术创新杰出贡献奖 

□艺术教育杰出贡献奖   □艺术慈善杰出贡献奖  

□艺术新锐提名奖（40 周岁以下者）

作品类别：

请在选项上勾选 ( √ )

绘画：□中国画          □油画          □水粉画

书法：□                其他：              

      参赛作品描述

         个人简介

  及参展、获奖经历

注：每位参赛者只可填写一张报名参赛，如发现违规者，后果由参赛者本人承担。

关于举办“2014艺术中国杰出人物”评选的通知

中国大陆，港澳台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们：
为了检阅2014年度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成就，评选出2014年度中国最具艺术影响力和艺术发展推动力的华人艺术家，由北京灵杰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和《旅游休闲高尔夫》主办、由中国国家美术协会、中国国家书法家协会上海市分会协办、举行“2014年艺术中国杰

出人物”评选和颁奖活动。现将此次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3 号万达广场 3 号楼 2101 室   
   邮编：100022

收件人：北京灵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汪志敏                  
   电话：010-58203510

上海地址：上海市闸北区太阳山路 188 弄中海万锦城 2 号楼 1501 室  
邮编：200070

收件人：《旅游休闲 GOLF》杂志上海记者站  陈颖              
   电话：021-63804199       

地  址：上海市虹口区逸仙路 158 号宝隆一方大厦 306 室           
邮编：200434

收件人：中国国家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       
  电  话：021-25257825   021-25257827

五、奖项设置：

1、2014 中国艺术传承杰出贡献奖

2、2014 中国艺术创新杰出贡献奖

3、2014 中国艺术教育杰出贡献奖

4、2014 中国艺术慈善杰出贡献奖

5、2014 中国艺术新锐提名奖（40 周岁以下者）

六、活动安排：

1、《旅游休闲高尔夫》杂志全程跟踪宣传报道。

2、编辑、出版一册精美的获奖作品集，在海内外广泛发行。

3、适时举办一场小型慈善拍卖活动，选部分艺术品当场拍卖，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有关

艺术院校优秀贫困生的助学活动。

4、在活动现场举办获奖艺术家代表作品展。

5、在高端的 5 星酒店举办一场隆重的颁奖盛典，邀请有关政府官员，外国驻沪领事馆

官员、文化艺术界名流、高端商界人士出席晚会作为颁奖嘉宾。

6、分批组织获奖艺术家携其作品赴意大利展览、参观、学习、并由意大利的相

关艺术文化机构为参展艺术家颁发“意中文化交流贡献奖”奖状，证书。（具体细节另

行通知）

7、全程活动组织杂志和新媒体即时报道，并制作成光盘，赠送给每位艺术家珍藏纪念。

主办单位：北京灵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旅游休闲高尔夫》杂志社

协办单位：中国国家美术家协会上海市分会

中国国家美术家协会上海市分会

2014 年 12 月 1 日

艺术
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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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无疆
——李象群
文 / 姜旭

J:2014 年或者 2015 年李老师在艺术作品方面有哪

些计划和安排？（比如出国交流。）

L：这方面的计划肯定是有的，但具体的要看相关组

织的邀请等等。

J: 您也参加过好多大型的展览（国外的），您怎么

看待中国的雕塑和公共环境的关系？

L: 中西方雕塑不同主要是观念上的不同。但现在这

一层又分几个部分，语境是一部分原因，观念上碰不到，

有时候语境也就接不上。包括我们参加的一些出国的展

览，由官方举办的出国展览大部分是以美术的概念进行

展示，很少体现在当代的艺术活动上，从观念上思考问

题的点没有衔接上。因为现在我们还大多以中国画、油

画、版画、以及雕塑，没有艺术装置，视频，新媒体艺术，

还是传统的造型艺术语言跟来国际进行对话。所以造成

一种误解，以及我们在活动当中的宣传造成一种错位无

法衔接，在谈我们 60、70、80、90 年代做了什么？但

后来还是以这种主旋律作为主体的艺术和国际主流文化

去对接，我想这两个问题，怎么也接不上，但也有个别

的体制之外的艺术家他们经常的进行交流和衔接，有的

做还很不错，也有在中国填补西方美术史的空缺，也就

是西方所承认、认可的东西，在当代的艺术界就认为这

是一种标准，这也是一种误区，这里面没有根本体现东

方和我们自己的思考，不是在东方的视角也没有认真的

堆云·堆雪 Heaping Cloud & 
Snow  90×80×140cm 铜着色 

Copper Colored 2006-2008 

《行者》    《倪瓒》   《我们走在大路上》

1 2 3

李象群，作为中国当代雕塑的领军人物之一，李象群
将“新人文主义”理念融入到作品中使其作品具有强
烈的艺术感染力。他曾获第三、四届全国体育美展特
等奖、一等奖，第二届全国城市雕塑作品展优秀奖，
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奖，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
奖，英国肖像雕塑年度展费瑞克里最佳作品奖、攀格
林新人奖等。

把我们的观念和思考，放到作品里，它不能代表大部分

中国人的思考。

J：您的这个观点，就像我们中国电影的现状一样，

导演为了拿到国外的某个奖项，他无论是拍摄的角度还

是内容的思考全部都是西方的观念，所以他并不能代表

真正的中国电影甚至是东方电影，对吧？还有您对新兴

的雕塑艺术怎么看？

L：说的直白这些一味迎合，就是让西方高兴 . 在我

看来装置艺术是和雕塑一样的，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材质，

用一种新的题材进行创作和表达，所以它所呈现的应该

是和雕塑并行的、平等的、一样的表达，它也是后来引

入中国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以及行为艺术、影像艺术，

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非常支持的。

J：您对中国艺市场有怎样的什么的想法？您如何看

待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

L：我个人觉得比较乱，到最后连艺术家本人也没有

办法去控制，实际这个市场也不是艺术家去控制的，它

的乱前期是由个人操盘或者小群体操盘造成的，造成自

身比较复杂的后果，市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鱼目混珠，

盗版等行为的猖獗。因为中国市场的不规范所以引起了

国际市场的混乱，没有按照规则去参与，势必让艺术家

本人、收藏家受到巨大的损失。

J：虽然艺术市场较为混乱，那是不是也说明大家都

在关注？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导向？因为我们这么

多年来都处在一个跟着西方走的状态。

L：也可以这么说，等将来也许会好，它会慢慢规范

化，认清了，也不会因为市场的好坏，某个风格的作品

就会进入美术史。有些艺术可能不会被市场所接纳，但

它就有可能是未来的潜力股。实际上它跟着西方的艺术

形态走，所以艺术形态这一问题，始终在中国当代艺术

市场上徘徊。因为艺术就是艺术，但往往有些就会用这

些艺术形态太做一些文章，本来我们可以完全忽略它。

但市场呢，顺其自然可能更好一些。坚持每个人的发展

方向这非常重要。当然我们能认清一些现象也很重要，

不是靠平行的比较问题，找到自己方向，做自己该做的

事情比什么都重要。不是说跟随市场，而是通过自己的

坚持来引导市场，这个才是目的。

J：您觉得艺术和生活是怎样的关系？对您有何影

响？

L：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而我的作品，就是对我

生活的解读。对于我的作品，我不愿过多的去引导观众，

就像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的道理，

对他们有更多的尊重。

J：您平时业余生活喜欢做什么？您个人是否喜欢旅

行？是否有特殊的经历和我们分享？

L：喜欢摄影，从小就喜欢。正式接触是 1978 年，

也比较喜欢车，像越野车啊，跑车啊，喜欢旅行，可以

说特别喜欢，但是没有时间。并且更喜欢去一些人烟稀少，

人迹罕至的地方。更多的是想把自己藏起来，从新体验、

品味思考那种做人的感觉。

我个人比较喜欢陕北，窑洞、喜欢黄土高原的那种

感觉。这些能给予我对人性更多的思考和品味。尤其是

在咋暖还寒的时候发现盛开在墙头的一种野花的状态，

能给我更多关于美和希望的感觉。

L 为被采访者李象群

J 为本刊策划编辑姜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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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走进马蓬老师的画室，里面依然是墨香四溢，

佛音缈缈。入门首见一大画案，足有二十平，这对于擅

长花鸟、山水画的他来说，甚为方便。

马蓬老师习画几十年，但最初与国画的缘分却早在

他 16 岁时于家乡街市购得《芥子园画传》开始的，自此

他便朝夕临摹，如获至宝，深得传统绘画之陶染，推崇

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诸名家。

马蓬老师年少时拜家乡著名画家白济川先生为师，

济先生绘画风格有海派风范，后来注重对以任伯年为代

表的海派的学习。虚心的他又到画家马宝成先生处聆听

教诲，打下一些基础后到中央美院接受张立辰先生指导

学习；1980 年拜师著名花鸟画家郭怡子宗，专攻花鸟画，

1981 年师从刘承闿、王镛学习书法篆刻，1982 年拜大

写意花鸟画家崔辉先生为师，学习大写意，其后又在中

央美术学院受教于高冠华先生，1987 年在潘天寿先生的

理论指导下，经过潘公凯先生的指点启发，马蓬开始了

艰难的创新 " 之路。

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在创新方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

书画面貌。特别是《松鹤图》，集古今名家之长，知己知彼，

创作的出的独特画风，“在创作中坚持创新之路，努力

不去重复别人的面貌，题材可以一样，面貌不可相同。”

这是马蓬的创作理念，在几十年的创作实中深深体会到

创新绝非易事。齐白石老人说：“闭门十年总变更”，

彼时心情可想而知也。

马蓬老师的画笔墨熟练，注重章法，气势贯通，贵

在自然，并提出“净色复用，脏色净用”，用墨用色的方法。

以求画风厚重，避免轻飘。

谁也没有想到无意中 50 多年前，在旧书摊上买的一

本《芥子园画传》却足足的影响了马蓬老师的一生。他

为人信诚敦厚，事艺努力刻苦，习画至今已有五十多年，

从未间断。马蓬老师常说：“艺术之道，博大精深，徜

徉在艺术的海洋，是无上的荣幸。”

重归芥子园
——徜徉在艺术的海洋，是无上的荣幸

文 / 姜旭

马蓬，生于 1945 年，山东省济宁市人，字远年，
号古渔山人，斋室名倚山楼、松鹤楼等。  《荷》

 《松鹤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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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清塘趣》

在中国画中有“指画”一法，即用手指蘸墨在宣纸

上作画。古代有指画的开山鼻祖高其佩等，近现代有潘

天寿、张立辰、吴悦石、崔如琢等，皆为高手。世间也

有用特殊技法作画者，如用宣纸在注满水墨颜料的大池

中侵染作画的，以此法取得意想不到的块面曲线纹理，

再用绘画工具添加整理而成，著名画家刘国松最具代表

性。而无翰山人何江先生，则是把水墨加多种矿物颜料

倾倒在宣纸上进行创作，但是他不用毛笔，因此马蓬老

师送他一“号”——“无翰山人”。

何江先生作画的过程，简单地讲是将所配制的水墨

颜料倾倒于宣纸之上，使其随意流淌，控制在有意无意

之间，所呈现出的曲线纹理，奇拙斑驳的效果美不胜收，

并且其形有像木头者则如千年古根，有像石头者则似奇

石，有如山者则酷似一幅山水画，可谓巧夺天工。其实

这些艺术效果在自然界中都有处可寻，如野树古根，经

雨淋水侵，虫蚀风化的斑驳之状；木板、树轮的木纹，

瓷器中“钧瓷”窑变而形成的釉面，还有绞胎瓷器的效果，

大理石上的花纹等等无处不在，这都是大自然的创造，

无翰山人绘画艺术管窥
文   姜旭　  图   被采访者提供

何江先生现为：中国高级级美术师，徐悲鸿
再传弟子，著名书画家，无笔量子流书画开
山道人 a

书画界常说要“师造化”。而“师造化”并不是简单的

模拟。艺术家也有追摹自然效果者，如油画中的超写实

等。而在宣纸上创作出巧夺天工且俱独特风格的作品者，

何江先生就是一位。

何江先生为人厚道，不善言辞，而痴心于艺术，就

创作的始终，他也没有说要把这幅画搞成什么样，而是

随意生发，任凭自然，开始于意想之外，形成于偶然之中，

自然之趣充盈满纸。有人看到他的作品所发出的惊叹，

便可说明一切。

鉴于何江先生，在书画艺术领域的突出成绩，以他

的的作品、肖像等为素材的相关资料，正是被“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5 周年”专题《中国邮册》收录，经

国家邮政部门批准，准予出版素有“国家名片”之誉的

邮票。这是一次初步的总结，广泛地听取意见，以便提高。

所谓“流金岁月”是说金贵的东西要经过历史的沉淀，

艺术家的作品也要经得起时间的打磨，日月也必将见证

那些奇特美丽作品的价值。我认为何江先生的作品是画

坛出现的一朵奇葩。

敬铸英雄深   四平方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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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撑立似天宇   四平方尺

象鼻深入水中央  四平方尺

雨后飞泉看流云   四平方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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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权先生自幼酷爱美术，有扎实的童子功底。他

注重观念与现实并重，东西方文化精神融合，探究艺术

的高贵品质。他的画人物具象，景物意象，背景抽象这“三

象”创新特色。

他认为油画发源西方，普及于世界，在中国已有百

年艺术探索。他用这世界性的绘画语言，用这纯粹的艺

术，向精神高度迈进。他擅长写实人物油画，作品里霞

光与阴影、人物与自然微妙融合，真者在内，神动于外，

用严谨精微写实语言塑造人的精神品质，以信心率真虔

诚表现感动人的超然世界。在天人合一物我两忘中把真

善美的瞬息万变的现实凝固成永恒！

王忠权先生始终以“真善不自念，真美不自知，人

类率真与本色就是审美”的绘画理念。坚持写实具象与

深刻，写意内心深处求索，抽象观念情感的表达，都具

有原创性的光辉。他日复一日的切磋与磨砺，用坚韧与

理性去构筑理想中的真善美。

他西中兼修，融会贯通，对写意国画人物也有较深

的造诣。把写实油画的细腻和国画写意的豪放演绎到完

美的境地。用作品说话完成这历史性的目标。他从生活

自然中引领心源，在审视过往和创造未来中实现超越。

具象意象抽象
——王忠权的画
文   姜旭　  图   被采访者提供

王忠权，吉林人，鲁迅美术学院本科毕业，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欧洲艺术教育学院院士，2014 年
油画《追梦》参加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并获奖。

追梦  200×13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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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  120×96    

鲍岳中 1969 年生于江苏，毕业于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从事壶艺制作二十多年，其作品多次在中国宜兴陶艺五朵
金花上海展和中国潍坊文化艺术展示交易会上荣获金奖，
被海内外收藏。

相信一把壶

御水临风，水是太湖水，风是陶都风。一弯并不圆

满的月，屋前有斜竹残荷，屋内有泥凳与我。我庆幸自

己选择了紫砂创作这一行业，因为在这方自由的空间，

可融入我的思，我的想，我的技，我的法，率性而为，

尽兴而作。相信一把壶，一把有思想、有故事的壶，总

能结识一个懂它的人，可以缘结四方，我乐此不疲。

从艺二十多年，我感恩当初带我进入紫砂世界的那

些人。九十年代，正是紫砂工艺二厂鼎盛期间，我真真

切切的接触到了徐汉棠、徐秀棠、杨勤芳等一批德艺双

馨的大师。久居芝兰之室，苦练的是紫砂入门最简单，

最枯燥，也最见功力的打泥条，围片子，拍身筒 ...... 从

最初的因生计着想走入这门传统工艺，慢慢痴迷起来，

开始临摹作品如合欢、仿古、石瓢等，用心揣摩工艺手法，

认真领悟造型比例。时移世易，白云苍穹，在与紫砂心

手相伴的年头里，我不敢丝毫懈怠，虔诚地无私的对待

自己所从事的紫砂事业，拿捏着，磨砺着。

回味和检阅曾经在手中诞生的一把把的壶，别有情

怀在心头。先从石瓢说起吧，这是款经典壶型，这些年

我把各流派的壶型都试着学做了一遍，并应《美术大鉴》

杂志之邀发表《紫砂壶之石瓢说》一文，提出石瓢之整

体三角形，底置三足，壶盖纽桥是构成全壶的基本要素，

关键是比例得当，大小恰如其分，才能突显张力和气度。

师古而泥不古，才能谈得上传承。进而，我大胆修改，

顺应壶壁乘势而出一轮提梁，而成提梁石瓢。

全壶追求虚实结合，疏密有间之和谐统一，并留下

最大空白，邀金石家铭文刻画，弥漫醇厚的书卷气息，

个中最多的还是怀旧。《老茶馆》壶的创作，也是这种

感情的宣泄吧。长嘴，特长细嘴，分明是旧时老虎灶旁

店小二手里的那把紫铜壶，扑面而来的是茶馆的喧哗和

亲切。够了，一把壶能勾起一丝回忆，才是立意所在。

《飘》壶的构思灵感来自于对江南风的感觉，风无形，

一枝一叶却知道它的方向，壶身圆润筑高壶足，稳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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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风过枝动，流畅飘逸。以紫砂特有的语言，让风具形，

让风定格，洋溢着大自然的和谐情趣。还有《幸福一生》

《俏江南》等作品，一把把都承载着我的记忆，脉络清

晰紫砂路。

一路走来，感受惊喜与困惑，余下的是兴趣与努力。

一路上我也收获了中国紫砂艺术名人的称号，作品得到

紫砂艺术精品奖等，更重要的是每每有新品而出，有友

电皆索之的激动，有壶共享，有艺共品，才是我做壶的

动力源泉。

有人说，从艺之路是寂寞的，然而今日之紫砂邂逅

盛世，以材质的特殊性，器物的传承性，得藏家、玩家青睐，

“一壶千金”“一壶难求”，艺术品也变得浮躁起来，

世界充满诱惑。已故大师顾景舟告诫弟子，“做壶如做人”，

吾辈应如此。已过不惑的我，坚守自己内心的一片净土，

捧读朝晖，躬耕星月，在泥料的选配上精挑细选，坚持

全手工做壶，精益求精。

经常走出去，与壶友交流，听意见纳建议，增知长

识，全面提高自己。近几年，我更把众多的精力放在带

徒授艺上，指导新人，健康行走在紫砂路上，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路才能越走越长，越走越精彩。

相信一把壶，无论潮起潮落，我心在这把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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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手》

《思维空间》

我的现阶段的艺术创作思路主要来源于我的真情实

感、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知识、我的智慧。  

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有工学学士学位，同时有文科

硕士学位，我喜欢抽象的理论思维，我的作品一般来源

于我的知识积累，对大自然的热爱，对自然科学的热爱，

对人文社科的探索，和对哲学的领悟，所以我的作品中

很多都是自然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的积累，如：穿越时空、

时空旅行、弯曲的时空等，他们必须被一些懂哲学和自

然科学知识的人来理解。所以可以说：我创作的灵感大

部分来源于我的思想和思考。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艺术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丰

富多样，但是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不变的。艺术

是艺术家表达他 / 她的内心世界、表达他 / 她的真实情感

的方式。外界世界再怎么变化，一个人的真情实感是不

会随意变化的，也就是形式与本质的关系。透过形式看

本质。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达到哲学层面，哲学是表达事物

的本质特征的。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描述事物的内在性质，

探讨事物的本质属性，追寻事物的内在规律。也就是说

艺术要刻画事物的灵魂属性，表达事物的内心世界，而

不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达到是像与非像之间，给人以无

穷无尽的想象空间。

为了表达我自己多年来对艺术的领悟和追求，2010

年来主要创作了以时空为题材的一系列油画。它们也是

我多年来对自然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的积累。我的这些

油画是对宇宙的领悟、对生命的探索 , 尽量把宇宙的无限

深远及神秘性描绘出来，把宇宙的层次感、深度感和博

大无边展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品味无穷无尽的宇宙、

时空旅行及神奇迷离的星系。在这个时空系列油画中，

不仅把我多年来的国画技法融入到了西方的油画中，同

时也把中国哲学的虚实、阴阳理论应运到西方油画中，

尤其是以时空为媒，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

智慧的艺术语言
——邹敏
文　邹敏　图　被采访者提供

邹敏，职业油画家。湖南人。文学艺术硕士（2008 年）。
工学学士（2004 年）。留学欧洲。中国国际集邮网
艺术顾问。作品被一些艺术机构和美术馆及海内外
人士广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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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雪兆丰年》

《悠悠白云沉沉山》

李学明的山水作品，画面干净透亮，丰富而有深度。

他的作品气韵生动，清新淡雅，给人一种遐想的空间，

雅俗共赏。从而使人回味，妙不可言。自李学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认真苦研传统山水，走的是一条“是古今，

师今人、师造化”之路。可以说没有扎实的传统基本功底，

没有对同时代画家的转益多师、广收博取，没有厚实的

生活根基，就不会有李学明今天的山水新貌。深受传统

文化陶冶的李学明，生命基因中确实有着挥之不去的传

统文化精神，即一种厚积的文化意识。从吴门画派的“明

四家”，到董其昌开创的“松江派”清淡山水：从清初

“娄东派”的“四王”，到以龚贤、陈正揆为代表的“金

陵派”：从恣纵洒脱、自成新格寓居江苏的石涛，到“扬

州八怪”的泼辣清新，这一系列江苏画坛的历代山水大家，

都成为李学明专心研究的对象。他以临摹起家，自己的

造化山水
——李学明
文　姜旭　　图　姜旭

吸取传统的乳汁，对传统的笔墨、绘画理法研究颇深，

心得独具。同时他又向重视传统的高寅等名师请益技艺，

因而画艺精进，风格日臻纯熟。在此基础上，探究山水

画各种表现手法和风格流派与“造化”的相互关系，努

力寻找和锤炼最能书写出个人感受的语音艺术。

李学明的作品取之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同时也体

现了他对山水的感悟。尤其是在恩师高寅先生的指导下

对金陵派山水感悟很深，他的画面以淡雅之色画出了江

南山水之美。他的作品笔墨清新，气韵生动，意境深远

开阔。画面点线面贯穿一体结合的恰到好处。同时体现

出前人所说的空而厚，繁而透的感觉。

李学明对绘画艺术的酷爱和求索，绘画作品多次获

得全国书画展金奖、银奖。在本系统河北省电力多次参

加书画展，并获得一等奖。作品曾多次被做为礼品走出

国门。

李学明，原名李小明，笔名李学明。1961 年出生在古城
西安，自幼酷爱美术。1990 年开始专攻国画山水考入天
津神州书画学院进修，由赵松涛先生任教。2012 年 5 月
拜当代著名山水画家高寅先生为师专研新金陵派山水，已
成为新金陵派第四代传承人。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北分
会会员，中国书画名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研究院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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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茎系列》水墨    50cmX100cm    2009

《阴茎系列》水墨    50cmX100cm    2009

中与西的文化艺术必然要“对抗”也一定要“对抗”。

曾几何时对于我这种艺术热血青年来说这是一种不愿意

接受的现实。从漫长的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不同的文化艺

术都逃不开相互的对抗与蚕食。这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

的宿命。是一种共同体的集体意识。

人类最大的两个文化共同体东与西，它是由不同的

人种地域习惯长时间的积累演变发展碰撞出来的。两者

统一是违背历史的也是不可能的更不是热爱文化艺术人

的意愿。统一与替代我觉得是一种痴人说梦。

我这里想说一下水墨艺术，其实水墨艺术是东方人

善长的艺术也可以说是东方人的艺术，水墨在中国最强

大其老祖宗也是中国，水墨本质上也是中国画只是概念

上不同。有人认为水墨这名称有利于国外人参与和传播。

后来用水墨这名称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以，我绝对不赞成

把水墨以中国画分开这一说法，本来画种就太多，有很

多画种从生存和发展意义是不大的，特别中国人喜欢节

外生枝，只说不做，争论那些不相关的问题，装糊涂。

中国画要参以竞争以交流它必需要发展以创新。

水墨和油画各不同有太多各自的特点和魅力还有各

自的缺憾，西方人为什么不大部分人来用水墨创作那是

因为他们望尘莫及，而尔很多西方人都收藏水墨那是因

为欣赏。中国人画油画那是一样道理，当然我绝对不是

否定中国人画油画，我只是想说中国的油画想征服外国

人那是天方夜潭，外国人的眼睛看油画跟中国人的眼睛

看油画是不在一个辨别度上的。当然满足中国人的审美

是没问题的。中国绝对也需要好的油画艺术家。为甚么

想说这些呢只是这些年一窝风的的人认识上太澎涨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平等地看待它正因为如此而尔千百

年来都相互竞争着依赖着欣赏着包容着。

谁都代替不了谁，谁领风骚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对于喜欢艺术的一个都不能少，就象我喜欢喝茶也

喜欢咖啡叫我不喝一样我会难受，咖啡我可能一日一杯，

但茶我见到就想喝。

回到艺术，艺术的本身还是艺术家的思想灵魂最能

打动人，因为它是骨子里血液里的东西。

东西文化，水墨与油画它就是一种载体它必需依附

于鲜活的艺术家才完整生效。

中与西的文化艺术的 “对抗”
文 / 邓改山

邓改山，1972 年出生于广东阳江，97 年毕业广州美院
国画系现为北京职业画家 代表作品《人之初，性本善》
《舞女系列》《后革命女性大本营》《百裸图》《八零
年的秋天》《阴茎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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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流水系列  2    四尺整张

高山流水系列 4  四尺整张

千玉先生的绘画艺术从传统入手，以书入画，追求

以诗为魂、骨法用笔、抒情言志的文人画基调，艺术言

语沉实朴厚，大气而实在，章草的习学使其艺术风格高古，

在对传统的追随与继承中注入时代气息，这让他的作品

沉着而不失灵动，飘逸而不失端庄，透出正大之气象。

中国画要好，更重在内涵，这和西方画不一样，西

方画以“目视”而不以“神遇”，中国画以“神遇”而

不以“目视”，故西方画讲究形式美，讲究视觉冲击力，

画与画的不同主要在形式，有立体派、未来派、抽象派、

点彩派、超现实派等，形有不同，一览而知。中国画的

传统与积淀的高山流水
文　姜旭　　图被采访者提供

千玉 , 现居北京 , 生于广西桂林阳朔 . 富意堂主人 ,
自幼酷爱国画山水 . 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
院 . 作品曾在 << 美术报 >><< 中国书画报 >> 等
多家报刊上发表 , 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并获奖 , 作品
被多家美术馆和单位以及海内外收藏家广泛收藏。

高山流水1  四尺整张

形也许相同，而内涵却不同，故中国传统绘画，反对形

奇和状怪，笪重光《画筌》说：“丹青競胜，反失山水

之真容；笔墨贪奇，多造林丘之恶境。怪僻之行易作，

作之一览无余；寻常之景难工，工者频现不厌。”

画家千玉，精力充沛，才华横溢，富有创造意识。

他的作品以诗为魂 , 以书为骨 . 飘逸中不失稳健 , 凝净中

透出空灵清新灵动之气，加之对艺术的梦想，后天的勤奋，

使之成为同代画家中出类拔萃的人。这样一位具大气象、

大境界的画家，假以时日，当能成为画坛的出色艺术家，

我们深深地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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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归来》

《冬韵》

听说著名油画家李俊青的风景画很有韵味，立马引

起了我的兴趣。时近夏至，我顶着骄阳来到北京宋庄，

采访了李俊青先生。

走进了李俊青先生的画室，映入我眼帘的是墙壁上

挂满了他的作品，地上也摆放的几十幅他的近作，以风

景为题材的居多。欣赏到这样的佳作，我心中的激情和

文思如清泉一样涌动。画面上的白桦林仿佛在沙沙作响，

小溪欢快地流淌，农屋冒出缕缕炊烟，还有那停泊在湖

边的叶叶小舟，渔舟唱晚的景色十分迷人。我感到，李

俊青先生的每幅作品都是那样浓淡相宜，绘声绘色，洋

溢着作者对自然与生命的咏唱。

画为心声，凡是画都寓于情感。李俊青先生的风景

画做到了“景中有情”、“情景交融”。看得出，李俊

青先生经过几十年的寒灯苦学，笔随意动，彩随情涂，

谱写了绚丽多彩的人生篇章。一旦读懂了李俊青的风景

画，就晓得画面上所展现出来的意象，往往并不是现实

事物的本来面目，而是作者以手写心，体悟生活，表现

自我，寄托思想情感的视觉呈现。多少年来，李俊青先

生一直从事风景画的研究与创作，真诚对待艺术，勇于

探索，研习传统，深入生活 , 体悟时代文化精神，在艺术

创作上均有较成熟的风格和面貌，活跃于当今画坛。

具有山水情怀的李俊青，通过作品对美丽山水的倾

诉，对祖国美好山河的歌唱。做到这样，仅仅靠创作的

激情和灵感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扎实的绘画功底，才

寻梦墨色间
——李俊清

能铸就。为了夯实基础，李俊青先生不知挥洒了多少心

血和汗水，有谁能说得清楚？采访中，他告诉笔者，他

的母亲昔日曾时常告诫他：“孩子，咱家境不好，没有

人能帮扶你，要想有出息，全靠自个努力”。李俊青牢

记母亲的嘱托和教导，在打牢绘画功底上非常刻苦用功，

笔耕不辍。那一段，他在早上迎着日出画画，白天画模

特，傍晚画晚霞。有时 , 晚间还要到车站人多的地方画素

描。那速写本画了一本又一本，后来 , 李俊青考上了广州

美术学院，更是开足马力，朝着艺术的高峰不懈攀登。

从艺以来，李俊青先生拜了不少全国著名书画大师，如

著名色彩绘画大师尹定邦、尹国良、钟安之及国画大师

关山月等，他虚心求教，钻研大师们的绘画技巧。因而，

在他笔下的山水画，画意丰韵，诗情清远。

色彩在油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李俊青先生的

风景画作品，之所以格调高雅，意境深远，就是注意利

用色彩这种绘画语言，来追寻自己心性的境界，做到布

局独特，色调淡雅那种唯美的和谐宁静之魅。

时下，国人上上下下都在说中国梦。李俊青先生也

正在自己的艺术之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李俊青这位优

秀画家，是当今书画市场上被不少专家看好，被称之为

实力派油画家。笔者坚信，李俊青先生继续踏着亲近自然，

体悟生活的坚实步履，不断完成革新艺术语言的新型课

业，一定能创作出更多抒情达意的精美作品来。

文 徐超　图 被采访者提供

李俊清，广州美术学院，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职业
画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油画家协会会员，北京锋锐
艺术联盟理事，北京油画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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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满友是当代画坛崛起的一位实力派山水画家。其

绘画的风格和特点极为突出，显示了他特有的才华和个

性。多年来他专注于中国山水画的研究与创作，尤其擅

长描绘以名山大川、大别山山水为对象的全景式意境山

水。所画云、峰、树、泉，妙笔精粹，于风起云涌中见

辉宏之气，墨气淋漓中寓神韵，继承了中国传统绘画“磅

礴”意境的表现，塑造出一个“梦境美景、行云流水”

的山水画新意境，其“飘逸、唯美、生动”的笔墨语言，

诠释出陆满友意境山水的独特。

陆满友是一位富有独特思想、不断推陈出新的青年

画家。他于画坛耕耘多年，不断地寻找自己意境山水的

方向、确立自己的风格，以此来诠释山水、禅悟意境。

他的意境山水画继承了古人传统山水画的妙笔之道，又

吸收了当代山水绘画创作的诸多技法，既有古朴，又有

创新，既讲究变化，又不失自然，已从传统笔墨桎梏中

走了出来，经过了痛苦而快乐的蜕变，最终破茧成蝶、

遨游天地。

生活造就了艺术。从事意境山水画创作多年的陆满

友顿悟到，意境山水写生要“对景造意”。他领悟到美

梦境美景 行云流水
--陆满友意境山水解读

妙的意境山水画不是生搬自然，而是要诠释自然，与生

活艺术交流与融合，意象画韵，直面自然，进而概括、

提炼、加工，最后诉诸于笔意。他的大尺幅作品即是大

别山写生而得。作品中既保留了梦幻意境，又表达了作

者的真实情感，所以引人入胜。欣赏陆满友的《大别山

云境》、《山野情 山民乐》等作品，有一种梦幻美景、

行云流水的感觉。他创作的笔墨山水意境既陌生，又熟悉，

有亲近自然之感。妙笔下的山野、云雾、流水、枯树等场景，

极富神韵，感觉离我们很远，但又触手可及。他不仅仅

是观察自然、对景写意，而是从艺术内涵和思想深度上

展现出山野和村民生活的人间仙境，营造了一个挺拔秀

丽、姿态万千、生机勃勃的画境。那片云、那群山、那曲水、

那美景，令人向往。他喜欢画白云、流水、山村，认为白云、

流水、山村同他心灵有着相通之妙。他追求人生如行云

般从容舒卷；如流水般无拘无束，任性情所至，怡然自得，

纵横于山野之间。他说他作画的过程处在陶醉的状态，

既是享受，又是一种生命的升华。

笔者相信，陆满友在山水画创作的道路上，更加从

容淡定，笑纳自然，走的更远。

文 来支钢  图 采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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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梁丹  图 由采访者提供

梁萍，女，笔名阳光，山东省威海人，专长绘画艺术，

现为联合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山东省女书画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艺术

委员会会员、国际美术家联合会会员、新加坡新神州艺

术院高级书画师、东方中日书画家理事、中原书画研究

院永久艺术顾问。

梁萍自幼喜欢涂涂画画，早年师承于中央美术学院

张世简，赵鸿月教授，深得真传，后在长期研习中渐渐

创建自己的特色。她喜绘花鸟鱼虫，表现大自然中不起

眼之处，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她的画作特点在于色

彩艳丽，结构精妙，动静相宜，赏之乐趣无穷。在梁萍

女士的画作中往往有灵动之感的小动物，这也体现了她

绘画的布局特点，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比如花鸟画有

花有鸟，以鸟衬，花更有生气。花猫图中，花下有小猫，

勃勃生机，跃然纸上。她笔下的动物活泼而富有生命，

在视觉上有了一个动感的起伏，令人赏心悦目。

梁萍女士虽已年过花甲，却依然保持着朝气和活力，

勤耕于砚田，情系于丹青，几十年如一日，以一个女性

的细腻和典雅，以自己的独特画风，创作出一幅又一幅

赏心悦目的佳作，流传到祖国各地，多为院存馆藏，颇

受大众及业界同行好评。其作品数次参加国内外绘画展

览，比赛和获奖。1995 年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45 周年海内外大奖赛国际展银奖，96 年获中原书画研

究院台湾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第三届“王子杯”海峡两岸

书画大赛铜奖，97 年香港回归中国书画大赛获银奖作品

辑入《第二届王子杯海峡两岸书画赛优秀作品集》、《当

代书画名家作品集》、《世界当代著名书画家真迹博鉴

大典》、《世界当代书画篆刻大辞典》、《中国艺术人

才作品展》、《精品集》。98 年元月文化部艺术局，中

国美协等单位主办的世界华人书画展，作品获优秀奖并

入编《世界华人书画作品集》中其传略资料被收入《世

界名人录》中，作品被收藏。同年 12 月 28 日由中国文

联公司，中国书画报社等单位主办的跨世纪艺术系列活

动，作品编入《跨世纪中外翰墨艺术家万人通讯录》中，

由中央级出版社作为重点书目出版发行。

我们祝愿梁萍女士的艺术之树常青！

勤耕于砚田 情系于丹青
--梁萍绘画浅读



  QUALITY LIFE 

TRAVEL&LEISURE GOLF・117116・TRAVEL&LEISURE GOLF



  QUALITY LIFE 

TRAVEL&LEISURE GOLF・119118・TRAVEL&LEISURE GOLF

陆学英，1970 年出生，上海市金山区人。金山农民

画画师，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家美术家协会上

海市分会副主席。自小受祖母阮四娣的熏陶，酷爱艺术。

上世纪八十年代，心灵手巧的祖母把原本擅长的剪纸艺

术融入到绘画之中，创作了一系列生动有趣的原生态民

间绘画作品，这些独具风采的画作悬挂在自家简陋的客

厅，俨然蓬荜生辉，往来乡邻啧啧称奇。陆学英年少的

心灵倍感自豪和鼓舞，立志以祖母为榜样，传承民间绘画。

于是，1988 年正式从事农民画创作。

陆学英长期生活在江南农村这块肥沃的艺术土壤。

剪纸、刺绣、蓝印花布、灶头壁画，木雕砖刻等各类民

间艺术琳琅满目，对陆学英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养

分。江南农村，风景秀丽，物产丰富，世称鱼米之乡，

那里有密布的水网河道，小河里面鱼类繁多，每逢夏季，

荷花盛开，景致如画。陆学英时常伫立小河边，观察荷花，

几近入迷。1999 年，陆学英创作了《鱼戏莲》，荣获上

海市第十届“江南之春”画展二等奖，该作品至 2003 年

止已在全国各省市级美展中十次获奖，其中多次荣获金

奖、一等奖、二等奖。

农村生活欢快而火热，丰收景象往往最能触动艺术

田野的清风 泥土的芳香
--实力派农民画家陆学英
文 汪中植 图 由采访者提供

家的创作灵感。陆学英的创作题材非常广泛，鱼塘、果园、

民间游戏等等都是他喜欢的题材。2012 年，陆学英根据

自己非常熟悉的小河里的各种鱼类和荷花，创作了《家

乡的鱼塘》，画面中有十几种鱼类，总数一百条，其中

有鲤鱼、鲫鱼、扁鱼等等。一百条鱼动态各异，栩栩如

生，另外自己以几株风姿卓越的荷花，整幅画热闹喜庆，

引人入胜。隔壁的捕鱼大哥禁不住惊叹：“我日出撒网，

捕到的鱼都逃到陆学英的画里去了。”该作品荣获 2012

年南京六合第二届全国农民画展二等奖，并被中国国际

集邮网选中，发行纪念邮票。

《摘桃》和《摘葡萄》等作品则散发出更加浓郁的

泥土气息。画面中树枝虬劲交错，树叶青翠欲滴，树上

果实滋润剔透，几乎可闻到水果的清香味道，树畔彩蝶

飞舞，稚气小孩扒在地上玩虫，分明是一首自然清新，

农趣盎然的田园小诗，令人回味悠长。

陆学英艺术奋进，胸怀坦荡，曾多次参加慈善活动，

如“同在蓝天下”，以及汶川地震。鲁甸地震都积极捐

赠和义拍作品。大义之举，令人敬仰。现在，陆学英一

如既往，细察生活，勤奋创作。让我们期待画家更多更

好的作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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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出生于南京，自幼敏力于艺术事业并取得辉煌

成就，现任中国文化部中国美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文

化部中国文化管理学会艺术管理委员评委，高级工艺美

术师。在 70 年代，他从事工艺美术，金属工艺，玉雕，

并获得国家颁发的“百花奖”。1983 年他的作品《以争

分夺秒精神开创新局面》宣传画，在全国各大新华书店

均有销售，水彩画，油画，国画曾经多次在省级，国家

级美术馆展出。1987 年举办国画新作邀请展，从扬州八

怪为源头到新加坡，日本，美国，法国巡回展出，深受

国内外专家级同行业的一致好评。

陈克至今涉足艺术领域已有 50 个年头，创作作品近

千余幅。对其作品的评论可在大型门户网站百度、新浪、

谷歌等搜索：中国报道网陈克 即可看到。其油画、国画、

水彩画在北京、上海、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地巡回展

出并得到业界一致好评。山水、花鸟、人物皆成自己风格。

其花鸟画，灵气四溢， 清气荡漾；其泼墨荷花，写意鲤

鱼，富贵牡丹均 呈清逸绝尘之感，营造出一种时空意识

和内在的精神品格。他所表现的，已不是一枝一叶一花

的娴熟技法形式，而是物我一体，有形与无形，始于造化，

归于心源的 和谐之美。他在师法自然和师法传统过程中，

秉承自然美的法则，融入个人的情感和笔墨体悟，以飞

扬激进的水墨神速，瞬间灵动的情感，构建成恢弘浩瀚

的环境，飞扬灵动的神韵，天人合一的境界。

物我一体 归于心源
--陈克作品欣赏

文 逸文  图 由采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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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鑫，1960 年生于上海，现为中国国家美术家协

会上海分会理事、陆俨少研究协会会员 . 自幼喜爱书画。

在读小学时，由于上课开小差，将列宁头像画在语文课

本上而被老师训斥，课余更是将自己喜欢的黑白线描连

环画加以二度创作，在一本《智取威虎山》连环册上根

据不同的人物性格及电影智取威虎山的彩色效果进行填

色，使之成为一本彩色的连环画，如此不胜类举，从中

可以看出，后来成为职业画家的天赋的一面，这也是许

多画家少年时候所具有的共性。

1977 年拜上海著名画家王健尔先生为师，重点学习

素描，以及一些基础性的国画训练，参加了 1980 年参

加上海青年素描展览会，并获一等奖。同年拜著名山水

画家赵养正先生为师，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专攻山水，

期间主要是先从“四王”入手，上追“宋元”诸家，对

中国书画的用笔、用墨、用水有了一定的理解，并开始

创作一些小幅作品，1981 年，经王健尔、赵养正两位恩

师的带领前去拜会了时住上海茂名路、延安路口的当代

著名山水画大师“就新居”主人陆俨少先生，从此成为

陆派山水同门的一员，对陆俨少大师的三分画画、三分

书法、四分读书的学说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并将此学说

始终贯穿于日常作画之中。

 983 年赵文鑫先生结识了上海著名收藏家黄文治，

有幸见识到大量古今名家真迹，并悉心研摹而废寝忘食。

同时经黄文治先生介绍，拜识了民国时期著名京剧表演

艺术家周信芳之婿，上海“大观雅集”主人著名画家张

中原，并向其学习绘画兰竹。后又拜苏州前清著名画家

顾鹤逸之子顾季文学习传统山水，画艺大进。

1990 年赵文鑫先生经著名画家杨之光推荐赴广州美

泼墨铸奇幻
--赵文鑫山水画赏析
文 张懿华 图 由受访者提供

术学院国画系进修，系统地学习并研究了中国书画的理

论知识，以及中国美术史等，为日后的创作打下了扎实

的技法与理论基础。在进修期间，游历全国名山大川完

成了一系列写生作品，并于 1991 年在广州举办了个人

的太行山写生展，获得黎雄才为代表的诸多老师的好评。

1993 年返沪后，赵文鑫先生放弃一切工作开始了职

业画家的艺术生涯，潜心创作的同时研究了自古至今各

路名家的特色与专长，从中汲取营养。其间最痴迷于黄

宾虹的“黑团团中墨团团，黑墨团中天地宽”的艺术境界。

深刻剖析了“点、线、面”在中国书画中的妙用，为形

成个性化的绘画语言起到了良好的铺垫作用。在赵文鑫

先生的诸多作品中，不难看出其背后流露出既有传统的

扎实基础，又有陆俨少的灵巧、黄宾虹的浑厚、张大千

的秀逸、李可染的大气——令人耳目一新。

赵文鑫先生多年对传统的探索，在创作上已逐渐显

露出自己鲜明个性的一面，表现一种奇幻的古意泼墨山

水，其勾皴组合、用笔纯任性情，充盈着苍莽的豪情，

用墨则尽现幽邃变幻的韵致，由泼墨变异组合构成的整

个画面，云烟萦绕生气腾溢，又使整体气围形成大开合、

的构架的大气魄，笔墨趣旨为随处生发，时而清新奇幻，

时而苍润欲滴，时而淡荡虚无，其若真、若幻、若明、若灭，

恍然给人以“空翠湿人衣”的感受。如此“淋漓若湿，

灵气逼显”的境界，充分突出了中国水墨的玄奥之处，

尤其是画面强调的“不似之似”的抽象自然，产生了有

影的朦胧、光的空明，给人以莫可名状的韵致幽情，其

扎实浑厚的传统笔墨与现代构成的鲜明张力相融合，显

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以泼墨铸奇幻，以山水抒胸

意的艺术境界，更显卓烁古今的中国水墨画的永恒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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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怀书艺千岁忧 
【文 / 图】 于林庚

于林庚，1952 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南昌大学中文系。自幼酷爱书法，先后师
从海上书家王宽鹏、周慧珺、朱涛诸先生。作品先后入选《太原、沈阳，南昌
三市联展》、《全国首届新闻出版界书法大展》、《上海职工艺术展》、《上
海市草书展》、《国资委全国央企职工书画展》等，并获奖。现为《旅游休闲
GOLF》杂志副总编、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国家书法家协会
上海分会副主席。

在小学三年级时，父亲给我买了一本《柳公权玄秘塔》

帖，从此，我与这门古老、深邃、独特、迷人的传统艺

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自小学到大学，从城市到农村，由机关到企业，在

曲折的人生旅途中，我以学书为乐，无论寒暑，临池不缀。

在江西农村时，我在小油灯下学《圣教》、临《兰亭》，

忘却了插队之苦；在大学宿舍的小课桌上，我临汉隶、

写魏碑，丰富了课余生活。“转益多师是吾师”，在几

十年的学书生涯中，我苦临历代碑帖，以求融会贯通，

采撷各家之长，力求自出新意。散氏盘的奇崛、石鼓文

的凝重、王羲之的俊美飘逸、米芾的“风樯阵马”，都

给了我深刻的启迪。我牢记陆游的两句诗：“汝果欲学

诗，功夫在诗外”。不断地从生活、学术和其他姐妹艺

术中汲取营养和灵感，锤炼书法功夫。五老峰变幻的云

雾，三清山奇妙的苍松，华尔兹分明的节奏和《文心雕龙》

的美学思想，无不促我联想，发我深思，逐渐确定了自

己所追求的书风，应是结构新奇，线条凝重，笔势飞动，

节奏明快，方圆曲直，雄浑大气的书风。为了达到这一

境界，我锲而不舍地努力着，一往无前地求索着。

我学书由古人碑帖入手，从当代名家入室，做到“不

薄古人爱今人”。我拜的第一位书法老师是王宽鹏先生。

我追随王宽鹏老师习魏碑、攻汉隶。在行书方面，我先习

海上名家胡问遂先生，后又攻沈尹默。我以王宽鹏老师

隶书风格，创作的隶书作品，在《太原、沈阳、南昌三

市书法联展》中获得广泛好评，并获江西省书画展一等奖。

以沈尹默笔法创作的行书作品荣获《全国新闻出版界书

法大赛》一等奖。在担任《东方航空》杂志副总编的日

子里，我遇见了仰慕已久的周慧珺老师，拜在周氏门下，

潜心楷书和行书。后在负责《旅游休闲 GOLF》杂志《艺

苑珍藏》栏目时，结实了德艺双馨的朱涛老师。在朱老

师的指导下，开始研习草书，书艺大进，作品被日本、

法国、美国、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朋友收藏。

我对今日中国书坛的发展方向思考颇多。古人在书

法的四大要素上，无论是字法、笔法、墨法、章法方面

都已十分完备，再想发展，确非易事。我认为，制约今

日书法难以创新和突破的发展瓶颈在于汉字的束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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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其本质特征和艺术核心在于书

法线条。缺失了书法线条，就不存在书法艺术。几千年

来，书法艺术一直是汉字内容再现的工具，书法艺术和

汉字内容的结合已到了如火纯青、天衣无缝的境界。人

们把书法艺术等同于汉字书写的艺术，从未想过，离开

汉字还有没有书法这个问题。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沿着

这一前人走熟的路径走下去，终究无法超越古人，因为

在书法和汉字结合的艺术上，古人几近极致，几乎没有

给今人再留下创新的空间。书法要创新发展，只有保留

书法线条，抓住书法艺术的本质要素与灵魂，而摆脱汉

字束缚，不以汉字为内容，而以抒情为主导，用书法的

线条表情达意，在更广阔的空间里，真正实现书法艺术

的抒情功能和审美功能，走出一条与古人完全不同的书

法创新之路，才可能把中国书法朝着新的方向推进一步。

中国书法一天不摆脱书写汉字，一天就不可能超越古人，

有质的发展。两千多年前的昨天，古人在中国书法的发

展史上，竖起了一座又一座高峰，令人仰止，难以逾越。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中国书法的发展史上又该有

怎样的超越？两千多年后的明天，中国的书法艺术又会

是怎样的景象？ 

“微斯人，吾谁与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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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二十年，这次去台北又与老友陈正雄先生相聚，

真是相见时难啊！

眼前的陈先生虽年近八十，却依然衣冠楚楚、风度

翩翩、精神瞿烁、声音洪亮、话锋敏捷、精气神十足。

一见面，他以一厚本的《陈正雄六十年回顾展》画册相赠，

我亦以一幅手书行书横披“高山流水”回敬。我们的话

题自然而然又从艺术谈起。

二战以后的台湾画坛，能以作品享誉国际、倍受世

界知名艺术家、评论家肯定的艺术家，陈正雄先生无疑

是少数中的一位。他自上世纪九十年代，长期受邀参展

巴黎五月沙龙，与赵无极、朱德群的“抒情抽象”绘画

合称“华人三家”。他两度荣获意大利罗佛伦斯国际当

代艺术双年展最高荣誉“终身艺术成就奖”，还荣获“伟

大的罗伦佐国际艺术奖章”，这既是亚洲第一人，也是

全世界屈指可数的艺术家。

近年来，陈正雄先生多次受邀到大陆讲学，足迹遍

布清华、北大、复旦、交大、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四

川美院、成都美院、鲁迅美院、南京艺术学院······介

绍抽象艺术，推动大陆的抽象艺术创作。他还是“上海

美术双年展”的主要策划人。

陈正雄以劲健书写线形动势与丰沛色彩奏出纯粹的

视觉乐章，展现浓烈的内在情感。他的绘画属于东方抒

情的抽象表现，他的创作养分来自原始艺术和中国的文

化底蕴，自由奔放地挥写心中澎湃的情感和生命的律动。

正如陈正雄先生在他的新著《陈正雄画语录》中所

说“我的艺术是‘召唤的’，而非‘描绘的’。如同音

乐，旨在激发内在情感，而非记录自然的外貌或述说故

事。它是内在经验的一种强烈表征，是视觉的‘隐喻’，

而非视觉的‘叙述’。”

因此，站在陈正雄先生的巨幅画作前，你不由得激动、

深思、遐想、超脱······

陈正雄

抒情的抽象 生命的赞歌
--又见陈正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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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振权老先生，生于 1935 年沛县，字远志，号古

沛山人。他幼承家教，聪颖好学，以“神童”名号誉满乡里。

阎振权自幼喜爱书画，初学颜体，遍习古今，日日

临池，几近成瘾。上世纪 60 年代，他离家出走，独行天下，

以卖字画为生，足迹几遍神州山水，笔会业界名流大师。

他随时求教投师访友，随处观摩古今碑刻，转益多师，

汲取精华，书艺大进。

文革动乱之后，阎振权游子返乡，谋得一职，安居

乡里。虽然工作繁忙，仍日日挥毫，苦练不辍。功夫不

负有心人！ 60 年来，阎先生练就了一笔刚毅大气的榜书。

他的作品结体宽博，端庄大气，用笔老辣，力扫千军。如今，

虽然年近 80 高龄，仍能端立如松，挥毫书写如盘榜书，

一丝不苟，力拔山兮，若非几十年的苦练，岂能达到如

此境界。

    站在阎老的作品前，一股昂扬豪气扑面来。我从

心底默默祝愿：阎老的艺术之树常青！

万水千山榜书情
--阎振权的榜书艺术
 文 于林庚  图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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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从台北坐高铁至台中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到了。

再从高铁站开车到雨林大概一个小时，沿途都看到大自

然的田野，心情更觉开朗。车子终于开到一个院子里面，

就是雕刻大师张敬先生的工作室。步入院子里面是张先

生雕刻作品展示庁，甚有高雅气派，古木雕刻加上优雅

的院子，就是大师的敬园艺术。

敬园一大师张敬的工作园、是在 1992 年张大师自

行设计并创立，并于 1997 年，正式在敬园专力创作，

成为专业景观雕刻家。在敬园中一边喝茶，一边听大师

分享过往歳月的一些往事，才知道张敬先生在人生的下

半埸才为自己开拓一个新的人生与工作领域。当在1985

年，张敬先生已经49歳时才开始业余全力以赴学习创作。

原来张先生是位虔诚基督徒，深信这工作是上帝的启示。

这种启示的力量与信仰直接影响到张敬大师的创作风格。

张敬先生的作品具有个人创作的魅力，作品虽然体

积不大，但作品表达出来的震撼力，感染力，与气势，

足以令欣赏其雕刻作品的人士，能联想到造型的参考背

景，与张敬先生的作品想表达的，是何等气派高昂。

张敬先生的雕刻技艺高超，特别善于处理景观创作，

作品完全融入大自然中。原来早在学习创作初期，张敬

先生蒙树石艺术恩师林岳宗大师得知，特为安排引见当

代景观雕塑大师杨英风教授，并在1986年 12月正式蒙

杨英风教授收为门徒，其后深获景观雕塑真谛精髓。

在欣赏作品中，特别看到张敬先生雕刻工艺的细致，

又能把握作品的整体感染力。另一最特别之处，就是当

观看作品时，由于雕刻的木材本身是非常有价值的古木，

在用视觉欣赏作品的巧妙之同时，嗅觉亦得到饱足。原来，

经过多年休息在山林中的古木，当被人发现并加工处理，

其生命力竟是如此浩大 !经雕塑后的古木，漫漫散发出点

点香气，其优雅高贵的气氛，着实令人沉醉。与此同时，

又能表达出创造大自然的奇妙。

在参观敬园中，看到一件又一件令人赞叹的艺术品。

张敬先生的作品非常能把握上等古木的特点，而利用雕

刻的艺术，去创作艺术品，使木材本身的生命力发挥到

极致。这也是张敬先生在过往不断努力去寻找好古木，

用心硏究古木的特点，木的纤维构造，才能用过往一点

一滴的工艺与灵巧的雕刻技巧，创作出一件又一件非凡

的雕塑，使之成为感动人心的作品。

人生下半埸的创作魅力
——张敬雕塑作品赏析
文 凌志雄 图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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