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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secrets 

TUSCANY
AMAZING TIME

THE BREATH OF 
THE FOREST 
IN THE DEPTH 
OF KHINGAN

销售热线: 400-818-4860

更多经销商信息敬请登录 http: //www.subaru-china.cn/dealer 进行查询。

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www.subaru-china.cn

锋芒所指，自由所至。承袭拉力赛、耐力赛冠军车型技术基因，同时以专用拉力蓝外观颜色、18英寸高光泽铝合金轮

毂等个性配置展现运动风范。耀显斯巴鲁运动性能，为纪念冠军而生!

3122.3125妘䯖DSD蠐妘酴獰攝釀㪕礃㡡諍、

Euro NCAP(欧洲新车安全评

鉴协会)5星级安全评定

ANCAP(澳大利亚新车评估程序)

5星级安全评定

JNCAP(日本新车安全评鉴协会)

高等级安全评定

2013-2014年中国新车质量研究SM(IQS)报告

Forester森林人蝉联榜首

IIHS(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高等级安全评定

进行查询。

2013-2014年中国新车质量研究SM(IQS)报告

Forester森林人蝉联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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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secrets at Loire Valley
探秘卢瓦尔河谷

卢瓦尔河谷有着法国后花园的美誉，古老的城堡、广袤的林地、斑驳的青

苔，似乎都在向我们讲述着那些古老而又神秘的传奇故事。维朗德里城

堡、肖蒙城堡、香波城堡、舍农索城堡……，一个个令人惊艳的名字，一段

段荡气回肠的传奇，沿着卢瓦尔河铺陈开去。一块斑驳的石砖、一扇精美

的窗户、一个迷人的露台，都会让你驻足盘桓，久久不愿离去。一座座城

堡的轮廓，或壮观、或清秀、或优雅，都浓缩成了午后阳光下斑驳的影子，

荡漾在你心间，此刻你获得的不只震撼，还有永恒的爱。

The valley de la Loire is well-known as the rear garden of France, 
ancient castles, vast woodlands and mottled moss seemed to tell 
us those ancient and mysterious legendary story. Victoria lang 
Delhi castle, castles of Chaumont, Chambord, chenonceau… 
…, stunning names one after another, soul-stirring legends one 
section after another, spreading along the river de la Loire. A 
mottled brick, a delicate window and a charming terrace will 
make you stop and linger around, being reluctant to leave. The 

Feature 世界休闲地

016

暹粒 拥抱千年文明

042 Siem Reap  Embracing thousands of 
years of civilization

小城暹粒，古老而宁静。森森吴哥，神秘悠远。热带雨林里，城垣断壁

若隐若现。高棉的微笑，穿越千年而来，拥抱尘封的文明。

The small city of Siem Reap is ancient and quiet. The 
eerie Angkor Wat is mysterious and distant. In the tropical 
rainforest, the city ruins and dilapidated walls are looming. 
The smile of Khmer, coming up through thousands of years 
and embracing the dust-laden civilization. 

outlines of castles, being spectacular or elegant or graceful have 
concentrated to the dappled shadows under the sunshine of the 
afternoon, they were rippling in your mind, at this moment, what 
you have harvested is not only the astonishment, but also eternal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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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启迪 看见所有
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你会感到是时候让自己全身心放松。
摆脱掉日常繁琐的事务，重启生命的按钮。停一停，让烦恼飘散。
重新和地球建立联系，享受我们独特的放松方式。融入自然，
随心选择：无尽的山峦，无限的海滩，闪耀的城市，历史的传奇。
别再犹豫。当每个人都疲于生计，让我们来欢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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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狼牙山 红色之旅

066 Recalling  Langya  Mountain  
red  tour

Travel 旅游

兴安深处森呼吸

076 The breath of the forest in the 
depth of Khingan不知不觉，今年已过半。时光飞逝，让我们来不及去思考。然而

有一段记忆，令每个人都刻骨铭心。有一个故事，每个人都知

道。走进狼牙山，追忆那段难忘的红色记忆！

Half of the year has already unconsciously passed, time 
flies; there is not enough time for us to think about. 
And yet there is a memory which made everyone 
remember to the end of his life. There is a story that 
everyone knows. Walking into Langya Mountain, 
recalling the unforgettable red memory! 

鄂伦春族，一匹马，一把猎枪，曾经驰骋在大兴安岭马背上的兴安猎

神！如今放下猎枪，却依然捍卫着这片森林。

The Oroqen nationality,a horse, a shotgun, it is the hunting 
god of Khingan who used to roam on the horseback of the 
Greater Khingan Mountains! Now it lays down the shotgun, 
but is still defending the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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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信息

2016 年度旅游大奖评选酒店展评

发行名单

138
136

142
Reader Questionaire读者调查表144

奢华居停

海上威尼斯 玩味意式风情

104

114

Luxurious stay

Venice on the sea enjoying 
the amorous feelings of Italy

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现代，旅行中的下榻地，已经不仅仅是一

个居停之所，而成为旅行中的一个目的地。酝酿着无限精彩的城

市，奢华舒适的住宿空间，成就一段精致完美的旅程。

In the modern time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he lodging place during the journey is not only a place 
for stay and residence, but also becomes a destination in 
the course of the trip. The city which ferments boundless 
splendor, luxurious and comfortable accommodation 
space,  accomplishing a delicate and perfect journey. 

在最烂漫的夏日，开启一场纯正的欧式海上假期。带上自己

的小宝贝，跟随歌诗达邮轮·大西洋号的脚步，航行于蓝天

动感夏日

时尚不停歇

128

130

The moving summer days

Endless fashions

New Luxury 新奢华 碧海之间，拾遗地球上散落的美景。带着“家”的温馨与惬意，感受精美绝伦

的“海上意大利”。

In the most brilliant summer,  starting a pure European vacation 
on the sea. Bringing your own baby, following the footsteps of 
Costa Atlantica cruise,  sailing between the blue sky and blue sea, 
gleaning the scattered beauty on the earth. With the warmth and 
comfort of home,  feeling the exquisite Italy on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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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过程是最精彩的，热爱旅游的你，
何不拿起手中笔与相机将旅途中的趣事记录下来？

美丽的风景，旅行中感受，发生的有趣故事，当地的风土民俗，不可错过的特色美食，以及有特点的行程

安排  (时间、花费、路程)。将这些游记与图片发给我们，让更多的人分享你的精彩旅途，参加互动既可以

加入我们的读者俱乐部，还有可能获得我们为你精心准备的超值奖品！

 Travel Around The World,and
 ENJOY LIFE 

行走世界，享受生活    

奖品微博上公布。

投稿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0327-0332室（100050）电话：010-83169752/83169722   邮箱：travelleisure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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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微博：旅游休闲杂志主编肖杨

卷首 EDITOR'S LETTER

千年一瞬
时光的流动从不停歇，无论我们是静坐着，还是奔跑着；

是孤单着，还是热闹着；是高兴着，还是悲伤着，她都无声

地溜走，融进了卢瓦尔河的波浪，躲进了吴哥古城的密林，

消散在托斯卡纳的晚风中……

阳光下，卢瓦尔河闪烁点点金光，今天她心情很好，正

唱着歌曲向远方奔跑。河上翻飞着水鸟，岸边的小镇默默不

语，微笑着，桥上的情侣倚着栏杆欣赏美景，真是幸福的画面。

那些城堡依然保持着诞生时的姿势，虽然韶华不再，虽然时

光斑驳，她们仍然不知疲倦地守望着卢瓦尔河的两岸。贵族

们的灯红酒绿、觥筹交错，数百年间一个个美人的惊艳亮相，

情敌间的勾心斗角，朝代更迭的悲欢离合，此刻已烟消云散，

仿佛比天边那片云还要轻，比窗前的那袭窗纱还要薄，比杯

中的那抹酒痕还要浅，一切都挥发了，一切都褪色了，一切

都消失了……

吴哥王城，高棉王国曾经的辉煌。如今，那些惊动世人

的石窟寺庙，已经淹没在热带雨林的荒芜之中。唯有高棉的

微笑，经受住了时光的锈蚀，穿越千年而来，依旧讲述着那

段遥远的故事。一座座庄严的佛像，笑容依旧、慈悲依旧，

而人事已非，徒留叹息。

锡耶纳，这座古城是中世纪城市的化身，几个世纪以来，

它成功保留住了 12 世纪以来形成的哥特风格的城市面貌，

让时光凝固在最美的一刻。而始建于 13 世纪末的教堂位于古城最高处，曾经是意大利最壮观的教堂。庄严的圣颂歌响起，

人们期盼幸福天国的心愿依然和千年前一样虔诚。布润达喷泉依然汩汩喷涌，恋人们常常到这里许下爱的誓言。这些誓

言或许已成真，或许已破碎，但布润达喷泉仍将继续她的喷涌，一直到时光的尽头……

回眸，千年一瞬。

A MOMENT IN ONE MILLEN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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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Store
即刻前往搜索“旅游休闲”
欢迎免费下载

《旅游休闲》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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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旅游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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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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旅行伴侣    

最佳户外品牌      

十佳高尔夫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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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Yacht Club
Best Airline Alliance
Best Aviation Brand
Best First Class Cabin
Best Business Class Cabins
Best Airline Service Award
Best Eco-philosophy Award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Aviation Award
Most Influential Auto Brand
Top Luxury Auto Brand
Best Eco-friendly Car
Top Travel Companions
Top Outdoor Brands
Top 10 Golf Courses

《旅游休闲》《旅游休闲 GOLF》旅游休闲网  共同举办

 
年度旅游大奖

3 月起火热  
报名中！

2016

聚
焦
旅
游
业    

全
年
大
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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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secrets at 
Loire Valley

卢瓦尔河谷有着法国后花园的美誉，古老的城堡、广袤的林
地、斑驳的青苔，似乎都在向我们讲述着那些古老而又神秘
的传奇故事。维朗德里城堡、肖蒙城堡、香波城堡、舍农索
城堡……，一个个令人惊艳的名字，一段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沿着卢瓦尔河铺陈开去。一块斑驳的石砖、一扇精美的窗户、
一个迷人的露台，都会让你驻足盘桓，久久不愿离去。一座
座城堡的轮廓，或壮观、或清秀、或优雅，都浓缩成了午后
阳光下斑驳的影子，荡漾在你心间，此刻你获得的不只震撼，
还有永恒的爱。

The valley de la Loire is well-known as the rear garden of France, ancient castles, 
vast woodlands and mottled moss seemed to tell us those ancient and mysterious 

legendary story. Victoria lang Delhi castle, castles of Chaumont, Chambord, 
chenonceau… …, stunning names one after another, soul-stirring legends one section 

after another, spreading along the river de la Loire. A mottled brick, a delicate 
window and a charming terrace will make you stop and linger around, being 

reluctant to leave. The outlines of castles, being spectacular or elegant or graceful 
have concentrated to the dappled shadows under the sunshine of the afternoon, they 
were rippling in your mind, at this moment, what you have harvested is not only the 

astonishment, but also eternal love. 

探秘卢瓦尔河谷

卢瓦尔河谷城堡官网 http://loirechateau.cn/zh-hans

编辑：本刊编辑部   部分图：品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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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ndry castle and 
garden

The valley de la Loire possesses 

a reputation of the backyard 

garden of France, the ancient 

castle, vast woodlands, mottled 

moss seem to tell us about the ancient and 

mysterious legend story. However, when 

coming into the Villandry garden and 

castle, all seem to be concentrated into 

mottled shadows under the sunlight of the 

afternoon; it ripples in the heart, as long 

as you stand on the top floor of the castle 

and overlook this unique garden, you can 

deeply feel the imprinting which belongs 

to the time, it is more than shock, and 

there is also eternal love. 

Villandry garden castle is the last famous 

castle built by François I during his 

reign of France in the 16th century, it 

is also a charismatic building during the 

Renaissance. The castle has silently gone 

through five centuries, it was completed 

in 1536,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castles 

of the same age, it tends to be more 

elegant and delicate, it is a rare and plain 

old castle by the river de la Loire. Going 

through the baptism of the time, until 

the 18th century, the castle has become 

shabby; it was not until 1906 that it 

finally met its guardian the Spanish 

doctor (JoachimCarvallo), after repair 

and rearrangement, the castle showed its 

fam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naissance 

again. It is understood that he has willingly 

given up the brilliant professional career of 

research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ofessor 

Li Xie (the winner of 1913 Nobel Prize 

in medicine) in order to concentrat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ndry castle, 

he devoted the rest of the life with his 

wife to the repair of the castle, the entire 

landscape of big garden we are enjoying 

now was built at this time. 

The dual structure of the whole big garden 

with entire landscape made the castle 

send out vitality in an all round way, 

overlooking from the top of the castle, 

people can get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garden, different gardening designs were 

divided in an orderly way by means of well 

arranged design. Green ocean was dotted 

with colorful little waves ,when the breeze 

was blowing, the waves rippled, people 

were so excited so as to hold their breath; 

And when you walk down the castle, you 

can also get a close view of the subtle 

differences of one point or one lin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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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small gardens within a short distance,  

when you get no time to guard against it, 

different surprises will jump out. Relatively 

speaking, the internal decoration of the 

castle is a little different from many 

castles, both the designing style and the 

decoration are warmer and more bright, 

it is also possible for us to get a bird’s eye 

view of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the garden 

in the room.  

The garden of Villandry garden castle 

is of three level double entry structure: 

decorative garden, water garden and 

vegetable garden, the 3 gardens live 

together harmoniously and supplement 

each other.  The most famous is the love 

garden of the ornamental garden. Every 

little garden considers love as the theme to 

interpret different annotations: passionate 

love is located at the lower right corner, the 

pattern of broken heart one after another; 

it is the passionate and suffocating symbol 

of love; Above it is the tender love, lots of 

heart shaped patterns representing love 

were segmented by dots of flames, in the 

center of the garden, there were masks 

that people wear in the fancy dress party. 

The frivolous love is situated at the lower 

left corner, the fans at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garden representing the symbol of the 

ethereal feeling that cannot be captured, 

there were horns between the fans which 

represent false love. In the center of the 

garden, there were love letters which 

were secretly passed onto their lovers by 

unfaithful women of ancient times for 

making appointments. The southernmost 

tip of the castle is water garden, it should 

be the most peaceful place of the castle, 

The pond loca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garden was built according to the shape of 

the mirror used by Louis xv, the circuitous 

green corridors winded around the 

perimeter of the water garden, the syllabic 

sound of the fountain echoed on the 

grassland, quiet and peaceful. 

The Chaumont territory 
by the river de la Loire

Shuttling through the beautiful 

landscape of the river de la 

Loire, going straight on to the 

Chaumont territory,  Here is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observatory on the Loire 

river, people can enjoy the most beautiful 

landscape of the royal river de la Loire 

which extends more than 30 hectares here. 

Whenever the sun rises, a grand picture 

which was constituted by the zigzagged 

Loire river in the distance and the forest 

and prairie all around spread out gradually. 

The Chaumont territory is the most 

essential of all, being  together under the 

sunshine of the rising sun, it is brilliant, it 

is the scarce beautiful landscape of human 

life. 

The Chaumont territory by the river de la 

Loire includes castle, stable, the gardening 

park designed by Henri Duchênes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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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garden festival (from the 

end of April to the middle of October). 

Its history also bears the flavor of the 

palace: it was initially built in the 

10th century, at the beginning, it 

was used for defense, after constant 

rebuilding and restoration, (10th century 

to 19th  century), it was evolved to the 

current state. Among them the castle 

was once the real estate of Catherine de 

Médicis, it was later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Diane de Poitiers, the mistress of Henry 

II，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y, it was 

possessed by Le Ray de Chaumont, under 

the promotion of Prince & Princesse de 

Broglie, the development of Chaumont 

castle culminated by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rchitect Paul Ernest Sanson 

was invited to repair and modernize the 

castle and made luxuriant stable, the 

landscape designer Henri Duchene was 

entrusted to build a nice English garden, 

in this legendary castle, the most glorious 

and bizarre characters have marked here: 

Catherine DE mei's sith, pharmacist xstrata 

and, musician hu jie, Benjamin frank, 

Writer Mrs starr and willful princess broad 

gayle, etc, gradually, Chaumont castle over 

the Loire river became the delicate capital 

of the living art of France.

The Chaumont territory by the river de 

la Loire displayed the artistic atmosphere 

everywhere, the neatly trimmed garden, 

the blooming flowers, the grandeur of the 

hundred year old cedar constituted an 

amazing landscape. Chaumont castle was 

also granted one of the ten big castles in 

the world which is suitable for walking. 

It also showed at the same time the 

defensive structures of the gothic period 

and the entertainment architectural style 

of the renaissance period is also relished. 

In spite of  experiencing the turbulent 

period of the 20th century, it is still full 

of extraordinary modern creativity and 

the sense of kindness. White bod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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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er gives it the vicissitudes of history, 

mottled mark on it is telling its story, 

the blue top of the tower stands quietly 

under the sky, strong and unyielding. The 

chaumont territory by the Loire river was 

attached with full respect for rich tradition 

of art, the creation of international garden 

festival is the perfect interpretation of this 

definition. 

The Chaumont territory by the river 

de la Loire devoted to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artistic creation and landscape 

innovation, art and nature center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In the Chaumont territory, 

in addition to enjoying the beautiful 

landscape, the artistic edification is also a 

kind of enjoyment, each year, some theme 

activities will be held here, among them 

the theme of art and nature is the center 

of the art program of Chaumont territory 

by the river de la Loire, wandering quietly 

in the world of art, enjoying carefully 

the works of the famous contemporary 

artists in the castle and park, it looks like 

shuttling through the time channel of 

the art, devoting with soul and heart, it 

can not help holding breath, being afraid 

of accidentally disturbing the peace and 

beauty of the world. This is the forefront 

that creates elegance and imagination; it is 

more of the wealth of contemporary art. 

Chambord castle

Fr a n c e  c a n  b e  c a l l e d  t h e 

hometown of castles, Chambord 

castle and Chenonceau castle 

along the watershed de la Loire 

can be considered to be the representative 

masterpieces among all the castles. The 

two old castles are intimately regarded 

to be a king and a queen of the ancient 

castles of France. The first for us to have a 

look is the majestic figure of the king. 

Chambord castle is the most magnificent 

and largest castle of the valley de la Loire, 

wit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500 years, 

it is the palace built by Francis I for 

hunting during the French Renaissance, 

with a length and width of more than 

100 meters, it is great and momentous. 

The square main castle was located in 

the middle, six large conical turrets were 

situated on both sides, the city and river 

surrounded all around , the forests around 

the corners became lower, the grass 

looks like a green carpet. Overlooking 

the magnificent gesture of Chambord 

castle from the front, the first feeling 

is magnificence and the restoration of 

ancient ways. The alternated white spires 

stacked out overlapping shadows, like 

a book with classic adornment which is 

waiting for visitors to enjoy little by little. 

The luxuriant appearance of Chambord 

castle particularly offered the dreamy 

feeling of fairy tale. In a sunny afternoon, 

the castle was reflected in the sparkling 

lake, the real and unreal were integrated 

together, people were doomed to be lost in 

the beautiful scenery. 

The history of Chambord castl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t was built in 1519 

during Francis I, it is the masterpiece of 

François I, it was embedded like a bright 

pearl on the river de la Loire, it became the 

most brilliant symbol on the jewelry crown 

of French emperor. But it was completed 

in 1658 during the era of Louis xiv, it took 

138 years in all, the lapse of time brought 

the perfect interpretation to the castle, it 

is composed of 440 rooms, 365 chimneys, 

13 main staircases and 70 side staircases. 

It reflected 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art of France in layout, modeling and 

decoration style, it wa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renaissance of Italy and became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masterpieces during the 

renaissance of France, it was considered by 

French people to be the national treasure 

which worth showing off. Chambord 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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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included i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in 

1981. But the history of Chambord castle 

is beyond all of these,  the success of the 

troupe of Molie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astle, in 1670, Moliere’s troupe went to 

Chambord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king and performed the comedy of ballet 

which later became famous for the people 

of the palace: the Would Be Gentleman,  

the most performed comedy was born in 

Chambord.

The most well-known of Chambord castle 

is the 365 chimneys of renaissance style, 

they were made by embedding slates 

in order to replace the marble to show 

the flavor of Italy. Besides, they were 

supported by eight square pillars, the 

ceiling design was constituted by lizards 

and the prefix F of François I, overlooking 

from the sky, the alternated chimneys 

were located on the castle in different 

manners, it looks like candles on the 

cake, injecting different elements into 

the solemnity and elegance of the castle,  

certainly, the double-helix staircases 

should not be missed, it was designed 

by Da Vinci who was specially hired 

by François I, it is the most remarkable 

architectural wonders in the castle, what 

is unique is that when two people are 

using the stairs at the same time, although 

they are able to see each other, but they 

will never meet. This is because there are 

two groups of independent and mutually 

crisscrossed railing, from the first floor 

to the roof, the style of Renaissance was 

taken on everywhere in the details of the 

stair.The outline of top tower stood right 

above the stairs, the sloping roof and the 

tall chimneys leaned against each other. 

It is said that this can avoid the dispute 

caused by the meeting of the queen and 

the king's mistress,  whether this is true 

or not, Chambord was indeed the place 

of love stories of royal celebrities. People 

will be amazed by the landscape of the 

terrace, wandering among them, it seems 

to be situated in the forest decorated with 

sculptures. Looking around with a 360 

degree view, it looks like staying in the city 

of sky. 

4×4 off-road vehicle 
visiting Chambord 
forest park

Today’s Chambord park covers 

an area of 5440 hectares, it 

is the largest enclosed forest 

park of Europe. Due to the 

extremely beautiful scenery of the largest 

enclosed forest park of Europe, rare species 

are able to survive in such an environment. 

A pleasing landscape also provides the 

animals living in the sparsely populated 

land with an easy and comfortable habitat.

More than 650 kinds of natural vegetation 

are growing in the territory of Chambord 

park , among them there are 150 species of 

rare plants, and the region was judged to 

be the special reserve area by the diversity 

of natural environment, damp area, peat 

bog, the heather moors, old oak forest. 

The European red deer in the park. Deer 

is the most common animal.  The number 

of wild boar was kept at a quite high level, 

it is mainly for the enjoyment of tourists.  

All the forest animals that can be seen in 

other areas are also living in Chambord 

park. There are 150 kinds of birds. The 

rich species of plant and animal and the 

moderate control of species and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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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measures, made Chambord 

castle the best place for getting to know 

and understanding animals.

Chenonceau castle

Chenonceau castle is the queen 

of the watershed de la Loire, 

if the Chambord castle is 

grand and magnificen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chenonceau castle is 

tender, delicate and beautiful. The water 

castle which was built across herschel river 

in the 16th century is also known as the 

woman castle, because it is not only the 

fact that all the master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were feminine, but all the 

internal sculptures are woman images, the 

structure, layout and eve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garden were displayed in a strong 

feminine manner. Therefore, chenonceau 

castle became one of the most elegant and 

romantic castle located in the valley de la 

Loire, it can be called the absolute queen. 

Chenonceau castle was designed by the 

architect Philibert Delorme of the period 

of French renaissance. There must be 

the topic of romantic love in the castle 

which belongs to woman. The fame of 

Chenonceau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legendary noble woman in history, the two 

names which were frequently mentioned 

by later generations were Diana and 

Catherine. In 1512, chenonceau castle 

welcomed its first female master, Mrs 

Thomas, the King's financial officer, but 

what really made Chenonceau castle 

a legend is Diane de Poitiers. She was 

originally the mistress of François I, but 

fell in love with  prince Henry ii who was 

twenty years younger than her, Diana 

bailed out  the little prince Henry who 

was a prisoner, Henry began to love her. 

After Henry sworn in, he would anyway 

make all efforts to send a suitable castle 

to his beloved woman, Chenonceau 

castle was his carefully chosen gift, the 

history of Chenonceau castle was certainly 

not that simple, the queen of Henry ii 

Catherine DE Medicis saw the love and 

respect that Diana enjoyed in the eyes 

and envied in the heart, when Henry ii 

died unexpectedly in a duel, Diana was 

sent out by Catherine and became the 

new master of the castle, by the end of 

the 16th century, Chenonceau, under 

the governance of Catherine, became 

the paradise of the kings and nobles for 

debauchery, catering and hunting, under 

the wheel of history, the figures of Diana 

and Catherine has already been destroyed, 

but their beauty has become well know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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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瓦尔河谷有着法国后花园的美誉，古老的城堡、

广袤的林地、斑驳的青苔，似乎都在向我们讲述着那

些古老而又神秘的传奇故事。而来到维朗德里花园城

堡，似乎这一切都浓缩成了午后阳光下斑驳的影子，荡

漾在心间，你只要站在城堡顶楼俯瞰一眼这无与伦比

的花园，就能深刻感受到属于时代的印迹，不只震撼，

还有永恒的爱。

维朗德里花园城堡是 16 世纪弗朗索瓦一世在

他统治法国期间建造的最后一座著名的城堡，也是

文艺复兴时期一座极具魅力的建筑。这座城堡已静

默走过了五个世纪，落成于 1536 年。不同于同时代

Villandry castle and garden
维朗德里城堡和花园

的城堡，它更趋向于典雅精致，是卢瓦尔河畔不可多

得的一座质朴的古堡。经过时光的洗礼，到了 18 世

纪，这座城堡已经变得疮痍满目，直到 1906 年，终于

遇见了它的守护者——西班牙籍医生乔山·卡尔瓦罗

（JoachimCarvallo），经过修复与整理，让这座城堡

重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盛名。据悉，为了集中精力建

设维朗德里城堡，他不惜放弃了在李谢教授（1913 年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身边从事科研的辉煌职业生涯，

与他的妻子将余生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在修缮城堡这

件事情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全景观大花园便是在此

时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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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的“复式结构的全景观整体大花园”设计，

使这座城堡处处散发着勃勃生机，站在城堡顶端俯瞰，

便可观望花园全景，规整的设计将不同的园艺设计整

齐地分割开来，绿色的海洋中点缀着色彩缤纷的小浪

花，微风吹来，碧波荡漾，美得让人屏住呼吸；而当你

走下城堡，亦能近距离观赏各个小花园中一点一线的

微妙不同，在你猝不及防时，跳出不一样的惊喜。城堡

内部的装修相对于众多城堡来说，有那么一点点与众

不同，不管是设计风格还是装饰，更加的温馨明亮。在

房间里，也能将花园的美景尽收眼底。

维朗德里花园城堡的花园为三级复式结构：装饰

园、水园和菜园，这三园和谐共生，相辅相成。其中以

“观赏园”中的“爱园”最为出名。每个小花园都以爱

为主题来诠释不同的注解：右下角为“炽热之爱”，一

颗颗破碎的心形图案，正是那炽热的让人窒息的爱的

象征；它上方是“温柔之爱”，星星点点的火焰分割出

许多象征着爱的心形图案，花园中央是化装舞会中人

们佩戴的面具；左下角为“轻浮之爱”，花园四角的扇

子象征着飘渺的、不可捕捉的情意，扇子之间摆放着

代表虚假爱情的牛角；而在花园正中，陈列着古时红

杏出墙的女子偷偷传给情人的幽会情书。城堡的最南

端是水园，这里应该是城堡最宁静的地方了，正中心



26・TRAVEL&LEISURE

TRAVEL            | France S

的水池是按照路易十五所使用的镜子的形状修建的，

迂回的绿色回廊蜿蜒在水园的四周，喷泉的清越之声

回荡在草地上，静谧而安宁。最让人惊喜的应该是集

实用性和美观为一体的菜园。菜园位于城堡与村庄之

间，由九块大小相同但内部几何图案不同的方圃组成。

每逢不同季节到来，鲜花和蔬果像是乘着清风偷偷下

凡的精灵，装饰着这个风格迥异

的菜园，放眼望去，宛若精灵与绿

叶、鲜花在嬉戏，时时给人惊喜。

这里还有个有趣的逸闻，追溯回

中世纪，修道院中的修道士在栽

培蔬菜时，爱将植物按照几何图

案排列，特别是十字形，所以有了

后世我们所看到的菜园设计规格，

而其中对称种植的月季树则象征

正在给菜圃翻土的修道士。和中

世纪时期的所有园林风格一样，

花园中有一个郁郁葱葱的草药园，

专门用来种植各种香草、香料和草药。维朗德里城堡

的草药园里栽培了三十多种有益健康的植物，还有千

金榆组成的迷宫，在充满阳光的草药园中漫步，呼吸

着淡淡的药香，肆意享受阳光的爱抚。这是一座有爱

的城堡，这是一首爱的田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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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在卢瓦尔河畔的美景中，一路来到肖蒙领地，

这里是原生态卢瓦尔河上的观景台 , 在这里，可以欣

赏到绵延三十余公顷的卢瓦尔河这条皇家河流的最

美丽景色。每当朝阳升起，远处蜿蜒的卢瓦尔河与四

周的森林与草原组成了一幅盛大的画卷，徐徐展开。

而肖蒙领地则是其中的一笔浓墨重彩的笔触，共同沐

浴在朝阳的光辉中，熠熠生辉，这应该是世间难得的

美景了。

卢瓦尔河畔肖蒙领地，包括城堡、马厩、亨利·杜

谢纳（Henri Duchêneson）设计的园林公园以及国

际花园节 ( 四月底至十月中旬 )。它的历史点滴同样

有着宫廷色彩：始建于 10 世纪，最初时只是用于防

御，经过历年不断的重建修缮 (10 世纪—19 世纪）,

演变为现在的样貌。其中城堡曾是凯瑟琳·德·梅第

奇（Catherine de Médicis）皇 后 的 产 业，之 后 落

入亨 利二世 的 情 妇狄 安 娜·德·普 瓦 捷（Diane de 

Poitiers）之手，在 18 和 19 世纪 ，为勒雷德·肖蒙家

族（Le Ray de Chaumont）所拥有 , 在褒格丽公爵

夫 妇 (Prince & Princesse de Broglie) 的 促 动下 , 

肖蒙城堡庄园于 19 世纪末发展到顶峰 , 他们请了

建筑师 Paul Ernest Sanson 把城堡修缮及现代化

并建造了豪华马厩，并委托景观设计师亨利·狄赛娜

（Henri Duchene）建造了一座美轮美奂的英伦式花

园。在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城堡中，最辉煌、最荒诞的

人物都曾在此留下印记：卡特琳娜·德·梅蒂西斯，药

剂师诺斯特·拉达姆士，音乐家胡杰里，本杰明·弗兰

克明，作家斯塔尔夫人，还有任性的公主布罗格利等，

逐渐，卢瓦河上肖蒙城堡成为了法国精致的生活艺术

之都。

卢瓦尔河畔肖蒙领地到处透着艺术气息，整洁修

葺的园林，争相怒放的花朵，百年雪松的气宇磅礴，构

成了一幅让人惊叹的风景。肖蒙城堡也被评选为“全

球最适宜步行的十大城堡之一”，同时展示了哥特时

期的防御性建筑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娱乐性建筑风格

也被人津津乐道。尽管经历了二十世纪动荡的时期，

它仍然焕发着超乎寻常的现代感、创造力和亲切感。

白色的塔身赋予了它沧桑的历史感，上面斑驳的印记

无一不在述说着属于它的故事，蓝色的塔顶静静耸立

在苍穹之下，不屈、坚强。卢瓦尔河畔肖蒙领地有着对

丰富的艺术传统的完全尊重，国际花园节的创立，完

美地诠释了这一定义。自 1992 年以来 , 国际花园节

就构成了全世界景观设计领域一道不容错过的亮丽

风景。色彩斑斓的花色，独特的鲜花装饰技艺，充满

创新性的艺术表现，绝对让你不虚此行。置身于花的

海洋，绿色的波浪中，随风而舞，旋转、跳跃，连气息

都是花的味道，叶的清香。如今的国际花园节在全球

享有盛誉，成为新一代景观设计师、建筑师、布景师及

园艺师展示其作品不可错过的盛会。烟雾谷、苗圃花

园及教学花园的实验性花园也是全新的体验。

卢瓦尔河畔肖蒙领地致力于表现自然与文化、艺

术创作与风景创意的关系，艺术和自然中心是代表。

在肖蒙领地，除了享受美景之外，艺术的熏陶也是一

种享受，每年，这里都会举办一些主题类活动，其中艺

术和自然这个主题是卢瓦尔河畔肖蒙领地艺术项目的

中心，静静地徜徉在艺术的世界里，在城堡及公园里

细细品味着著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仿佛穿梭在艺术

的时光隧道中，全副身心投入其中，忍不住屏住呼吸，

怕一不小心就打扰了这个世界的平静与美好。这是一

个创造、高雅和想象的前沿阵地，更是当代艺术的财富。

The Chaumont territory by 
the river de la Loire

卢瓦尔河畔肖蒙领地

网址：www.loirechateau.
c n / z h - h a n s / z u o _
chengbao/chaumont/lu-
wa-he-pan-xiao-meng-
ling-di
地 址：D o m a i n e  d e 
Chaumont-sur-Loire - 
41150 Chaumont-sur-
Loire
电话 : +33 (0)2 54 20 99 
22

网 址：www.domaine-
c h a u m o n t . f r / e n _
restauration?cat=7
地址：Domaine Régional 
de Chaumont-sur-Loire  
41150 Chaumont-sur-
Loire
电话：(33) 254 209 922

Tips

Le Grand Velum 餐厅（肖
蒙领地内的美食餐厅）
Le Grand Velum 餐厅致力
于将每一道菜绘制成快乐的
食物，在卢瓦尔河谷园林德
尔氛围中，让每一个人都感
到幸福。餐厅采用全生态农
业产品，并善于从中发现特
殊的香料，蔬菜品种，有关
的植物来烹调。这里提供新
鲜的意大利菜和家庭自制的
酱料，生态蔬菜开胃菜，新
鲜水果，果汁，手工冰激凌
和橄榄油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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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可以说是城堡的故乡，位于卢瓦尔河流域的

舍农索城堡和香波城堡应该算是其中的代表作了。这

两座古堡被人们亲切地比喻为法国古城堡中的一王一

后，我们首先看到的，便是这座“王”的雄伟身姿。

香波城堡是卢瓦尔河谷所有城堡中最宏伟也是

最大的一个，已经有 500 多年的历史。是法国文艺复

兴时期法兰西斯一世为狩猎而建的行宫，古堡长宽各

有 100 多米，气势磅礴。中间是正方形的主堡，两侧

为六个圆锥形的巨大角楼。城河环绕四周，四周森林

变低，绿草如茵。从正面眺望香波城堡的华丽姿态，

第一感觉便是雄伟、复古。交错林立的白色塔尖堆砌

出重叠的影子，像一本古典装饰的话本，待游人细细

品味。香波城堡华丽缀饰的外观形貌，格外予人童话

般的梦幻感受。晴朗的午后，城堡倒映在波光粼粼的

湖面，真实与虚幻相接，注定让人迷失在这样的美景中。

香波城堡的历史感尤为浓重，兴建于法兰西斯一

世时期 1519 年，是弗朗索瓦一世的绝世佳作，如一颗

明珠般镶在卢瓦尔河上，成为法国皇帝珠冠上最灿烂

的标志。但是却完成于 1658 年路易 14 世时代，前后

共花费了 138 年时间，时间的行走给这座城堡带来了

完美的诠释：共有 440 个房间，365 座烟囱，13 个主

楼梯和 70 个副楼梯。它在布局、造型、风格装饰上反

映了法国传统的建筑艺术，又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

影响，成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被法国

人视为值得炫耀的国宝。1981 年，香波城堡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而香波城堡的历史远不止这些，莫里哀

的剧团的成功也和城堡息息相关，1670 年，莫里哀的

剧团在国王的命令下前往尚博尔，为整个宫廷表演后

来名声大噪的芭蕾喜剧：贵人迷，这部演出最多的喜

剧便是在香波城堡诞生的。

香波城堡最为人知的 , 是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

365 座烟囱 , 其建材是以石板嵌入 , 以替代大理石来

显示意大利风味。此外，以八根方形栋梁支撑 , 以蜥

香波城堡
Chambord 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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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香波尔公园占地 5,440 公顷，是欧洲最

大的封闭式森林公园。正是这片欧洲最大的封闭式森

林公园里极致的景色，才有珍稀物种在这样的环境中

生存。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观， 也为在这片人烟稀

少的土地上的动物提供了一个安逸的栖息地。

在香波尔公园的领地上生长着 650 多种自然植

被，其中有 150 种为珍稀植物，自然环境的多样性，

潮湿地带、泥炭沼泽、欧石楠荒原、老橡树林——使得

该地区判定为特殊保留区。

公园里的欧洲马鹿、鹿是最常见的动物，野猪的

数量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主要供游客观赏。香

波尔公园还生存着其他地区可见的所有森林动物。鸟

类种群有 150 种。动植物物种的富饶、对种群的适度

控制以及人类采取的管理措施，使得香波尔公园成为

一个了解和认识动物的最佳地带。

4×4 越野车参观
香波尔森林公园

4×4 off-road vehicle visiting 
Chambord forest park

网 址：www.loirechateau.cn/zh-hans/zuo_chengbao/
chambord/xiang-bo-bao-guo-jia-ling-di
地 址：Domaine National de Chambord - 41250 
Chambord
电话 : +33 (0)2 50 40 00

Tips 网 址：www.chambord.
o r g / e n / a - d a y - a t -
chambord/visiting-the-
forest-and-park
电 话：33 (0)2 54 50 40 
00

Tips

蜴及弗朗索瓦一世前缀的“F”字构成了天花板图案 ,

从上空俯视，交错林立的烟囱以不同的姿态矗立在

城堡之上，仿佛是蛋糕上的蜡烛，给庄严华丽的城堡

浸入了丝丝不同的元素。当然了，双螺旋楼梯是不可

错过的，是由弗朗索瓦一世特地聘请达·芬奇设计的，

是城堡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奇观。其特别之处在于：

两个人同时使用楼梯时，尽管能够见到对方，却绝不

会相遇。这是因为梯中有两组独立而又相互交错的

栏杆，从一楼贯穿到屋顶，楼梯的细部处处闪现文艺

复兴的风格，楼梯的正上面耸立着顶塔的轮廓，倾斜

的屋顶和高大林立的烟囱相依着。据说这样可以避

免王后和国王的情妇相遇而发生纠纷，无论这种说

法真实与否，香波城堡确曾是当年王室名流们爱情

故事的发生地。露台上的风景也令人惊叹，漫步其中，

如同置身于装饰雕塑的森林。360 度环视周围，宛若

置身于天空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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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农索城堡是卢瓦尔河流域的“后”，如果说香

波城堡是宏伟壮观和繁复华丽的，无疑舍农索城堡是

纤巧柔情和精致秀丽的。这座建于 16 世纪，横跨歇

尔河的水上城堡，又被称为“妇人城堡”，因为它不仅

历代主人皆为女性，内部雕塑都是女人形象，连结构、

布局，甚至花园布置都有着浓浓的阴柔之气，因此舍

农索成为了卢瓦尔河谷城堡中最精致典雅又富浪漫气

息的一座城堡，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后”。

舍农索城堡由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菲利

伯特·德洛姆（Philibert Delorme）所 设 计。在一座

属于女人的城堡里，一定少不了浪漫爱情的话题。舍

农索的扬名与历史上传奇贵族女子相关，最为后人传

颂的两个名字，一个叫“狄安娜”，一个叫“凯瑟琳”。

1512 年，舍农索城堡迎来了它的第一个女主人，国王

的财务官托马斯夫人。而真正让舍农索城堡成为传奇

舍农索城堡
Chenonceau castle

的，是狄安娜·德·普瓦婕 (Diane de Poitiers)。她本

是弗朗索瓦一世的情妇，但却与小她二十岁的王子亨

利二世产生了情愫。狄安娜救助了作为俘虏的亨利小

王子，由此开始亨利无限眷恋起了她，在亨利继承王

位之后绞尽脑汁要送给心爱的女人一幢配得上她的古

堡，舍农索城堡便是他精心挑选的礼物，舍农索城堡

的历史当然不会如此简单，亨利二世的王后凯瑟琳·美

第奇 (Catherine de Medicis) 对狄安娜所享有的爱

情和尊贵看在眼里，妒在心头。当亨利二世在一次决

斗中意外身亡，凯瑟琳便遣送了狄安娜，成为城堡的

新主人，16 世纪末叶的舍农索，在凯瑟琳的治理下，

变成了王公贵族们纵情声色、饮宴射猎的乐园。在历

史的车轮下，狄安娜与凯瑟琳的身影早已灰飞烟灭，

而它的美丽却被世人所熟知。 

舍农索城堡混合了哥特式建筑与早期文艺复兴

建筑的风格。除去主堡，舍农索最抢人眼球的便是它

架在河上的长廊，它既是廊亦是桥，中间由五孔廊桥

相连。所以，它又被人称为“停泊在察尔河上的船”，

水上城堡之说也由此而来。长廊俩侧的花园就是这座

水上城堡的完美点缀，白色的城堡，特色的长廊，新奇

的花园倒映在水面上，不管是远眺还是近观，都是精

致的一幅油画。被称为“五个王后的卧室”，也是城堡

中的一大看点。这里先后住过凯瑟琳的女儿——玛戈

王后（即大仲马同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西班牙的伊

丽莎白王后和她的儿媳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奥地利的

伊丽莎白王后和洛林的路易丝王后。华丽的设计，淡

雅的氛围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鲜花的装点也成为了房

间奢华的象征，这里更多的是优雅的从容和灵魂的安

宁。城堡中的花园也是亮点，还有以狄安娜和凯瑟琳

命名的大花园，一座 16 世纪的农庄，一座对外开放的

花卉园，意大利式迷宫也为花园提供了浪漫气息。花

园设计精良，可谓一步一景，到处是绽放的花簇，姹

紫嫣红，美不胜收。花衬托着古堡，古堡又述说着花

的故事，谁说这不是现代的浪漫之地呢。

舍农索城堡和香波城堡是传奇的两座古堡，它们

的故事也将广为流传。

I’Orangerie 茶苑
你是否想在这座美丽的城堡
中找一个落脚地，手捧一杯
香茗，慢慢体会历史的脚步
在这里留下的痕迹？舍农索
城堡中的 I’Orangerie 茶苑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茶苑是
城堡餐厅的一个重要部分，
每天下午的 15 点 -17 点是
它的开放时间，提供茶水及
点心等，下午，伴着夕阳的
光辉，选择靠窗的位置，来
一块蛋糕配上茶点，眺望窗
外的景色，古堡、树木、游
人组成优美的画面，浪漫而
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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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卡纳是意大利的灵魂所在，摇曳的橄榄树、醇美的葡萄酒、斑驳
的古堡、恬静的田园风光，这些象征符号经历了数千年的洗礼将这里
凝萃成人间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漫游托斯卡纳，好想让时光停驻在此，

随身携带佳能 EOS 80D，去拍摄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Tuscany is the soul of Italy swaying olive trees, fine wine, mottled castle, 
quiet rural scenery, these symbols have experienced thousands of years of 
baptism, and this place was captured as the beautiful place of the world 
which is most close to paradise. And as the birthplace of the Renaissance, 
Florence was lighted up with flashes of brilliance in the time of history. 

Roaming in Tuscany, we really wanted to let the time stop here, carrying 
the Canon EOS 80 d to take a photograph of the beautiful moment.

TAMAZING TIME
托斯卡纳 惊艳了时光

usc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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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倾城 拥海入梦 
我们从罗马机场前往托斯卡纳的阿金

特 里 奥 酒 店（Argentario Golf Resort & 

SPA）, 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酒店坐落在

阿金特里奥半岛上。阿金特里奥意大利语意

是：银色的海岸。这里曾经被西班牙占领过，

进入岛上要经过一座西班牙建筑风格的老

城门。入夜到达酒店， 晚餐已经备好，为了

保持温度，服务员算好时间候在走廊等着我

们，我们在房间内享用了美味的晚餐。清晨

被鸟鸣声唤醒，站在露台上眺望，山风送来

了沁入心脾的橄榄和薰衣草香味，远处的林

间有一群群白色的小鸟自由飞翔。乌云笼罩

着群山，原来托斯卡纳的天空不永远是艳阳。

我们入住的画廊双床房位于展示走廊

两侧，白色系空间设计令居住环境宽敞明亮，

精致而舒适，棕色木质材料的家具流露着浓

浓的托斯卡纳风格。房间的私密性很好，免

费 Wi-Fi 可以直接联网。旅行俱乐部小型

套房大量运用了鸡翅木，丰富的布艺元素刻

画出旅行俱乐部特有的国际化魅力，墙上挂

着几幅打高尔夫球的黑白色照片。总经理童

年时与父亲来到这个岛上，由于父亲喜爱高

尔夫运动，所以他建了高尔夫球场。顶楼套

房采用阁楼设计和珍贵的实木皮革装潢。折

衷主义风格的主人套房建有连通式卫生间

和带皮革裙边的浴缸，融汇了西海岸风格和

东方传统格调。在阿金特里奥酒店的商店中，

可以买到意大利本土和国际优质品牌的产

品。从休闲、摩登、运动服装到鞋类珠宝等

手工配饰，再到采用托斯卡纳特级初榨橄榄

油的美妆个护，一应俱全。还可以在酒馆中

品尝马雷玛托斯卡纳最佳厂牌的美酒。午餐

丰盛美味，头盘是传统的托斯卡纳传统菜品，

包含火煺、奶酪、梨、坚果，蝙鱼以及不同于

传统甜点的提拉米苏。还可以与行政主厨学

习制作健康的意大利面。

午后的暖阳中，在青山环绕、绿意葱葱

的高尔夫球场恣意挥杆是幸福的。阿金特里

奥高尔夫俱乐部负责举办托斯卡纳及意大

利的多项高尔夫重大赛事，建有 18 洞 71 标

准杆全景球场。Orbetello 泻湖、海景和山

坡融汇成一幅美丽的全景图，微气候适合全

年高尔夫运动。夕阳西下，司机多米尼克带

我们游览附近的 Orbetello 古城。泻湖中的

风车仿佛在诉说着历史，站在石桥上看夕阳

慢慢消失在空中。晚餐是精致的中式餐，猪

肉白菜馅煎饺子、炒面、蔬菜炒虾仁、寿司，

在烛光中细细品味。睡前在水疗中心体验瑞

典式 SPA, 彻底放松身心。

Allure Daylight embracing 
the sea into dream

EOS 80D
焦距：26mm
光圈：8
曝光时间：1/25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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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香四溢 慢品托斯卡纳 
从 酒 店 出 发 前 往 附 近 的 酒 庄 Le Mortelle, 出 酒

店 经 过 一 座 1400 多 年 的 西 班 牙 建 筑 , 现 在 是 LA 

VIVIENDA 餐厅，沿着滨海大道，左边是海，右边是泻湖，

不知不觉海不见了，左右两侧出现了群山，葡萄园和橄榄

树。Le Mortelle 酒庄有着富有现代设计感的地下岩石凿

出的酒窖，高大的钢木结构的螺旋梯引人注目。夕阳中，

在酒窖的玻璃幕窗前眺望远方，广阔整齐的葡萄园映入

眼帘，我们细品着酒庄产的各种年份的美酒和小食，时光

静好。Monteverro 也是一座非常有品质的酒庄，酒庄很

年轻，日照充足，从酒庄的葡萄园可以望见远方的地中海。

在格罗塞托省（Grosseto）我们邂逅了马来玛公园

（Natural Park of Maremma），公园内有农场和家一样

的游客接待中心，农场女主人来自南美，因为孩子要上学，

所以一家人到了罗马，周末回来度假。公园内有住宿、餐

厅，我们在此享用了美味的午餐，这里的 Maremma 的

牛肉很有名，佛罗伦萨的牛肉来自于此。知名主厨 Fabio 

Campoli 选用生态有机的食材将传统的托斯卡纳菜提

高档次。开着四轮驱动驰骋公园，沿途观赏废弃的中世

纪城堡、动植物。举起手中的 EOS 80D，它有 7 张 / 秒

高速连拍功能。沿途的木牌介绍着此处的动植物，可以停

车观赏。在山顶远眺，Giglio 岛和 Argentario 岛的湛蓝

海水闪着光泽。

我 们 在 阿 金 特 里 奥 酒 店 附 近 半 山 腰 上 的 La 

Fantanina 度过晚餐时光，乡村田园风格的餐厅精致静

谧，常有米其林指南的人来考察。庭院中遍种绿植，挂满

柠檬的果树、开着紫色花的天竺葵、无花果树、梨树等散

发着自然的气息。几棵硕大古老的樱桃树上结着黑色的

樱桃，树枝被餐厅主人巧妙修整，变成天然的阳伞装扮

着餐厅。其中的一颗樱桃树 20 年前生病快要枯萎了，有

个农夫削了几块树皮，并在中间放了一颗大石头，存活了

下来。在院中观远处的海，心旷神怡。55 岁的餐厅经理

Umberto Amato 先生曾经做过宝格丽老板的私厨，游

历过法国、加勒比、美国、西班牙等多个国家，2003 年

回到意大利接手父亲的餐厅。他带我们参观了餐厅中一

个 9 平方米左右的房间，二战时，总经理的外祖母在这个

小房间养育了4 个孩子。

晚餐的开胃菜以蒸粗麦粉，凤尾鱼，茴香饰边开始，

土豆汤加芥末，烤鱿鱼 , 装饰迷迭香和意大利鱼面新鲜

可口。盐烤鱼很有特色，鱼被大盐块包裹着，品尝时除去

盐块，整条鱼露出，鱼肉新鲜至极。餐厅庭院中的天竺葵

做的冰淇淋，装饰着新鲜的草莓酱 , 色彩诱人。

The aroma of wine flows gradually     
Slow enjoyment of Tuscany

EOS 80D
焦距：18mm
光圈：3.5
曝光时间：1/40s

我们的下塌处周围被葱郁连绵、高低起伏的群山环绕，视线所及最

远处是地中海与天空相接的壮阔美景，远山在其中勾勒着柔美的线条，

云朵为蓝天增添了活泼的动感。简单易操作的 EOS 80D，带来清晰的

高画质表现，翻转屏让高、低角度的拍摄变得更加容易。内置 Wi-Fi 可
以随时将图片发送至社交媒体，及时共享美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80D 独有的云存储，使旅行变得更加轻松，方便管理大量图片，迅速上

传，再也不需要担心储蓄卡爆满的问题。

旅游摄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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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耶纳 哥特式的梦想 
托斯卡纳的春天气候变幻多端，不知哪一片云会

下雨，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我们

前往世界遗产所在地——锡耶纳，这座古城是中世纪

城市的化身，这里的居民为取得在这块土地上进行城

市规划的权利，长期与佛罗伦萨竞争。几个世纪以来，

他们成功保留住了这座城市 12 世纪至 15 世纪以来

形成的哥特风格的城市面貌。

漫步其中，感受其中的艺术气息，随手一拍都可

以做明信片。狭窄幽深的街巷两旁矗立着斑驳的暖色

建筑，历史遗韵浓厚，古城墙壁上的铁环曾拴马用，其

中也有一些时尚店铺。

拿起手中的 EOS 80D，它的创意功能使照片展

现独特的风格，历史悠久的街道呈现出怀旧的黑白效

果。田园广场是锡耶纳的灵魂所在，独特的贝壳造型

堪称建筑史上的杰作。蒙田在 1580 年曾说过，广场

不仅在空间上是全城的中心（所有的街道都通向广场），

Siena  the gothic dream

也是锡耶纳人精神上的重心。“广场的祭坛上每天都有公

开弥撒，由于住房和商店都面向广场而建，因此居民和手

工艺人不必走出家门或停下手中的活就可以听到弥撒。每

年夏天的 7 月 2 日和 8 月 16 日，著名的 Palio 赛马节就

在广场上举行。步入市政厅，正方形的天井可以望到鸟从

蓝天中飞翔。

始建于 13 世纪末的教堂位于古城最高处，曾经是意

大利最壮观的教堂。表面镶嵌着黑白相间的大理石，正面

体现了两个时代的建筑风格：下半部的三个大门属于罗马

式风格。而上半部是哥特式风格。古城的布润达喷泉修建

于 1081 年，顶部镶嵌有动物形的檐槽喷口，喷泉由三个

坚固的哥特式拱廊构成，由此可通向一个岩洞，恋人们喜

欢到喷泉旁许下爱的誓言。我们在田园广场的餐厅享用

温馨的午餐，盛南瓜汤加姜汁的不锈钢锅很特别，铜提手，

小巧可爱。由火腿、意大利蒜味腊肠、朝鲜蓟、香肠、面包、

水牛芝士组成的托斯卡纳拼盘让人回味无穷。

EOS 80D
焦距：100mm
光圈：6.3
曝光时间：1/640s

EOS 80D
焦距：105mm
光圈：8
曝光时间：1/1,000s

EOS 80D
焦距：27mm
光圈：7.1
曝光时间：1/2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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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 and Quiet Island
柔和静谧的海岛时光 

我们从Porto Santo Stefano港乘船前往Giglio岛，票

价12多欧。船在地中海湛蓝的水中行驶，海面泛起朵朵雪白

色浪花。海鸟在天空翱翔，时而落在船上悠闲地凝视远方。

拿起手中的EOS 80D，它的全45点十字型高速对焦，帮我

精准捕捉到一闪而过的飞鸟。我们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些

精灵，感受到这里生态的和谐。登上Giglio岛后我们乘车去

山上的小镇，山上分布着典型的地中海植被，有些葡萄园和

少量的橄榄树。其中的小石头房子原来是酿酒葡萄用的，现

在已经废弃，周围环绕着漫山的雏菊和虞美人，还有叫不出

名字的野花。这里的人口有1300左右，居民主要收入来源是

旅游业，由于没有高中，孩子们需要去陆地上学。Giglio岛附

近有2012年意大利豪华邮轮触礁的地方。在红色高架后面

的山上是富人的别墅区，一片宁静、美丽的海湾景色。位于海

岛最高处的最古老的Giglio城堡扼守着海上要塞，依然保留

着中世纪时期的风格。很多居民依然居住在城堡中，其中的

一位老人跟我们聊了很久，表达了对这座城堡的热爱。城堡

入口有家店铺，店主每年四月到十月在这里卖纪念品，其他

时间回到托斯卡纳陆地的家，超市人很多，我们挤进去买了

些小西红柿和杏，香料的种子闻起来有果味的原始味道。继

续开车去Cala Piccola海岸，夏天这里温度可以达到40度，

因为有海风吹过，不会觉得热，仿若仙境。

岛上的坎佩塞（Campese）滨海，海水清澈，沙

滩上的沙子很粗，由于是旅游淡季，游客不是很多。我

们在岛上的 Meino 餐厅度过午餐时光，这里的海鲜

都是当地产的，鲜美至极。海鲜面、海鲜米粉、虾和各

种贝类、八爪鱼、肉酱面包配上白葡萄酒，再欣赏着眼

前的美景，轻松惬意。

EOS 80D
焦距：18mm
光圈：4.5
曝光时间：1/800s

壮阔蔚蓝的 Giglio 岛，让人心生无限感慨，

性能均衡的 EOS 80D 带给我不错的行摄体验，将

旅途中绝美的瞬间永久保存。漫游 Giglio 岛，打开

视频拍摄，沿途记录山海间的美景，80D 所具备的

短片伺服自动对焦，可在拍摄时追踪被摄体，还可

通过触摸直接切换焦点位置，就算没有熟练掌握短

片拍摄的人也可以轻松操作。

旅游摄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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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ACING THOUSANDS OF 
YEARS OF CIVILIZATIONS IEM REAP  

        暹粒
拥抱千年文明

文/图  洋洋   部分图片由DF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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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暹粒，古老而宁静。森森吴哥，神秘悠远。热带雨林里，城垣断壁若
隐若现。高棉的微笑，穿越千年而来，拥抱尘封的文明。

The small city of Siem Reap is ancient and quiet. The eerie Angkor Wat is mysterious and 
distant. In the tropical rainforest, the city ruins and dilapidated walls are looming. The smile 
of Khmer, coming up through thousands of years and embracing the dust-lade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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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mall city of siem reap appeared to 

be quiet and ordinary when comparing 

with the bustling metropolis. But one of 

the 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Angkor 

Wat where loads of travel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re flocking to is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small city. The fate of 

siem reap is closely related to Angkor Wat, 

here is the backyard of Angkor Wat, most 

tourists settled here and started the pious 

tour of pilgrimage. 

The king city of Angkor is the 

previous brilliance of the 

kingdom of Khmer. Today, 

the astonishing grottos and 

temples have already submerged among 

the barren rainforest. The smile of Khmer 

is the only thing that withstood mottled 

time, it came through the millennium and 

still told the story from faraway. However, 

this time we came to Angkor and entered 

into the Bayon temple, it was just to take 

a look at the stunning smile of Khmer.  

When entering the south gate of Angkor, 

the temple of Bayon can be reached 

by going straight on a little bit. When 

overlooking Bayon temple, the barren 

and dilapidated ancient city can not be 

seen, people will only be impressed by its 

solemnity and mystery and deeply shocked 

by huge buildings and dignified colors. 

The temple is a pyramid-shaped building, 

48 pagodas of small and large sizes which 

surrounded the centre of the pagoda, it 

looks like A myriad of stars surrounding 

the moon. On top of each pagoda, there’s  

huge statues of Buddha on four sides, all 

of them are smiling, it’s said to be the 

smile of Jayavarman Ⅶ , this is the Khmer 

smile which made Angkor Wat world 

famous. When shuttling among pagodas, 

it can be seen at any corner that the statue 

is located in front of the person himself. It 

looks like a mighty monarch, highlighting 

the supreme power. 

Walking in the temple, in addition to 

the mysterious Khmer smile, people were 

also touched by the grand cloister murals. 

The 1200 meters long promenade relief 

stunningly portrayed 11,000 figures. From 

the myths and religious stories of the inner 

layer to the real life in the outer layer, 

there were large numbers of living pictures 

from the fighting in the battlefield to 

productive labor, trade fairs. 

Hovering in Bayon temple, 

staying in front of the 

calm smile of the Buddha, 

the thoughts have already 

been brought back to the soul-stirring era. 

The smile that embraces 
the millen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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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gkor dynasty has been glorious, it 

carried out massive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built palaces and temples, Angkor 

was gradually made to be the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center of the entire Khmer 

people. With the Siamese invasion, plague 

became rampant, the only things left were 

the ruins and dilapidated walls and the 

legends of time. Today, the Angkor Wat 

covering an area of 124 square kilometers 

comprises countless temples, castles, 

palaces and gardens, it was soaked in the 

desolation of history and showed again 

to the world the greatness and glory of 

shuttling throughout history. 

Exploring the secrets of 
small Angkor

Angkor Wat, the largest temple 

in the world. The moat with a 

width of almost two hundred 

meters tightly surrounded this 

huge temple, it is hidden in the tropical 

rain forest, counting the time of isolation. 

The grand building which took more than 

30 years to be built became a famous 

scenery as it was imagined during the 

building period of time. Angkor Wat, as a 

national treasure of Cambodia, its perfect 

building structure and artistic sculpture 

have become the symbol of the Angkor 

historical site and even the whole country, 

and appeared in the national flag of the 

kingdom of Cambodia. 

The ancient Angkor temple is showing 

various glamour at any time of the day. 

You can wander the beautiful sunrise and 

sunset, you can also find a quiet corner, 

listening quietly to the mysterious echo of 

history. 

On top of the pyramid shaped temple, five 

pagodas stood visibly there, like the five 

plum blossom on the dice, four of them 

are relatively smaller, lining up in the four 

corners, a big pagoda stood in the center, it 

is similar to the layout of the king throne 

tower of India. It is said that the palace 

which stood straight on top of the pagoda 

represents paradise, the steps towards 

the central tower are nearly vertical, both 

feet and hands are needed, feeling the 

hardship of the path to paradise. The 800 

meters long corridor wall was covered with 

complex and magical reliefs, describing 

religious stories one after another, vivid 

image, clear lines, it is soul-stirring. 

Shuttling through the temple corridors, 

the sunshine segmented by stone pillars 

spread evenly over the slate, it seems to be 

a long corridor which travels through time 

and space. 

It is hard to believe that the ancient 

working people of Cambodia have already 

applied skillfully some basic principles 

of architecture in the building of temple 

Angkor Wat in Cambodia, using the 

principles of perspective and symmetry, 

the building can be seen as a whole at 

a glance. The more amazing is that the 

temple Angkor Wat was built with rocks 

each of which weighs 8 tons without 

the use of mortar or other adhesives, 

craftsmen can pile them up only by fitting 

the weight and shape of the rocks. If you 

pay attention to the details here, the 

lattice of classic cyclotron, the stone pillars 

carved with elegant decorative pattern, 

are inadvertently touching your soul, it 

is subdued by human civilization and 

wisdom. 

The lodging of traveling 
through time and space

Raffles Grand Hotel d'Angkor 

is located in the old French 

quarter  a t  the  hear t  o f 

siem reap city, it is only 8 

km away from the magnificent Angkor 

Wat temples, it is the perfect location 

for exploring the city's religious and 



46・TRAVEL&LEISURE

TRAVEL            | TravelS

archaeological masterpieces. Starting from 

here, viewing the magnificent sunset on 

the Sa lake within the cave, experiencing 

the simple charm of the floating village or 

intoxicated in the serene atmosphere of 

the royal independent garden, exploring 

the mysterious kingdom of Angkor.

Here was once the home of the royal 

family.  Elegant van elevator decorated 

ornate lobby, as if people were brought 

back to the distant period. A charming 

corridor, coolly and neatly laid with black 

and white ceramic tiles, it is of artistic 

style. Many photos are hanging on both 

sides of the wall, telling the ancient 

memory of Khmer.Entering the guestroom 

along the soft light of the corridor, the 

rustic style cloth is simple and elegant; it 

seems that the elegance of the past days 

reappeared. The stillness of the air was 

slowly influenced by the rhythm of the 

overhead ceiling fans, time seemed to be 

fixed, and the mind was slowly brought 

back to the mysterious period of Khmer. 

When exploring the culture and the 

beautiful scenery, don't forget to create 

a sufficient enjoyment for the taste bud. 

Taking adequately a wide variety of fine 

food here. Tasting the exotic Khmer 

cuisine in the Le Grand restaurant,  or the 

fine wine or Champagne and cocktails of 

the elephant bar. If you like the unique 

and unforgettable dining experience, you 

can also enjoy the private dining in the 

most magnificent temples of Angkor. 

Enjoying fully your exclusive Khmer 

vacation. Staying in the beautiful private 

tropical rainforests,  having a good swim 

in the swimming pool designed with the 

reference of the inspiration brought from 

the architecture of Angkor Wat, relaxing 

the body and mind, or taking a short 

walk to the river, wandering around the 

dynamic local market.

If you want to experience the 

C a m b o d i a n  p e r s o n a l i z e d 

comfortable nursing, the prestigious 

raffles spa must not be missed. 

Or taking a delicate souvenir. The 

small boutiques which sold handicrafts, 

fashionable clothes and souvenirs can be 

found everywhere.  

The trendy of the 
old city
Nowadays when coming to the scenic spot 

of Siem Reap in Cambodia, people can not 

only feel the charm of the world heritage 

within a short distance, but can also enjoy 

the pleasure of shopping. 

DFS, angkor T square, is currently the 

largest luxury goods duty-free shop in 

Cambodia, tourists can enjoy the all round 

shopping experience here which integrates 

retail, hotel and leisure . Angkor T square 

comprises 170 brands, its category covers 

internationally famous fashion and 

accessories, Watch and jewelry, alcohol 

and wine, beauty makeup and perfume 

and a series of local handicrafts.When 

lamenting the mysterious beauty of 

Angkor Wat, people can also roam among 

a wide variety of luxury goods and elegant 

local handicrafts, feeling to the largest 

extent the trendy brought by the old city. 

In Angkor T square, people are able 

to enjoy the precious tradit 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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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 f t smanship  o f  Cambodia ,  the 

handicrafts here were designed and 

produced from more than 30 Cambodian 

artist workshops. Angkor Artwork is a 

design studio located in siem reap, is 

committed to forging handicrafts using 

traditional plant painting,natural coloring, 

gilding and enamel skill so as to present 

exquisite lacquer art for the guests. Golden 

Silk is one of the few manufacturing 

brands of silk integration, applying subtly 

the rare domestic yellow silk cocoon for 

the production of silk. 

The design and decoration of the store 

also reflects the traditional art of the 

long history of siem reap, traditional 

Khmer patterns and reliefs can be 

seen everywhere. The craftsmen of 

commonweal organization Artisans d 

Angkor described the relief patterns drawn 

from Bayon temple and the Angkor city 

temple in the stone pillars of the store, 

the purpose is to revitalize the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of Cambodia, advocate 

the work environ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wal l  and f loor 

engraved with mixed patterns imitated 

local architectural style, the design and 

inspiration of the artistic device with a 

height of about 60 feet which is hanging in 

the arched atrium of the store came from 

the warm and saturated color of the robes 

of Buddhist monks. 

Not only the handicrafts, 

Angkor T square has also 

brought more than 130 

international brand for 

travelers, covering the five luxury category 

of DFS group, including the famous watch 

and jewelry brand bulgari, cartier and 

tiffany, and international fashion brands 

such as butterfly house,  burberry,  fendi, 

gucci and yves saint Laurent. 

In the beauty make-up world, consumers 

can choose and buy as much as they can 

the exquisite make-up products of 30 

make-up and perfume brands such as the 

key of the skin, dior,  estee lauder and 

giorgio Armani,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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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哥王城，高棉王国曾经的辉煌。如今，那些惊

动世人的石窟寺庙，已经淹没在热带雨林的荒芜之

中。唯有高棉的微笑，经受住了时光的斑驳，穿越千年

而来，依旧讲述着那段遥远的故事。

而此次来到吴哥，走进神庙巴戎寺 (Bayon)，也

正是为了一睹这惊世的“高棉的微笑”。

进入吴哥城南门，直走不远就是巴戎寺。远望巴

戎寺，看不到古城的荒芜与破败，只被庄严与神秘所

折服，被庞大的建筑群、凝重的色彩深深震慑。寺庙

是一座金字塔形的建筑，48 座大小不一的宝塔，众星

捧月一般，簇拥着中心宝塔。每一座宝塔上面都有一

个巨大的四面佛雕像，个个面带笑容，据说是阇耶跋

摩七世的笑容，这就是令吴哥窟蜚声世界的“高棉的

微笑”。穿梭在塔林之中，在任何一个角落，仿佛都能

看到佛像在对着自己。就像是不可一世的君主，在彰

显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寺庙中行走，除了神秘的“高棉的微笑”，恢弘

的回廊壁画同样让人动容。1200 米长的浮雕长廊令

人惊叹地刻画了 11000 个人物。从内层的神话、宗教

故事，到外层的现实生活，从战场厮杀到生产劳动、

集市贸易的生活图景应有尽有。

徘徊在巴戎寺，面对着佛像平静的微笑，思绪却

早已经回到了那个荡气回肠的年代。曾经的吴哥王朝

辉煌一时，大兴土木，建造宫殿与寺庙，使吴哥逐渐成

为整个高棉人的宗教以及精神中心。而随着暹罗人入

侵，瘟疫横行，只剩下残垣断壁和光阴里的传说。如今，

占地 124 平方公里的吴哥窟数不清的寺庙、城堡、宫

殿与花园，浸透历史的苍凉，重新向世人展现穿越历

史的伟大和辉煌。

拥抱千年的微笑

The smile that embraces the 
millennium

小城暹粒，与繁华喧嚣的大都市相比，显得安静

而平凡。而就在这座小城北部，却是令各地旅行者纷

至沓来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吴哥窟。暹粒的命运

与吴哥窟息息相关，这里是吴哥窟的后花园，游客大

都在这里落脚，开启虔诚的朝圣之旅。

柬埔寨旅行小贴士：

暹粒是柬埔寨暹粒省的省府，距离金边 311 公里，距离泰国边界只有 152 公里，人口约 85000。

这里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吴哥古迹门户，暹粒是参观吴哥古迹唯一和重要的停留地。

六至七月柬埔寨天气较为炎热，紫外线强，常有阵雨。出发前需要准备防晒及防蚊虫的药物。

柬埔寨是宗教国家，在参观寺庙前请注意着装，请勿穿着露肩及腿部的背心、短裙短裤等，建

议携带一件披肩或长袖防晒衫。吴哥的许多建筑都很高，楼梯较为陡滑，请携带适合户外的舒

适鞋子。

柬埔寨通用美元，人民币不流通，当地人使用美元进行商品交易。建议在国内兑换美元，特别

是小面额的零钱，在进入柬埔寨海关时需要付 1美元小费。

柬埔寨和中国有时差，比北京时间晚 1小时。如北京时间 7am，柬埔寨时间为 6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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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哥寺，世界上最大的庙宇。近两百米宽的护城

河紧紧环绕着这座巨大的庙宇，隐匿在热带雨林之中，

细数着与世隔绝的时光。

这座耗时三十多年建造而成的恢弘建筑，正像当

时兴建时所设想的，成为了一道举世闻名的风景。吴

哥寺，作为柬埔寨的国宝，在建筑结构和雕塑艺术上

的完美使它成为了吴哥古迹乃至整个国家的象征，并

且出现在柬埔寨王国的国旗上。

古老的吴哥寺，在一天中的每个时刻，都在展现

着不同的魅力。你可以流连这里的美丽日出日落，也

可以寻一个幽静的角落，静静聆听历史神秘的回声。

在金字塔式的寺庙的最高层，可见矗立着五座宝

塔，如骰子五点梅花，其中四个宝塔较小，排四隅，一

个大宝塔巍然矗立正中，与印度金刚宝座式塔布局相

似。笔直耸立的尖塔顶部殿堂据说代表“天堂”，通向

探秘小吴哥

Exploring the secrets of 
small Angkor

中心塔的台阶几近垂直，需要手脚并用，感受“天堂之

路”的艰辛。

长 800 米的回廊墙上布满了复杂神奇的浮雕，

描述着一个个宗教故事，生动的形象，清晰的线条，

观之令人荡气回肠。在寺庙回廊里穿行，被石柱分割的

阳光，均匀地铺在石板上，俨然一座穿梭时空的长廊。

很难相信，柬埔寨古代劳动人民在建造吴哥寺时，

已经熟练地运用建筑学的一些基本原理，采用透视和

对称的法则，使人们一眼就看到该建筑物的全貌。更

令人惊叹的，吴哥寺全部用每块重达 8 吨的石块砌起，

没有使用灰浆或者其他黏合剂，工匠们仅仅靠石块的

重量和形状的吻合就将它们叠合起来。如果你留心这

里的细节，古典回旋气质的窗棂，雕刻着精美花纹的

石柱，都在不经意间触动心灵，不禁为人类文明智慧

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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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ffles Grand Hotel d’Angkor，位于暹粒市中

心古老的法国区，距离壮丽的吴哥窟寺庙群仅 8 公里，

是探索这座城市的宗教和考古杰作的绝佳落脚点。从

这里出发，观赏洞里萨湖上的壮丽落日，体验水上浮村

的淳朴魅力，或者陶醉在皇家独立花园的宁谧氛围中，

探索神秘的吴哥王城。

这里一度是王室的家园。典雅的厢式电梯，装点

着华丽的大堂，仿佛将人带回到遥远的时光。一条迷人

的走廊，凉爽整齐地铺设着黑白瓷砖，艺术感十足。两

边的墙壁上悬挂着许多照片，诉说着古老的高棉记忆。

沿着走廊柔和的灯光走进客房，乡村风格布置朴

素而典雅，恍若逝去岁月中流溢的典雅重现于此。头顶

的吊扇缓慢而有节奏地划动着静止的空气，时间仿佛

定格，思绪也慢慢被带回到那段神秘的高棉年代。

探索文化与美景的同时，也别忘了给味蕾来一

次飨宴。尽情享用这里多种多样的精致美食。在 Le 

穿梭时空的下榻

The lodging of traveling 
through time and space

Grand 餐厅品尝充满异域风情的高棉菜，或大象酒吧

的高级葡萄酒、香槟和鸡尾酒。如果喜欢独一无二、令

人难忘的用餐体验，还可在吴哥最壮丽的寺庙中享受

私人用餐。

尽情享受你的专属高棉假期吧。置身优美的私人

热带雨林中，在从吴哥窟建筑中借鉴灵感而设计的泳

池中尽情畅游，放松身心，或短途散步到河边，逛一逛

充满活力的当地市场。如果想体验柬埔寨式的个性化

舒适护理，有口皆碑的莱佛士水疗中心一定不容错过。

或者，带上一份精致的纪念品。这里到处是出售独特

的手工艺品、时装和纪念品的小型精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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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S旗下吴哥T广场，是目前柬埔寨境内规模最

大的奢侈品免税精品店，游客可以在这里享受到集零

售、酒店、休闲于一体的全方位的购物体验。T广场拥

有170个品牌，其品类涵盖国际领先的时装及配饰、

腕表及珠宝、酒类、美妆及香水和一系列当地手工艺

品。在感叹吴哥窟的神秘之美的同时，也能徜徉在琳

琅满目的奢侈品和精美的当地工艺品之中，尽情感受

老城带来的新潮范儿。

老城里的新潮范儿

The new tide modal 
in the old city

高棉风格青铜花盘 皇家银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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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在吴哥 T 广场，享受着沉浸式的购物体验！

同时，这里呈现着暹粒传统工艺的华彩。这家 DFS

旗下 T 广场的特点是与多家柬埔寨当地艺术工坊合

作，致力于传统技艺的传承。譬如下面这几家工作室，

就为到这里购物的旅行者呈献上众多精美的艺术品。

Angkor Artwork 展出着一系列使用传统植物

涂漆、自然色彩、烫金及彩瓷技术创造而成的精致艺

术品。Stocker 兄弟在巴黎习得这些技术，并培养出

新一代的柬埔寨工匠大师，以保持传统技术代代相传。

其优雅的手工处理，为路易威登、香奈儿及爱马仕等

奢华品牌的店内家具摆设添上迷人的点缀 。在这里，

你可以欣赏到出自工作室之手的精选杰作。

Golden Silk，致力于重建和维护传统的高棉制

丝及编织技术。作为全球最后一批全面整合型的丝绸

制造商之一，Golden Silk 的工匠使用罕见的原生黄

蚕及当地植物的天然色素染制出上乘的手工织物。 

他们为渴望把这个古老工艺带回家的顾客们，创作出

惊艳的传统手工艺

The marvelous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一个珍稀难逢的独家丝巾系列。

Artisans d’Angkor 以吴哥王朝的遗产为灵感，

生产一系列传统高棉艺术品及手工艺品 , 展示了一系 

列来自并惠及当地工匠的作品。

Tiger Lily 云集了一系列高棉文物及装饰品，如

高棉槟榔盒、陶器、青铜水碗和木雕佛像等，其藏品 

之丰富多样令人印象深刻。所有物品均由当地著名的

工匠全人手制作并经过店主 Judie Wong 的精挑细

选。店主从琳琅满目的精品中拣选打造出独一无二的

精选系列，独家呈献给暹粒的访客们。

Khmer Attitude 重新建立形态简约、物料奢华

以及追求卓越工艺的独特高棉风格。采用高级纯银以 

及细致的浮雕（Repoussé）技术，Khmer Attitude

的所有作品均是由柬埔寨的工匠大师限量制作。特别

精选的 Khmer Attitude 的杰作系列，为购物者提供

了一个理想的选择。

美国摄 影师 John McDermott（约翰·麦 克德

上图：现场柬埔寨工艺师制作蛋壳金饰坐佛，工作人员把鸡蛋壳敲碎，再用胶水一片一片拼贴成特定的图案， 然后外面
再粘上金箔，制作工艺细腻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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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粒除了吴哥窟，还有特色的皮影戏表演。观众

透过白色的幕布，观看平面人偶的灯影。艺人们在幕

布后面，灵活地操作着人物，配以当地乐器，散发着浓

厚的本土气息。

暹粒是柬埔寨皮影的发源地。与中国的皮影不

同，柬埔寨皮影的配乐、造型、雕刻手法都有其独特

的特点。每一个角色由整片皮革制作的，工匠们将表

演需要的形象画在晒制后的牛皮上，然后将它剪出、

用 Kandaol（树名）树皮溶液染色，再系到两根竹棍

上。传统的皮影表演一般设在户外，并在夜晚进行。角

色被投影在白色的幕布上，表演者舞动皮影，赋予角

色生命。这样的表演可能会持续几个晚上，每场演出

会需要几百件傀儡。

看一场当地皮影戏
Watch a local shadow play

如今，为了更方便游客观赏，皮影表演搬到了室内，

尺寸也缩小了不少。表演者用高棉语配音，通过皮影的

简单动作，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演出一般会用高棉语，

国外的游客可能听不懂当地的语言，却可以凭借画面

和表演节奏来猜测，也是一种有趣的体验。游客还可

以转到舞台的后面，观看操作者的表演。在幕布前看

表演，欣赏到的是皮影的动作和丰富的剧情。而在幕

后观赏，看着操作者灵活的双手，恰到好处的配音，以

及紧张有序的角色切换，更多的是对匠人的崇敬，陶

醉于异域文化的魅力。

蒙特）于 1995 年首次到访吴哥，并见证了太阳的日

全食。 受到日食时超现实、仿佛来自异界的光线启

发，他在其后数年多次重访此地，为高棉古寺庙拍摄

出权威性的艺术作品。尊誉贵宾室展出一系列精选的

McDermott 限定版作品，让贵宾会员能观赏并细品

此一传奇的吴哥窟照片特辑。

上 图： 公 益 性 组 织 Artisans 
d’Angkor 的 工 匠 们 在 店 铺 内
石 柱 上 描 绘 了 取 材 于 巴 戎 寺
（Bayon）和吴哥城寺 庙的浮雕
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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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Golden Silk 创始人
Sophea Pheach

珍稀的古老工艺

怀著一份对重建高棉文化声望的热忱，

她终于下定决心接受挑战，在 2002 年创办

了“Golden Silk Pheach”。

如今，Golden Silk 为许多从前来自孤

儿村以及其他生活在文化保护中心周边地

区的弱势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旅 游 休 闲》专 访 Sophea Pheach

女士，聆听珍稀古老工艺的故事。

Q:我们想知道您自己有关慈善的见解，

以及如何帮助穷人？

A: 在 2002 年开始之前，我有 10 年与

战争受害者直接打交道的经验，这让我懂得

给予、帮助别人，但那还不够，我更专注于给

予他们维持生活的技能，这就是创建慈善事

业的原因。当我第一次参与社会事务时，感

觉这是很紧急的，给予别人，帮助别人是好事，

我们需要人来重建国家，让人们掌握一种技

能。我给他们培训的机会，通常为 10 年，这

样就可以把他们塑造成国家良好的公民。

Q: 您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您未来十年

的长期商业计划吗？

A: 以柬埔寨作为工作重点扩散到亚洲

其他国家，在其他国家有一些委员会，让其他

国家的人都知道，我们有能力。 我们很幸运，

因为离庙宇很近，当人们来到庙宇时，也是来

看我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很多来自美国

的客人。我们要拓展还对此知之甚少的中国

市场，借助这次良好的机会，分享中国人所需

要的。

Q：中国的蚕和柬埔寨的蚕区别是什么？ 

A: 一个高大发白，一个矮小发黄，同样

量的桑蚕，中国可以产90千克的丝，我们只

有2到3千克，少15倍，中国的蚕是标准化

的，可以用机器处理，我们的蚕很短小，所

有的必须手工完成，因为它太短。蚕丝长度

最多只有115 米至200米，一般150米，中国

的有2到3千米。中国用大机器工作，蚕必须

是纯的无瑕疵的，我们的蚕短小有瑕疵，还

需要手工制作。黄色的蚕在过去是为皇家预

备的，非常珍贵的，触感不一样，像棉一样透

气。白色的蚕有丝滑质感，可在冷天使用，

冬暖夏凉，非常昂贵。去年100 人只生产50

千克，这就是它不能量产的原因，我们对它

的质量要求很高，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时

间。1件作品需要6个月或18个月， 在完成

一件作品之前要流经不同的渠道，有100个

人从事纺织、清洁工作，每月生产5到6 件，

金丝是限量的。

Q：您可以展望一下地方工艺发展的未

来和您品牌未来的计划吗？怎样满足市场的

需求并变得更加国际化？

A: 这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我们不能

够像想象得那样制造，因为生产的过程需要

耗费许多劳动力。它不仅是统一标准的，也

需要手工创造。也许我们会满足客户的需求，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文化遗产，把所有庙宇

的图案画在画上，各种各样的庙宇，可能未

来会有一些设计师将一些中国风格加以变

换。我们计划雇佣的工人可在村子里工作。

我们的包装是纯天然的，是用稻谷的外皮

做的，采用的是德国的技术，上面有我们的

Logo, 使用的材料是无害的。 

Golden Silk 创始人 Sophea Pheach 女士

曾经担任过柬埔寨国家丝绸中心总监。

在法国完成学业后，Pheach 决定回到柬

埔寨并前往位于泰国边境的高棉难民营

工作。随著战后所签订的《巴黎和平协

定》（1991 年），成千上万的难民陆续返

回家乡，其中有许多都是孤儿。1992 年，

Pheach 成 立了一 条 名 为 Sovanaphoum 

Komar 孤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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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昂贵的丝巾图案灵感来自小吴哥的寺庙图案。 Sophea Pheach 女士在吴哥 T 广场的尊誉贵宾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Q:We want to know your opinion about 

the charity and how to help poor people?

A:Before the start of 2002, I had 1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dealing directly with 

the victims of war, this taught me how 

to make contribution and how to help 

others, but that’s not enough, I am more 

focused on providing them with the skills 

of maintaining life, this is the reason of 

establishing the career of charity. When 

I first participated in social affaires, I felt 

it was very urgent, making contributions 

and helping others are good things, we 

need people to rebuild the country, getting 

people to master a skill. I gave them the 

opportunity of training, it is usually 10 

years, in this way, they can be forged into 

good citizens of the state. 

Q:Can you show us the long-term business 

plan in the next decade?

A:Focusing on Cambodia and spreading to 

other Asian countries, establishing some 

committees in other countries, by doing 

so,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will get to 

know that we have the ability. We are very 

lucky, because we are very close to the 

temple, when people come to the temple, 

they also come to see us, that’s why we 

have got lots of guests from the US. We 

want to expand the Chinese market which 

has got little knowledge about it, I will 

avail myself of this chance to share what 

the Chinese people need. 

Q: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silkworm and Cambodian silkworm?

A:One is tall and pale, the other is small 

and yellow, the same amount of silkworm, 

China can produce 90 kilograms of silk, we 

have got only 2 to 3 kilograms, 15 times 

less, Chinese silkworm is standardized, it 

can be processed by machine, our silkworm 

is very short and small, all should be dome 

by hand, because it’s too short. The length 

of silk is at most 115-200 meters, it is 

normally 150 meters, the Chinese one can 

reach up to 2 to 3 kilometers. You work 

with big machines, the silkworm must be 

pure and flawless, our silk worm is short 

and flawed, and it should be handmade. In 

the past, the yellow silkworm was prepared 

for royal family, it is very precious, with 

a different touching effect, it ventilates 

well like cotton. The white silkworm is 

attached with silky texture, it can be used 

in cold weather, people will feel warm 

in the winter and cold in the summer, it 

is very expensive. Last year, 100 people 

only produced 50 kg, this is why it can’t 

be mass-produced, our requirements for 

its quality is at a very high level, that 

means more time is needed. 6 months 

or 18 months is needed for producing 1 

piece, it is required to go through different 

channels before completing 1 piece, there 

were 100 people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work of textile and cleaning, producing 

5 to 6 pieces per month, the number of 

golden silk is limited. 

Q : C a n  y o u  i m a g i n e  t h e  f u t u r e 

development of local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ing plan of your brand in the 

future? How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market and become more international? 

A:This is a rather difficult task, we can not 

manufacture as we imagine, because the 

production process requires lots of labor 

work. It’s not only a unified standard, 

it also needs to be created manually. 

Maybe we will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customers, because what we are doing now 

is about heritages, drawing the patterns 

of all temples on the paintings, a great 

variety of temples, there may be some 

designers who will transform the Chinese 

style in the future. The workers that we 

plan to hire can work in the villages. Our 

packaging is purely natural, it’s made from 

the husk of rice, using German technology, 

attaching our logo to it, the material used 

is harmless. 

The precious ancient craftsma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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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粒的吴哥窟让全世界游人为之倾心，而暹粒的

美食也同样让游客食指大动。色香味俱全，是暹粒美

食的最大特色。传统的柬国美食 Amok，用 Amok 叶

子或香蕉叶裹着鱼肉或鸡肉或牛肉，再加上椰奶、咖

喱粉、姜黄粉、柠檬香草等调料，在火上蒸熟。浓香的

柬式火锅，类似国内的小火锅。还有开胃的高棉酸汤，

让你在疲倦的行程后吃饱喝足，瞬间充满能量！

蝴蝶园餐厅
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这家餐厅的庭院里真的有各

种各样的蝴蝶。在户外用餐，不用担心会很炎热，餐厅

在每个用餐区域都配备了电扇。蝴蝶喜欢阴凉湿润的

环境，因此户外绿植葱茏，流水潺潺，营造出户外山溪

野炊的感觉。食客可以一边品尝美食，一边享受被蝴

蝶拥抱的幸福感。在餐厅用餐，大家都会自觉降低声

音，以免打扰到蝴蝶的生活。

餐厅就处在暹粒老市场的河对岸，主要提供带西

餐风格的高棉菜式，但这家餐厅最大的特色还是蝴

蝶。在面积颇大的庭院里，饲养了超过1,000只蝴蝶，

都是从附近一个贫穷的村落的小朋友购买来的。不少

儿童就是凭这些收人去支付学费。顾客可以直接捐款

给这些小朋友，餐厅也会将部分收益用来资助弱势儿

童及传统高棉艺术的发展。

TOUICH 餐厅
一家开在坟墓对面的餐厅，因为地处偏远，环境

也比较清幽。但这些都丝毫不影响这家餐厅的高人气，

很多外国人都喜欢这里，来这里用餐当然是需要提前

预约的。烤肉和高棉菜是这里的特色。

半开放式的庭院餐厅，没有繁复的装饰，米色的

墙面、绿色的桌布显得简约而清新。与其他位置的布

置相比，中庭茅草屋顶和灯饰，营造出浪漫的氛围。在

这家餐厅，可以品尝到原汁原味的暹粒特色美食，并且

有美味的烧烤和服务生周到的服务。在通透的空间里，

品尝着当地的美食，沉浸在柬埔寨风情之中，让人流

连忘返。

老城寻味

Looking for familiar things 
in the old city

特色小吃

在暹粒的街头，可以买到当地的竹筒饭，糯米搭配红豆和椰肉，咸香的味道。还可

以品尝到新鲜的椰汁，不枉此行。

交通工具

在暹粒旅行，Tuktuk 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这是一种三轮机动车，后面拖着一个带

有遮阳蓬的车厢，可以坐1-4人。司机皮肤黝黑，穿着白色T恤衫，稳稳地驾驶着车辆。

行程不是很赶的话，大可以悠哉悠哉地吹着风，欣赏一下路两旁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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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里，洛杉矶市中心复苏的脚步从未停下，它已不仅是这
个城市的商业中心，更是各种风格鲜明的社群的汇聚之所。从艺术区、
小东京、唐人街到韩国城与高地公园，为洛杉矶中心带来丰富的文化

色彩与无尽的机遇。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recovery of downtown Los Angeles has never stopped, it 
is not only the commercial center of the city, but also the gathering place of various 

distinctive communities. From the artistic district to little Tokyo to Chinatown 
to Korea town and Highland Park,  bringing rich cultural flavor and endless 

opportunities to the city center of Los Angeles. 

olorful 
Los Angeles
多彩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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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 around the city of art Feeling the Japanese customs
游走艺术之城 感受日式风情

艺术区 (Arts District) 位于洛杉矶中心东部洛杉矶河

沿岸。这里的社区空间迎合充满创意与灵感的年轻人，是

一个创意枢纽。以前工厂与工业区遗留的仓库焕然一新，

变成生活工作一体化阁楼与高端公寓，走在路上，新潮而

充满城市氛围的街头艺术能立刻抓住游客的眼球。

想买到独具匠心之作的愿望，在艺术区可以轻松实

现。这里有阿珀里斯 (Apolis) ，这是一个全球领导品

牌，兼具设计感与性价比，专营潮流男装与配饰。博客

图 (Poketo) 则汇集了各种家居用品、男女服饰、皮革制

品、文具书籍以及珠宝首饰。若想探索这座城市最精美别

致、非同寻常的商品，就一定要去炼金术工作室 (Alchemy 
Work) 看看。每个星期四，农贸市场对游客开放，而在

周末，去固定的跳蚤市场逛逛，随处可见洛杉矶艺术家们

的孤品杰作。

艺术区的用餐选择也充满创意。早餐，游客可以前

往面包时光 (Bread Lounge)，也可以去锌咖啡市场 (Zinc 
Café & Market) 专门品尝它的特色点心。一号圣达菲 
(One Santa Fe) 的感恩咖啡 (Café Gratitude) 只提供素

食，工作日下午 3:00 至 6:00 为欢乐时光。晚餐有 60余
种美味家常菜可供选择，野兽餐厅 (Bestia) 的意大利面

与披萨几近完美，或者也可以在香肠厨房 (Wurstkuche)
大胆尝尝响尾蛇鳄鱼香肠与配有蘸酱的比利时炸薯条。用

餐完毕，就到街对面的馅饼店 (The Pie Hole) 吃一些餐

后甜点吧。

夜晚，游客可以在恶棍酒馆 (Villains Tavern) 叫一

杯饮料，欣赏标志性的本地音乐，或者在天使城啤酒厂 
(Angel City Brewery) 放松身心，加入参观酿酒厂或每

周趣玩，如食品车集会 (Food Truck Gatherings) 或墨

西哥玉米卷之夜 (Taco Trivia Night)。

小东京是日本文化的天堂，也是世界各地人群的

聚居之所。游客若想感受禅文化，可以去佛教寺庙，或

者位于日裔美国人文化社区中心的詹姆斯欧文日本花园 
(James Irvine Japanese Garden)，后者属珍藏之地，

绝对值得一游。游客也可以去“全力以赴纪念碑” (Go 
For Broke Monument)，这是日裔在美国本土的第一块

纪念碑，借以表达对二战时期参加美军到海外作战的日裔

美国人的敬意。之后，可以看看壁画“《家园》 (Home)”，
这幅画描绘了小东京的历史。

小东京里有 100 多间小饭馆，不仅有新鲜寿司店、

清酒酒吧到日本—意大利融合的餐厅、面馆，还有夏威夷

菜与真正的街头小吃。品咖啡特饮之余，搭配广为流行的

甜甜圈，无疑是最佳选择。对于寿司爱好者来说，寿司布

告 (Sushi Gen)、哈马寿司 (Hama Sushi) 则不可错过。

寻找最美味的乌冬，一边观赏厨师擀面团并用细致的手法

将面条打薄，一边享受自己的美味，是绝妙的体验。如果

想完全自选搭配，就要去新撰组 (Shin Sen Gumi)，对

于拉面爱好者，大黑家 (Daikokuya) 是本地的最佳之选。

夜猫子们，可以去威乐广场 (Weller Court) 顶层的

蓝鲸 (Blue Whale)，在这个流行爵士的热门场，可以玩

到凌晨。曲线的长吧台，蓝色立方体座椅，充满神秘色

彩。如果想要更休闲一点，游客可以选择远方酒吧 (Far 
Bar)，数不尽的显示屏，随时供应的精酿啤酒，亚洲风

格的鸡尾酒。在第二大道下方的埃德森 (The Edison)，
寻找真正的“洛杉矶独家体验”。从哈林广场的巷口走下

楼梯，会来到一个蒸汽朋克世界，景象壮观，仿佛置身于

科幻电影之中，是派对达人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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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minating Chinatown
寻味唐人街

传统与新兴在唐人街 (Chinatown) 交织，让这里成

为洛杉矶最刺激的社区。游客可以游览道观，参观许愿池，

欣赏“中国龙” (Chinese Celestial Dragon) 壁画，观

赏李小龙与孙中山的雕像，或者逛逛重庆路上的新奇艺

术画廊。

唐人街上有几间全城最棒的点心店与面馆。街上橱

窗里是一排排北京烤鸭，而新鲜的水果档就在旁边。吃

货行程的第一站可以设在远东广场 (Far East Plaza)。自

从赤兔、博爱泰国炒粉、拉面赏味与速酷吧进驻，这里

就成了吃货的天堂。

赤兔 (Chego!) 提供心灵美食，“大孩子餐 (big 
kid meals)”粘炸薯条是必试的美味！博爱泰国 (PokPok 
Thai) 炒粉可以尽享泰国米粉。拉面爱好者，就上楼寻找

拉面赏味吧 (Ramen Champ)。想吃甜品，唐人街速酷

吧 (Scoops Chinatown) 提供几款全国最正宗的冰淇淋，

有焦糖马铃薯味、鳄梨蜜盐味和罗勒属山羊乳酪味。口

味变化很快，但游客一定要尝一尝招牌黑面包味，加了

甜燕麦与焦糖的马斯卡泊尼乳酪冰淇淋吃起来别具风味。

原味菲律宾 (Philippe the Original) 位于唐人街东

部尽头，阿拉曼达与奥德街转角。自从 1908 年，这间

自称发明了法式蘸汁三明治 (French Dip) 的餐馆就备受

洛杉矶中心各界人士的喜爱。

如果想尝尝不拘一格的食物，游客可以到新奥尔兰

珍珠 (The Little Jewel of New Orleans)  的原创菜单

里领略一番。里面有招牌自制香肠、潜艇堡、塔索及猪

血香肠丸子、芝士小龙虾以及重口辣椒酱。当然，还可

以去试试来自加州半岛的墨西哥玉米卷公司 (Mexicali 
Taco & Co) ，那里有肉食三件套——烤牛肉、鸡肉与辣

香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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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scinating place of 
innovator

The dynamic K city

创意家的神往之地
充满活力的 K 城

高地公园 (Highland Park) 位于洛杉矶市中心与帕

萨迪纳市之间，是洛城最早的成形区域。这里风景如画，

对那些被历史手工艺者之家吸引的创意家来说，这是他们

的神往之地。

维多利亚古屋博物馆 (Heritage Square Museum)  
是一间生活历史博物馆，展示了南加州成立最初百年的成

形与发展史。历史爱好者不能错过拉米斯之家 (Lummis 
House)。游客还可以去五十大道工作室 (Avenue 50 
Studio) 看看，这里的两个艺术馆—— “两轨工作室” 
(Two Tracks Studio) 与“她骑着狮子” (She Rides the 
Lion) 举办了上千场展览，展示了这个区域内丰富多元的

文化内容。

在高地公园，约克大道两旁有许多仅此一家的商店，

哈尼伍德 (Honeywood) 便是一个。它经营各种古董物

件，从刺绣到皮革制品都有涉猎。另一间名为商店课堂 
(Shopclass)，经营多种家具产品，包括各种类型的古董

家具、收藏品及装饰品。音乐迷可以去温布尔顿唱片行 
(Wombleton Records) 淘货，这间唱片行专门收集原版

唱片，或者专门出国购买罕见的二手珍品。

要想试试这一区的披萨，马克西米利亚诺 
(Maximiliano) 一定是不二之选。或者到蒙特 52 (Monte 
52)——一间不起眼的三明治店，感受高地公园当前的美

食文化。索尼潜伏处 (Sonny’s Hideaway) 是颗隐藏的

宝石，手调鸡尾酒是其精华所在。吧 (Ba) 则是当地人最

喜欢的法式小酒馆。

赫塔菲苏打流行商店 (Galco’s Soda Pop Stop) 
有超过 500 种世界各地的苏打供游客选择。赫塔菲有几

大特色——450 种轻量精酿啤酒、60 种瓶装水、各种老

式糖果玩具以及全部熟食供应，里面的“重磅”三明治更

是备受好评。

如今，韩国与拉丁群体一起成为社区文化多元性的

重要组成部分。韩国城 (Koreatown)，常称作 K 城，是

除了韩国本土外的第二大韩国人聚居地。即使是韩国城的

常客，也不敢说深入地了解这个充满活力的地方。

莱恩酒店 (The Line Hotel) 是探索韩国城最理想的

大本营。游客可以去休斯顿兄弟 (Houston Brothers) 最
新开的打破 86 号房 (Break Room 86) 享受夜生活，

回到几十年前的时光。老顾客可以享受现场演出、客席 
DJ、卡拉 OK 套房、舞池以及风格独特的甜点。

韩国城是美食潮流的发源地，这种独一无二的文化

现象为罗伊·崔提供了灵感，开了一间原创的科吉烧烤餐

车，提供著名的墨西哥玉米卷。若想尝试韩式心灵美食，

您可以去 Ham Ji 公园品尝烤猪肋骨与盖满了慢煮猪颈肉

与马铃薯的香浓烩汤。更正宗的韩式烧烤则在商人广场 
(Chapman Plaza)，这经常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免下车

杂货店。以首尔专业棒球队命名的 OB 熊 (OB Bear) 的
炸鸡非常出名，这里的招牌菜是洛杉矶最美味的炸鸡之一。

尽管是在韩国城中举行，盖拉盖查节却以纯正的瓦

哈卡菜式而广受喜爱，另外，还有洛佩兹家族通过艺术、

音乐、饮食等方面对瓦哈卡文化的支持。除了获奖无数的

莫莱调味酱，这里还提供晚间娱乐。另外，它还拥有龙舌

兰利亚 (Mezcaleria) 酒吧，因有全国最多的龙舌兰酒收

藏而闻名。

到了啤酒肚 (Beer Belly)，韩国城的游客不仅能感

受到这里健康友好的社区氛围，还有机会看到不那么健康

的饮食菜单。这是一间美食酒吧，桶装啤酒随时供应，还

有成打的瓶状啤酒，地窖里的储藏更是无穷无尽。菜单上

有许多特色菜，比如超大份烤芝士三明治，“致死鸭”（鸭

油薯条）以及臭名昭著的油炸夹馅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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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今年已过半。时光飞逝，让我们来不及去思考。
然而有一段记忆，令每个人都刻骨铭心。有一个故事，每
个人都知道。走进狼牙山，追忆那段难忘的红色记忆！

Half of the year has already unconsciously passed, time flies; 
there is not enough time for us to think about. And yet there 
is a memory which made everyone remember to the end of his 

life. There is a story that everyone knows. Walking into Langya 
Mountain, recalling the unforgettable red memory! 

追忆狼牙山

文  CICI 摄影师 张曙曦 

Recalling  Langya  Mountain  red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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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jestic 
appearance of 
Langya Mountain

Everyone ' s  s tudy  a t 

primary school was 

accompanied by the 

story of  five heroes on 

Langya Mountain; during the Anti-

Japanese War, Japanese troops 

carried out mopping-up operations, 

five soldiers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Ma Baoyu, Ge Zhenlin, Song Xueyi, 

etc led the enemy to the summit of the 

Langya Mountain in order to screen the 

principal force to retreat. After 5 hours of 

fierce fighting, they jumped off the cliffs 

until their ammunition was exhausted. 

The richness of toda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oldiers who fought dauntlessly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Langya mountain in our memory should 

be a magnificent peak, it’s somewhat aloof 

and arrogant. When I really went into it, 

I just found that it’s quite different from 

what I had imagin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going up the mountain, when seeing 5 

soldiers with their heads held high standing 

on the peak of the mountain and staring 

at the sculpture in front of them, it’s 

written the 5 warriors of Langya mountain 

under the sculpture, there was a red fla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embroidered with a 

golden party emblem behind us. 

When entering the scenic area, it could 

be seen that there were a number of 

local residents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eet 

who sold plums, peaches produced all by 

themselves at fairly affordable price. There 

were also some handicraft works made 

with mahogany. The yam and wooden 

hammer crisp is the specialty of Langya 

mountain, the whole production process 

can be seen on the spot, the so-called well-

seasoned green and delicious food. There 

were cable cars for traveling up and down 

in the scenic area, we chose to walk up 

the mountain in order not to miss any 

landscape. It has been proved by the fact 

that our decision is correct. 

The murmuring of water could be 

gradually heard, the flows of a small 

waterfall appeared in front of us, just like 

the flowing hair of a young girl drawn 

down from the mountain! Looking upward 

all the time, hoping to find the source of 

water, but it’s impossible to see the end 

of it! Gradually, the softness and beauty 

of Langya mountain was unfolding little 

by little. However, we have to admit that 

mountain climbing is a physical work.

The onyx karst cave was originally 

called patio, it was discovered by 

3 villagers of Dongxishui village in 

the early days. The whole body of 

Langya mountain was made with 

limestone, the great spectacle of 

Langya mountain was constituted 

by numerous karst caves, this is 

the largest karst cave which has 

ever been found for the time 

being, it can be dated back to 1.6 

billion years ago. Each layer has a different 

landscape, there were stalactites of various 

colors such as white, milky write, amber, 

etc, the modeling is of all kinds of strange 

things, what a nice surprise. 

A cool summer     
complete enjoyment of 
water world
Water is the source of life, it is also the 

source of joy, the happy world of the beach 

of Longmen lake in Langya Mountain 

is the best place to play with water. The 

baby water city which is the happy and 

animated place for playing with water, 

the most popular river rafting “love river 

fairyland”enjoyed by couples, the gallop 

competition which started by sliding at full 

speed from the tower head of 20 meters 

high and so on, with an eyeful of hot beach 

beauties, enthusiastic and unrestrained 

handsome men and so on, coming here to 

have a different summer!

Driving along the road, when you 

constantly see people sell bathing s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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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will know that the happy world of 

the Beach of Longmen Lake in Langya 

Mountain is drawing near. The happy 

water world is located at the foot of the 

scenic area of Langya mountain. After 

buying the ticket and entering the water 

world, the first thing to do is to rent 

lockers, at the same time, remembering 

that it is best to buy a waterproof phone 

set, in this way, people can not only be 

bold enough to play with water but can 

also take beautiful photos! Then you can 

change a beautiful swimsuit in the locker 

room! Remembering to bring sunscreen 

cream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skin! 

Rafting river is also known as lazy river, it 

is the most popular “love river fairyland 

and water bus”enjoyed by couples ,  

releasing work pressure, relaxing body 

and mind, gone with the flow, being self-

satisfied with joy, sailing against the 

current, riding the wave in the murmuring 

of flowing water, enjoying the release 

of the mood brought by the sea drift, 

experiencing the pure, fresh and happy 

feelings of the nature. 

The gallery of the five 
warriors of Langya 
mountain
In August, 1941, the commander in chief 

of Japan’s north China army Gang Cun 

Ning Ci assembled more than seventy 

thousand people for crazy mopping-up 

operation in Jinchaji anti-Japanese base-

area, making the last-ditch effort and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of “burn all, kill 

all, loot all, trying to eliminate the main 

force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destroying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In the battle 

of Langya mountain by the side of Yi Shui 

river, the soldiers of the sixth squad of the 

seventh company of the first regiment of 

the first zone defeated the fierce attack 

of Japanese aggressors for many times 

in order to shield the safe transfer of the 

party, political and military organs and 

the masses, in the case of being out of 

ammunition, the five warriors had firmly 

decided to jump off the cliff. 

In May, 1993, the scenic area of Langya 

mountain was named the provincial 

patriotic education base by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Hebei province,  each 

year, there are party members, league 

members, soldiers, students, etc who come 

in an endless stream to receive patriotic 

education.  Especially during the holidays 

of  "July 1st " and  "October 1st ", the 

special reports  made by previous party 

members and eight route army soldiers 

even attract tourists to stop and listen. 

The gallery simulated the scene of a 

bloody battle of the five warriors in Langya 

mountain in the form of wax statue, and 

made separate and detailed introduction 

of the five warriors in Langya mountain. 

And displaying the shoulder pole and jar 

ever used by Hu Fucai before joining the 

army and the items ever used by comrade 

Ge Zhenlin and so on. The barn lanterns, 

oil lamp and the cloth shoes purely 

handmade by villagers for the eighth route 

army soldiers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front 

line, the plough, saddle and so on ever 

used during the great production campaign 

, bringing our memory right back to 

the period of revolution, uniting minds 

and fighting against Japan altogether 

throughout the country. Finally, we 

achieved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 

The peace outside the 
city
After playing thoroughly on the beach 

of happy water world of Longmen lake 

in Langya Mountain, people must be 

exhausted and want to find a comfortable 

place to have a rest.  The Zejiang 

apartment hotel of Langya Mountain is 

the best choice. It is just opposite to the 

happy water world, it is very convenient 

for people to go there on foot. 

The luxury hotel showed its grand 

appearance in an imposing manner 

with complete facilities and elegant 

environment. The 6 storey main building 

is equipped with four-star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central air-conditioning, LCD 

TV. It has 310 guestrooms of various 

kinds such as deluxe standard rooms, 

deluxe suites, etc which can accommodate 

more than 800 people to stay. Clean and 

comfortable guestrooms, wooden furniture 

carved with soft patterns. Warm color 

wallpaper, having a quiet dream after 

sightse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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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伴随了每个人的小学；

抗战期间，日军扫荡狼牙山，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八

路军战士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等五人把敌人引上

狼牙山顶峰。激战5小时，打完最后一颗子弹，英勇跳

崖。印象里的狼牙山应该是一个个雄伟壮观的山峰，

有些孤傲，不可一世。当我真正地走进它，才发现它和

我想象的不一样。一路上山，当看到五位战士屹立在

山峰上昂首挺胸地注视着前方的雕塑，下面写着“狼

牙山五勇士”，身后就是一个鲜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

案的共产党党旗。

进入景区，路边的两侧都是当地的居民售卖一些

自家产李子、桃子，价格还算实惠。还有一些桃木做的

工艺品。“山药木锤酥”是狼牙山的特产，现场可以看

The majestic appearance of 
Langya Mountain
狼牙雄姿

到整个制作工艺，所谓千锤百炼出的绿色美食。景区

里有上、下的缆车，为了不错过任何一处风景，我们选

择徒步上山。事实证明，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渐渐地听到潺潺的流水声，一个小型的瀑布就出

现在我们的眼前，如少女一头飘逸的秀发从山头垂落

下来！一直向上仰望，想要寻觅水的源头，却根本看不

到尽头！渐渐地，狼牙山的柔美一点点地展现出来。但

不得不承认爬山是个体力活。

红玛瑙溶洞原名“天井”，是早年东西水村三位

村民发现的。狼牙山整个山体由石灰岩构成，众多的

溶洞构成狼牙山一大奇观，此处溶洞是目前发现最大

的一处。距今已有 16 亿年历史。洞高 90 米，分为五

层，每一层都有不同的景观。有白色、乳白色、琥珀色

易县狼牙山风景区
电话：18510051115（关
经理）
地址：中国易县狼牙山风
景区

Tips

左页图：奇幻的红玛瑙溶洞

右页图：壮美秀丽的狼牙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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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钟乳石，造型千奇百怪，妙趣横生。

最为奇特的是三层中一乳白色石柱体，上有石

帽盖，下有底座，六棱柱，酷似山上的五勇士纪念塔，

真是神奇的时空交融。第五层有一道暗河河道，所以

里面环境阴暗、潮湿。进洞拾级攀缓而上，既可以欣

赏惊险奇绝的景色，又可以作为登狼牙山的通道。红

玛瑙溶洞里面的台阶应该是狼牙山里面最惊险刺激

的了。

沿 2900 级登天梯石阶，终于到达棋盘坨。它是

狼牙山的五坨之一，坨上有块平坦光油的青色巨石，

十九条纹路清晰显露，像一个围棋的棋盘一样。相传

这里曾是王禅老祖和弟子孙膑下棋的地方。到了这里

就离山顶不远了，这时已经可以远远地望到屹立在山

顶的狼牙山五壮士塔。

不时路边会有当地老人售卖自己用牙签和树叶

手工编织的草帽。只要五块钱就可以买一顶，吸引了

好多小朋友的目光。离五壮士塔越来越近，直到登上

山顶。第一件事就是找寻五壮士当年跳崖的山峰，小

莲花峰便是五壮士跳崖处。当时葛振林和宋学义被

挂在树上，幸免于难。由于无法到达，我们只能远远

地观望和回忆。为了纪念五勇士的英雄壮举，为他们

建立了狼牙山五壮士塔。1986 年老英雄葛振林重返

狼牙山，回顾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狼牙山主峰莲花峰（大莲花瓣）海拔 1105 米，

位于狼牙山的西部，东部为蚕姑坨，棋盘坨与蚕姑坨

间的北部为老君堂，上述三峰为通向狼牙群峰之巅的

三条隘路。清晨或黄昏，站在保定城楼，可见远望百

里的狼牙山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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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的源泉，也是欢乐的源泉，狼牙山龙门

湖沙滩欢乐水世界就是玩水的最佳去处。欢乐、热

闹的戏水天地的宝贝水城、最受情侣欢迎的“爱河乐

园”漂流河、从20米高的塔端开始急驰滑行的急驰竞

赛等等，还有满眼热辣的沙滩美女、热情奔放的帅哥

欧巴等等，来这里度过一个别样的盛夏！

一直驾车前行，当你不断在路边看到卖泳衣的时

候，你就知道狼牙山龙门湖沙滩欢乐水世界快到了，

欢乐水世界就位于狼牙山景区脚下。买好票进入以

后，首先要去租储物柜，同时最好记得买一个防水的

手机套，这样的话不仅可以大胆地玩水，还可以拍美

美的照片！然后就可以到更衣室换美美的泳衣了！记

得带上防晒霜，保护好皮肤！

宝贝水城是小朋友的童话水世界，各式各样、色

彩缤纷的卡通人物、七彩水果、美丽花朵、精灵海鱼组

成四个特效的水上主题区。水迷宫由各种海洋生物装

A cool summer  complete 
enjoyment of water world

沁凉一夏 嗨翻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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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各式各样的半透明儿童滑道组成。互动水屋、蘑菇

喷淋、T 型喷水、水上彩虹、喷水小丑、水枪等溅落清

澈水花让孩子们透心清凉，是一个欢乐、热闹的戏水

天地。

漂流河也称懒惰河，它是最受情侣欢迎的“爱河

乐园”和“水上巴士”；在潺潺的流水中释放紧张工作

的压力，舒缓身心、随波逐流、怡然自得、逆水行舟激

流勇进，来享受“海水漂流”带给的心情的释放，感受

大自然的清新欢乐情怀。

超级造浪池的海浪池面积 6000 ㎡，长达 10 分

钟的持续造浪，提供 8 种造浪模式，最高可形成 2 米

高的浪潮，犹如在大海中冲浪；在保定地区第一个大浪

池中，可以展开双臂去迎接汹涌而来的波浪，躺在巨浪

之巅感受波澜壮阔的刺激，也可以在沙石中领略惊涛

拍岸之势。造浪结束后就是一个平静的放松时段，可以

在水池里面安逸地游泳，特别适合全家共同体验。

加勒比大水寨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设施主题式的

玩水区，加勒比水寨是一种集水滑梯、儿童戏水小品、

巨型翻斗、主题雕塑包装等多功能性的互动娱乐设备。

置身其中的游客度过清凉的夏天，忘却夏日的火热。

离心滑道沿着高高的山坡，蜿蜒而立，游客乘坐

特别设计的双人浮圈，通过 110 米管道，一路上旋转

加速，充分感受离心力后，再经过曲形管道，冲入下面

的水池。最适合男女朋友共同体验。

超级大喇叭，朋友家人坐在四叶草形浮圈里从六

层楼高的平台出发，徐徐进入黑洞滑道，像被龙卷风

吸进去一个巨大的喇叭当中，旋即急速下坠，获得高

速，进入大喇叭筒体内，在惯性与重力的作用下，人随

皮筏在大喇叭筒内左右摇摆、跌宕起伏，最后慢慢滑

向出口，进入落水池。游客在快速滑行中倾情欢叫，体

验落差、飞花逐浪、新奇快感，体验高速离心及凌空飘

浮的刺激与乐趣。

其实很多的娱乐项目，之所以不敢玩耍，是因为

我们无法战胜自己的内心。自己给自己设立了太多的

未知的假想，我们需要勇敢一些，就能拥有更多的快

乐！

龙门湖水上乐园
电话：18510051115（关
经理）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易县
狼牙山龙门湖水上乐园

Tips

左页上图：超级大喇叭，体验高
速离心及凌空飘浮的刺激与乐
趣。

右页下图：加勒比大水寨，沁凉
一夏！



74・TRAVEL&LEISURE

TRAVEL            | TravelS

1941 年 8 月，日本华北军总司令冈村

宁次调集七万余人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疯狂

的扫荡，实行总力战和“三光政策”，妄图消

灭我八路军主力，摧毁抗日根据地。在易水

河畔狼牙山战斗中，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战

士为掩护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打退

日寇多次猛烈进攻，在弹尽路绝的情况下，五

位勇士毅然决然跳下万丈悬崖。

1993 年 5 月，狼牙山旅游区被河北省

人民政府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

年前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党员、团员、军人、

学生等络绎不绝。尤其是“七一”、“十一”期间，

The gallery of the five 
warriors of Langya mountain
狼牙山五勇士陈列馆

由当年老党员、老八路所作的专题报告更是

吸引游客驻足倾听。

2001年落成由杨成武将军亲笔题写

的狼牙山五勇士陈列馆，占地面积816平方

米，建筑面积300平方米，馆内设有图片，历

史资料，抗战文物，战斗场景等四个展厅，

生动再现了我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抗击

日寇，保家卫国的英雄业绩和悲壮历史，也

进一步揭示了日寇在我根据地犯下的滔天

罪行。陈列馆已于2001年5月进入试运营阶

段，从而成为狼牙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又一

革命传统教育场所。

陈列馆内用蜡像的形式模拟了狼牙山五

勇士血战狼牙山的场景，并对狼牙山五勇士

逐一做了单独详尽的介绍。并展出了胡福才

参军前曾使用过的坛子、扁担，葛振林同志使

用过的物品等。还有马灯、油灯及支援前线村

民为八路军战士纯手工缝制的布鞋，大生产

运动时使用的犁、马鞍等，把我们的记忆一下

子拉回到那段抗战时期，全国上下众志成城

齐心抗日，最终赢得了抗战的胜利！

狼牙山五勇士陈列馆
地址：中国易县狼牙山风景区

Tips

本页图顺时针方向：狼牙山五壮
士的生平简介；1986 年“狼牙山
五壮士”中幸存者葛振林重返狼
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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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狼牙山龙门湖沙滩欢乐水世界里一通玩闹之

后，肯定是精疲力尽，想要找一个舒适的地方歇息一下。

狼牙山泽疆公寓酒店就是最好的选择。它就在欢乐水

世界的对面，走过去很方便。

狼牙山泽疆公寓酒店于 2015 年 7 月正式开始营

业，是保定狼牙山景区内唯一全新打造的一所现代商

务型公寓。毗邻狼牙山 4A 级风景区和龙门湖沙滩欢

乐水世界，相连西坨公路，总占地面积达 60 亩，总建

筑面积 15000m²。
酒店外观宏伟，气势豪华，设施齐全，环境优雅。

主楼层高6层，具备四星级配套设施及服务，中央空

调，液晶电视。拥有豪华标房，豪华套房等各档客房

310间，可容纳800多人入住。简洁而舒适的客房，木

质的家具刻有柔美的图案。暖色系的壁纸，在游玩过

后有一个安睡之梦。

泽疆酒店拥有大小型会议室多个，可容纳 1000

人的多功能宴会厅，可接待大型国际会议，举办大型

宴会及婚庆典礼。酒店一楼配有高级特色中餐厅及净

The peace outside the city
都市外的宁静

狼牙山泽疆酒店
电话：0312-8298000
地址：保定市易县西山北
乡于家庄村（狼牙山龙门
湖沙滩欢乐水世界对面）

Tips

值早餐厅可容纳 500 人同时用餐，有丰盛的中华传统

美食、地方特色名菜等。

远远望去，狼牙山泽疆公寓在蓝天白云下，显得

格外宏伟。“狼牙山泽疆公寓”几个红色大字在阳光的

照射下闪烁夺目。酒店外齐全的健身器材、娱乐设施。

傍晚在酒店周边漫步，也可以到附近村民的家里转转，

看看他们的日常生活。

在酒店的休闲场地远远观望整个狼牙山是非常

好的视野，幸运的话还可以欣赏到狼牙山的令人惊讶

的日落。当夕阳映红了整个天际线，狼牙山山峰隐形，

线条渐渐明朗。各种姿态的云彩环绕在山的上方，看

着落日渐渐消逝在狼牙山后，那是一段短暂又美好的

时光！

酒店环京津休闲旅游产业带，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且交通便利。距北京 120 公里，距天津 170 公里，距

石家庄 150 公里，距保定 50 公里，处于京津石三角

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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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族，一匹马，一把猎枪，曾经驰骋在大兴安岭马背
上的兴安猎神！如今放下猎枪，却依然捍卫着这片森林。
The Oroqen nationality,a horse, a shotgun, it is the hunting god 
of Khingan who used to roam on the horseback of the Greater 

Khingan Mountains! Now it lays down the shotgun, but is still 
defending the forest. 

兴安深处森呼吸
The breath of the forest 
in the depth of Khingan
文  禹庆平  摄影师 张曙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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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memory·Busuli

This is a secret place, the local 

people; its builders don't know 

where it is? Until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Elunchun people knew its 

existence. Its builders found out that it 

was just located in their hometown. It's 

hidden between two mountain ridge and 

is concealed by green hills. It is the largest 

military base in the north, the value of its 

existence cannot be measured.

It takes about 40 minutes to drive from 

Ali river township to Busuli.  Driving all 

the way in the hinterland of the Greater 

Khingan Mountains, passing by the Gan 

River, going through the forest. Busuli 

can be finally reached; here was once the 

largest military reserve base during the 

cold war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The 

Marshal Ye Jianying took commands 

themselves here. Its existence is significant 

for the Chinese nation. 

When reaching the oil reserve warehouse 

at the door of the cave, people will feel the 

chill from the cave, the temperature within 

the cave is extremely low, it is gloomy 

and cold. Therefore, green soldier coat 

provided by the scenic region should be 

put on before entering the cave. The whole 

oil storage warehouse is about 407 meters 

with a width of 2.5 meters. Oil pipelines of 

different sizes are lying beneath our feet, 

the oil tanks are distributed in different 

locations within the cave. The welding 

work of the oil warehouse has been done 

by women. Because women are slender 

and more persistent than men. They did 

it for three years. Many years later, lots of 

women have come back and reviewed the 

place that they had struggled. 
 
Awakening the memory 
of Xianbei
The ancestor of Toba Xianbei has not only 

accomplished several times of southern 

migration in the national history, from 

Gaxian cave to Hulun lake, from Hulun 

lake to Lingeer and finally from Lingeer to 

Luoyang, but also established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at unified central China 

later. It has made an indelible contribution 

to the unity and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Toba Xianbei ethnic and cultural 

park is surrounded by mountains in all 

directions, the surface of the river ripples, 

the Gaxian river flows slowly from the 

northwest to the southeast, the lush willow 

and sweet poplar are grown on both s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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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shore, the river is crystal clear, the 

graceful pine trees are located around the 

entrance to the cave, the swaying branches 

are decorated by green leaves, it seems that 

the magnificent cave becomes vigorous 

during one night. 

Gaxian Cave which is the Class A national 

heritage under protection is located on 

the granite cliff with a height of about 

100 meters within the park, it is the 

“stone chamber”old ruins inhabited by the 

ancestor of Toba Xianbei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of ancient China, there is 

the stone carved congratulatory messag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stone cliff within 

the cave left by Li Chang who was the 

minister of Tao faction when worshipping 

his ancestors in 443 A.D., with a total of 

19 lines and 20 l words, the official script 

of Chinese characters, it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550 years. 

There is a big yellow pineapple tree grown 

in the slot of the precipice, the trunk and 

main branches wind together, the trees 

are old and strong, they intersect with one 

another, it is just like flying dragon and 

crawling snake, they are oddly-shaped. It 

is said that this tree is the only tree breed 

in the Ali river forest region, every rainy 

season, it puts forth its yellow blossom 

within several nights; it is called the 

strangest of all trees. A great variety of 

rare and valuable animals perched here, all 

kinds of edible fungi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materials are also growing here, 

as well as abundant wildlife and vegetation 

resources! 

The natural garden in 
the depth of Khingan

Clusters of azaleas, pieces 

of the original pine trees, 

penetrating pine forest and 

flowering shrubs, it is clear 

and dark green lake water, black-headed 

gulls fly over the lake one after another, 

sometimes flying into the blue sky, 

other times jumping into the water. The 

shadows of mountains and clouds, the 

light and color of lake water mingle with 

each other, it is incredible!

Each May, when the first wisp of spring 

breeze blows the Greater Khingan 

Mountains forest region of Inner 

Mongolia, the azaleas of Bila river Daerbin 

lake national forest park are in full bloom 

with the wind. During the following 

period of more than half a month, the red 

azaleas grow vigorously, like rose-tinted 

clouds, mountain flowers are luxuriantly 

blooming, brilliant purples and reds, 

flowers and lake water set each other off, 

green trees alternating with red flowers, 

it is a splendid spectacle. It is no wonder 

that facing the cuckoo flowers, the poet Xi 

Murong will also praise: “ Daer binluo is a 

invigorating land of idyllic beauty ”. 

The azaleas are close to each other, one 

piece is connected to another, stamens are 

opening vigorously, clusters are in bloom. 

There is no weeds and miscellaneous trees 

among them, how dizzying it is! A gravel 

road marks off a graceful arc, a variety of 

vehicles come through, like wandering in 

the sea of flowers. 

The Oroqen museum
The Oroqen museum was initially set up in 

1991. It is the earliest and biggest national 

museum which was established by the 

three minorities. It belongs to the national 

AA scenic spot. The Oroqen national 

museum collected the prosperity, customs, 

handicrafts, etc of Oroqen nationality and 

precious relics with particular historical 

values. It showed to the world the rich and 

colorful ethnic culture sent out by Oroqen 

nationality as the nationality with the least 

amount of people in China. 

The boundless immense forest of the 

Greater Khingan Mountains, is telling 

people that here is the hometown of the 

Orogen, magnificent and harmonious 

poetries were written here one after another. 

Going Into the hall, looking at the relief on 

the wall, over there, there were historical 

trails walked by Oroqen people over the 

years, it seems that you can hear the 

gunshots, laughter and the happy sound of 

new life enjoyed by Oroqen people. 

Auspicious treasured 
place

Kutuerqi means “blessed place, 

auspicious treasured place”. 

Kutuerqi square integrates the 

symmetric castle of Babylonian 

style and the modeling of the watchtower 

of Great Wall. Each building here has its 

own unique significance, the totem poles 

which symbolize the national belief, the 

image which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fe. Every little bit of emotion goes through 

from the beginning until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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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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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 5 月，当第一缕春风吹过内蒙古

大兴安岭林区，毕拉河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

园杜鹃花迎风盛开，在此后的半个多月的时

间里，红红的杜鹃花如火如荼，如锦如霞，

山花烂漫，姹紫嫣红，鲜花与湖水相映，绿

树与红花相间，一派锦绣景象。难怪面对杜

鹃花海，诗人席慕容也要夸赞一句：“达尔滨

罗是令人心旷神怡的世外桃源！”

那杜鹃花一棵挨着一棵，一片连着一片，

一朵朵，一簇簇，争吐花蕊，竞相开放。期间

没有任何的杂草和杂树，令人目不暇接！一

条砂石路划出一条柔美的弧线，形形色色的

车辆穿梭其间，就像在花海中徜徉一般。

黑黑的火山石，红红的杜鹃花，嫩葱郁

郁的甜杨，亭亭玉立的白桦树相映湖中，灰

鹤、野鸭、黑嘴鸥等鸟儿成群结队在水中嬉

戏。还不时看到欢快的鱼儿跃起水面荡起层

层涟漪。

“石海黄菠萝”是火山喷发后形成的熔

岩地貌和小气候变化后满洲植物区分渗透

本区形成的温带阔叶林，特定的自然地理条

件使它在这安家落户，在茫茫的石海里，可

以看到形状古怪、虬枝盘曲的老树，这些树

干弯曲盘结且横斜而生，历经沧桑的枝干上，

长满了一层层的苔藓，颜色和火山岩一模一

样，竟看不到一丝的春色，但这些树每棵都

活着。

穿过森林，眼前便豁然开朗起来，一条

The natural garden in the 
depth of Khingan
兴安深处的天然花园

50 多米深的大峡谷就像突然从天上坠落一

样，横现在眼前。放眼望去，两岸绝壁悬崖，

陡峭险峻，笔直如削，就像被谁用刀斧砍出

来的一样。河床底部遍布火山熔岩石，大小

错落，一条河流自南而来，轰轰地撞击着河

中的熔岩石，然后又折转九十度向东逶迤而

去。 峡谷最宽处有 100 多米，峡谷两岸杜

鹃花仍是满山遍野，那火山岩还是一块挤一

块，一块压一块，浩浩荡荡涌向远方。

站在峡谷岸边往下望去，脚下是一处断

崖，一泓泉水从山坡上流出，在断崖处跌向

谷底，形成一个美如珠帘的瀑布。瀑布旁边

是一片地下森林，林内碧草如茵，林荫浓密，

古树参天。走到谷底去看看，看看这个 50

多米以下的地下森林和上边的植物生长究

竟有什么区别，那么粗壮的树在地下已生长

了多少年，从树的年龄上能否分辨出大峡谷

生成的年代？

林内是那一棵棵高耸云天的大松树，长

得又粗又壮又直，这些大松树在这里最少已

生长了三百年。这就是说，三百年前这个大

峡谷早已形成。再看看林中其他树种，云杉、

白桦、水冬瓜等都比地面上的长得茂盛茁壮。

这里还有一处因为松树长得奇怪而命

名的怪树林，这里集中生长着几十棵落叶松，

可谓株株奇，棵棵怪，长相完全出乎人意料，

甚至给人一种幽默搞笑的感觉，但岁月斑驳

的沧桑磨难，又令人心感悲伤！

一簇簇的杜鹃花，一片片的原始松林，透过松林花丛，
便是清澈墨绿墨绿的湖水，一只只红嘴鸥在湖面上空飞
来飞去，一会儿飞向蓝天，一会儿跃入水中。山影云影，

湖光水色相互交融，美轮美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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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伦春自治旗是鲜卑民族的发祥地，拓跋鲜卑民

族从这里翻越大兴安岭。南迁中原，建立北魏王朝，统

一黄河流域，书写了民族大融合的精彩篇章。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终于抵达加格达奇机场。

从机场前往阿里河镇酒店的路上，一路蓝天白云相随。

一团团棉絮般的云彩把大地收入囊中，无边无界。郁

郁葱葱的树木点缀其间，太阳像个调皮的孩子一般，

自娱自乐地玩着捉迷藏。偶尔一束光线穿越云层，所

到之处便是闪烁夺目。

大鲜卑酒店，在蓝天白云、绿色山丘的映衬下。简

洁典雅的大鲜卑酒店矗立在远处的半山腰上，仿佛它

本来就该在那里一般。灰瓦白墙有一些徽派建筑的迹

象，却又不是徽派建筑的造型，蓝色渐变的祥云 Logo

格外夺目，仿佛眼前呈现的就是一幅鄂伦春族的风景

画。

经过一上午的车马劳顿，总算可以回到房间稍作

休息，打开房间的一刹那被窗框内圈住的美景惊呆！对

Breathing indulgently 
in the forest
森林里放任呼吸

于长期生活在首都的人来说；蓝天、白云就像奢侈品

一样，那一刻如获至宝！休息不一定就是要躺着睡觉，

或坐、或站，只要望着窗外这一席美景，足以让人身心

放松，灵魂愉悦！有人说：大自然是治愈心灵的一剂良

药，而我就是真实的体验者。

稍作休息才有心思参观一下房间，简洁大方的同

时又不失文化韵味。床头柜上还摆放着鄂伦春文化的

书籍，忍不住随手翻阅，对于这个曾经神秘的“兴安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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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探究竟。客房内典雅温馨的设计风格，布置完善

细致，设施齐备，环境舒适自由。中央空调，冷热饮设备、

私人保险箱，电话留言系统、卫星闭路电视、国内直播

电话、多媒体宽带网络、迷你吧、智能客房控制系统等

等都很齐全。卫生间里的设计也别有用心，沐浴用品整

齐地排放在最方便够到的地方，YoYo 智能自动坐便器，

颇为贴心！

酒店宴会厅设施齐全，功能先进，装修豪华，适合

举办各种酒会、宴会和文艺演出。会议中心配有先进的

影音及灯光设备，提供大小不等的会议室，满足大中

小型会议需求，是商务会晤与贵宾接待的理想场所。

2016 年中国好声音城市海选内蒙古呼伦贝尔分赛区

总决赛，就是在这举行的。

酒店餐厅同时可容纳 800 余位客人同时就餐，菜

系涵盖中、西餐饮食文化精粹。另设豪华包厢 13 间，

包厢均根据鄂伦春地方民俗风格设计，让客人在就餐

的同时体验游猎民族风情。

特别要推荐一下这里的氡矿泉水疗中心。俗话说：

圣山多灵水。大鲜卑沐仙氡泉为北魏帝王，仙贝圣地嘎

仙洞水洗，集北水之纯、冰雪之净、雄山之气于一体，

蓬勃而出。是世间不可多得之灵水。沐仙氡泉水质

优良，矿物质丰富，锶、氡含量极为丰富，常浴氡泉，

对人的身体可以起到保健和医疗的作用，对老年人

更有延年益寿之功效。

本页上图：氡矿泉水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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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这是个隐秘的地方，它的建造者，都不清楚

它在哪里？直到中俄冷战结束后，鄂伦春人才知道它

的存在。建造它的人，才发现它竟然就在自己的家乡。

它隐藏在两山沟壑之间，被绿树成荫的山丘所掩盖。

它是北方最大的军事基地。它的存在，有着无法衡量

的价值。

从阿里河镇驾车到布苏里，大约 40 分钟车程。

一路行驶在大兴安岭的腹地，路过甘河，穿过森林，才

能抵达布苏里。这里曾经是中俄冷战时期最大的军事

储备基地。叶剑英元帅曾亲自在这里坐镇指挥，它的

存在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意义非凡。

Red memory·Busuli
红色记忆·布苏里

刚到洞门口油料储备库，就感觉阵阵凉气袭来，

洞内温度极低，又阴又冷。所以进洞之前都要穿上景

区提供的绿色军大衣。油料库整个全长约 407 米，宽

2.5 米。脚下一道道不同大小的输油管道，油罐分布

在洞内不同的位置。整个油料库的焊接工程，都是由

女性来完成的。由于女性身形偏瘦，性格坚毅又强于

男性，整整一干就是三年的时间。多年以后，多位女兵

都曾回来过，回顾曾经奋斗的这个地方。

元帅楼是叶剑英元帅居住的地方，至今保留下来

的许多老物件都是叶元帅曾使用过的。他曾经戴过的

手表，用过的黄色铜笔筒和笔记本，还有他睡过的木床。

本页图顺时针方向：室内温度极
低的油料储备库；窑洞指挥部的
住宿营房，尽可能还原当时军人
的生活场景；叶剑英元帅曾经居
住的元帅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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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楼会客厅的墙上的仙鹤图都是战士们纯手工雕刻的。

窑洞指挥部是最能真实体现当时军人生活情景的

地方，墙上挂着当时军队纪律和制度的古老玻璃相框。

老式的电话机，不同颜色的电话机，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红色的电话一般都是紧急电话，黄色的电话是上级的电

话，绿色的电话便是下级的电话。还有在战争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沙盘模型和地图。

另外的一间营房里有两个庞然大物和一些绿色的

机器，上面插满了各种线、耳机、按钮，它就是当年用

来接收和传送机密文件的电报机。其中最大的电台为

222 纲要电台，它虽然看起来笨重，但它的声音是非常

柔美，而且准确度极高。在国产电视剧《英雄儿女》中

王成就是用的这部电台。

住宿营房是当时指挥官住的地方，一个个干净平

整的木床，方方正正的军被。墙上整齐地挂着一个个

帆布绿书包和老式的军用水壶。下面黄色的瓷脸盆、

军绿色的牙缸，白色的毛巾搭在脸盆的一侧。一旁还

有竹编的安全帽。在另外的房间里，我们也见到了传

说中的“背黑锅”的黑锅，是从当时留下来的。

一个个老的物件，让我们依稀可以回望到当年

战士们在这里的生活场景，仿佛回到了那个清晨，听

见小喇叭广播里正在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战士们

正穿着军装、青春活力地端着脸盆小跑着去洗漱的场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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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苏里怀旧主题酒店是建设在布苏里景区的酒店，

是以部队营房为原型所建造。设有双人标准间 85 间，

大床房 5 间，别墅套房 10 套，可同时容纳 200 余人住

宿。根据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选择，有营长标间、团长

大床房、中将师长套房、团长豪华大床房、少将师长套

房、军长套房、司令套房等各种套房。院子里的垃圾桶，

展示牌都是按照药箱、子弹头的模样设计修建。

营长标间有着浓郁的部队营房特征，一排排写着

大红标语的营房整齐地出现在眼前，干净的水泥地上

看不到一片落叶。军绿色门牌上写着几排几班的房间号。

Going back to army life
穿越回军旅生活

内部装修典雅大方，宽敞舒适，原木色的长条桌子、木凳、

木质条纹地板，从院里采来的绿植格外养眼。浴室里

五角星的提示标语，白色红字的牙刷盒上印有雷锋的

图案，房卡上雷锋头像下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大字，

无处不彰显着红色军旅的氛围。

司令套房是独栋别墅木屋，不仅面积大了很多，

内部设施也更加完善了。还有露天阳台，笼罩在山丘

上的绿树下。整个别墅套房依山傍水，环境优美，不受

外界打扰，是休闲度假的不错选择。约上三五好友，

聊聊天，品品茶，岂不乐哉？

说起军旅生活；不免会想到帅气的
军装，叠得像豆腐块一样棱角分明
的被子，还有睡在上铺的兄弟；军
功章不仅代表着光荣与梦想，更重
要的是肩上所担负的使命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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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上图：篝火晚会

下图：高档餐厅奢华内景

布苏里餐饮文化区由蒙餐文化区与军区礼堂两

部分构成，蒙餐文化区建有大小蒙古包 17 座，军区礼

堂建有高级宴会厅 6 间，星级厨房 3 座，可同时容纳

600 余人就餐。由经验丰富管理团队运营，特邀中国

烹饪大师，餐饮业一级评委亲临主理，主要经营新派

融合菜、传统蒙餐、传统老菜等经典菜肴，本地特色山

野菜、野山菌、冷水鱼等山珍野味及全国各大菜系，满

足不同口味人群的需求，长期承接各种宴席。餐饮文

化区晚上还有精彩的篝火晚会与民族表演，使您在美

餐后享受着多彩曼妙的鄂伦春民族风情。

旅游区内设有大小会议室，配备专业灯光音响设

备，可承办大中小型会议、培训、文化商务等活动。而

且这里也是团队建设不错的首选地，在红色主题军事

旅游景区，住军队营房，对于团队建设来说，更能促进

大家情感的交流和融合！

恍如刹那间，和小伙伴们一起穿越回那个年代，

呈现出一幕幕在电视里看到过的军旅生活！阳光下的

我们英姿飒爽，腰杆笔直，朝气蓬勃，仿佛一切都是那

么的欣欣向荣，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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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博物馆始建于 1991 年，是三少民族成立

最早的，也是最大的民族博物馆。属于国家级 AA 景区。

鄂伦春民族博物馆收藏了鄂伦春民族的发祥、风俗、手

工艺品等独具民族特色和珍贵的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

文物。向世人展现了鄂伦春民族作为中国人口最少的

民族所散发出来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茫茫的兴安林海，是在告诉人们，这里是鄂伦春

的故乡，这里谱写着一首又一首壮丽和谐的诗篇。走进

展厅，看着墙壁上的浮雕，在那，有鄂伦春人这些年走

过的历史痕迹，你仿佛还能听到枪声、笑声和鄂伦春人

过上新生活的幸福之声。

处在原始社会的鄂伦春人，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

生产生活方式。春天的野菜，秋天的采集，夏天的狩猎，

冬天的辛劳，这些都真真切切地让你感受到鄂伦春当

初生活的原貌。丰富的兽皮和桦皮制品向人们展现了

鄂伦春人的聪明才智，也向世人展现了鄂伦春人是如

The Oroqen museum
鄂伦春博物馆

何生于自然，取于自然的生活状态。这是鄂伦春人的

才情。

一个个珍贵的影像资料，不仅仅向外界展现了鄂

伦春独特魅力的自然风光，更向人们展现了一道道属

于鄂伦春人光荣的风景线。鄂伦春的民族特点不是孤

芳自赏的，他也因为自身的生活地域受到了其他民族

的影响和影响了其他的民族，与其他各民族一起，构

成了泛北极圈文化。

篝火节
每年的 6 月 18 日定为鄂伦春自治旗的传统节日

“篝火节”，在这一天里，鄂伦春族人身穿艳丽的民族

服装在一起，祭祀天地神灵，感恩于众神佑族人繁荣

兴旺，举行文艺和体育运动，在歌舞、游戏、竞赛当中，

模拟再现了原始的狩猎生活场景，晚上，鄂伦春族人

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尽情地歌唱、舞蹈！

左图：鄂伦春族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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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图尔其鄂伦春语为“有福气的地方、

吉祥宝地”之意。库图尔其广场既有东欧巴

比伦式相对称的城堡风格，又有长城箭楼的

造型，这里的每一个建筑物都有它独到的意

义。象征着民族信仰的图腾柱，反映生活特

点的意象，一点一滴的情感就这样贯穿始终。

然而，仅仅矗立在这片半山腰上的圣地，

它的美，就足以让你忘乎所以。它的阔，足以

让你的胸怀心境无限延伸。一路一景的感动，

更是一望无际的豁达。所以，没有最美的风景，

只是缺少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到了这，你终

于发现，每一寸，都美得忘乎所以！

库图尔其广场是鄂伦春篝火节的永久

性场地。以青灰色大理石铺就的地面，刻有

棕红色云水卷和火焰般的图案，广场中央放

着篝火所用的铜炉。周围耸立的 9 根汉白玉

Auspicious treasured 
place
吉祥宝地

石柱上用青铜铸件镶嵌着鄂伦春民族信仰

崇拜的图腾：狐神、虎神、风神、雷神、龙神、

日神、月神、鹰神、鸟神，向西望去，沿着九

级台阶拾阶而上，是五座象征鄂伦春古老民

居的仙人柱浮雕墙，墙的两侧也都镶嵌着他

们信奉的神偶，司马神、祖先神、山神、雷神、

火神，浮雕墙雕刻着鄂伦春民族昨天的历史，

今天的奋斗和为未来的憧憬。浮雕墙两侧是

鄂伦春民族中古老的传说阿尼尔神像群。塑

像两侧各有一盏不息的神灯。

九根玉柱、五面浮雕与宗教文化的九五

之尊说法相合，九层的台阶与佛教九层天意

相通。九根玉柱上既像古代武士的头盔，又

颇似游牧民族毡房的柱冠，说明这里曾是中

华民族历史“幽静的后院”。是北方民族秣

马厉兵逐鹿中原的发祥地，又是鄂伦春民族

胸襟和自信的反映。广场建有 5 座鄂伦春民

族“仙人柱”式浮雕墙及 9 个雕有蛇神、风神、

鹰神等图案的图腾柱；整个场地从空中鸟瞰，

是鄂伦春民族桦树皮盒盖的图案。

乌力嫩民俗村
古鄂伦春人因沿河流而移动，逐野兽而

迁徙，他们在山林中四处游猎，每到一处就

选择地势高，水源充足，避风而阳光好的地方，

将他们的家──斜人柱搭设起来。乌力嫩民

俗村，就是以“斜人柱”为原型而建造的度假

酒店。整个民俗村从空中鸟瞰，就像一只展

翅飞翔的雄鹰一般。

库图尔其广场城堡式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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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公历 6 月 18 日为鄂伦春族篝火节，它是鄂伦

春族最盛大的节日；每年的这一天，鄂伦春族人都会穿

着自己的特色民族服装，唱着鄂伦春族歌曲，一起来庆

祝这个重要的节日！活动期间，我们特地采访了自治旗

旅游局副局长郭越女士。

鄂伦春族篝火节最早是由民间自发性组织的活动。

在 1991 年间，鄂伦春自治旗旗委设立了“鄂伦春族篝

火节”，把它发展成整个

民族的节日。如今已经走

过 了 26 年 的 历 程； 这 期

间设立了篝火节永久性的

举办场地，活动形式从规

模上、内容上都有了很大

的提升和进步。2016 年不

仅是第 26 届鄂伦春族篝火

节，也是鄂伦春自治旗禁

猎转产 20 周年纪念日，禁

专访鄂伦春自治旗旅游局副局长郭越女士
发展民族旅游产业  延续鄂伦春民族文化

猎转产是鄂伦春民族步入现代文明的标志。

鄂伦春族与篝火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在同大自然

的抗争中，他们视火为神。因为火对处于原始狩猎生产

时代的他们来讲，显得尤为珍贵，也是原始狩猎生存发

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不仅可以煮食取暖，也可以作为抵

御野兽的一种武器。所以鄂伦春族人对火的有着深厚的

感情，火也激发着鄂伦春族人积极向上的热情！ 

鄂伦春族是人口最少

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

布在大、小兴安岭。曾经

依靠着一把枪，一匹马，

过着狩猎游牧的生活。培

养了鄂伦春族典型的森林

和狩猎民族的特质。尤其

是在极其恶劣的生活环境

下，塑造了他们坚韧、乐观、

豁达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

 Develop national tourist industry
Inherit the Oroqen ethnical culture

鄂伦春自治旗旅游局副局长郭越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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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自治旗依托大兴安岭的生态背景，优美的自

然景观，与民族文化相关的神山圣泉，原始森林、火山、

林中大河、峡谷，温泉及矿泉等资源，构成了多角度、

层次丰富的生态旅游景观。它是一个有巨大开发潜力的

绿色宝库。“十二五”以来，鄂伦春自治旗结合自身的

旅游资源，推出五张文化名片：鄂伦春民族文化、拓跋

鲜卑历史文化、森林生态文化、冰川遗迹地址文化、远

古彩绘岩画文化，通过这五张文化名片着力打造属于鄂

伦春民族的特色历史文化旅游品牌。

目前，国家 5A 级旅游区——鄂伦春自治旗旅游

区开始创建工作；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二期工程已经启

动；布苏里北疆军事文化旅游景区经过改扩建成功升为

AAAA 级景区；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扩建进展顺利。

鄂伦春自治旗旅游的知名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由于全面禁猎，猎民的生活方式已改变，狩猎场景

和日常生活场景已不复存在。所以加快多布库尔猎民村

的建设，利用当地依山傍水的优美环境，丰富的生活习

俗，保持鄂伦春族猎民的传统的生活方式，让游客体验

原汁原味的鄂伦春民族游猎生活。保存一个民族的文化，

最重要的是保存他们的文化形态，而文化形态则存在于

日常的生活方式中。

自治旗的交通情况
鄂伦春自治旗距大兴安岭加格达奇机场仅 33 公里，

可以从北京、呼和浩特、哈尔滨、海拉尔等地乘飞机抵

达加格达奇，然后到鄂伦春自治旗。铁路，可以从鄂伦

春自治旗首府镇阿里河乘车直达海拉尔、齐齐哈尔、哈

尔滨，距阿里河镇 33 公里的加格达奇区是北方重要的交

通枢纽，可乘火车直达北京、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

等多个大城市。
本页下图：原创名族歌舞诗《鄂
伦春》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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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跋鲜卑的祖先从嘎仙洞到呼伦湖，从呼伦湖

到和林格尔，又从和林格尔到最后的洛阳，不仅完成

了民族史上一次又一次南迁，更是在洛阳建立了日后

统一中原北魏王朝，为中华民族的融合统一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

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内四面环山、碧波涟漪；嘎

仙河西北向东南缓缓流淌，两岸生长着繁茂的兴安柳

和甜杨，河水清澈透明围绕在洞口周围婀娜多姿的松

柏，绿叶装点着摇曳树枝，不可一世的山洞仿佛一夜

间变得朝气蓬勃。

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嘎仙洞就坐落在公园内一道

高达百米的花岗岩峭壁上，是我国古代北魏拓跋鲜卑

祖先居住的“石室” 旧墟，在洞内左侧的石壁上，有

公元 443 年拓跋焘派大臣李敞来此祭祖时所留下的

石刻祝文，共 19 行 20l 字，汉字隶书，距今已有 1550

多年的历史。

在嘎仙洞洞口，看到两侧耸立的青石板直冲峰顶，

像被板斧劈过似的。在脚下的大青石板上，有一个不

易发现的一厘米深的大脚印。洞里很凉爽，能想象那

Awakening the memory 
of Xianbei
唤醒鲜卑记忆

时的拓跋鲜卑民族的祖先在这样的条件下度过了一个

又一个的春夏冬秋；沿着嘎仙洞口往里走，到达中部

光线就黑暗起来。快到顶部时，只有用火把、手电照在

洞壁上，可以看见上面有几个小洞，自上而下向上延伸。

能明显地看到那青石台子下面被火煅烧的痕迹，借着

自己有限的想象力，回想起拓跋鲜卑的祖先围坐在篝

火旁，用当时的语言和工具谋划着一次又一次的南迁。

绝壁的缝隙中长出一棵大的黄菠萝树，树身与主

干瘤疤盘结，树木虬曲苍劲，蟠折交错，就像龙腾飞、

蛇爬行一般，各种的千姿百态。据说此树是阿里河林

区唯一的一棵种树，每逢阴雨连绵季节，树叶间便开

出金黄色花朵，可称为奇中之奇。这里还栖息着种类

繁多的珍禽异兽，生长着各种食用菌和中草药材，野

生动、植物资源也十分丰富！

远处的风声依旧，似乎向人们诉说着那段南征北

战豪情壮志，又好像用那喃喃的细语聊着那段举步维

艰的心酸。这便是嘎仙洞，他是孕育了中国北方民族

的旧墟，也是承载了中华北方文化的石室！
本页上图：拓跋鲜卑文化发源地
嘎仙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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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表达，
也是寻求新鲜和探索未知的重要途径。为
了适应互联网趋势，积极落实“旅游互联
网 +”战略，赛博集团成功研发了一款真
人视频翻译工具——TourTalk 译游。译游
是目前全球首款针对出境游客提供真人视
频翻译的 APP，它通过最为领先的互联网共享经济模式和技术，让生活在旅游目的地的翻译
官为出境游客进行即时翻译，让出境游不再因为语言问题而困扰。我们采访了赛博控股集团
董事长张瑞麟 (Steve) 先生。

TourTalk 译游随行翻译 
助你轻松畅快全球行

T&L: 请向大家介绍一下“TourTalk 译游”的

优势 ?

张瑞麟：“TourTalk 译游”是一款真人视频

在线翻译 APP，主要是针对全球出境游客，为他们

解决出境旅行过程中遇到的语言沟通问题。无论是出

境的华人游客，还是入境的外国游客， TourTalk 意

在解决游客在购物、就餐、交通、玩耍等时遇到的各

类问题。

译游打造了一个出境游客和目的地生活的翻译官

沟通社交的平台，让出境游客在旅行中有任何问题都

可以即时得到目的地翻译官的帮助。目前，平台提供

7 天 ×12 小时的服务，服务时间为早上 9 点 ~ 晚上

9 点，支持中、日、韩、英、泰语言系统，由 1000

位中日，中韩，中英，中泰翻译官提供服务。这主要

是为了解决客户痛点。随着自由行成为旅游市场的主

力，“译游”可以让自由行的游客轻松全球行。

现在，“TourTalk 译游”APP 已经在各大应用

市场 Apple App store，百度手机助手，360 手机助

手，华为应用市场，应用宝等上线，搜索“TourTalk

译游”就可轻松下载。

T&L: 现在出境游是大众的日常需求了，现在很

多老年人退休以后，他们结伴出国游，从语言方面来

说是共通非常重要，译游怎么能让更多人了解它，使

用它？

张瑞麟：我们在上海 308 个街道都有信息园，

和社区活动中心合作，贴海报，当地有很多课程，老

人想要出国如果下载，会给他 5 分钟免费，他如果还

要就帮他去商城换免费的时间。除了一些进来的入境

的展览以外，我们也赞助了很多的出国的团队，老人

到日本去跳广场舞我们也赞助，需要更多的人用到它

才知道它，所以我们也赞助了非常多的单位，包括青

少年出国去比赛，我们给他们去试用，很有把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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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用了以后就会继续用。我们比较强调尤其是公益性

的团体，更愿意跟他合作，出国比赛，出国访问这种

我们都是赞助。

T&L：译游现在发展的情况怎么样？

张瑞麟：我们也在打磨产品，花比较多的时间

是在海外的地段。在国内正式要在 2C 端开始应用这

个产品，也期待看到今年年底很快达到我们第一个

100 万的下载，目前看起来反响非常好，我跟几个大

型的出境旅行社，跟入境的旅行社谈，基本上这些旅

行社每个人一年都是几十万出入境的人数，基本上我

们透过旅行社也是一个推广，都有影响。

合作旅行社伙伴方面，环境国旅为“TourTalk 译游”

在北京的首家合作伙伴，在 7 月 20 日正式宣布合作

进入北京市场，不仅如此，“TourTalk 译游”更将

加速推进，完成旅游各产业的战略合作，以获得市场

青睐。

T&L: 这个产品的盈利模式是什么？

张瑞麟：盈利模式很简单。第一，我们用的是

共享经济，所以用的不是专业的呼叫中心，都是把碎

片时间拿出来，所以对他来讲他也没有很大的期待，

比如说全部是线下的，如果你用的是传统的呼叫中心，

那成本很高。第二，我们希望尽量大家都不要花钱，

你去换点数，换点数我们是有钱收的。

T&L：一些手机的运营商也在做这种类似于境

内境外的出游产品，对您的商业模式会有冲击吗？

张瑞麟：我个人觉得我不是很担心。第一，我

觉得国营企业和创业团队是两个概念，体制不一样，

体制是第一个问题，我刚才强调的是目的地资源，国

内这些都是国内资源，开始我不想在国内花太多功夫，

我做一个人家没有的，就是做目的地资源。

如果以他们的体系做目的地资源，我相信会很困难，

包括国内在做旅游的公司做很大了，它在目的地资源

也是很有限的。我们用的是创业的团队，用创业的思

维去发展一个 C2B。因为我们刚开始，没有负担，

我们也没有把它当成竞争对手，都是合作伙伴，他们

要我们的内容我们也提供，大家就是一种互利，我们

这个行业是带年轻人一起创业，希望的是做一个全球

互联互通的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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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ental romantic charm  
the blooming of glory

在京城北四环亚奥核心区，盘古七星酒

店巍然而立，与皇家之地紫禁城中轴线平行

而卧，汇聚四朝之龙脉，集水立方、鸟巢奥

运文化景观于一体，风格独树一帜，艺术无

处不在，满目华彩，美不胜收。

酒店内部设计，也极具东方神韵。采用

来自紫禁城的无价藏画做装饰，以极富想象

力的方式用磨光钛制作而成的金箔画，在国

内首屈一指；不仅如此，更汇集世界瑰宝，

从最稀有的意大利大理石、中国的白麻花花

岗岩，到极其精致的红木雕刻天花板壁画、

手工刺绣而成的丝绸壁纸，不一而足，让人

赞叹。

挑高 3.5 米的客房，拥有的是雍容舒

展的空间感。FRETTE 品牌的豪华 600 支

埃及棉精品寝具，铺展皇室的舒适与奢华。

数 码 遥 控 壁 炉、BOSE 音 响、 手 工 雕 刻

的云石洗手盆、雨淋式浴室、ACQUA DI 

PARMA 及 FERRE 洗漱用品等豪华设施，

极致奢华不彰自显。在全球奢华寝具甄选上，

北京盘古七星酒店与美国白宫总统理念一

致，两者皆专属选定以精

湛工艺传承的 BAKER 品

牌，令每位宾客入住客房

即享尊贵。 

聚福园全日式自助餐

厅，汇世界之美食精华；

华灯初上，在水立方营造

出的盛景中，邀各位贵宾

畅想一场视、嗅、尝、触

一体的饕餮盛宴。 

文奇美食汇特邀香港

东方神韵 华彩绽放
资深名厨主理，主营粤菜和潮州菜，以新、稀、

鲜吸引着我们的贵宾前来品鉴。 让您在中、

英、法、泰、巴厘岛等多种风格的特色包间

中尽享美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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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arriving at the imperial city   
building luxury dining experience

高品质食材，匠心呈现，京城奢华美食体验。

北京丽都皇冠假日酒店的“Char . 恰”餐厅，重

新定义传统纽约牛排馆，成为了丽都商圈的一枚

社交新贵。目前，“Char . 恰”餐厅是北京一家

提供澳洲 Blackmore 神户牛肉的牛排餐厅。

入口处醒目的 Char 餐厅 Logo, 美式古典

火炉和客人定制刀具储藏柜构成了餐厅的第一映

像。餐厅的开放厨房和 Meat Locker 是整个空

间的聚焦点，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优质食材和厨

师制作过程，拉近客人与厨师的交流。主墙面由

原始清水砖墙做底，表面穿插亚光面牛皮带及铜

制固定铆钉结合隐藏灯光打造出特别的景深背

景。

“Char . 恰”餐厅的厨房由来自西班牙的主

厨 Fernando Tabernero 执掌，打造还原食材

本味的现代创新佳肴——冰岛鳕鱼。酸橘龙虾和

三文鱼色拉佐以牛油果、墨西哥辣椒、椰子和青

柠汁，打造夏日清新口味；招牌自制香蕉芝

士蛋糕，恰到好处的甜，堪称美味的终极享受。

毫无疑问，恰的纵容体验 Blackmore 神

户牛肉堪称牛肉中的劳斯莱斯。Blackmore

神户牛肉源自 100% 的纯种日本和牛，在澳

洲天然的乡村牧场中采用日式传统方法牧养，

经过 600 天的悉心喂养，其肉质获得牛肉品

质鉴定（大理石花纹）9+ 的顶级高分，成为

全球的至尊牛肉。

恰的纵容体验 Blackmore 神户牛肉配炭

烧龙虾、鸭肝和黑松露土豆泥，令宾客们尽

情沉醉于极尽奢华的珍馐世界。

除了美食，酒类爱好者们还能在“Char 

. 恰”餐厅觅到全球精品酒庄的甄选葡萄酒及

烈酒。三五好友小酌，感受这里成熟优雅而

又不失活力的氛围。

“恰”临帝都 打造奢华美食体验

关于 “Char . 恰”餐厅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精心酝酿打造，

IHG 洲际旗下中国区第 2 家“Char . 恰”

餐厅于 2016 年 6 月 16 日在北京丽都皇

冠假日酒店开业，为充满活力的丽都商圈

又添一抹亮色。作为一家现代牛排餐厅，

“Char . 恰” 餐厅专注于高品质食材以及

充满趣味的呈现方式，为往来饕客带来创

意十足却又清新随意的美食体验。在专业

于高品质牛肉之外，其丰富的海鲜选择也

会带给钟情海味的食客惊喜；而充满创意

的甜品同样自成一餐，别有风味。

“Char . 恰”餐厅
营业时间：17:00-22:00, 每周 7 天
电话：+86 10 - 8443 6220
地址：北京朝阳区将台路 6 号
（北京丽都皇冠假日酒店１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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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欢乐的时光，莫过于与家人团聚的温

馨。跟随“威斯汀家庭”计划的脚步，可以

重拾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心，而“威斯汀家庭

儿童俱乐部”则为孩子们提供了充满想象力

的嬉戏空间。

在办理登记入住时，上海威斯汀大饭店

为 3-12 的孩子们准备了总经理欢迎信、《威

斯汀家庭旅行手册》和《当地活动指南》，

里面不仅介绍了丰富的儿童活动，还为您留

出了大量记录冒险体验的页面。另外饭店餐

厅还特别为孩子们准备了的带有有趣小游戏

的全天候菜单。在宾客办理入住登记时，小

客人即会获赠威斯汀儿童俱乐部的礼包，在

入住期间协助他们完成目的地及加值的探险

活动。

全家总动员尽享欢乐时光
作为身心健康和健康饮食的拥趸者，

威斯汀与 Super Chefs 建立合作关系，上

海威斯汀提供专为儿童精心设计“威斯汀儿

童营养美味菜单”(The Westin Eat Well 

Menu for Kids)。有了威斯汀儿童营养美味

菜单，家长们再也不用为了“讨好”孩子们

吃健康食物而烦恼。

周日早午餐更是上海威斯汀大饭店久负

盛名的餐饮活动之一。覆盖两层楼的饕餮美

食、无限畅饮泰亭哲香槟等等。每周日，亲

朋好友聚集在逸天廊、一楼的舞台餐厅和二

楼的帕戈意大利餐厅，小朋友们则坐在大堂

吧的阶梯上，欣赏精彩纷呈的杂技、武术、

变脸、功夫茶、电音小提琴表演等，聆听

14 人的管弦乐演奏以及男女高音演唱。威

斯汀还特地为孩童设置了适合他们的儿童小

天地，提供现场保姆服务，各式玩具、卡通、

游戏和儿童食物，以及饼干装饰、手工艺品

制作等精彩课程。不仅让小朋友们乐在其中，

也给了大朋友们放松惬意的欢乐时光。

The general mobilization of the whole family  
full enjoyment of the happ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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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酒店遇上魔法
When Hotel Meets Magic

逃跑的蔬菜和水果精灵、神秘的热带

丛林、一群生活在丛林里的奇幻生物：威

猛的狮子、睿智的老鹰、憨厚的大象、长

着翅膀会飞的鱼……热情的森林小精灵、

滑稽幽默的小丑、哈利波特的魔法棒以

及一个热爱对蔬菜施展魔法的神秘魔法师

……

看到这些海报及装饰的时候，忽然间

我以为自己是在一个主题公园，而非一个

海岛的酒店里。天马行空、极富想象，便

是我对亚龙湾铂尔曼别墅度假酒店的第一

印象。

暑期已至，酒店里有许多穿着缤纷笑

颜如花的孩子。在池边的左岸西餐厅用餐，

他们在水池边追逐觅食的鱼儿，追逐鱼儿

的是等候在旁的翠鸟。在苏打吧喝下午茶，

有海风拂过脸颊，俯瞰下去是一群垂钓的

小小孩和尽兴的家长。有一群孩子从户外

寻宝归来，手提满满的“蔬菜”、“水果”，

看见一个手拿魔法棒的“巫师”教他们用

战利品做披萨，孩子们的脸上写满了好奇

与兴奋。

跟随孩子们想象了一把自己年幼时的

模样，那时的自己应该会把酒店里的象腿

树想象成《哈里波特》里的打人柳，把姿

态各异的香兰树想象成能开口讲话的树精

灵。看见酒店园区的泰式飞鱼铜塑，知道

他们晚上会飞去别处，只是白天暂时归来。

品尝甜蜜的马卡龙，便知道他们是芭比城

堡派对必到的华丽嘉宾。

让想象飞，在三万平方米的热带园林

里。113 间独栋泳池别墅里是 113 个神奇

的故事与翱翔的梦想。翅膀拂过的，是一

大片色彩洋溢的热带花卉和碧蓝的泳池。

在我放飞自己的那一瞬间，我看到自

己笑得像个孩子。

三亚亚龙湾铂尔曼别墅度假酒店，作

为一个高档度假酒店品牌，坐落于苍翠的

热带花园之中，四周碧波环绕，风景如画。

低层设计的度假酒店融合泰国、缅甸、南

洋三种不同的亚洲建筑风格，呈现出无以

绝伦的视觉效果，同时酒店又以品位、文化、

创新为桥梁，为宾客创造美丽、真实的度

假体验。

酒店拥有 193 间客房，为宾客提供一

系列不同的住宿选择，其中奢华度假别墅

113 座，设私人泳池、院落花园和户外按

摩亭；主楼宽敞的豪华套房 7 套，高级客

房 73 间，卧室外寥寥数步即可步入湖畔泳

池，享受海滨度假的无限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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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的四平市，享有“皇后家乡”

的别称，叶赫那拉古城动人的传说，二龙

湖秀丽的风光，为这块土地平添了迷人的

色彩。下榻四平万达嘉华酒店，尽览满族

皇家风范。

四平万达嘉华酒店坐落于四平市核心

商圈——四平万达广场，坐拥优越的地理

位置。酒店的设计风格依托于满族皇家风

范和文化底蕴，整体以象征满族特色的“孔

雀”为主题设计元素，并将四平市花“万

紫千红”和民间剪纸艺术巧妙地融入酒店

整体设计中。时尚雅致的房间，齐备的设施，

为宾客呈现尽享惬意、温馨与便捷的下榻

体验。

大气典雅的 1200 平方米无柱式大宴会

厅，还可灵活分隔以满足不同宾客的个性

化需求，是筹办大型会议、商务活动和盛

大婚礼的理想之所。另有6间多功能会议厅，

面积自 50 平方米到 105 平方米。现代化

的多媒体及灯光音响设备，确保会议的豪

华品质。“专属会议管家”及“万达浪漫

婚典”服务提供一站式的活动策划，为宾

古城下榻
尽览皇家风范

Staying at the 
ancient city  having 

a breathtaking 
view of the royal 

demeanor

客提前考虑所有细节并安排妥帖。

沉浸在酒店餐厅优雅时尚的氛围中，

让味蕾得到尽情舒展。“美食汇”全日餐

厅享用丰盛的国际美食；“品珍”中餐厅，

是宾客商务宴请的优选之地；“和”日本

餐厅提供四季时鲜和现场铁板烧；别致的

大堂酒廊是品茗小憩的好去处。

忙碌之余，室内恒温游泳池、24 小时

健身中心，是宾客尽情放松身心、焕发活

力的动感之所。



穿越古今遁隐长安城

Passing through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living in 

seclusion in Chang An city

古都西安，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现

代化的时尚气息，迎接着四方来客。行在

古城，或多流连“雁塔晨钟”。而下榻西

安凯悦酒店，凭栏远眺，更将“曲江流觞”

收入眼帘。

古都穿越之旅，从味蕾开始。大厅酒

廊的多主题美食区，将引领客人沿着丝绸

之路从中国到异域波斯和意大利。咖啡厅

设有开放式厨房，可观赏大厨们的精湛厨

艺。湖畔餐厅精美绝伦的装饰，高挑的赤

色拱形屋顶以及特色包房让食客仿佛置身

于盛唐御宴，穿越古今美食之旅。

你还可以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会议活

动。酒店拥有超过 4000 平方米的超大会议

空间 , 所有会议室均为无柱会议室并利用自

然采光。专业的宴会销售以及宴会服务团队

将为你提供全方位的会议解决方案。中国“吉

祥元素”为主题的设计理念以及装饰使得整

个空间充满欢愉与祥和。

1220 平方米的凯悦大宴会厅，更有

440 平方米的宴会前厅作为补充，使得会议

空间更加多元。湖景大沙龙宴会厅以及独立

的中庭式凯寓宴会楼为会议组织者提供更

多选择。

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到酒店健身中心

来一次彻底的放松。体验这里完善且全新

的健身设施，专业瑜伽室，或者在大型室

内恒温泳池畅游。运动健身后，蒸汽浴室

使宾客得到全身心的放松。以“山水长安”

为主题的衍水疗，让宾客暂时忘却城市的

喧嚣，沉浸在静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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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涵碧楼酒店是台湾乡林集团在大陆的第一家

文创度假酒店，从选址到最终落成，耗时 6 年之久，

最终打造出这座在中国大陆独一无二的文化创意酒

店！酒店位于青岛市黄岛区，背依凤凰山，三面环海。

蜿蜒的山路与百丈海水隔绝了外界种种聒噪。

青岛涵碧楼邀请到以极简却又具尊荣感的设计手

法闻名于的世 Kerry Hill 建筑大师设计，他在途中行

经青岛港口，发现这里就是中国装卸货柜的大型吞吐

港口，让他启发灵感，才想到要以“集装箱”当作青

岛涵碧楼的设计原型概念。酒店外墙材料在设计师的

坚持下采用了德国制的铜质网片，假以时日当铜绿爬

满其身，或许更能呈现一种历久弥新的历史感。

酒店大堂拥有超大的玻璃幕墙，壮观的海景只是

取决于你是否临窗眺望。与其他酒店大堂的奢华吊灯

来说，在这里有的是形态简单工艺复杂的水晶灯柱阵

列，酒店中陈列的也并非是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兽，而

清新岛居 
拥抱一片碧海蓝天

A house on the island in the clear and 
fresh sea air embracing an expanse of 

azure sea and blue 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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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来自乡野、形态古朴的民间工艺品。在这里完全可

以感受到的是当地特有的民俗风情和最天然、壮美的

海景。

每间客房都是 180 度的海景视角套房，临窗而

望便是壮观的海景映入眼底，不远处还有若隐若现的

小岛在半露迷人身姿。客房装修风格统一，无论是房

门、家具还是墙壁及天花板，全部由来自北美的黑胡

桃木精雕细琢。客房卧室中的天鹅绒被来自于加拿大，

里面填充的是天鹅用以孵蛋的腹部绒毛，价格比顶级

羽绒被还要贵两倍。

法餐以精致浪漫而闻名，在青岛涵碧楼同样可以

享用到正宗的法式大餐。采用预约制的遇见法国，运

用法国空运的最新鲜食材，聘请名厨现场烹调精致料

理。在这里可以看到法式餐厅宽大的 12 人座的原木

餐桌，而桌面与前台的柜台、桌椅和 SPA 区服务柜台，

全部来自于一块从印尼港口挑选来的千年非洲柚木，

无一不在展示着这家酒店的精致、细心的设计风格。

中餐厅水沙涟以创意演绎齐鲁经典，更有川菜和

粤菜、台湾菜为辅，餐厅内还配备超大型鱼缸，使人

有置身水族馆的错觉。这家餐厅内以中式装修风格为

主，无论是从屏风隔断、餐桌座椅还是餐厅内摆放的

工艺品来看，都把当地的传统文化与中式的美结合得

淋漓尽致。

青岛涵碧楼内有一眼 1500 米深海温泉，除了医

疗养生作用外，由于温泉汤池紧邻大海，可同时享受

温泉滋养，观赏大海浩瀚。在靠海的潮间带，温泉池

就在自然岩盘地形中生成，海水涨潮时，温泉池偶尔

会被潮水淹没，可以依海戏水，而退潮时就恢复，所

以在不同的时间里，可以选择不同的池子泡汤，在这

里绝对可以享受到最地道、最天然的温暖。

如果只是单纯喝酒、品尝美味的同时观看美景并

不能使你彻底放松，那么体会这里的特色 SPA 带来

的舒适体验便是不可错过的。当走进 SPA 馆，感受

着独特的“四手按摩”，远眺碧蓝海面，聆听着波涛

拍岸，才会获得真正的安心。透过落地窗阵阵海浪声

此起彼伏，在静谧的环境中如同一曲美妙的乐曲般令

人彻底放松。

青岛涵碧楼不仅充满现代化、国际化色彩，更有

着浓郁的齐鲁文化特色。为了体现文化创意的特色，

酒店动员几百人花了几年时间，从山东各地搜寻体现

齐鲁文化的物品。在酒店里，论语、石狮、青铜、黑陶、

编钟等元素装饰着各个角落。步入大厅，古乐器奏出

空幽的乐曲带你走进一个奇幻而又美妙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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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现代，旅行中的
下榻地，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居停之所，
而成为旅行中的一个目的地。酝酿着
无限精彩的城市，奢华舒适的住宿空

间，成就一段精致完美的旅程。

In  the  modern  t ime  o f  the  rap i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he lodging place 
during the journey is not only a place for 
stay and residence, but also becomes a 
destination in the course of the trip. The 
city which ferments boundless splendor, 
luxurious and comfortable accommodation 
space,  accomplishing a delicate and perfect 

journey. 

奢华居停 

LUXURIOUS 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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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bodiment of 
everlasting love

瑞吉品牌源自镀金时代的构想属于美国上层社会

的时代，是时代文化与国家财富极大富有的年代，而

作为最耀眼的家族，则代表了美国镀金时代的纽约上

流社会。自为纽约第五大道奉上完美术杰作——纽约

瑞吉酒店以来，瑞吉品牌就形成了奢华的好客传统，

始终诠释着优雅舒适和定制服务方面无与伦比的典

范，并化身为与众不同的传奇，致力于为全球豪华旅

行者及追求精致享受的现代行家打造各种精彩、奢华

舒适的住宿体验。

随着高端旅游业在全球的持续增长，瑞吉品牌与

国际顶级品牌的联姻，碰撞出无限的灵感，打造出诸

多独一无二的奢华套房。无论在过去或是将来，珍贵

异常，抑或精致优雅，这都将是瑞吉酒店永恒不变的

标志性特色。

如果有一间套房标志着世间清新脱俗的爱情，那

永恒爱情的化身

瑞吉蒂芙尼套房便是完美的化身。下榻在纽约瑞吉酒

店，您便可以领略到这处精致所在的独特魅力。这间

浪漫雅致的蒂芙尼套房，是瑞吉品牌与蒂芙尼设计总

监共同创造的完美艺术品。套房内无处不体现着充满

梦幻色彩的蒂芙尼元素，气氛恬静柔和，饭厅更髹上

别具代表性的蓝色，从门口摆设的品牌经典蓝玻璃杯

到墙上手制的银色挂饰，从入口蒂芙尼经典婚戒设计

的挂饰再到镶嵌珠宝的镜子、银色的餐桌以及蒂芙尼

蓝的床头板等，这是蒂芙尼象征爱情与恒久，是将爱

情进行到底的浪漫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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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ing the charm of the 
Renaissance

罗马，一座充满了绝美景致和传奇色彩的城市。

浓厚的历史底蕴，灿烂的文化艺术，吸引着来自世

界各地的游客来此，流连驻足。在罗马市中心奥兰

多大街上，邂逅带着贵族般气质的罗马瑞吉酒店。

衣着考究的门童，古朴典雅的大门，让人不禁感叹

这座欧洲奢华酒店的纯粹。

建于 1894 年的罗马瑞吉酒店，堪称一处永恒

的天堂和全新的魅力之所。拥有珍贵华丽的内饰、

非凡独特的风格和无与伦比的定制服务。如今，罗

马瑞吉酒店联名意大利宝缇嘉，沿袭皇室服务的精

髓，碰撞出无限灵感，通过设计的力量，呈现宛如

艺术珍品的稀世套房，让宾客悦享超越期望的非凡

体验。

瑞吉与意大利奢侈品牌宝缇嘉联名设计的套房，

真正演绎了意大利顶级时装设计的魅力，套房内浓

醇的意式风情，让宾客宛如漫步在令人陶醉的浪漫

之都，感受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及文化，让宾客总

期待一段午夜梦回的邂逅。宝缇嘉套房设计灵感来

自于宝缇嘉品牌的低调高贵，着重强调轮廓线条，

有着看似强势但不过分坚硬的修饰和陈列，这一拥

有非凡设计的逍遥居所采纳了独一无二的内部装潢，

整体上给人一丝不苟的明确感。套房内每一件家具

的面料都出奇讲究，呼应镶嵌着洛可可风格边框的

艺术藏品和镜子，皆为宾客带来不同凡响的品牌精

髓体验。

重温文艺复兴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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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morable 
underwater honeymoon

作为中东地区最受欢迎的旅游休闲目的地，棕榈

岛亚特兰蒂斯度假酒店发现世界各地的游客们越来越

多地倾向于选择豪华的住宿体验，超级豪华套房往往

是游客们的不二之选。

棕榈岛亚特兰蒂斯度假酒店享誉盛名的水下套房

是爱人们享受蜜月甜蜜的上佳之选。透过主卧的落地

景观窗可直观大使环礁湖中的如画景致，令人仿佛置

身于海底世界。水下套房共有三层楼，面积 165 平

方米，空间私密，却不失优雅。

那么，入住这些超级豪华套房的生活又是什么

样的呢？宾客们在棕榈岛亚特兰蒂斯酒店将受到最顶

级的奢华服务，从一开始的酒店豪车接送和 VIP 入

住登记服务，到每间套房都提供的私人个性化服务，

包括私人厨师和管家，一切只为满足贵宾们的每一个

需求。宾客们可以畅游度假酒店内的任一景点，譬如

难忘的水下蜜月
在中东及欧洲地区最大的水上公园——水世界冒险乐

园，以及异域海洋风情浓郁的失落之城——失落的空

间水族馆。除此之外，宾客们将获赠 2 次与海豚湾

的海豚亲密互动的机会，以及每日的早餐，下午茶和

晚间鸡尾酒，更享受帝国俱乐部的尊贵体验。此外，

宾客们还可以在白天享受 ShuiQi 水疗中心的服务，

皇家泳池和开放式泳池的私人阿拉伯式帐篷，孩子们

则可以随意体验儿童俱乐部。酒店营运部高级副总裁

Vincent Smarrella 总结说：“宾客们入住后收到如

此之多的活动体验邀请，他们常常会延长他们的入住

日期来充分享受这些活动。”

私人管家们除了为宾客提供无微不至的周到服

务，更会为常客提供符合个人喜好的定制服务，包括

他们喜欢的品牌，偏爱的食物等，管家们都会牢牢记

住，让宾客在亚特兰蒂斯享受到最放心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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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gnificent and 
colorful tower

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塔楼占据纽约市豪华酒店、具

有传奇色彩的华尔道夫酒店的顶部楼层，多个世纪以

来都是打造精致美食、著名客房和高雅活动的全球标

准缔造者。多年来，这处充满上层社会精致风格的下

榻之所因曾经接待过的好莱坞名流和公司高层而声名

斐然。

套房采用开阔大气的布局设计，1,600 至 2,000 

平方英尺的起居空间内设有宽敞门厅、独立厨房、餐

厅以及带大理石浴室和化妆室的主卧室。装潢精美、

设施齐全，是领略休闲娱乐体验和私密舒适享受的理

想之选。总统风格套房还提供配有三层床单的舒适华

尔道夫床上用品和 Ferragamo 豪华沐浴用品。

壮美华丽的塔楼楼顶套房面积达 1,800 至 2,500 

壮丽华美的塔楼
平方英尺，并因接待过多位具有传奇经历的住客而声

名斐然。其中三间最历史悠久、享有盛誉的套房包括

曾接待过温莎公爵夫妇的皇家套房、位于华尔道夫塔

楼顶楼并拥有富丽堂皇的圆形大厅的楼顶套房，以及

富有传奇色彩的音乐家曾居住长达 30 年的科尔·波

特套房。 除了豪华门厅、优雅起居室、可就座 8 至 

12 人的正式餐厅、全套厨房以及两间宽敞卧室外，

每间套房还配备一间四件套大理石浴室。 楼顶套房住

客可尊享礼宾服务、豪华轿车服务、独享餐饮体验、

使用 19 楼的健身中心、娇兰水疗中心的个人护理室，

并可在 26 楼的华尔道夫酒廊享用免费欧陆式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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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licacy of Indonesian 
customs

巴厘岛穆丽雅酒店，穆丽雅度假村及别墅，坐拥

努沙杜瓦广阔绵长的海岸区，宁静的沙滩，蔚蓝的天

空，无与伦比的印度洋风景一览无余。酒店以高雅精

美，顶级服务，印尼风情，成为当地酒店业的新地标。

穆丽雅酒店 —— 穆丽雅全新的超高端品牌，拥

有 111 间套房，提供个性化的管家服务，专注每个细

节，缔造无与伦比的风格和空间设计感。Mulia 酒店

印尼风情的精美
集团将“高贵”融入建筑与装潢，展现内敛的亚洲艺

术气息。步入酒店，宽敞的大厅摆置相当多艺术品，

仿佛置身美术馆。在努沙杜瓦海湾的附近有着绝美的

海滩，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高雅大气的客房，风格

独特的长廊休息室和海滨浴场，都让你不虚此行。

准备好开启度假模式。你可以从图书馆中借阅

书籍，呷着咖啡享受午后的平和；也可在餐前来到观

瀑廊，让鸡尾酒带来周身的舒泰。度假村内的“咖啡

厅”(The Cafe) 餐厅将在湖景涛声之中为你提供全

天候的餐饮服务。沿着白沙沙滩和私人步道，走进宁

谧的花园和巨大的水疗浴池，四周环绕着优美的风景。

位于湖畔的“天长地久”、“珠联璧合”以及“永结

同心”礼堂可容纳多至 250 位宾客，将为你和你的爱

人带来永生难忘的一天。宴会厅可容纳多达 5,000 位

宾客。

伯爵园景房，130 平方米超奢华单卧室套房，配

备舒适豪华和独家定制的睡床。这间套房拥有独立起

居室以保证卧室的私密性，直通私人露台的玻璃窗门

将室内室外合为一体，露台配有室外按摩池，坐卧两

用沙发床。所有奢华设施均量身定制，提供 24 小时

管家服务，拥有大堂行政酒廊（The Lounge）使用权，

供应下午茶，鸡尾酒和开胃菜。想要一览印度洋壮丽

美景，伯爵海景房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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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culture of 
Beijing flavor

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坐落于长安街与王府井的

交汇处，地处著名的繁华商务、购物和休闲区域，坐

拥中国大型商业中心 —— 东方广场，自酒店步行数

分钟即达天安门广场和故宫，便捷的地理优势让您尽

心探索京味文化的魅力与优雅。

下榻君悦双室家庭套房，感受家的温馨与惬意。

在宽敞舒适的双室家庭套房中欣赏京城核心地段的繁

华景象，重新定义“家”的概念。私密的空间，个性

化的入住体验，独特的双卧室设计提供了一个独立的

生活区域。一间主卧与一间儿童房的房间布局将满足

宾客的家庭所需。

探索京味文化
现代感十足的家具与时尚的设施全新演绎这间

“家外之家”。客房亦配备一系列的贴心家庭用品，

齐全的设施与愉快的氛围旨在为家庭旅客打造全家欢

乐时光。于明亮宽敞的客厅与娱乐区享受各类家庭娱

乐活动：X-box 游戏机，玩具沙袋和 DVD 播放机等。

房间内的欢迎礼物与摆放在儿童房内的绘图板为孩子

们增添乐趣。浴室更贴心准备更多儿童专用家居用品，

如浴袍、泡澡橡皮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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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olated privacy

屡获殊荣的六星级马尔代夫伦格里岛康莱德酒

店，为宾客呈现极致马尔代夫假日风情，奢华格调与

质朴享受在此完美交融。酒店拥有两座岛屿，带来三

种不同风格的度假体验。

酒店的豪华水疗水上别墅位于酒店礁湖的私密一

隅，装修设计舒适似家，是放松身体、慰藉心灵的最

佳之所。别墅围绕着 Spa Retreat 水疗区而建，在蔚

蓝清澈的波浪之上铺陈开来，每一间都是一个远离尘

嚣的世外幽居。宽敞的空间设计与淡入淡出的马尔代

夫现代风格和谐而统一，淳朴木质内饰、茅草屋顶以

及穿窗而过的习习凉风让人仿佛置身于人间天堂。房

中随处都可饱览无敌海景，让宾客时刻拥有与自然融

为一体之感。

极致岛屿奢华体验就在日落水上别墅。日落别墅

与世隔绝的私密
曾经是皇室成员、名人显要及世界顶级运动明星的下

榻之地。透过起居室的玻璃地板，形态各异的海洋生

物尽收眼底。房内圆床更可 270 度旋转，追逐美得令

人窒息的日落胜景。大理石浴室空间宽敞，内设大型

步入式衣橱以及海景圆形浴缸。此外还有豪华的户外

极可意按摩浴缸、私人水上变色无边泳池等设施，而

它们都仅仅是日落水上别墅无尽奢华的冰山一角。此

处奢华，无出其右！

超大空间是沙滩豪华别墅最引人注目的特色。豪

华沙滩别墅距海滩仅几步之遥，超大私家花园与泳池

被浓密的热带树木围在其中，带给宾客与世隔绝的私

密享受。花园中赤素馨花的芬芳与喷泉淙淙之声交织，

让露天花园中的沐浴成为一种无上的感官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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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joying island holiday

普吉岛是泰国南部的一个府，亦是全国

第一大岛。因其晶莹剔透的蓝色海水与一望

无际的白色沙滩，成为最受游客喜爱的旅游

目的地。除了迷人的自然风光，普吉岛令人

眼花缭乱的夜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娱乐项目也

吸引了无数游客。

普吉岛阿玛瑞度假酒店坐落于普吉岛最

受欢迎的海滩——芭东海滩南角的一处幽静

海岬，四周环绕着 68 英亩苍翠茂密的热带

雨林。酒店拥有设备齐全的客房和套房，提

供温馨周到的服务，新奇、有趣的 Breeze 

Spa 和多样化的餐饮选择，力求为宾客打

造享受海岛假期的完美住宿选择。

普吉岛阿玛瑞度假酒店提供三种不同类

畅享海岛假期
型的客房供宾客选择：

高级翼和豪华翼共有 197 间客房和套

房，室内布置均采用明亮色调，设计风格尽

显现代时尚气息；客房空间宽敞，布局舒适，

均设有私人露台，芭东湾的浩瀚海景一览无

余。

坐拥绝佳的地理位置，雄踞临海山坡，

海洋翼不仅完善了原有的普吉岛阿玛瑞度假

酒店，更新增 148 间单卧和双卧套房。每

间套房均配备了设备齐全的厨房、独立的起

居室和用餐区域，是宾客度假娱乐的理想选

择。入住海洋翼俱乐部套房的客人更可享受

尊贵的俱乐部会所待遇，也可使用酒店内的

任何设施。

海洋翼俱乐部会所仅供入住俱乐部套房

的客人使用，在此，宾客可体验到极致海岛

假期，俯瞰无与伦比的芭东湾全景。俱乐部

会所专为崇尚现代雅致风格的客人们设计，

设有无边泳池、阳光夹板以及健身房，这些

设施仅对俱乐部会员开放。俱乐部会所供应

早餐及全天候的单点菜单。白天客人可在此

享用免费的茶、咖啡和点心，日落时分，亦

可在此小酌一杯鸡尾酒，品尝餐前小食。

酒店内提供多种珍肴美馔，从泰国本土

料理到经典意式大餐，乃至世界各地的特色

佳肴，应有尽有。宾客在任何一间餐厅用餐，

均能同时欣赏壮丽的海洋风光，充分享受美

食与美景交融的双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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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ecial monarch 
experience

新加坡嘉佩乐 The Club 酒店式公寓位

于新加坡圣淘沙岛，有着无与伦比的优越地

理位置，环抱 30 英亩热带雨林景观，为长

期住客悉心打造一个极致奢华的舒心空间。

The Club 是新加坡境内唯一一座位于

独立庄园内的酒店式公寓。 每所独立庄园

都配有 3 间带有独立卫生间的卧室、宽敞

的客厅与餐厅、私人泳池。住客可以选择租

住不同风格的庄园，拥有 391 平方米的现

代庄园与 524 平方米的嘉佩乐庄园皆以其

优雅而极具现代感的建筑设计，为您打造独

特的入住体验；436 平方米的殖民风格庄

园则以黑白相间的别墅小屋，为您打造非凡

君主体验。

The Club 酒店式公寓提供配套齐全的

非凡君主体验
单卧室套房，面积从 83 平方米起，提供的

豪华租住选择包括 62 间海景或园景套房、

10 间复式豪华套房和 9 间带私人泳池的现

代风格庄园。从任何一间配套齐全的公寓都

可以看到美丽的中国南海或茂盛苍翠的花园

美景，让您在舒适入住的同时还可随时欣赏

到摄人心魄的瑰丽美景。

专为连续入住超过七天至一年的住客精

心打造的居住空间，The Club 的住客在此

亦将体验到 The Club 从内至外所提供的体

贴至微的服务细节及奢华设施配备：超大的

开放式衣橱、德国美诺厨房设备、46 寸索

尼高清平板有线电视，及 Bose 家庭影音娱

乐系统。

作 为 新 加 坡 最 为 宽 敞 的 酒 店，The 

Club 所在之处可谓理想生活的象征。酒店

住客可随时畅享配有最先进器械的健身房、

泳池及酒廊。同时，The Club 的住客还可

优先享用新加坡嘉佩乐酒店的阶梯式泳池，

以及屡获殊荣的 Auriga 水疗护理，高尔夫

爱好者可以优先使用亚洲最顶级的冠军高尔

夫球场之一——圣陶沙高尔夫俱乐部，而航

海爱好者还可在离酒店不远的 One° 15 海

洋俱乐部租用游艇，畅游海上欢乐时光。

无可比拟的美馔飨宴，亦为您奉上最精

致的不同美食选择。在凯嘉（Cassia）享

用精致中式私房膳食，或至 The Knolls 品

尝新加坡最佳地中海美味，抑或在古巴风情

的 Bob’s Bar 畅享美酒，并观赏雨林之上

的最美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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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威尼斯 
玩味意式风情

 VENICE ON THE 
SEA ENJOYING 
THE AMOROUS 
FEELINGS OF 

ITALY

在最烂漫的夏日，开启一场纯正的欧式海上假期。带上自己的小宝贝，跟
随歌诗达邮轮·大西洋号的脚步，航行于蓝天碧海之间，拾遗地球上散落

的美景。带着“家”的温馨与惬意，感受精美绝伦的“海上意大利”。

In the most brilliant summer,  starting a pure European 
vacation on the sea. Bringing your own baby, following 
the footsteps of Costa Atlantica cruise,  sailing between 
the blue sky and blue sea, gleaning the scattered beauty 
on the earth. With the warmth and comfort of home,  

feeling the exquisite Italy on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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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ling the sweet life of the 
people from Venice

伴着窗外阵阵波涛声，穿梭于混合意式建筑风格

和威尼斯 Murano 玻璃工艺品间，又或者走进《甜

感受威尼斯人的
“甜蜜生活” 

色彩斑斓的 Murano 玻璃，浑然天成的 Carrara

大理石，置身于“歌诗达邮轮·大西洋号”，让人仿

佛来到了意大利的贵族奢华世界。圣马可广场上，与

歌德、拜伦以及巴尔扎克一同品味咖啡浓香人群熙来

攘往，西尔维亚的醉人欢笑在耳边回响。

乘着歌诗达邮轮·大西洋号，开启纯正欧式邮轮

之旅吧！作为歌诗达船队中的旗舰船，大西洋号是一

艘名副其实的“艺术之船”。金碧辉煌的中央大厅，

精美绝伦的回旋走廊，随处可见的意大利经典艺术，

精致舒适的船舱设计，以及意大利名厨带来的味蕾震

撼和歌剧魅影般的视听盛宴，无一不让邮轮上的每一

口空气都弥散出浓醇的意大利经典艺术风韵。踏上这

座浪漫的“海上城邦”，开启一场难忘的海上假期。

蜜生活》故事里，在现实和电影中切换，耳濡目染，

尽是艺术带来的曼妙体验。

由当代意大利电影之父费德里柯·费里尼执导的

电影《甜蜜生活》影响了一代的欧洲人，而大西洋号

的灵感也来源于此。这里有全亚洲最富丽堂皇的甜蜜

生活大堂，随处可见的是这部电影的经典剧照和拍摄

场景，而每一层甲板都由一部经典的电影命名，《大

路》、 《访谈录》等等，处处充满了电影的氛围。

大西洋号上可以随处体会到充满着意大利 DNA

的建筑艺术，如甜蜜生活大堂，跨越 10 层甲板，乘

坐电梯从下而上，复古的壁画缓缓而过，恍如误入艺

术殿堂。

如果说选择一件最能代表威尼斯的专属物品，一

定非威尼斯玻璃岛上出品的 Murano 玻璃工艺品莫

属了，这个拥有千年历史的手工玻璃制品是意大利上

流社会的奢侈品，而这样的奢侈品在歌诗达邮轮·大

西洋号上比比皆是，无论是走廊、餐厅、酒吧，都能

寻到它的踪迹。

这条布满了经典剧照的走廊，以意大利当代电影之父弗莱德里克·费
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电 影《甜蜜生活》为主题，是去提香餐厅
的必经之路。浓厚的电影氛围，吸引着游客在这里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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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空的优雅
来到位于三层甲板的弗洛里安咖啡馆，

就仿佛穿越时空来到了 1720 年的威尼斯圣

马可广场。

弗洛里安咖啡馆是意大利威尼斯的一

个咖啡馆，位于圣马可广场上的新行政官

邸 大 楼。1720 年 12 月 29 日 开 业， 为 连

续运营的最古老的咖啡馆之一。其店名得

名于原业主弗洛里亚努·弗兰切斯科。

这里的环境优雅，曾经吸引了许多知

名人士，包括歌德、拜伦、普鲁斯特和狄

更斯，成为一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人士的

聚会场所。弗洛里安咖啡馆有几个颇具代

表性的房间，其中，名人厅挂着有十位威

尼斯名人的肖像，其中包括马可波罗和提

香；议会厅的壁画描绘艺术和科学世界的

场景，主题为“进步与文明引导世界”；

中国厅和东方厅的灵感来自远东；四季厅

或镜厅装饰着代表四季的女人；自由厅是

在 20 世纪初增加的。

年轮飞转，将近 300 年的历史如今早

就物是人非了，可弗洛里安咖啡馆依旧是

十八世纪初的风韵，优雅的古典气氛让你

流连。坐在歌德当年的座位上小憩，欣赏

着卡纳莱托的风景画，描绘从店内向外看

到的风景，圣马可教堂、钟楼的景致与今

无异，仿佛时空交错。所以，很多人会感

慨世界上恐怕没有比威尼斯弗洛里安更让

弗洛里安咖啡厅

在此点上一杯醇香道地的意式Cappuccino 或是喝上一
口经典热巧克力，衬着音乐家们现场演奏的古典音乐的悠
扬旋律，那种难得的浪漫惬意和令人愉悦温馨令人不禁回
想起威尼斯那段令人陶醉的最好的时光，似乎也感受到了

当代威尼斯人的甜蜜生活。

人向往的咖啡馆了。

歌诗达邮轮·大西洋号上的这座咖啡

馆正是那家有着近 300 年历史的著名咖啡

馆在全球唯一授权的原版复刻店。今天的

弗洛里安咖啡馆依旧是本地人及国外游客

感受独特咖啡文化的热门聚集地。无论是

在航海日的慵懒午后或者弥漫着暧昧灯光

的晚餐时分，在此点上一杯醇香道地的意

式 Cappuccino 或是喝上一口经典热巧克

力，衬着音乐家们现场演奏的古典音乐的

悠扬旋律，那种难得的浪漫惬意和令人愉

悦温馨令人不禁回想起威尼斯那段令人陶

醉的最好的时光，似乎也感受到了当代威

尼斯人的甜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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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ur of authentic 
Italian cuisine

不用担心宝宝挑剔的味蕾无法满足，歌诗达邮轮

·大西洋号上的五大主题餐厅 24 小时不间断提供丰

富的中西餐饮和意式小食。色泽诱人的中式龙虾、酱

汁浓郁的各式意大利面、香味扑鼻的意大利经典火腿

……各色美食应有尽有，让人一步入餐厅就忍不住食

指大动。“海上意大利”怎么能少得了地道的意式美

食？饼皮薄脆，馅料丰富的 Pizza，多汁幼滑的意大

利面，甜蜜的提拉米苏，醉人的红色琼浆，餐桌上的

一切都让人恍若置身意大利餐厅之内。

在这里，您可以品尝到纯正的意式美食。大西洋

号上的意式美食皆出自意大利本土厨师之手，每道菜

都洋溢着正宗的欧式风情。主餐厅“提香餐厅”以意

大利 20 世纪初的建筑风格为设计灵感，巨大的水晶

吊灯和穹顶上的壁画，让每日在这里用餐成为一种享

受。那不勒斯披萨屋提供纯正的那不勒斯披萨，披萨

饼底烤得薄脆可口，炉中的高温将芝士融化出醇厚的

香气。意面煮得爽滑劲道，多汁的番茄让人想起地中

海的明媚阳光。

当您随意地穿着沙滩裤和拖鞋，随意地披着秀发，

您可以到波提切利自助餐厅享用中西结合的自助餐。

自助餐厅从室内一直延伸到户外甲板，即使是坐在这

里来一杯茶，同时享受着阳光、海风，也是那么的舒

服惬意。自助餐厅有专门的热菜区域，色拉区域，饮

料区域，遇上航海日，甲板的烧烤吧还会提供新鲜牛

肉汉堡，日式大阪烧等特色料理。

如果您需要一个场所远离喧嚣人群，和家人来一

场烛光晚餐，那么请来到俱乐部餐厅，订一席美味的

地道意式美食之旅

意大利菜，静静欣赏着悠扬的现场小提琴伴奏，让时

间的沙漏缓缓流淌，在时尚的意式餐厅中细细品味邮

轮旅行这一潮流生活方式的精致细节。

美食带来的极致享受，得益于对食材的极致要求。

邮轮的中国主厨董中华先生告诉我们，这里对食材的

要求，比陆地上的五星级酒店还要高。所有的食材都

是通过冷动车送到关口，必须在短时间内用完，下一

个航次会重新购进食材。船上有大量的冷库，肉类是

在零下 18 度冷藏，蔬菜 4 度，干货需要离地面 15

公分以上，室内的温度都是有自动调控的，每个冰箱

温度都不一样，根据原材料的需要。公司每个月都会

来检查，港口防疫站也会定期来检查。

邮轮的中国主厨董中华先生

在 Donabe 日本料理餐厅享用美味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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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rm home on the sea

没有舟车劳顿，没有来回奔波，歌诗达邮轮·大

西洋号给您打造温馨甜蜜的海上家园。在阳光中醒来，

在海浪拍打中沉睡，伴着繁星和月亮，这里只属于你

和你的家人。

想要在船上度过难忘的夜晚，住宿的舒适度是第

一位的。而对于酒店总监 Benedetto Minuto 来说，

给游客带来难忘的体验，也一直是他们的目标。“我

海上温馨的“家”

酒店总监 Benedetto Minuto 

除了经典的意式美味，邮轮也为中

国游客量身打造美味佳肴。董先生说道，

“我们为客人准备了中餐，比如我们广

东的厨师每晚都会给大家煲不同的汤，

我们每天有中国的开胃菜、主菜，也会

有中国的色拉、蔬菜等。中餐和西餐的

比例一般是 50%：50%，但有时会根据

客人的要求，可以将中餐的比例提高到

60%。我们有 10 个中国籍厨师，厨房

里共有 169 人。”

们意大利有一套客房服务系统，我们的客房经理是意

大利人，他们在上船之前都是经过培训的，都很专业，

我们也是希望给到客人一对一的服务，让客人感觉到

被非常好的照顾着，有人文关怀，有温暖，这是我们

希望能够做到的。”

而当问及大西洋号内饰上有何特别之处？主

打的意大利风格和“海上威尼斯”是如何诠释时，

Benedetto 先生侃侃而谈，如数家珍。

“大西洋号被誉为‘海上威尼斯’，因为它的装

潢参考了威尼斯的一些特色，比如船上的弗洛里安咖

啡馆，这个就是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弗洛里安

咖啡馆的复刻版，我们和咖啡馆也是有合作协议的，

他们授权我们可以将这个咖啡馆原封不动地搬到船

上，无论是布局还是装饰、食物，都和意大利的是一

样的，唯一不一样的是，威尼斯的弗洛里安里面的画

是油画，而我们船上的是照片。弗洛里安咖啡馆的门

口有一个刚朵拉，以前是有钱人才可以坐，它的整个

装潢是很豪华的，威尼斯有很多人用这个刚朵拉来结

婚的，是很浪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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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amusement 
on the sea

清晨，在甲板上做一场伸展运动，或

者加入热情的队伍，体验歌诗达邮轮不一

样的海上娱乐⋯⋯和宝宝一起感受不一样

的游乐方式吧。

清晨的海面，在朝阳的笼罩下泛着金

色的光芒，清新的空气。在晨光中做一场

伸展运动，到健身俱乐部挥汗如雨，来甲

板泳池中一展身手，或是来一场海上网球

对决，都让您展开活力四射的新一天。

热情的桑巴音乐在甲板响起，人们纷

纷换上最清凉舒适的服装前往，在舞蹈老

师的带领之下翩翩起舞，无论您的舞姿如

何，都在这里感受得到意大利式的热情和

纯真。

夜幕降临，缤纷的表演开始上演，美

妙歌声和绚丽华服组成的歌舞秀，魔幻灯

光变化的动感视觉，全程爆笑的滑稽戏，

不一样的海上游乐！
各式表演丰富着你的路途，为记忆增添一

抹色彩。跨越 3 层甲板的卡鲁索大剧院，

由下层蓝色和上层红色丝绒座椅构成了舒

适的观赏区域。硕大的 Murano 吊灯在上

方闪耀，舞台周围的马赛克花纹精美绝伦，

先进的灯光音响设备，随时为您奉上一场

精彩绝伦的表演。

或者，到蝴蝶夫人酒吧换个心情！这

里有漂亮的蝴蝶造型地毯，舒适宽敞的舞

台区域，是大西洋号互动娱乐的常驻地。

当然还少不了大西洋号先生选举，最佳情

侣选举，疯狂的帽子等等最受欢迎的节目。

邮轮上的血拼别有一番乐趣。大西洋

号大牌云集，集合了服饰、皮具、化妆品、

首饰、手表等，无需机票即可享受国外大

牌的亲切感。歌诗达邮轮现推出接地气的

时尚品牌走秀，将各大品牌的特色商品以

走秀方式呈现，给大家带来一场视觉、热

辣的 T 台表演。银联卡联通服务，无需担

心信用卡的额度，尽情购物。免税商品价

格承诺制度，确保乘客船上购物的质优价

廉。

拥 有 意 大 利 风 情 的 歌 诗 达 邮 轮， 在

娱乐活动中也不乏中国元素。邮轮副总监 

Tatiana Posteuca 告诉我们，邮轮上成人

娱乐（相对于儿童娱乐）的主管是中国人，

有 2 个娱乐工作人员是中国人，他们在做

节目时，除了用英文，也会用中文跟大家

交流。在互动游戏中，也会增加中国元素，

如小道具、桥段、音乐等，让中国人产生

共鸣。在大堂、酒吧，会有意大利、西班

牙乐队，他们除了演奏欧洲音乐之外，他

们也会演奏中国音乐，对乐师来说很难，

但看到游客快乐的笑脸，他们也会很开心。



121・TRAVEL&LEISURE

卡鲁索大剧院，每天上演各种节目杂技，
夜深人静时可以来这里看部意大利导演贝
里尼拍摄的黑白经典片。

漫步冬季花园的长廊，恍若闯入了梦幻般
的童话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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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ay of the captain with 
the little princess 

久违了的邮轮假期，离开父母的束缚，和小朋友

们一起欢乐地探险！大西洋号上的思高儿童俱乐部，

将陪伴小朋友们度过轻松、愉快的假期。

邮轮副总监 Tatiana Posteuca 告诉我们“思高

儿童俱乐部里面的员工都是中国人，让孩子和船员

能够无障碍沟通，每天孩子们都能在思高儿童俱乐

部里体验不同的活动，邮轮根据不同的年龄组，会安

排不同的活动，家长可以为孩子进行挑选。邮轮会在

Disco、珊瑚厅、大堂等举办不同的活动，如冰激凌

派对等。”孩子们可以在寓教于乐的游戏中，结交新

朋友，度过欢乐的海上时光。

做一天公主或船长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歌诗达邮

轮为极具表演欲的小朋友们提供了展现自我的舞台。

小朋友们可以在思高俱乐部里穿上特制的服装，体验

邮轮上“小公主”或“小船长”的精彩生活。

当然还少不了小朋友们喜欢的水上滑梯，孩子们

乐此不彼地排队，只为那刹那间滑下的愉悦。

小船长和小公主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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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the baby to see 
the world

世界那么大，是时候带上宝宝去看看了。无需签

证，带上行李，带上护照，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邮轮即是移动休闲度假村，可是日本韩国那么近，怎

带上宝宝看世界

济州岛

么可以不去看看？歌诗达邮轮选择独具当地特色的城

市，不同的游览路线满足你观赏、游乐、购物的不同

需求。

济州岛探秘梦幻乐园
气候宜人的韩国“夏威夷”——济州，加之 256

公里漫长的海岸线，形成了一片有“梦幻乐园”之称

的土地。春天的油菜花、夏日的蔚蓝海岸、秋季的紫芒、

冬时的汉拿山雪景……四季不同色调，处处是风景。

济州岛地处北纬 33 度线附近，却具有南国气候

的特征。温和湿润的气候和由火山活动塑造出的绮丽

多彩的自然风景，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海内外游客前往

观光。此外，济州岛还享有“蜜月之岛”、“浪漫之

岛”的美称，韩国许多新婚夫妇都在这里度过他们浪

漫的蜜月。

带着宝宝去旅行，泰迪熊博物馆再合适不过了。

这里是为百年来深受全世界人们喜爱的玩具熊而建

济州西海岸的龙头岩，形似神话传说中的一条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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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馆大体可分成历史馆和艺术馆，以及企划展厅。

在历史馆中，有与百年历史中有名的场面相结合而再

现历史人物的玩具熊、古董玩具熊等，其中米开朗基

罗创作的《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的泰迪玩具熊造

型尤其引人注目；在艺术馆中，可以欣赏到将玩具熊

引入世界艺术之路的大师们的鲜活作品，还有深受孩

子们喜欢的动画人物。这里更有世界上最小的玩具熊，

只有 4.5 毫米大；最后企划展厅会根据不同时期的不

同主题，展出各种泰迪熊。

游客还可以在博物馆商店、西餐厅、能看见大海

的室外公园等度过美好的时光。

在韩国，当然不能错过这里地道的韩餐。韩国饮

食有几大类：汤类、泡菜、面条、饭馔（配菜）、酒、

点心等等，虽然不能与中国菜的丰富程度相比，但韩

国菜清淡的口味和健康的搭配，其实都十分有利于现

代人的身体健康。其中，参鸡汤就是一道美味的菜肴，

是韩国颇具特色的菜肴名汤。参鸡汤是用童子鸡，在

腹中塞入糯米和高丽参炖成的浓汤。吃的时候主要是

喝汤，鸡肉已经炖到烂熟，只能用来稍微下饭。肉类

食品和滋补类食品的完美组合，是最具代表性的韩国

宫中料理之一。

别忘了在济州岛的免税店海淘。新罗免税店拥

有 济 州 岛 最 大 的 LOUISVUITTON、HERMES、

TIFFANY 精品免税卖场，以及世界知名化妆品、包

包等品牌 300 多种，还有符合观光地的紫水晶、民

俗工艺品、泡菜等韩国特产，价格与种类都比机场免

税店来得贴心。不妨为自己和亲朋好友选上几样，也

给旅行增添一点乐趣。 

上 图： 宝 宝 们 最 爱 的 泰 迪
熊 博 物 馆， 萌 萌 的 泰 迪 被
设 定 成 了 各 个 经 典 场 景 的
角色，看上去很有喜感。这
里 的 泰 迪 熊 价 格 不 菲， 这
位身穿公主裙、头戴缀满施
华洛世奇花冠的小熊，标价
1,120,000,000 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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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冈穿越时空
都市购物天堂福冈，体会自然与城市的魅力结

合，穿越历史与现代的时空之旅！福冈县位于日本北

九州，是一座活力之城。福冈的魅力除了都市里购物，

美食，娱乐之外，还能享受到周围富饶的自然景色和

温泉。

高达 234 米的福冈塔，是福冈的标志性建筑，

由 8000 块热反射玻璃镶嵌而成。1989 年为庆祝福

冈建市 100 周年而召开亚太博览会，为纪念此一盛

事而构建。从 123 米高的瞭望室可以纵览福冈街市与

博多湾。

建立于 7 世纪的太宰府，穿越时空而来。拥有太

宰府政厅遗迹、水城遗迹、观世音寺、大野城遗迹等

为数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太宰府天满宫，是福冈屈

指可数的观光名胜。太宰府政厅遗迹，是奈良到平安

时代期间大和朝廷的政府遗迹。随着历史文物陆续出

土，对于这个地方的人文研究，亦有更清楚的轮廓呈

现。而今行走其间，更多了几分今夕对比的兴致。街

福冈

道上开了一家极有设计感的星巴克，游购结束后去喝

一杯，饶有情趣。来这里游玩的朋友，还可以品尝当

地特色的红豆馅梅枝饼。

贯穿南北的运河中心，坐落着著名的博多运河城，

这里便是福冈的购物天堂。运河城聚集了购物街、电

影院、剧院、娱乐设施等，周围有各式各样的楼群鳞

次栉比。购物途中在河边的长椅上稍作休息，望着静

静流淌的小河，感受那片刻的宁静。商店街内时刻都

充溢着快乐与祥和，这里是任何人

都能愉快聚会或休闲的地方。运河

城给人以富丽堂皇的近代建筑般的

印象，乍一看丰富艳丽的色泽中包

含了日本自古以来的传统颜色。漫

步在运河城，也能寻找到难得的平

静与祥和。

在清香园品尝福冈最有特色的
黑毛和牛，肉质鲜嫩，入口即
化。



LIFE          | New LuxuryS

126・TRAVEL&LEISURE



127・TRAVEL&LEISURE

Q：大西洋号最吸引人的特色是什么？

A：从外观上来说，这艘船是非常漂亮

的；从技术上来说，这艘船也是非常先进的，

大西洋号是 2000 年建造的，即使是这样，

也是非常先进。大西洋号也是具有艺术特

色的，设计沿袭了意大利 20 世纪 60 年代

二战后的文艺风格，你能发现船上的每个

角落都是一幅艺术品。我们船上有一个弗

洛里安咖啡馆，是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广

场的弗洛里安咖啡馆的复刻版，它有将近

300 年的历史了，展现了意大利的文化。

船上的设计也是以“甜蜜生活”为主题，

整艘船都是洋溢着浓浓的意大利风情。

Q：大家很好奇船长的生活是什么样

的。您能介绍一下您在船上的日常生活是

怎样的吗？

A：船长是整艘船上最高的决策者和管

理者，他也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来支持他的

工作。现在有 3500 人在船上，2600 多的

客人，加上 800 多的船员，都需要船长的

管理。船长的直属部门有三个，其中一个

团队是酒店管理团队，与客人接触；另一

个团队是 Deck 甲板，还有一个是轮机部，

这两个部门是负责航行的。船长的日常工

作，以今天为例子，现在在接受媒体采访，

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今天下午 4:45 有一

个船长欢迎鸡尾酒会，船长会与大家拍照，

上台演讲，向大家介绍他的团队，晚宴也

会与大家一起用餐，这都是他社交的工作。

当这些工作结束后，他会回到办公室，与

总部、上海办公室等等进行联系沟通，他

是负责航行与安全，所以 24 小时手机都会

——专访船长 Tihomir Muzic

船长养成记

在身边。目前驾驶舱是有专业的团队在驾

驶，而对于船长来说，他不可能每个航次

每时每刻都在驾驶，所以当遇到一些特殊

情况都会来找船长，比如遇到极端天气，

大风大浪大雾、能见度低等情况，都需要

船长的介入。当船进港、出港的时候，这

些场合必须由船长出席。船长的工作是非

常繁忙的。

Q：邮轮的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当遇

到恶劣天气时，我们有何预案？

A：对邮轮航行来说，需要遵循两个原

则，一是安全原则，另一个是环境保护原则。

从建造技术来说，船本身是非常安全的，

邮轮就像一个海上移动的酒店，但又不同

于岸上的酒店，所以建造的标准是非常高

的，无论是用材还是设计，都会有相应的

组织来审核。比如船上的防火是非常重要

的，用材是防火的，船上也有烟雾探测器。

其次，从人员上来说，邮轮上的工作人员

都是专业的，当遇到紧急情况，船员会各

司其职，我们也会为员工定期培训。我们

也是一直关注着天气的变化，如果航行过

程中遇到台风等恶劣天气、会对游客造成

潜在危险的话，我们以安全作为第一要素，

会及时调整行程。比如如果在天津出发时

就收到天气预警，可能会在天津多停靠一

天，或者停靠仁川、釜山等，会停靠一些

备用的港口。港口泊位的预定也是提早就

会预定好，当遇到紧急情况时，紧急预案

都会启动起来。

Q：为什么选择大西洋号来执行 2015

年的环球航线和今年 11 月即将出发的 46

天环南太平洋航线？

A：从技术上来说，大西洋号是很先进

的，从设计上来说，这艘船也是非常漂亮。

去年的环球航线是很成功的，从服务上也

能给中国客人提供丰富多彩的产品体验，

有了这样成功的经验，我们将继续选择大

西洋号来执行今年的 46 天环南太平洋航

线。

Q：怎样能成为一个船长？需要怎样的

经历？

A：要成为一名船长，需要有专业的知

识和足够的经验。大西洋号的船长之前是

在海事学院学习过专业知识，船长也是需

要各方面都了解，他需要学习气象学、数学、

船的平衡等，这些都是在实践中会用到的。

他刚上船的时候，是担任一个非常基础的

职位，一点点积累经验，升职为安全官、

副船长、船长。

Q：船上有没有一些专门为残疾人准备

的设施？

A：是的，船上有专门的残疾人舱房、

厕所，下船时也有专门的残疾人通道，可

以让轮椅通行。船上有一支 25-30 人的团

队，当发生紧急状况，可以疏散和照顾残

疾人。如果客人在船上受了伤，医务人员

也会第一时间进行治疗、送至医院等。

Q：亚洲海域有什么特点吗？

A：亚洲海域对于执行航线来说是很有

挑战的，因为气候、交通都很复杂。夏季

是台风季、雨水也较多，冬季会有大雾，

都会影响到航行。海上交通比较繁忙，有

很多货船。

The growth story 
of captain



In the hot summer, a cool travel , is the best reward for the metropolis workers, soft 

beech, quiet sea island, a small township in the atmosphere of art and culture… all 

expects your coming! Not to forget to bring those portable wearing and equipment 

with you, listen to a cheerful tune, interact with your intimates, start your moving 

summer days whenever and wherever。

动感夏日 The moving summer days

炎炎夏日，一场清凉的旅行，是都市一族最好的犒赏！松软的沙滩、静谧的海岛、文艺

的小镇⋯⋯都期待着你的到来！别忘了带上这些便携式的穿戴设备，听一首欢快的曲子，

与亲密的人互动，随时随地开启你的动感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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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G Y50 
耳盖式耳机
标志性 AKG 品质声音和丰富的低音表现

耳盖式耳机采用封闭式耳杯设计，减少外界噪音

坚固轻盈的设计，长时间佩戴也倍感舒适

1.2m 可拆卸线缆，带一键式线控 / 麦克风，实现全面

免提的操控体验

3D 轴折叠机制和随附便携袋，方便收纳和安全携带

Misfit Speedo Shine 2
专为游泳爱好者设计的运动、游泳

及睡眠监测器

固件中内置独有的可测算游泳圈数

的专利算法

采用航空级阳极氧化铝机身，防水深

度为 50 米

产品设计兼顾陆地和水下不同使用

场景

无需充电，仅需一枚纽扣电池，续航

可长达 6 个月

短信、来电提醒，及静音振动闹钟

轻触 Speedo Shine 2，即可轻松实

现朋友沟通，播放音乐、自拍等功能

HARMAN  JBL Clip2
便携音响
无线蓝牙串流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中的优质声音

内置充电锂离子电池可支持连续 8 
小时播放

IPX7 防水无需担心雨天或溅水，甚

至可将 Clip 2 放到水下

采用耐用的织物材质和坚固橡胶外

壳，在严苛的环境下依然表现出色

内置竖钩卡扣，将 Clip 2 挂扣到任

何位置，让您可以带着它踏上旅程
BackBeat GO 3
无线立体声耳机
生动、高品质音频，达到低于 3% 的音效失真率

采用 3D 模拟人耳，确保佩戴舒适及稳固

凭借蓝牙技术，可连接至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收听音乐、观看电影或进行通话

防潮抗汗，采用 P2i 纳米涂层设计

收听时间长达 6.5 小时，便携充电包提供额外13 个小时的聆听时间

HARMAN  JBL GO 
便携音响
音乐金砖的小巧身材

还原声音最干净、纯净的音色，边走边听，

续航时间长达 5 小时

搭轲无线蓝牙串流技术，用户可通过蓝

牙迚行连接，或是通过标准 3.5mm 音

频线迚行有线连接

内置扬声器和集成带钩 , 1 x 3W 的输

出功率，Aux-in 接口，增加了JBL GO
你用的适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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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是一时的任性，

而是一份尽情享受时光的自在安然。对于专

业摄影师来说，一定不愿错过任何一个美妙

的瞬间，而随身携带的设备也要精益求精，

经得起远途的考验，轻松陪伴左右！

2015 年 年 初， 希 捷 科 技 旗 下 品 牌

LaCie 发布了标志性的 Rugged RAID 探

路者移动硬盘。另类吸睛的外形、强悍的实

用性，为旅途增色不少。

踏上旅途，曼妙的景致等着你去发现。

从蓝天白云到青山绿水，从古韵老城到市

井街巷，想要把每一个美丽的瞬间都定格

下来。不用担心照片拍得太多，储存设备

太 沉 重。LaCie Rugged RAID 探 路 者，

两块 2TB2.5 英寸的硬盘使得总容量达到了

4TB。还可以轻松放到口袋或者背包里，为

旅行减负。尽情地享受按下快门的快感，再

多的美景也能轻松收录。

在旅行中邂逅美景，定格美妙瞬间，

一不小心，自己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LaCie Rugged RAID 探路者有着靓丽的橘

黄色外壳，带上它出门，分分钟变成旅行潮

人。然而，华丽的外表，掩盖不了强悍的内

在。厚实的硅胶套紧紧包围着银色拉丝外表

的硬盘，给人十足的安全感。

无限风光在险峰！最美的风景，总是

伴随着最艰难的环境。险峻的山路，颠簸的

旅途，不期而至的一场大雨⋯⋯经得住考

验，才能遇到最壮丽的景致。带上 LaCie 

Rugged RAID 探路者，抗震、防尘、防水

三大功能，即使是在颠簸的车里、货仓中、

或倾盆大雨的环境下都可以让你的美图得以

保存。

抛开沉重的包袱，轻装出行，自由游

走在名山大川之间，让自己美成一道风景。

在心满意足地完成户外拍摄后，用 LaCie 

Rugged RAID 探路者的雷电数据线，把照

片传输到苹果笔记本上。高达 240M/s 的持

续传输速度，行云流水的操作丝毫不会影响

你的好情绪。用 Windows 电脑也不用担心，

USB3.0 接口也可以轻松传输照片，然后就

可以专心创作令人惊艳的美景大片。

轻装出行 闪耀旅途

Setting out with light packs 
and make an attractive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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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不停歇
ENDLESS FASHIONS

Artistic jewelry shines 
with Huabiao Award

创立于 2004 年的国际珠宝品牌 CINDY CHAO 

The Art Jewel，以 19 世纪欧洲皇室珠宝蜡雕工艺

技术，结合 21 世纪领先的镶嵌技术并与杰出的欧洲

镶钻大师合作，深获全球国家级博物馆典藏与国际拍

卖会的肯定而声名大噪，其巧夺天工的艺术珠宝创作，

深受多位国际名流的热爱与追捧。

纵观它的历史，成就非凡。2009 年度大师系列

“皇家蝴蝶胸针”被美国史密森尼国家历史博物馆列

为永久典藏，是唯一获此殊荣的华人珠宝艺术家，奠

定品牌“博物馆典藏级艺术珠宝”定位。2013 为香

港苏富比国际拍卖会创作 8.03 克拉缅甸“鸽血红”

天然红宝石缎带戒指，经过藏家竞投，以 384 万美

元落槌成交，刷新当时亚洲当代艺术珠宝拍卖纪录。

2014 年珠宝艺术家 Cindy 与国际巨星好友 Sarah 

艺术珠宝闪耀华表奖
Jessica Parker（莎拉·杰西卡·帕克）联手创作“芭

蕾蝴蝶”，荣登苏富比国际杂志封面。“芭蕾蝴蝶”

于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上以一百二十万美金落槌，收

益全数捐献纽约市立芭蕾舞团作为芭蕾艺术教育用途。

最近华表奖赢家白百何以作品《滚蛋吧！肿瘤君》

斩获优秀女演员大奖，红毯之上，她配戴的 CINDY 

CHAO The Art Jewel2016 年最新高级珠宝 White 

Label 四季系列叶片耳环与经典枫叶耳环，及白钻叶

片戒指，搭配 White Label 城堡系列白钻城堡手环作

为流转腕间的奢华配饰，城堡手环采用 360 度环绕立

体镶嵌，手镯内外镶嵌共计约 35.94 克拉钻石，其中

13 颗祖母绿式切割钻石 4.26 克拉，闪耀奢华。此次

白百何造型以熠熠炫丽的配饰为整体造型更添耀眼光

芒，尽显不凡气势。

左上  White Label 城
堡系列白钻城堡手环        
右上  White Label 四
季系列叶片戒指
右下  White Label 四
季系列枫叶耳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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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wonderful land 
and fantastic fine artifacts

CHAUMET 创始于 1780 年，是被誉为“蓝血

贵族”的拿破仑御用珠宝及奢华腕表品牌，也是世界

奢品领袖 LVMH 路威酩轩集团内历史最悠久的法国

殿堂级珠宝与时计世家。历经十二代大师的薪火传承，

承载两个多世纪的历史底蕴，CHAUMET 虽始终如

真正贵族般低调内敛，在奢饰圈层却声望卓然，被业

界视为“顶级隐奢”的代表品牌。

循 草 木 芬 芳， 探 花 园 之 灵。“La Nature de 

CHAUMET”高定珠宝套系于 2016 年 7 月 4 日 -7

日在巴黎芳登广场 12 号揭幕。此次“La Nature de 

CHAUMET”套系用独特的艺术手法阐述着品牌故

事，也揭示了其对自然的丰富构想。新系列包含四个

经典主题——月桂叶、麦穗、橡树和百合。

自然妙境奇幻臻品

本次“La Nature de CHAUMET”自然妙境高

定臻品精选了 CHAUMET 历史上与自然有关的珍贵

藏品作为灵感源泉，并赋予了这些花草形象一个全新

视角。月桂叶、麦穗、橡树和百合，这些西方神话故

事中有着美好寓意的自然作物被重新演绎。花茎优雅

伸展枝桠，绿叶轻裹鲜嫩果实，昆虫在野生植物间停

驻，金色麦穗随着夏风摇曳……高贵与优雅的并存，

力量与灵巧的对弈，从细枝末节到谋篇布局都极为精

彩，不规则的创新设计更处处充满令人惊叹的灵动之

美。

正如“La Nature de CHAUMET”名称中展示

的美好寓意那样，CHAUMET 创造出一系列充满生

命力的自然主义奇幻臻品，谱写了一曲花草、叶片、

浆果从萌发到绽放永恒循环的情感颂歌。与自然之美

惺惺相惜，沐浴在诸神的美好祝愿中，CHAUMET

对天地之灵的崇尚变得清晰而宏大，在永恒转动的自

然之轮下展示出隽永的优雅。

左  Firmament Apollinien 白金项链
上  Promesse de laube 白金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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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ding the Fashion week 
in Paris 

Piaget 伯爵的历史悠久，1874 年，乔治·伯爵

（Georges Edouard Piaget） 在 La Côte-aux-

Fées 的家族农舍中成立了 Piaget 伯爵制表工坊，

开创了 Piaget 伯爵的创作历史。1943 年 Piaget 伯

爵家族将 PIAGET 伯爵登记注册商标。20 世纪 50

年代末，Piaget 伯爵秉承创新精神着手设计和生产

超薄机芯，并将其发展成为品牌的标志，对钟表制造

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如今 Piaget 伯爵已成为今

日全球首屈一指的殿堂级珠宝及腕表制造商。

2016 年 7 月 4 日 —璀璨炫目的 Piaget 伯爵全

新高级珠宝及腕表系列 Sunny Side of Life，在一年

一度最受全球瞩目的时尚盛事中绽放耀世荣光。巴

黎高级定制时装周期间，Piaget 伯爵推出此全新高

级珠宝及腕表系列，以夺目光芒欢庆生活中所有的

闪耀时刻。杰西卡·查斯坦（Jessica Chastain）

佩戴 Extremely Piaget 系列的白金钻石项链惊艳登

伯爵闪耀巴黎时装周
场，与她一同出席的还有多位 Piaget 伯爵品牌之友。

其中，芭蕾舞蹈家多萝西·吉尔伯特（Dorothée 

Gilbert）佩戴独一无二且镶有祖母绿与众多美钻的

高级珠宝项链和耳环出席，法国唱作歌手玛丽娜·凯

（Marina Kaye）则佩戴 Sunny Side of Life 系列

中镶饰珍贵粉色蓝宝石、钻石和碧玺的璀璨项链，他

们与摄影师杰姆斯·伯特（James Bort）一同参加

了夏日派对，与 Piaget 伯爵共同见证此全新系列，

分享骄阳遍洒的明媚时光。

在波托茨基酒店（HôtelPotocki）宾客们首次领

略了这 150 件最新珍宝所带来的典雅魅力，深受它

们所带来的欢愉气氛的感染。这些作品的灵感源于骄

阳所内蕴的耀眼光芒。网织金质项链、羽毛细工钻石

手镯、火彩四射的马眼形切割钻石腕表，每款作品都

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光彩，令人驻足良久。

左  玛丽娜·凯（Marina Kaye）佩戴
Piaget 伯爵 Sunny Side of Life 全新
高级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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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ly special edition

MARINA MILITARE 全新特别版 PAM00673 

面 世 了。 沛 纳 海 向 1940 年 代 的 Radiomir 和

Luminor 这两个经典系列撷取灵感，制造出全新

的 Luminor 1950 3 Days 特别版腕表，限量生产

1,000 枚，并在表盘上镌刻「MARINAMILITARE」

字样，唤起沛纳海钟表爱好者对品牌历史的回忆，为

全新沛纳海腕表镀上了鲜明的怀旧个性，同时延续了

品牌的精简线条与历史系列的独特个性。

全新 Luminor 1950 3 Days 3 日动力储存精钢

腕表配备经典黑色表盘，其独特的三明治式结构及 A

级夜光物料 Super-LumiNova®，令腕表极致清晰

易读。直径 47 毫米的表壳以 AISI 316L 抛光不锈精

钢铸造，造型比例忠于 Panerai 在 1940 年代末研

创的原版腕表，表圈呈现优雅的锐角设计，并配备原

表冠护桥杠杆装置。新版 Luminor 延续经典旧款以

聚酸甲酯 (polymethyl methacrylate) 制作水晶镜面

的传统，于表面镶嵌微拱形 Plexiglas® 树脂玻璃；

MARINA MILITARE
全新特别版

而表底盖的大型蓝宝石水晶玻璃，可以细赏沛纳海表

厂于每枚机芯的非凡工艺。

腕表。腕表防水深度达 10 巴 ( 约 100 米水深 )。

搭载 P.3000 手动上链机械机芯，直径 16½ 法分的

特大尺寸，忠于经典历史的设计。机芯耐用可靠，以

三枚经缎面处理的夹板保护；而直径 13.2 毫米的平

衡摆轮 ( 振频达 3 赫兹 ) 则由双夹板固定。P.3000

机芯并备有快速调校时间功能，以每次一小时为单

位前后移动时针调校时间。全新 Luminor 1950 3 

Days 3 日 动 力 储 存 精 钢 腕 表 (PAM00673) 搭 配

Ponte Vecchio 棕色表带，饰有压印 OP 标志及对

比强烈的米色缝线，由托斯卡纳传统皮革匠制造及加

工。腕表以优雅的花梨木盒包装，内附可供替换的橡

胶表带、一枚备用 Plexiglas® 水晶镜面、一支精钢

螺丝起子，及一张印有特别版编号的证书，是不是很

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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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dding things coming 
out in big volume

人气爆棚的国际卡通形象品牌 LINE FRIENDS

于 8 月 12 日 正 式 入 驻 南 京， 这 是 江 苏 首 家 LINE 

FRIENDS CAFÉ& STORE。 店 铺 内 精 心 打 造

的 LINE FRIENDS 小镇和首座钟楼，趣味十足，

CHOCO 以及 BURGER & CHIPS 系列产品也在南

京店内同步发售。

全新开业的南京店坐落于鼓楼的花园体验休闲综

合体——环亚凯瑟琳广场，超过 800 平方米的店铺

面积形成一个室内主题公园，为 LINE FRIENDS 粉

丝们带来前所未有的酣畅体验。令人期待的是，在

南京店趣味十足的 LINE FRIENDS 小镇，粉丝们

可以在 BROWN’S BAKERY 看到烘焙大师布朗

熊， 在 CONY’S TEA HOUSE 与 可 妮 兔 一 同 品

味香茗，抑或是携手信步于 JAMES’S SECRET 

GARDEN，逛累了还可以去电影院歇歇脚或是在

CONY’S CANDY SHOP 享受被甜蜜和幸福包围

萌物大进击
的感觉。徜徉在商肆林立的 LINE FRIENDS 小镇

一定会让粉丝们流连忘返。除此之外，南京店里还

设置了诸多的合影区和丰富的体验区。在这奇妙梦

幻又童趣十足的小镇里还会竖立起全球第一座 LINE 

FRIENDS 钟楼，并将全天 24 小时开放，成为人气

新地标。想象一下，在钟楼下与恋人或朋友相约见面

是不是好像电影中的浪漫桥段一般？

同时深受粉丝喜爱的 LINE FRIENDS 家族新成

员，布朗熊的妹妹丘可也将会在南京店内拥有自己的

房间。粉丝们可以在丘可房间里近距离体验这位时尚

达人甜美的日常生活并拍照留念，而销售区也当然早

早准备好了丘可的各式商品。为倡导健康轻食主义，

LINE FRIENDS 还在店内的咖啡区设立了 SALAD 

BAR，为南京的朋友们特别准备了新鲜可口而又

精致可爱的色拉，这又是一个惊喜。期待与 LINE 

FRIENDS 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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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assical explanation 
that never change

Clarks ORIGINALS 是 英 国 的 经 典 潮 牌， 自

Clarks 家族第四代传人 Nathan Clark 设计沙漠靴

Desert Boot 以来，Clarks ORIGINALS 已走过 65

年辉煌足迹。Clarks ORIGINALS 始终坚持“自我

自在”的品牌理念，袋鼠鞋 Wallabee、沙漠行者

Desert Trek 等经典鞋款，也受到了众多潮流人士和

艺术界人士的追捧。 

Clarks ORIGINALS 在 2016 的秋冬，也将经

典诠释出新的意义。Clarks ORIGINALS 从艺术家

的创作过程中汲取灵感，在代表鞋款沙漠靴（Desert 

Boot）、袋鼠鞋（Wallabee Boot）和三瓣鞋（Trigenic 

Flex）中加入印花元素，为经典鞋款注入新活力，在

展现自我个性的同时，不失传统制鞋工艺结合科技带

来的优雅品位，保证了穿着的舒适愉悦，又能随时轻

松舒适地驾驭潮流。

这一季，泼墨的元素在 Clarks ORIGINALS 中

永远不变的经典诠释
将潮流进行到底，专属男士的泼墨印花系列，结合摩

卡森工艺、三瓣切割式鞋底，同时设计师将艺术家的

调色盘打翻在了 Clarks ORIGINALS 的经典鞋款之

上，酒红、墨蓝和雅灰交错挥洒于浅灰色的鞋面上，

以全新吸睛的彩色漆点设计图案点缀灰色反毛皮。赋

予十分抢眼的外观，色彩活泼却不失稳重，带来个性

不羁的艺术气息，也带来了舒适的体验，灰、蓝、红

的色彩组合为三款必备单品。

厌倦了高跟的可爱女生，不如踏上这一印花系列，

人体工学原理设计的鞋底与植物鞣鞋垫将舒适体验带

到极致。设计师的灵感取自 Wallabee® 袋鼠鞋上的

装饰元素，Clarks ORIGINALS 设计团队将其抽象

成可爱的曲线和波点，白与黑的经典配色，显得俏皮

可爱又不失复古时尚，活泼的图案轻松打破秋冬沉闷

厚重的气息。解放天性的同时，兼得时尚个性。



辉盛国际酒店服务公寓
Frasers Hospitality
参评奖项

最佳酒店服务式公寓集团    

作为星狮地产有限公司旗下一员，

辉盛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辉盛国

际）是全球服务公寓的领导者，

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和不

断创新理念，以满足商务旅客日

新月异的需求。自1998年成立以

来，辉盛国际一直保持快速增长，

由最初在新加坡的412间客房发展至今——全球超过22,800间客房的

服务公寓。截至2017年，辉盛国际的商业版图将横跨欧洲、中东、非洲、

北亚、东南亚、亚太地区和澳洲的77个重点门户城市，其产品包括辉盛

金质标准豪华服务公寓（辉盛阁、辉盛坊与辉盛庭国际公寓）、名致服务

公寓，为“商旅达人”而精心打造的二线服务公寓、凯贝丽酒店式服务公

寓，它能全面迎合“频繁出行”的电子世代，以及两大精品生活方式酒店 
― 杜文酒店(Hotel du Vin)，秉承经典英伦风情的优雅风格和马梅森酒店 
(Malmaison)，风格大胆而匠心独具，为旅客带来无与伦比的入住体验。

4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
Crowne Plaza Beijing Sun Palace
参评奖项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最佳餐厅

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位于东北三环

与京承高速交界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

便利。酒店拥有515间设计独特、宽敞舒

适的客房及套房。位于酒店四层的彩云天

云南餐厅，主理正宗云南风味美食，所有

食材均来自云南，汇集了昆明、大理、丽

江、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少数民族的传统

菜肴，配合独特地道的云南泡酒或普洱

茶，绝对是健康养生的首选。餐厅装饰融

合云南风情元素，青砖砌成的古城墙，映

入眼帘的大红灯笼，清澈悠远的特色许

愿风铃，处处流露着浓浓的云南气息。同时，酒店以其齐备的会议及宴

会设施和完善的会务服务展现非凡魅力。

电话：010-6429 888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北三环，西坝河，太阳宫桥东北角，云南大厦

福州融侨皇冠假日酒店
Crowne Plaza Fuzhou Riverside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福州融侨皇冠假日酒店位于闽江北岸中

央商务区的融侨中心，酒店334间宽敞

舒适的客房与套房，全部配有观景视角

绝佳的落地窗，可随时随地俯瞰到秀丽

的闽江风光。25层的菁英俱乐部，为您

的高端社交和商务互动营造宽敞典雅的

空间。彩丰楼中餐厅，以精致的粤菜搭

配颇具当地特色的闽菜以及香辣爽口的

川菜；美厨汇全日餐厅提供品种繁多，

新鲜且富有营养的全球经典菜系。酒店

设有总面积达2800平方米的13间会议

场所，其中1300平方米豪华无柱式宴

会厅高达9米，可举办800人出席的晚宴或容纳1300人的鸡尾酒会。前置

560平方米的超大廊厅，能够将清澈雄浑的闽江风景一览无余。

电话：0591-8724 8888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江滨西大道100-1号

1 3
北京北辰洲际酒店是奥运商圈

唯一国际品牌奢华酒店，与亚

洲规模最大的会展中心——国

家会议中心相连通。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不仅能便捷到达中

关村、望京、上地等高科技开

发区，还靠近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等著名学府。北辰洲际先

进豪华的会议场地，3间独特经

典的餐厅及大堂吧，顶级的休

闲与娱乐设施以及现代豪华的客房将实现国际和本地商旅及会展客人

的多重需求。北京独一无二的观景客房拥有奥运鸟巢与水立方的瑰丽

景观，打造出商务与休闲的最佳场所。洲际酒店细致入微的服务，专

业高效的团队将令客人有个深入洞悉不容错过的北京之行。

电话：010-8437 118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8号院4号楼

2

2016年度旅游大奖评选酒店展评
北京北辰洲际酒店
InterContinental Beijing Beichen
参评奖项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昆明洲际酒店坐落于

“高原明珠”滇池之

滨，酒店周围山、水、

林、园皆备，与西山森

林公园，云南民族村等

著名旅游景点互相依

托，再加上与市中心

CBD地区仅咫尺之遥，使得酒店处于一个商务、游览、娱乐、度假俱佳

的极好地理位置，可谓是昆明独一无二的“都市桃源”。酒店拥有开阔

灵活的会议场所，1600平方米的云南大宴会厅是目前昆明高端酒店中最

大的宴会厅，可同时容纳1200位客人出席；8间个性化的会议室，亦能

够满足多种规模的会议需求。同时，酒店深谙全球各地婚礼风情，凭借

在婚典策划领域的深厚经验，配合多种宴会厅选择，不断为新婚爱侣创

造独一无二的别致婚典。

电话:0871-6318 8888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怡景路5号

8

酒店位于景洪市避寒旅游度假

区，是公元1160年兴盛一时

的傣王宫旧址，酒店掩映于广

袤的热带雨林中，碧水环绕，

犹如一只美丽的孔雀亭立于云

南之南——西双版纳景洪市

郊。契合傣王宫的主题设计理

念，洲际俱乐部拥有两套面积

超过1500平米的总统别墅，每套别墅均配有私家泳池，独立的娱乐休

闲区域和私密的出入通道。洲际行政酒廊除了提供多种餐饮服务，还配

有专用的泳池和户外休息区域。酒店内外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傣家风情，

完美演绎绿色花园式国际旅游度假酒店的风采。6家风格迥异的餐厅和

酒吧烹饪正宗泰式、傣式和云南精品佳肴，为宾客呈现独具一格的味觉

盛宴。

电话：0691-272 8888
地址：云南省景洪市西双版纳旅游度假区二期曼弄枫片

烟台万达文华酒店
Wanda Vista Yantai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烟台万达文华酒店位于城市中

心地带，前往各旅游景点及商业

区都十分方便。303间典雅华丽

的豪华客房及套房，均可饱览繁

华的市景或怡人的海景，还配备

“万达文华之床”及“妙梦”助

眠系列，让宾客夜夜悠享酣梦。

汇聚中华美食精髓的“品珍”中

餐厅，囊括世界各地美味的“美食汇”全日餐厅及高端精致的时尚特色餐

厅“和”日式料理及提供各式茶茗、珍藏佳酿的“大堂酒廊”，为美食饕餮

们带来难忘的味蕾体验。1,400平米无柱式大宴会厅配备全市独一无二的

100平米LED屏，7间不同规模的多功能厅，结合顶级会议活动设施和专业

体贴的一站式会议管家服务，打造私享大型会议和宴会。

电话：0535-820 8888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胜利路139号

重庆江北希尔顿逸林酒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Chongqing North
参评奖项

最佳行政酒廊

重庆江北希尔顿逸林酒店坐落于重庆崭新

的市中心——江北区观音桥，30层高的摩天

大厦纵览这座历史名城与现代都会的飒爽

风姿。酒店28层的行政酒廊坐拥城市繁华街

景，室内设计精致简约，突出新古典主义风

格。行政酒廊设有独立小型会议室一间、休

闲区域及用餐区域，合理化分割公共与私密

空间，是商务会晤及休闲小聚的理想之选。

餐饮方面，酒店根据自身特色融入数款本地

特色小吃，为国内外宾客体验重庆的地道饮

食文化提供了一个不错的选择，数套中西式

季节性菜单定期更换，同时根据客人的特殊

要求定制食物，确保给每位宾客带来不一样的“细致入微、体贴入心”。

电话：023-6771 6666
地址：重庆江北区洋河一路68号协信中心B栋

6

7西双版纳洲际度假酒店
InterContinental Xishuangbanna Resort
参评奖项

最佳度假酒店
5 昆明洲际酒店

InterContinental Kunming
参评奖项

最佳度假酒店     最佳婚庆酒店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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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ogue

翡 翠 梦 乐 园 的 翠

绿花园设计从户外

用餐区延伸至餐馆

内，搭配 精美的石

柱、郁郁葱 葱的装

潢 和 美 轮 美 奂 的

灯饰，既 高贵又 典

雅。日间既 复古又

时尚的氛围、夜 里 璀 璨 烟火星空下的奇 幻气氛，典雅

的翡翠梦乐园定能让食客一步入餐馆就有一份惊喜、

一份难忘。新加坡翡翠的港式点心的特别之处在于其

既饱含了西方饮食烙印，又原汁原味 地保留了岭南饮

食文化的精髓，亦中亦西，亦洋亦土，却又老少咸宜。

“ 迷 情 上 海 之

夜 —— 旗 袍 主

题 派 对”在 万达

文华酒店完美落

幕。300 多 位 来

自各行各业的绅

士、淑 女 身 着 礼

服 和 旗 袍，在 充

满浓浓复古风情的派对现场续写百年老上海的经典传

奇，怀念旗袍往事里的妩媚记忆。长沙万达文华酒店总

经理瑞蒙·布莱格先生表示，秉承中华礼仪，超越至善

期望，创造尊崇体 验 是 万达酒店及 度假村的使命。酒

店 将不定 期举办各式主 题派 对，在 这 里，可以 感受每

一次文化，艺术，时尚与美食的完美交融，结交到志趣

相同的朋友，让周末更添乐趣与情调。 

追忆老上海 再现美人风华 世代相传，陪伴你一起长大

快食慢煮，经典传承

“风物粮仓”亮相北京 CBD

在 东 方 面 馆

里，有 多 款

面 食 料 理 供

您 选 择，诸

如 招 牌 东 方

牛 肉 面 和 凉

拌 面 等，所

有 这 些 面 食

均含有丰富的自助配料，这亦是东方面馆的独到之处。

我们将提供酸菜、萝卜、酸豆角等十多款丰富的自助配

料，搭配各类蔬菜，调制专属您 Life style 的舌尖面食。

夏日的高温让人体新陈代谢加快，容易出现疲乏感而产生浓浓睡意。睡眠作为调节身体正常

生物节律的方式，确保大脑和身体各系统得到充分的放松和休息。在温情满满的居室，如果能惬意

地睡在一张透气、舒适的好床上，尽享清凉夏日生活，让回家也变得温馨。

今夏，来自瑞典的顶级床具品牌海丝腾重磅发起夏日清凉促销活动。即日起至 8 月 31 日，凡

购买海丝腾 Superia，Luxuria，Auroria，Proferia，2000T 以及 Lenoria 六款床具中的任意一款，

即可获 BJX 奢华顶垫一张，海丝腾以前所未有的优惠回馈将自然、清爽的睡眠带至您的夏日生活！

此次购买海丝腾床具获赠的 BJX 奢华顶垫，是海丝腾 2016 年全新升级版的顶垫，也是所有

顶垫中档次最高、用料最为考究的一款。升级版 BJX 奢华顶垫，以全新的手工缝纫方式打造更为

顺滑平整的表层和针织纹理，而全新的边角设计也大幅提升床垫表面的弹性，最大化呈现床垫完

美轮廓的同时将舒适体验再度升级。选择一张 BJX 奢华顶垫不仅可以延长床具的使用寿命，还可

以改善您的睡眠体验。

广西巴马长寿养生国

际旅游区专题推介会

先后在上海和杭州举

行。广 西 旅 游 资 源 非

常 丰 富，有 以桂 林 山

水为代表的喀斯特山

水 风 光，有以 北 海 银

滩和涠洲岛为代表的

滨 海 风 韵，有以 大 新

德天跨国大瀑布为代

表的中越边关风貌，

有以壮瑶苗侗为代表

的 11 个 少 数 民 族 风

情，还有以世界长寿之乡巴马为代表的长寿养生旅游

资源。特别是近年来，广西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旅游业发展，将旅游业作为广西重要的支柱产业来加

快发展。目前，广西正在重点打造桂林国际旅游胜地、

北部湾国际旅游度假区、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等

三大国际旅游目的地以 及中越边关风情旅游带，大力

创建一批特色旅游名县、名镇、名村，全力开展旅游扶

贫工作，全区各地掀起了发展全域旅游的新热潮，旅游

业发展正在迈进一个全新的阶段性。

上海锦江饭店特邀日本顶级名厨新高轮格兰王子大饭

店厨师长竹内康二及其团队来沪，在锦江饭店北楼 “梦

咖啡 1926 餐厅”举行日料美食节“锦江の夏 和风飞扬”。

竹内先生在专门接待各国总统、首相等的日本国家迎

宾馆“赤坂离宫”及首相官邸负责日本料理，于 2014

年出任高轮皇家王子大饭店樱花塔东京、高轮格兰王

子大 饭 店、新高 轮格兰王子大 饭 店的日料厨师长。此

次美食节期间，厨师团队精心打造纯正日本料理，亲自

进行食材选定、准备及烹饪的每一个环节。

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诺

俪一直秉持打造“以爱

致 美、艺无 止 境”的 阳

光医美品牌，亦希望通

过 赞 助 此 次 健 康 公 益

活 动 向 全 国 爱 美 人 士

传播医美正能量。诺俪

医美来源于欧洲 , 作为

国际品牌的医 美机 构 ,

将从北京这个耀眼的中

心城市走向全国，让更

多的人感受到健康美的理念和精神追求，运营 6 个月

已经获得数百位演艺圈和社会名流的青睐，诺俪的魅

力就在于它精湛的审美艺术和消费者的口碑传播，旨

在让更多人放心选择这个国际品牌的医美机构。

广西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专题推介会

锦江饭店 8 月日本美食祭

以爱致美艺无止境

由 台 湾 知 名 面 包 师

吴 武 宪 担 任 出 品 总

监 的 面 包 品 牌“ 风

物粮仓”于 7 月 5 日

在 北 京 CBD 的 万

通 中 心 底 商 正 室 亮

相。风 物 粮 仓 主 打

的面包品种是近年来风靡亚洲的“软欧包”，其浓郁麦

香味，软嫩弹牙的口感更加倾向于亚洲食客的口味偏

好。风物粮仓的面包初期超过 40 款，每一款都经过精

心 打造和反复锤炼。在面包店正 式开业 之前，风物粮

仓以内测的形式将面包送给京城知名美食家和烘焙类

达人试吃，得到了众口一致的好评。

海丝腾邀您畅享清凉夏日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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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球酒店 预订

专 家 H ote ls .c o m

好 订 网 于 北 京 就 第

五期《中国游客境外

旅游调查报告》召开

媒体发布会，对中国

出 境 市 场 持 续 增 长

这一现象及其对全球旅游业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

旅行对于国人 来说已是 生活中必 不 可少的一 部分，同

时中国境外游客也成为全球旅游最庞大且最具价值的

群 体。单一 的大巴 观 光游早已 不能 满 足国人需求，因

而 Hote ls .com 好订网也于今年更进一步挖掘了国人

多元化的出行 诉求，并将独立 且多样的中国游 客分成

了五种不同的游客类型。现今，中国境外游游客正变得

越发富裕且成熟。因而 Hotels.comTM 好订网最新发

布的第五期《中国游客境外旅游调查报告》（Chinese 

Inter nat iona l Trave l Mon i to r，简称 CITM）授权

全球领 先的市场调查公司 I PSOS 于 2016 年 5 月对

3,000 名中国境外游游客和 5,800 家全球酒店经营者

的调查问卷，并结合 H ote ls .c o m 好订网自己的专有

数据和其他研究得出分析。

《庞 贝 末 日 T he Last Day o f Po mp e i i》展 览 于

2016 年 7 月 9 日至 10 月 9 日强势登陆上海环球港。

展览为期九十三天，百余件展品将带领大家走进古罗

马庞贝的繁荣文明，火山爆发焚城的毁灭瞬间也将重

现在观众面前。庞贝，曾经煊赫一时的罗马古城，奢华

的度假胜地，位于维苏威火山南麓，脚下是宁静的萨尔

诺河。展览共分五大展区，每个展区分别向我们呈现了

庞贝人 生活的一隅，这 是一 部从 繁华走向毁 灭，消亡

走向永恒的弦乐五重奏。

璞 麗 酒 店 正

式 揭 幕 旗 下 全

新 餐 厅 ——

斐 霓 絲 餐 厅 酒

吧（P H É N I X 

e a t e r y  & 

bar）。餐 厅 秉

持“料”理 生 活

的理 念，以丰富优质的天 然 食材为灵 感源 泉，本色呈

现 法 式 料理 精 髓，回归食 材 本源，展 现 生 活本 味。拥

有 30 多年酒店管理经验的璞麗酒店总经理唐彦（Jan 

T iba l d i）先生如是说，“上海如今俨然已经成为全球

美食爱好者的胜地，以及引领世界美食风尚的风向标。

斐霓絲将立足于此，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为全球宾客

带来纯正的法式料理体验之旅。”

每 逢 中 秋 节，

月饼 都 会 成 为

馈赠家人、朋友、

客 户 和 同 事 的

传 统 礼 品。今

年，为 庆 祝 将

于 9 月 15 日

到 来 的 中 秋佳

节，上 海 虹 口

三至喜来登酒店以明黄为主色调，特别定制了中秋明

悦礼盒，不仅具有高贵的气质，也充满了阳光般的活力。

明悦礼盒既契合了明黄色自古以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

不解之 缘，又 象征着在金 秋 对丰收的期盼。伴随月饼

礼盒一起附赠的是一枚简洁大气的相框 , 宾客可以放

入一 张自己 喜欢 的照片或者图案 , 赠 送 亲 友的同时 ,

别有一番情意。

希尔顿全球携

手鲁能集团即

将在川布局第

一家山地度假

型 酒 店，即 九

寨沟鲁能希尔

顿度假酒店。

酒店地处四川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洲九寨沟漳扎镇，酒店距离九寨沟

国家风景 公园仅 14 公里 路程，车 程 约 15 分钟。背 靠

中查沟大型藏文化山地体验旅游度假村，景色迷人，空

气清新，让宾客在度假的同时，享受更多的藏文化及古

藏族村落探索体验。酒店配备 426 间精装度假型房间，

每间客房均拥有震撼心灵的森林与山地景观。配备国

际潮流的健身设施及水疗中心，近 2000 平方米会议

及 宴会及会 议设 施，9 个多功能 会 议 室，最 大的宴会

厅 达 910 平方米，是 绿色会 议、生 态科 考教育团队、

高端 奖 励团队、高端观光团队、私密婚礼的最 佳 避世

之所。酒店配备一系列融合当地藏寨风情及现代创新

的餐饮设施，包含全日制餐厅“开 Open”，大堂吧“琼

鸟 J IU”，经典火锅“麦 Simm e r”以及特色餐厅“象

熊 Mongol”，处处尽显传统藏文化体验。

近日，洛杉矶会议及

旅游局（下 称“洛杉

矶旅游局”）联合潮

流 生 活应 用“mar s 

- 新鲜好去处”共同

打造的“洛杉矶首席

体 验 官”招 募 活 动

完美收官。一等奖获得者从数千名参与者中脱颖而出， 

即将启程前往 “天使之城”洛杉矶，开启整整一周的

精彩之 旅，体 验 洛杉 矶独一无二的餐饮体 验、娛乐文

化及购物体验。

“洛杉矶首席体验官”招募活动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

正式上线，由洛杉矶旅游局和 mar s ap p 联合发起，

鼓励用户大胆说出自己“想去洛杉矶的理由”。此次活

动共有近 6000 名来自全国的旅游爱好者踊跃参与，

并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的关注。最终，两位参与者成功

当选“洛杉矶首席体验官”，并将代表千万旅游爱好者

去感受洛杉矶无尽的娱乐体验和文化特色。

万豪国际集团旗下

万怡品牌酒店在中

国日益壮大的阵容

迎 来 新 的 一 员，上

海圣淘沙万怡酒店

开业 迎 宾。酒 店 力

求为宾客提供一个

清 新 的 环 境，助 他

从 7 月 8 日至 8 月 27 日每周五 及周六晚 入住西安威

斯汀或在酒店任意餐厅享用美食的同时都能遇见美丽

的萤火虫。你可以看到像小星星从天空落下一只只的

舞动小精灵盘旋在它的世界里。一系列的以荧光为主

题的美食盛宴、博物馆探寻之 旅、酣然 好梦与之 入眠

的活动只为让你及家人经历这个奇妙的时光并且流连

忘返。同时你也可以参与由西安曲江农业博览园举办

的“第三届楼观萤火虫帐篷 节”体 验自然丛林中万只

萤火虫放飞的壮丽景观。

Dav i d Chen 被 正 式 任 命 为

重 庆万豪酒店的总 经 理，管 理

酒店的一切事务。从 美国的奥

尔 巴 尼、波 士 顿，到 中 国 的 北

京、天 津、苏州、株 洲，Dav i d 

Chen 在万豪国际集团工作至

今 已 有 13 年，是 万 豪 培 育 的

资深人才。他 最初在 标 志性的

奥尔巴尼万豪酒店及度假酒店

担任 销售经 理，凭借锲而不舍

的努力屡获升迁机会，先后在不同国家的七家酒店的

销售部、餐饮部、前厅部、客房部等多个部门有过任职

经历，累积了非常丰富的万豪管理经验。

近 日，Trave l zo o 旅 游 族

在北京举行了媒体见面会，

Travelzoo 亚太区总裁洪维

女士出席并发言。轻奢其 实

是对生活品质细节的研究，

由细节品位和创意 组 成。轻

奢是一种更尊重生活品质的

生 活 方 式，与 财 富 多 寡、地

位高低 无关，它代 表着对高

品质生活细节和文化内涵的追求。如今高品质的文化

旅游更加受欢迎，消费者希望获得更多的是亲身感知

和对文化内涵的体会。通过文化旅游可以让年轻群体

来熏陶古今、开拓视野，甚至可加强自身素质和内心修

养。这样的文化旅游已经逐渐成为现在年轻人的一个

很大的追求。

维苏威怒火焚城，环球港再现庞贝

“料”理生活

中秋明悦礼盒，尽显高雅气息

九寨鲁能希尔顿度假酒店即将盛大开业

“洛杉矶首席体验官”招募活动完美收官

上海圣淘沙万怡酒店开业迎宾

带你进入奇幻萤火虫之旅

Hotels.com 好订网《中国游客境外旅游
调查报告 2016》

重庆万豪酒店最新任命

轻奢时代下的文化旅游

们时刻与生活保 持联 系，既能做 到商 旅 共融，也可平

衡工作与私 人 生活，享受 人 生。上海 圣淘沙万怡酒店

坐落于上海南部奉贤区。该地区发展迅速，集商业、工

业及旅游于一身，毗邻海岸，风光宜人，拥有长达 13.7

公里的河岸以及 31.6 公里的海岸线。紧靠碧海金沙水

上乐园，它不仅是奉贤区最热门的旅游胜地，同时也是

上海的度暑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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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ogue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社现对

参加 2015 年度记者核验的记者予以公示，如有违法

违纪现象请予以举报，监督电话：089868913555。

记者名单：陈健，杨洁平。《旅游休闲》杂志社

万众期待的 2016 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已经开始，

希尔顿全球（纽约证券交易所：HLT）作为中国奥委会

官方酒店合作伙伴，受中国奥委会的邀请，秉承对中国

体育代表团的鼎力支持，从希尔顿北京区 6 家酒店中

选取出了优秀代表，组成一支 16 人的餐饮服务团队，

打造创意营养健康美食套餐前往巴西里约，参加第 31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之家餐饮团队的工作，向

各国友人展示中华餐饮魅力。7 月 21 日，希尔顿北京

区 6 家酒店：北京华尔道夫酒店、北京康莱德酒店、北

京王府井希尔顿酒店、北京希尔顿酒店、北京首都 机

场希尔顿酒店以及北京希尔顿逸林酒店共同在北京王

府井希尔顿酒店为这支即将奔赴里约的团队举办了盛

大的助威及欢送活动，一起为他们加油！

近日，北京富力万丽酒店呈现了一场优 雅唯美的夏季

主题婚礼秀“爱的欢乐颂”，完美展示了时下最新的婚

秋日的 凉 爽 吹 拂 着 都 市

的乐想女们，也吹动着她

们 对于 浪 漫 的 渴 望 和 对

于 未 来 的 创 想。休 闲 时

尚且轻巧实用的 Kipling

（凯浦林）包 袋，与乐 想

女们一同分享秋季活力。

本季，Kipling（凯浦林）

包 袋 锁 定 跨时代 大师的风尚主 题，演 绎 21 世 纪传 统

服装的戏剧感和浪漫风情，现代而不失旧时期的尊贵。

翻新华丽的宫廷 或部落印花，呈现 新鲜感觉。细节元

素 从 东 方 文化中得到灵 感，玩 转大热的 70 年代风 格

的流行趋势。在复古与现代中融合了戏剧化、浪漫和历

史沉淀的因素，繁复风格中混合着未来感。色调从古代

成 都 富力丽思卡

尔顿酒店携手 喜

来 婚 礼举 行夏季

婚 礼 秀 ——“ 完

美 的 婚 礼”。此

次婚礼秀，以“钻

石”作 为 承 载 主

题，旨在展示完美的婚礼如钻石般璀璨，它的光芒离不

开婚礼艺术大师的匠心雕 琢。本次 婚礼秀的现 场，打

破繁重堆砌的婚庆装饰，强调通透和轻灵。进门之初，

便能看到悬空的钻石模型，与投射在地面舞台的钻石

光 影交相辉映。恭 迎已久的绅士 淑 女们，将用温暖的

笑容与专业的态度指引来宾入坐，并为他们送上解暑

的饮品。本场婚礼秀，从前期的场景设计，糕点准备，

到现场搭建、灯光音乐的调配、模特走台、舞蹈演员排

练、以及主持人对流程一遍又一遍的演练，每个不同岗

位上的绅士淑女都将自己的专业发挥到极致，力求呈

现一场如完美切割的钻石般，每一面都光芒闪耀的婚

礼秀。

北京凤凰岭户外运动大会盛大开幕，打造城市里的

一座户外乐园。北京凤凰岭自然风景公园以景区作为支

点、用运动带动旅游、在户外探寻生活，有户外自行车骑

行大赛、徒步越野挑战赛、攀岩溜索等户外体验，另外

凤凰岭之夜 par ty、户外美食饕餮宴、亲子露营大会等

等也令人期待。最惊喜的是，自 2008 年开始，已经持

续举办八年的戈尔户外大讲堂也连续两天，在本次盛会

中火热开讲。

每届户外大讲堂活动都会邀请到户外圈中最具影

响力的代表性人物作为讲师，与现场的户外爱好者进行

分享和互动。本届更是请到了前国家登山队队员夏伯渝、

北京市登山协会秘书长王鑫、绿野救援队总队长海猫以

及戈尔户外先锋营导师老橡皮、黑里透着辉、野战军等

16 位大咖嘉宾作为讲师，不仅为广大户外爱好者提供

丰富的户外理念、户外资源以及户外急救知识等分享体

验，同时也为广大户外爱好者们敲响了安全的警钟。

虽说是叫戈尔“户外”大讲堂，但本届讲师以及课

程的内容却是丰富多彩的，除了户外领域，在时尚、摄影、

公益、跑步、旅行、环保、骑行等方面也有着非常精彩的

课程内容，堪称是跨界最广的一次分享活动。

戈尔户外大讲堂是戈尔特斯 ® 品牌为了向消费者

普及户外知识、传递户外正能量，特别建立的分享基地。

本届活动除了邀请到了众多嘉宾讲师之外，戈尔特斯 ®

品牌的众多重要合作伙伴乐视网、三夫户外、《户外探险》

杂志等也积极参与到此次大讲堂中来，户外联盟的伙伴

出发里约中国之家
展希尔顿待客之道

 “爱的欢乐颂”完美落幕

跨时代大师，Kipling 伴你玩转复古

完美的婚礼

礼流行 元素和

浪漫奢 华的婚

宴 场 地 布置。

城内绅士 名媛

及 主流 媒体相

聚于酒店倾 力

打造的静谧花

园 中，在 如 繁

花般璀璨、如流水般柔情的氛围中感受着如《欢乐颂》

一般直击人心的爱的颂歌。本次婚礼秀的设计围绕着

“爱的颂歌”展开，舞台背景以流 线型的纱幔和花 枝

结构为主，环绕着的镜面、拱门和森系立体纸雕塑，增

加了主舞台的静谧唯美之意。婚礼秀向现场嘉宾们展

示了美 轮美 奂 的 TRUNK SHOW，别出心 裁 的 手 作

伴手礼，以及极富现代感的定制珠宝。

戈尔大讲堂凤凰岭开讲 
酷暑难挡听课热情

巅峰探险、悦跑圈、绿野、磐拓户外、优选商会、壹季体

能训练营、GOSKI、破风骑行、凯撒旅游等也在大讲堂

场地周围，搭建起了装备体验及展示区，让所有户外爱

好者不只能在户外大讲堂中学习到有用的知识、吸收宝

贵的经验，同时也能直观地接触到更多更专业的尤其是

使用戈尔特斯 ® 面料制作的户外装备。

大师油画中汲取灵感，同时注入了现代活力，展现乐想

女们对于 生活的热 情。从 风尚主 题 到印花元素，再到

色调的运 用，Kipling（凯浦林）包 袋 通 过不同层次的

结合，在本季推出多款包袋款式，伴你玩转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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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休闲发行名单
★级酒店（80000册）
北京
北京瑞吉酒店

北京颐和安缦酒店

北京国贸大酒店

北京首都机场朗豪酒店

北京临空皇冠假日酒店

北京首都机场希尔顿酒店

北京王府井希尔顿酒店

北京海航万豪酒店

北京华彬费尔蒙酒店

金茂北京威斯汀大酒店

北京柏悦酒店

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饭店

北京千禧大酒店

北京华贸丽思卡尔顿酒店

王府半岛酒店

东方君悦大酒店

北京丽晶酒店

北京金融街洲际酒店

北京富力万丽酒店

中国大饭店

北京喜来登长城饭店

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

北京香格里拉饭店

北京希尔顿酒店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酒店

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

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

王府井大饭店

北京国贸饭店

贵宾楼

北京金域万豪酒店

嘉里中心

港澳中心瑞士酒店

凯宾斯基饭店

昆仑饭店

五洲皇冠假日酒店

长富宫饭店

北京国际艺苑皇冠假日酒店

瑜舍

皇家驿站

北京饭店

上海
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

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

上海和平饭店

瑞吉红塔大酒店

上海虹桥迎宾馆

虹桥宾馆

兴国宾馆

上海国际饭店

瑞金宾馆

扬子江万丽大酒店

银河宾馆

上海希尔顿酒店

上海花园饭店

锦江饭店

锦沧文化酒店

上海万豪虹桥大酒店

上海西藏大厦万怡酒店

京华酒店

瑞士宏安大酒店

龙之梦丽晶大酒店

索菲特海伦宾馆

波特曼丽嘉酒店

佘山艾美酒店

新锦江大酒店

金茂君悦大酒店

香港
九龙香格里拉大酒店

世纪香港酒店

香港洲际酒店

九龙酒店

香港海逸酒店

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

香港北角海逸酒店

诺富特东荟城酒店

香港半岛酒店

香港四季酒店

仁民饭店

香港旺角朗豪酒店

香港怡东酒店

香港朗廷酒店

广州、深圳
广州富力丽思卡尔顿酒店

广州海航威斯汀酒店

广州富力君悦酒店

广州翡翠皇冠假日酒店

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广州铂尔曼白云机场大酒店

重庆
重庆申基索菲特大酒店

重庆万达艾美酒店

重庆希尔顿酒店

重庆皇嘉大酒店

重庆 JW 万豪酒店

重庆劲力酒店

重庆南方君临酒店

重庆万州凯莱酒店

重庆海逸酒店

重庆万友康年大酒店

重庆东方花苑饭店

重庆长都假日酒店

扬子江假日酒店

三亚
三亚海棠湾康莱德酒店

三亚海棠湾希尔顿逸林度假酒店

三亚悦榕庄酒店

昆明
翠湖宾馆

昆明锦江酒店

丽江国际大酒店

昆明金龙饭店

昆明新纪元大酒店

绿洲大酒店

云南世博花园酒店

昆明泰丽国际酒店

希桥酒店

官渡大酒店

北京盘古七星酒店

北京后海（大华卫）怡景酒店

北京兴基铂尔曼饭店

北京万达铂尔曼大饭店

北京康源瑞廷酒店

北京诺富特三元酒店

北京国际饭店

金都假日饭店

涵珍园国际酒店

赛特饭店

民族饭店

华都饭店

东方花园饭店

兆龙饭店

外滩茂悦大酒店

世茂皇家艾美酒店

豫园万丽酒店

大宁福朋喜来登大酒店

外高桥皇冠假日酒店

东湖宾馆

上海古象大酒店

上海浦东丽思卡尔顿酒店

上海柏悦酒店

上海四季酒店

上海威斯汀大饭店

上海浦西洲际酒店

上海凯宾斯基酒店

上海外滩英迪格酒店

上海朗廷扬子精品酒店

咸阳机场东航陕西航空大酒店

亚洲国际大酒店

彭年酒店

白天鹅宾馆

中国大酒店

碧水湾温泉度假村

观澜湖高尔夫球会

广州夏湾拿豪生酒店

广东迎宾馆

万德诺富特酒店

深圳君悦酒店

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

深圳喜来登酒店

深圳凯宾斯基酒店

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深圳威尼斯皇冠假日酒店

深圳益田威斯汀酒店

深圳星河丽思卡尔顿酒店

大梅沙京基喜来登酒店

三亚文华东方酒店

三亚半山半岛洲际度假酒店

三亚凯宾斯基度假酒店

金茂三亚希尔顿大酒店

三亚亚龙湾铂尔曼度假酒店

三亚喜来登度假酒店

金茂三亚丽思卡尔顿酒店

三亚华宇皇冠假日酒店

三亚万豪度假酒店

三亚亚龙湾五号度假别墅酒店

三亚维景国际度假酒店

石梅湾艾美酒店

金棕榈度假酒店

椰林滩大酒店

亚龙湾环球城大酒店

南中国大酒店

天域度假酒店

三亚仙人掌度假酒店

红树林度假酒店

海口
海口喜来登温泉度假酒店 

海南新国宾馆

海口康年皇冠花园酒店

海南西海岸温泉度假酒店

海口观澜湖 GOLF 度假村

海口美视五月花高尔夫度假酒店



贵阳
贵阳喜来登贵航酒店

嘉华酒店

贵州铭都酒店

柏顿酒店

贵阳神奇金筑大酒店

贵州天怡豪生大酒店

贵州能辉酒店

贵阳华美达神奇大酒店

锦江鲜花大酒店

郑州
郑州索菲特国际饭店

兴亚建国饭店

红珊瑚酒店

长城饭店

中都饭店

未来康年大酒店

大河锦江饭店

河南龙源大酒店

郑州光华大酒店

郑州中州皇冠假日酒店

中州假日酒店

中州快捷假日酒店

开元名都大酒店

成都
四川锦江宾馆

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

成都总府皇冠假日酒店

成都凯宾斯基饭店

天府丽都喜来登饭店

成都索菲特万达大饭店

家园国际酒店

加州花园酒店

成都望江宾馆

博瑞花园酒店

合肥
合肥万达威斯汀酒店

石家庄
燕山大酒店

南京
南京金陵饭店

南京侨鸿皇冠假日酒店

南京古南都饭店

南京金丝利喜来登酒店

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

状元楼酒店

南京玄武饭店

南京索菲特银河大酒店

南京中心大酒店

南京新纪元大酒店

丁山花园大酒店

大连
大连日航饭店

大连瑞士酒店

大连香格里拉大饭店

大连海景酒店

大连文园大酒店

大连心悦大酒店

大连昱圣苑国际酒店

大连嘉信国际酒店

大连凯宾斯基饭店

厦门
悦华酒店

海悦山庄酒店

厦门泛太平洋大酒店

厦门喜来登酒店

翔鹭国际大酒店

鹭江宾馆

厦门海景千禧大酒店

海上花园酒店

宏都大饭店

京闽中心大酒店

华侨大厦大酒店

长升大酒店

厦门艾美酒店

宁波
南苑酒店

宁波大酒店

证券公司营业部

（15000册）
北京财政证券公司

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西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关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
青岛丽晶大酒店

海天大酒店

青岛香格里拉大饭店

弄海园

青岛汇泉王朝大饭店

青岛麒麟皇冠大酒店

黄海饭店

青岛山孚大酒店

青岛泛海名人酒店

青岛复盛大酒店

青岛海尔洲际酒店

西安
西安香格里拉金花饭店

西安维景国际大酒店

西安喜来登大酒店

西安香格里拉大酒店

杭州
杭州西湖国宾馆

金马饭店

杭州香格里拉饭店

杭州维景国际大酒店

杭州凯悦酒店

杭州安缦法云酒店

杭州西溪悦榕庄

杭州西子湖四季酒店

苏州
昆山阳澄湖费尔蒙酒店

苏州吴宫泛太平洋大酒店

南园宾馆

苏州维景国际大酒店

御亭精品酒店

中茵皇冠假日酒店

玄妙索菲特大酒店

苏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苏州尼盛万丽酒店

亚致精品酒店

苏州建屋新罗酒店

建屋国际酒店

金鸡湖大酒店

苏州凯莱大酒店

苏州饭店

胥城大厦

平江客栈

全国 200 多家星级

酒店均有发售：高档

写字楼（80000册）
国贸大厦

赛特大厦

中粮广场

长安俱乐部

招商局大厦

盛福大厦

现代盛世大厦

时代广场

新东安市场

京泰大厦

远洋大厦

京城大厦

和乔大厦

汉威大厦

大使馆
加拿大大使馆

芬兰大使馆

法国大使馆

德国大使馆

意大利大使馆

日本大使馆

以色列大使馆

肯尼亚大使馆

马来西亚大使馆

菲律宾大使馆

新加坡大使馆

印度尼西亚大使馆

澳大利亚大使馆

新西兰大使馆

比利时大使馆

英国大使馆

西班牙大使馆

捷克大使馆

波兰大使馆

斯洛伐克大使馆

突尼斯大使馆

希腊大使馆

南非大使馆

韩国大使馆

杭州雷迪森龙井庄园

杭州富春山居

国大雷迪森广场酒店

浙江国际大酒店

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

千岛湖开元度假村

天津
天津利顺德大饭店豪华精选酒店

天津君隆威斯汀酒店

天津莱佛士酒店

天津万丽泰达酒店

泰达中心酒店

泰达国际酒店暨会馆

水晶宫饭店

金皇大酒店

天津美华酒店

天津泰达国际会馆

瑞湾酒店

天津胜利宾馆

舒泊花园大酒店

天津滨海喜来登酒店

洲际大厦

丰联广场

投资广场

静安中心

现代城

嘉里中心

华侨大厦

幸福大厦

成铭大厦

亮马大厦

鹏润中心

世源大厦

盈科中心

发展大厦

鹏润大厦 B 区

京广大厦

港澳中心

华商大厦

富华大厦

中纺大厦

国贸中心

新世界中心

科伦大厦

东环广场

万泰北海大厦

东方广场

百盛中心

华润大厦

恒基中心

高斓大厦

旅游局
法国旅游发展署 中国办事处

德国旅游局

奥地利旅游局

澳大利亚旅游局

加拿大旅游局

新西兰旅游局

菲律宾旅游局

新加坡旅游局

香港旅游发展局

韩国旅游发展局

澳门旅游局

北欧旅游局

比利时旅游局

荷兰旅游局

捷克旅游局

突尼斯旅游局

马来西亚旅游局

西班牙旅游局

意大利旅游局

希腊旅游局

南非旅游局

肯尼亚旅游局

埃及旅游局

土耳其旅游局

芬兰旅游局

日本国家旅游局

候机楼
上海浦东机场东航贵宾厅

上海虹桥机场东航贵宾厅

各大报亭（70000册）各大使馆、高档俱乐部、
航空公司、美容院、酒吧等（15000册）
全国总发行量63万册



关于您（个人资料绝对保密，敬请详细填表）

姓名                                                        性别                                             生日                                            电话                                      

E-mail                                                                                             地址                                                                                          邮编  

1、您的年龄：  23岁-35岁    36岁-50岁    50岁以上

2、您的受教育程度：

   硕士及以上     本科       大专    

3、您的职业：

  国家公务员       国企员工      外企/合资企业员工

   私企员工           中高级管理者      

  专业人士（记者、律师、教师、医护）

   自由职业者       学生       其他

4、您的平均月收入

  3000元-5000元     5000元-8000元      8000元-1万元

  1万元-2万元           2万元以上

5、您的旅游动机

   度假休闲       自然风光      人文历史  

   户外运动       探亲访友       购物         美食

6、您通常选择的出行方式

  参加旅行团         自由行 

7、您每年平均的旅行次数是

中国大陆      0次      1次      2次-3次      3次以上

港澳台          0次       1次     2次-3次      3次以上

境外              0次       1次     2次-3次      3次以上

8、平均每年旅行的时间，从一周到半年以上范围

 3天以内    3天-1周    10天左右      2周左右    2周以上      3周以

上

9、您每年的旅游花费大约是？

 1000元以下  1000元-3000元  3000元-5000元   

  5000元-1万元   1万元-3万元   3万元以上

10、旅行中您最关注并愿意投入的

                  交通        住宿       餐饮      购物       娱乐享受   

                11、您是通过何种方式阅读到《旅游休闲》的？

                  长期订户      报亭      酒店      旅游局      亲友推荐    其他

                12、您收到《旅游休闲》后，有几人传阅？

                 1-3位          4-9位         10人以上

                13、关于本期杂志

                您最喜欢的栏目________________

                您认为最实用的文章_________________

                您印象最深的专辑_______________

                您最喜欢的图片_________________

                你有意向去的目的地_________________

                您认为《旅游休闲》还需要改进提高的________________

                14、您目前最想去旅游的国家和城市的名字______________

                15、您比较关注与旅行结合的哪些行业或产品

                  航空公司    汽车   邮轮    数码产品（手机、相机、摄像机）

                  酒店      旅游局      服装    化妆品     SPA

                16、您对《旅游休闲》的综合评价：

                                      非常好        好         一般        不太好        差

                封面设计                                                                                                                 

                专题创意                                                                                                            

                文章内容                                                                                                           

                版式设计                                                                                                             

                栏目设置                                                                                                             

                图画照片                                                                                                           

                印刷质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0327-0332室

                邮编：100050   联系电话：（010）83167352  83169722

填表即时寄回或登录本刊网站填写读者调查表，可优先获赠本刊下一期并可加入《旅游休闲》读者俱乐部

传真：（010）83169752-8008    www.travelleisure.com.cn    E-mail:travelleisure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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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0327-0332室
《旅游休闲》杂志社

RMB 18.00元

194.4 102.6
欢迎加入旅游休闲杂志

社的官方微信与我们及

时互动。现在加入旅游

休闲杂志社微信，有机

会获得旅游休闲杂志社

送出的精美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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