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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isurely Island & Enjoy Yourself
                   逍遥海岛 肆意享乐

白色沙滩，湛蓝海水；暮后小酌，提神去乏；佳肴美食，新鲜可口，这便是海滩逍遥度日

最为常见的一幕。这个夏季，我们依然离不开海的主题，无论是加勒比海，或是南太平

洋岛国，历来不缺乏消暑度假的人群。因为只有在这些地方，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做，只

管享受自己的美好时光。

Feature 世界休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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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错过的米兰040

088

096

118

Unmissable Milan

 童趣盎然 “澳”妙无限052 Child Fun In “Indefinite MACAU”

Travel 旅游

2015世界博览会的举办让世人的目光再次聚集在了米兰这座世

界名城身上。一直以来，米兰都在上演着意式建筑哲学并散发着

意大利制造的荣光。在这座集合了文化与世俗，优雅与颓靡的城

市，如果你愿意感受城市建筑和艺术风采，像当地人一样熟知特

色佳肴出处，并在它时尚之都的气氛影响下有改造自我造型的

冲动，那么你就没有错过米兰最精彩的一面。

镇江 穿越千年的味道

Zhenjiang--A City that Leads You to Feel an Ancient 
Flavor

驰往风景深处
Drive to the Depth of Scenery

混搭式空中生活
Mixed Aerial Life

航空Aviation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对于自驾游来说更是如此，驾着一辆旅行车，

带着三五好友或至爱，手持一张地图，一场非凡的自驾旅程便可

轻松开启，和着风声、鸟鸣与海浪声，在这自然的原野上尽享驰骋

吧！

转角发现艺术046 Find Art in the Corner

烟雨扬州，柔情似水间058 Misty rain in Yangzhou, Tender and Soft

桃花乱颤是她的初春，美蕖朵朵是她的盛夏，桂香阵阵是她的深

秋，梅花点点是她的隆冬。她的老街、她的小巷都透着一丝苍古，

街两边是精致的砖雕门楼和临水而建的小桥。她的烟雨缠绵悱

恻、似有若无；一缕清风，一片悠云，一份随意，感受梦里扬州的风

姿卓韵；一杯香茗，一窗碎月，一份闲心，细读扬州城的文化古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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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ogue
Distribution

分类信息

2015 年度旅游大奖参选展评

发行名单

154
150

158
Reader Questionaire读者调查表160

132 Play Outdoor Leisure
玩转休闲与户外间

136 Choose for Father's Love
为父爱而选

酒店Hotel

探索健康生活新境界120 Explore New Realm of Healthy Life

轻旅行

146
Light Travel

128

数码Digital

Food & Wine     美食美酒
Carve Time, Look for Inspiration of Taste
雕琢时光，寻找味觉的灵感

Hotel Experience Report
酒店体验报告

144

146
新奢华New Luxury

“Streaking” Digital Companion
敢“裸奔”的数码伴侣

户外Outdoors

生活方式Lif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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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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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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信箱：enjoylifew@sina.com
主编微博：旅游休闲杂志主编肖杨

卷首 EDITOR'S LETTER

念念斯人
有一种喜欢，叫浅浅遇，深深藏。

留一段心事，给树叶间的斑驳天空。阳光

下安安静静地旅行，无意中邂逅一家街角

的小店，躲在角落里听喜欢的音乐，喝喜

欢的咖啡。然后挑一张雅致的明信片，在

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晴好，我在某

地，想你。偶然闻着随风起伏的花香，欢

喜地依树而歌。待夜色爬上枝头，花瓣藏

于衣褶，芬芳馥郁中，带着一颗风烟俱静

的心，恋恋不舍地离开。

如若出发，终会抵达。热带海岛，

是躲在大洋深处的世外桃源。浅浅的海水

漫过了珊瑚礁，湮没了沙滩。在浅蓝色的

海水与银白色的沙滩勾勒出的绝美背景

下，很快便浑然忘记自己身处凡尘。静谧

的空气中弥散着百花的香气沁人心脾，时间随柔波细沙光明正大地挥霍，阳光温暖，海水淡蓝，心情温软，一切美丽的

细节，都在无限的美丽中浅漾流连。

扬州慢，廿四桥边吹箫女的剪影，衣袂飞扬，眼波流转，梳着扬州纂抑或双飞燕，欹枕江南烟雨，有恨无人省。运

河穿城而过，那“春风十里”都是傍着古运河而铺展的，画楼、画舫、石码头、石拱桥，不是小桥流水而是明艳的浓妆。

就好像那水里都漂动着香艳的脂粉与衣香。水在这里，倒映的只能是娥眉粉黛的一颦一笑，夹岸排楼的笙歌灯火。烟雨

飘沓的江南雁齿小红桥，元宵的漫天烟火，家人的宜春鬓小火炉上暖着的绿蚁新醅酒，酒映红颜消，一切恰似微醺薄醉。

有一首歌单曲循环，有一个人念念不忘。匆匆那年，那段念想堆砌的行路，风将旧时光吹成花瓣。香气转弯抹角，

终会蜿蜒着！

 UNFORGETTABLE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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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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ANNUAL
TRAVEL

AWARDS

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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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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行政座驾      
最具驾乘之悦      
最佳租车公司      

最佳旅行服务机构  
最佳信用卡组织    

最佳金融品牌      
最佳旅游联名信用卡      

最佳金融类商旅服务平台  
最佳旅行社        

最佳旅行伴侣    
最佳户外品牌      

十佳高尔夫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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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ecutive Car
Best Driving Pleasure
Top Car Rental Company
Top Travel Agency
Top Credit Card Issuer
Top Financial Brand
Top Co-branded Travel Credit Card
Top Financial Business Travel Agency 
Top Travel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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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起火热  
提名中！

2015

聚
焦
旅
游
业    

全
年
大
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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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Island

策划 执行 本刊編辑部  編辑 LEO 逸扬  图 各旅游局及酒店提供

逍遥海岛 
肆意享乐

Leisurely 
Island 

& 
Enjoy 

Yourself

白色沙滩，湛蓝海水；暮后小酌，提神去乏；佳肴美食，新
鲜可口，这便是海滩逍遥度日最为常见的一幕。这个夏季，
我们依然离不开海的主题，无论是加勒比海，还是南太平洋
岛国，历来不缺乏消暑度假的人群。因为只有在这些地方，

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做，只管享受自己的美好时光。

White beach, blue seawater, refreshing drinks after sunset, fresh 
and tasty food, this is the most common scene for leisurely travelers 

on the beach. This summer, our theme still cannot leave sea. 
Whether the Caribbean Sea or South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it is 
always full of people to spend summer vacation there. Because only 
in these places, you can do nothing and just enjoy your goo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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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Island



19・TRAVEL&LEISURE

Cook Islands

Light blue seawater and silver 

beach outl ine a beautiful 

picture, like a graceful girl, with 

green coconut trees and bright 

flowers as her best accessories. In Cook 

Islands, you have already forgotten the 

earthy world. The fragrance of flowers in 

the quiet air is so refreshing. White clouds 

in the blue sky let a person forget earthly 

disputes. Here is the place where fairies 

and elves live. Charming beautiful scenery, 

tropical climate, and enthusiastic people 

exclusive to Cook Island, brilliance and 

leisure in the air give this island its unique 

temperament. Couples, families or get-

together friends can fully enjoy themselves 

here.

The main island Rarotonga is a very 

prosperous city. Cook Islanders still retain 

Maori culture. Politics, sports, dances, 

music, lands and family are the center 

of life. People in other parts of the Cook 

Island also retain the traditional way 

of life, such as fishing, planting crops, 

making traditional crafts. Family and 

church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in life. 

Cook Islanders like dancing and they are 

called the best dancer in Polynesia. The 

traditional dances include Karakia (pray 

dance), Pe 'eurapa' u (drum dance), Ate 

(church song and dance) and Kaparima 

(fight song and dance). In dancing, men 

mainly tap their legs while women mainly 

move their hips. If you are invited to dance 

together on “night of the island”, don't be 

surprised! Just to release yourself and join 

the dance group!

The Cook Islands is a travel destination 

with endless fun, where you are free to 

rent cars, motorcycles, ride circle buses 

and bicycles to tour the island. Rarotonga 

has public beaches and more than 50 

restaurants, where you can stop at any 

time and choose your favorite place to 

rest for a while. The Cook Islanders are 

the most open Pacific islanders. Party Bus 

can take you to bars, one after another, so 

you are High all the way. Every Saturday, 

the flea market is the largest in the South 

Pacific. You can buy handicrafts, watch 

performances, and bargain with vendors, 

which have its own style.

Vanuatu
Vanuatu tropical rainforest is rich in 

resources, where many plants cannot be 

seen in other places. Vanuatu vegetation 

types are more than you can imagine: 

mangroves, coconut trees, casuarinas, 

pandanuses, campsis grandifloras…These 

are just some common types on the 

coastline. Ferns, wild orchids and other 

vine plants grow freely. In places of human 

activities, there are abundant mangoes 

trees, papayas trees, banana trees and 

orange trees. Here, you will be amazed 

by the diversity of plants. The lush trees 

are dotted with beautiful flowers, lotuses, 

bougainvilleas, frangipanis, Christmas trees 

and so on.

Natural art is a scene here. The traditional 

dresses embody the islanders’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At present, these traditional 

clothes are not worn commonly. But in 

traditional Tanna Island and Hideaway 

Island, men still wear Namba(“bird's nest” 

made of straws) and women wear grass 

skirts. In Santo Island, men wear Mal Mal 

(loincloth), and women wear grass leaves. 

In Vanuatu, the traditional clothes are 

made of Burao (wild lotus) stem,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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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gone through seawater immersion 

and drying. If necessary, some tribes will 

dye the clothes. Many people in Vanuatu 

wear traditional clothes and masks only in 

the ceremony. Some masks are made of 

clay or tree trunks.

Rock painting and stone painting are the 

country's most primitive painting art. Of 

course, the meaning of these paintings is 

unknow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rock paintings is for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Caves in many islands have 

relics of wax painting as well as animals’ 

patterns. Today's Vanuatu painting art 

include paintings on leaves and body 

painting, which have become a part of the 

ceremony.Vanuatu people can make very 

beautiful sand paintings, which depict 

local myths, songs or celebrations.

Jamaica
Jamaica, originated from Indian languages, 

means "hometown of forest and water" 

and is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Indian 

Arawak. The Island has countless natural 

landscapes, marvelous coasts, towering 

mountains and impetuous rivers, which 

make drive to travel fascinating. Form the 

white sand beach near and to the tropical 

bushes in the hinterland of the rainforest 

afar, the scenery has never changed. The 

green hill will associate you with England 

countryside scenery, while the plain will 

reminds you of wilderness in Africa.

Music and food are indispensable to visit 

Jamaica. They have unique and multiple 

cuisines, which are the true reflection 

of Jamaican multicultural melting pot. 

During the past 500 years, these diverse 

cultures have shaped the Jamaica today. 

The traditional cooking methods of Taino, 

Africa, Spain, Britain, India,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merge here and form the 

unique, authentic Jamaica food. We can 

trace the history of the Jamaica through 

food and cooking tradition. In order to 

find novel spices and the East Indies, 

European sailors and merchants travel in 

unknown sea.

Barbados
Beautiful beaches, crystal clear waters, 

gorgeous flowers and lush plants, plus 

wonderful Caribbean music, vibrant 

nightlife, unique cooking styles and rich 

cultures, here is Barbados, as diverse as 

a kaleidoscope. Bridgetown, the capital 

of Barbados, is a beautiful city located 

in Carlisle Bay, which is situated in the 

southwest of Barbados and was founded in 

1628 by the English colonists. At that time 

an Indian bridge was found, so the name 

"Bridgetown" - bridge town was given. 

Modern buildings and colonial architecture 

integrate together, and have its own style. 

There is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east and 

west coasts, each having its own secrets 

to be explored. The east coast, adjacent 

to the Atlantic coast, is wild and remote, 

with seawater growling to lash the coast. 

While the west coast, which is near the 

Caribbean coast, is full of luxury hotels 

and elegant beaches, with calm and clear 

sea where all kinds of fishes can be found 

and various water sports can be played. In 

inland, there are lush tropical gardens and 

sugarcane plants, rum distilleries and old 

plantations to go sightseeing.

Turks and Caicos 
Islands

In Parrot Cay in the Turks and 

Caicos Islands, you can enjoy the 

freedom of private island, which 

is absolutely worth your money. 

Located in the place 575 miles to the 

southeast of Miami, the Islands are 

composed of two islands, both of which 

are surrounded by continuous coral 

reefs. Parrot Cay, near Providenciales, 

has become a private island now and has 

been built resorts. White sand beaches 

stretching 3 km, and clear and blue 

seawater match each other flawles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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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swim freely in this boundless swimming 

pool, or experience the exciting activities 

at sea. If you want to relax and enjoy 

yourself, you can accept aromatherapy 

and Thai massage it provides. Within the 

resort, there are also dense cactus, bushes, 

mangrove forests and wetlands, which 

show the isolated beautiful side of the 

islands.

Bahamas Islands
Pink beach on Hubble Island in Bahamas 

Islands is selected as the sexiest beach by 

Newsweek in United States. Pink beach is 

about three miles long with clear water and 

fine sand. The real pink gravel is its most 

distinct characteristic. There is a luxury 

resort composed of 25 colorful villas along 

the coast. These villas blend architecture 

styles of Morocco, India and Bali Island, 

Indonesia and so on. Here is also the 

world's top dive destination. Bahamas 

Islands have 100000 square miles waters 

hailed as the world's clearest waters. Facing 

the blue water, explorers cannot help 

diving. Here you will find a dreamlike 

underwater world. Nassau, capital of 

Bahamas, is situated in the north shor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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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rovidence Island and is only 290 

kilometers from the American city Miami. 

As capital of Bahamas and prosperous 

economic center, although colonial 

charm on it also flashes sometimes, but 

the ancient Nassau, has ushered its first 

light of the 21st century. There is a most 

historic street in Nassau - Bay Street. The 

light color architecture and unusually 

shaped wooden office apartments and 

shops in Georgian period of British history, 

are distributed on both sides of streets 

neatly. When you leisurely sit on surrey, 

appreciating the scenery along the way 

and listening to the coachman telling local 

anecdotes, you will see countless historical 

sites, ancient castles, and even manual 

stairs sculptured for the Queen. Artworks, 

documents and scrolls displayed in 

Pompeii Museum also vividly tell history 

of Bahamas with hundreds of years.

Andros Island is the largest island in 

Bahamas and the origin of mythologies 

of mysterious marine life and pirates 

burying treasures. Like many other places 

in Bahamas, there are many good places 

to dive, whose coral reefs are amazing 

especially. It is the third largest reef in 

the world. The Island is mostly covered 

by forest swamp, which is said to be the 

hometown of a kind of mysterious half- 

man and half -bird animal, which is said to 

be capable of exorcism.

Aruba
Tourism facilities on Aruba develop in 

an all round way, senior hotels, resorts, 

entertainments and shopping centers 

and so on. Almost all the hotels here 

are equipped with casino, so you can 

try your luck when you are free. Unlike 

other islands, Aruba is more suitable for 

leisure and private vacation style, such as 

honeymoon, family travel, undersea walk, 

which are romantic and lazy. You can 

sit or lie on the couch under the seaside 

thatched pavilion, leisurely watching the 

sunset and listen to the sea.

Oranjestad, also known as “Orange 

Town”, is located in the west of Aruba. 

It is connected to the north end of South 

America and separated by sea with 

Venezuela’s Paragua peninsula.

Rich activities such as golf are waiting for 

you. Golf courses in Aruba have rugged 

terrain with different shapes and pleasant 

scenery. From the professional course with 

18 holes to the novice training base, from 

golf shops to leisure restaurant, all are 

available. Besides, the most professional 

golf coaches provide customized training 

courses for you.

Ecuador

Ecuador is a mysterious South 

American country, where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ancient Inca 

Empire, the Amazonian tribes, 

Spanish colonial culture and wonderful 

scenery can be found. Its capital Quito is 

called “the middle line city of the world”, 

as the equator runs through it. Of course 

the once isolated Galapagos Islands are 

more attractive, where Darwin drew the 

conclusion of evolutionary theory.

Quito has strong cultural relics of the 

colonial period. The city has 87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among which the famous 

are Iglesias de San Francisco and Iglesia 

de la Compañia de Jesús. Iglesias de San 

Francisco, regarded as a masterpiece of the 

baroque architecture, is one of the finest 

examples of Spainish-American religious 

buildings. It consists of a cathedral, a few 

small churches and many corridors. In 

it, painting and sculptures of Indian and 

Hispanic works are treasured. Iglesia de 

la Compañia de Jesús was built between 

1722 and 1765, whose arched front 

door, walls and ceilings were inlaid gold 

leaf designs with preci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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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凡尘外 库克群岛
浅蓝色的海水与银白色的沙滩勾勒出一幅绝美的画

面，宛若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翠绿的椰林与鲜艳的花

朵成为了她最好的配饰。置身于库克群岛，你已然忘记

自己身处于凡尘之中，静谧的空气中弥散着百花的香气，

那样的沁人心脾，蔚蓝的天空中洁白的浮云让人忘却了

尘世的纠纷。这里是仙女与精灵居住的地方。旖旎的美

丽景色，热带气候，热情洋溢的人民以及空气中弥漫的

烂漫与休闲气息赋予了库克群岛独特的气质。在这里，

情侣、家庭或者朋友小聚都可以充分地享受自己。

主岛拉罗汤加（Rarotonga）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

库克人依旧保留了毛利文化。政治、运动、舞蹈、音乐、

土地和家庭是生活的中心。其他地区的库克人还保留了

传统的生活方式，比如打鱼、种庄稼、制作传统的工艺

制品。家庭和教堂是生活中两个重要因素。库克人喜欢

跳舞，并且他们被称为是波利尼西亚最棒的舞蹈演员。

传统的舞蹈包括 Karakia（祈祷舞），Pe’eurapa’u（鼓

舞），Ate（教堂歌舞）以及 Kaparima（战斗歌舞）。

男人主要以敲击腿部为主，而女人主要以舞动臀部为主。

如果在“岛之夜”的时候被邀请一起共舞，请不要惊讶，

释放自我，融入舞群吧！

库克群岛是一个乐趣无穷的旅游目的地，你可以自

由地租汽车和摩托车、搭乘环岛巴士、骑自行车环岛游览。

拉罗汤加（Rarotonga）有超过 50 家餐厅，海滩为公众

海滩，可以随时停下脚步，选择自己心仪的地方休息片刻。

库克群岛人是太平洋最为开放的岛民，Party Bus 可以

带着你串酒吧，一家喝完换下一家，一路 High 起来。每

个周六的跳蚤市场是南太平洋最大的市场，可以购买手

工艺品，观看表演，与小商贩讨价还价，别有一番风情。

热带雨林探秘会带领游客到达 Maunga Pu，这里

是爱图塔基的最高点。在此，你可以欣赏到 360 度令人

窒息的美景。绝美的泻湖犹如一幅重水彩画。爱图塔基

曾经作为二战时期的美军 GI 部队基地，这里还可以看到

曾经的痕迹。在岛屿的北部还有两条由美军和新西兰部

队修建的空军跑道。在非雨季，来自世界各地的游艇会

在这个小小的海湾停留，感受一下隔世的静谧。他们让

Arutanga 海湾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不要错过在港口

周六的集市 , 这里可以购买到新鲜的岛屿产物，手工艺品

和美味的食物。除了周六，这个集市相当安静。爱图塔

基钓鱼俱乐部位于港口，这里是欣赏落日的绝佳地点。

在岛屿的东侧，著名的欧图海滩 (O’utubeach) 是浮潜

和游泳的最佳选择。很多游轮从这里出发。同时这里有

众多的餐厅和咖啡厅。

造访魔幻般的泻湖是一件惊艳的事，这些无人居住

的隐世小岛，独立而绝美。在这片海滩上有着世界上最

袖珍的邮局。在此你可以寄出明信片，或者带着的护照，

盖上此行最有意义的纪念章。在 Akaiami 小岛上依旧保

留着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跑道。这里是 Tasman 皇家空

军和著名的珊瑚线路（CoralRoute）的着陆点。因为这

里绝美的景色，美国版《生存者》以及英国《海滩荒岛》

真人秀的拍摄地取景于此。

喜欢垂钓的人一定会爱上这里，海钓或者泻湖中的

骨钓都不会让人失望。爱图塔基泻湖是世界上最大的骨

钓鱼的家园。潜水爱好者会惊艳于爱图塔基的海底世界，

这里可以和海龟及魔鬼鱼一起游泳，趴趴板、独木舟或

者风帆冲浪是爱图塔基泻湖上难忘的经历。风筝冲浪也

越来越受到欢迎。或者在爱图塔基高尔夫球俱乐部挥挥

杆吧。爱图塔基最好的浮潜地点在大岛的西侧，这里的

海水常年温热，热带海洋生物畅游在大片的珊瑚区中。

Cook Islands

左图 在库克群岛就是要入
乡随俗，这才能真正地体
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右图 当然玩得累了，试一下当地
特色的 SPA 也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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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访魔幻般的泻湖是一件惊艳的
事，这些无人居住的隐世小岛，独
立而绝美，蔚蓝的天空中洁白的浮
云让人忘却了尘世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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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努阿图
瓦努阿图热带雨林资源丰富，有众多的植物是在其

他地方见不到的。瓦努阿图的植被种类超过你的想象，

红树林、椰子树、木麻黄、露兜树、凌霄花……这些只

是海岸线上一些常见物种，蕨类、 野生兰花以及其他藤

类植物肆意生长。这里有非常丰富的芒果，木瓜，香蕉，

橘子树。在这里，你将会惊叹于植物种类的多样性。在

这些郁郁葱葱的树木中，点缀着美丽的花朵，芙蓉花、

叶子花、鸡蛋花，还有圣诞树等等。

生物的多样性是这里的一大特色，除了植物，动物

也是很多，瓦努阿图有许多动物，猪、鸡、牛、马，是

由人类带到这片土地上。在瓦努阿图有众多的蝴蝶品种，

同时这里有众多独有的动物，如果蝠。还有比较常见的

包括壁虎，蜥蜴和无毒的蟒蛇。在这片土地上，记录着

121 种鸟类，其中有 12 种为瓦努阿图独特品种。其中一

种非常有意思的动物——冢雉，它利用火山石微热的土

壤来孵化蛋。海洋生物中包括 300 种珊瑚及 450 种海洋

鱼类。在瓦努阿图有大量的海洋哺乳生物——儒艮（俗

称美人鱼），世界上唯一的食草海洋哺乳动物。

自然艺术是这里一景，那些传统服装体现了岛民传

统文化价值观。目前，这些传统服装已经不是那么普遍

的穿着。但是在传统的塔纳岛及蓬特考斯特，男人还穿

着 Namba （草编的“鸟巢”），女人穿着草裙。在桑

托岛，男人穿着 Mal Mal （腰布），女人穿着草叶。在

瓦努阿图 , 传统的服装是由 Burao（野生芙蓉花）的枝

茎剥落，经过海水的浸泡，晒干后作为原料制成。如果

有需要，有些部族会染色。很多瓦努阿图人只有参加典

礼的时候才会穿着传统服装，同时佩戴面具。有些面具

是由陶土或者树干制成。

岩石绘画和石画是这个国家最原始的绘画艺术。当

然这些绘画的意义已不为人所知，这些留下的岩画更大

的意义是作为考古学研究。众多岛屿的洞穴中有蜡画遗

迹以及动物的图案。当今的瓦努阿图人绘画艺术包括在

树叶上绘画和体绘，这些已经作为庆典的一部分。

瓦努阿图人可以制作非常美丽的沙画，这些绘画描

绘着当地的神话、歌曲或者庆典。沙画是瓦努阿图土著

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绝活”，较之世界其他地区的沙

画艺高一筹。所谓沙画，就是在露天的沙地（沙滩）、

撒满火山灰或泥土的地面上，用一只手指直接勾画出的

各种图形。 瓦努阿图沙画，以其北部的一些岛屿居多，

尤其是在安布里姆岛、庞特科特岛和马勒库拉岛。例如，

在安布里姆岛上，沙画的图案就发现有 180 种。那里的

原始部落艺术家手指绘出的沙画，已成为一道著名的世

界旅游景观。

Vanuatu

左页图说顺时针：瓦努阿图的
手工艺无不取材于大自然，亦
离不开自然的元素；这里的游
玩项目很丰富，潜水造访沉
船，或是攀登火山，极有挑战
性；当然那些原始状态的自然
山水更是让人平静的所在。

本页图  用秘境来形容瓦努阿
图的自然景观毫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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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买加
牙买加起源于印第安语，意为“林水之乡”，原为

印第安人阿拉瓦克族居住地。全岛拥有数不清的自然景

观，海岸奇美，山峦高耸，河流奔腾，驱车游览引人入胜。

近在咫尺的白沙海滩，远至雨林腹地的热带丛莽，这些

景色亘古未变；山间的青翠会让你联想到英格兰的乡间

风光，令人回忆起非洲的旷野。

音乐与美食是造访牙买加必不可少的体验项目，他

们拥有独特、多元化的美食，这是牙买加多元文化大熔

炉的真实写照。在过去的 500 年间，这些多元文化塑造

了今天的牙买加。泰诺族人（Taino）、非洲、西班牙、

英国、印度、中国和中东地区的传统烹调方法在这里互

相融合，形成了独特、正宗的牙买加美食。通过美食和

烹饪传统可以追溯牙买加的历史。为了寻找新奇的香料

和东印度群岛，欧洲的海员和商人在未知的大海上穿梭

航行。1494 年，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到达牙买加岛，发现这是一个天然、健

康，未遭破坏的神奇栖息地。哥伦布将这个岛屿命名为

“Xaymaca”，意为“ 山水之地”。岛上的土著泰诺印

第安人居住在沿海低平原地区，拥有硕果累累的好收成。

泰诺人种植木薯、番薯、烟草和水果，如番石榴、人心果、

腰果等。他们在露天烤架上烘烤野猪，用大煎锅烹调木薯。

西班牙人在牙买加岛屿上定居，并带来了各类动植物。

他们在岛上种植橙子、柠檬、大蕉和香蕉。最重要的是，

他们引进了甘蔗和进行小规模甘蔗生产的技术。许多西

班牙人开始经营大牧场，向过往船只上的船员出售烤肉

和烘烤的木薯面包。1655 年 ，牙买加岛被英国占领，

西班牙人纷纷逃走，而他们的非洲奴隶逃至科克皮特山

区（Cockpit Country）。这些非洲奴隶被称为“ 逃亡

黑奴”（Maroons），他们继承了泰诺人和西班牙人的

烹调方法。据说，这也是“ 烟熏烧烤”传统的发源地。

牙买加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后，英国殖民者带来了种类繁

多的植物和水果品种，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蓬勃生长。

水果包括由布莱船长（Captain Bligh）引进的面包果和

芒枣。非洲奴隶被重新运到牙买加岛上的甘蔗种植园进

行劳作，他们带来了自己的烹饪传统和对香料和药草的

渊博知识。他们担任大户人家的厨师，创造了牙买加美食。

Jamaica

本页图  美食、音乐以及奢华
的度假村，牙买加的风光无
愧于“林水之乡”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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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多斯 
美丽的海滩、水晶样清澈的海水、艳丽的鲜花和茂

盛的植物，还有美妙的加勒比海音乐、活力四射的夜生活、

独特的烹饪风格和丰富的文化，这便是巴巴多斯，如万

花筒般精彩多元。首都布里奇顿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位

于巴巴多斯西南海岸的卡里斯尔 (Carlisle) 湾畔，1628
年由英国殖民者建城，由于当时发现了一座印地安人的

木桥，由此得名“Bridgetown”桥镇。现代化的高楼大

厦与殖民地时期的建筑融合在一起，别有一番情调。东

西海岸差别巨大，彼此都有很多的奥秘需要去探索。东

海岸临大西洋，粗犷而偏远，海水咆哮着冲打着海岸。

而西海岸临加勒比海，沿岸遍布豪华酒店和高雅的海滨

浴场，大海平静而清澈，海中生长着各种各样的鱼类和

可进行多种水上运动项目。在内陆有茂盛的热带花园和

甘蔗厂、朗姆酒酿酒厂和老种植园的旧舍可去游览。

在这里不容错过的地方便是北部小海湾，位于巴岛

最北部。巴巴多斯的夜景非常美。夜里坐在酒吧里，吹

吹海风，喝杯鸡尾酒或果汁，很舒服。可以欣赏到加勒

比海与大西洋的界杆，站在海滩之上，看到梭鱼跃出海

面的景象。在 ST,LUCY 区的东部，River Bay 的南部。

大西洋一侧，海浪比加勒比海那边大。

一定要尽情享受音乐与水上项目。

Barbados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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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Island

度假村内还植有茂密的仙人掌、灌
木丛、红树林以及湿地，彰显出岛

屿与世隔绝的绝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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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在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鹦鹉洲（Parrot Cay），

享受私人岛屿的自由与畅快绝对物有所值。群岛位于迈

阿密东南 575 里，由两个岛群组成，各岛都被连续的珊

瑚暗礁包围。普罗维登西亚莱斯岛附近的鹦鹉洲，现已

Turks and Caicos Islands
成为私人岛屿，岛上建成了度假村。延绵 3 公里的白沙

沙滩，与清澈的湛绿海水配合得天衣无缝，你可以在这

个无边界的游泳池中自由畅泳，或者体验刺激的海上活

动，如果想舒服点的，可以接受其提供的芳香疗法、泰

式按摩等护理。度假村内还植有茂密的仙人掌、灌木丛、

红树林以及湿地，彰显出岛屿与世隔绝的绝美一面。

交通：从迈阿密乘搭一小时
的飞机即可到达主岛普罗维
登西亚莱斯岛。鹦鹉洲距离
主岛约 35 分钟船程。
在这里可以实现做个私人岛
主的愿望，前提是要准备好
如何当岛主。

本页图说：私人岛屿的度假理
念在这里得到完美的诠释，
生活在这里真正与世隔绝。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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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鲁巴
阿鲁巴岛上旅游设施完善，高级酒店、度假村、娱

乐设施、购物中心等一应俱全。在这里几乎所有的酒店

都配有赌场，你也可以在闲暇之余小试两把手气。与一

般岛屿不同，阿鲁巴岛更适合悠闲、私密的度假方式。

度蜜月，全家行，海底漫步，浪漫而慵懒。海边茅草亭，

亭下小躺椅，闲看日落，静听海声；凭海临风逐轻浪，

天然泳池戏碧波。

奥拉涅斯塔德又名橘城，位于阿鲁巴西部沿海帕尔

但湾内，地处南美洲北部的顶端，南与委内瑞拉的帕拉

瓜半岛隔海相望。

在这里有着丰富的活动等着你，比如说打高尔夫，

阿鲁巴的高尔夫球场地势起伏，地形各异，景色宜人，

从 18 洞的专业球场到新手训练基地，从高尔夫球用品商

店到配套休闲餐厅都一应俱全，还有最专业的高尔夫球

教练为你提供量身设计的训练课程。比较有名气的球场

有太阳之城乡村俱乐部沙漠海景高尔夫球场，由著名设

计师小罗伯特·特恩特·琼斯设计建造，位于阿鲁巴景区的

西北角，是岛上唯一拥有 18 洞高尔夫锦标赛球场的俱乐

部。俱乐部距所有主要景区都只需 5 至 10 分钟车程，

十分便利，岛上任何景区的游客都可以来此休闲娱乐。

DIVI 阿鲁巴高尔夫度假村拥有经验丰富的专业高尔夫球

教练，帮助你通过量身定制的训练课程学习高尔夫球技

术。独特的视频模拟挥杆数据分析站、低球区、沙坑练

习区和果岭风景餐厅是这里的一大特色。 
此外，丰富多彩的户外运动项目可以更惬意地打发

时光，可恣意地躺在绵延的海滩上，尽情享受阳光的沐

浴。热衷于海上探险，扬帆远航的游客们，也可以在这

里享受海风吹拂的快乐！这片宜人的海洋盛产着大量的

大西洋旗鱼、枪鱼、梭鱼、金枪鱼等，你可以花上一整

天在这里畅想航海捕鱼的快乐！水上滑板可以畅享海风，

置身于晴天碧海之中，阿鲁巴的各大酒店不仅为初学者

提供了理想的训练场地，技艺高超的滑板选手可以在海

洋中恣意享受。海底潜水探险带你探寻未知的世界，阿

鲁巴平静、清澈、温暖的海水是你海底探险的最佳选择。

你不仅可以穿上潜水衣探索其中的奥妙，也可以和朋友

们一同乘潜水艇前往。

阿鲁巴因其作为加勒比海失事沉船探险目的地而闻

名世界。在阿鲁巴海域中最著名的失事残骸景观要数德

国货轮“安迪亚号”，是加勒比海中最大的一处残骸景观。

此外，吉普探险跟马队探险亦让人难忘。阿鲁巴吉

普探险线路带给你非比寻常的野外探险经历，沿途可欣

赏各色壮观的地貌和丰富多彩的野生动植物。马队探险

则可以体验到马背上旅行的淳朴快乐，带你穿梭国家公

园，与大自然做一次亲密的接触。

爱好越野自行车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项运动，沿

着绵延的海岸线骑行，和煦的阳光和一望无际的海景都

让繁忙都市生活的压力顿时烟消云散！

Aruba

图说从左至右：完善的度假村让
阿鲁巴成为完美的度假地选择；
这里亦有很多适合孩子们游玩的
亲子项目；对于大人来说，丰富
多彩的户外活动可以更惬意地打
发时光，或躺在海滩上享受日
光浴，或者在海边博弈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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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Island

巴哈马群岛
这里也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潜水胜地。巴哈马群岛拥

有 100000 平方英里号称世界上最清澈的海域。面对碧

蓝的海水，探险者很难抑制潜水的冲动。在这里你将发

现一个如梦似幻的海底世界。拿骚 (Nassau) ，巴哈马

首都，位于新普罗维登斯岛北岸，距美国的迈阿密城只

有 290 公里。拿骚市中心有一条最富有历史感的街道——

港湾街。英国乔治王时代的浅色建筑和造型奇特的木制

办公公寓及店铺，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街道两旁。当你悠

闲地坐在萨里式游览马车上，一边欣赏沿途而过的风景，

一边聆听车夫讲述当地的轶事奇闻，一路上会看到数不清

的历史遗址、古老的城堡，还有专为女王手工雕刻的楼梯。

安得鲁斯岛是巴哈马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它是掩埋

海盗财宝和神秘海洋生物出没的神话故事的根源。 像巴

哈马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有许多潜水的好地方，其

珊瑚礁尤其令人惊叹，是世界上第三大岛礁。岛屿基本

上被沼泽森林覆盖，据说是一种神秘的半人半鸟的动物

的故乡，而且这种动物是可以驱邪的。

天堂岛长 4 英里，宽半英里，有两座桥与拿骚相

连。它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室外水族馆，这片水域里遨游

着一百多种鱼类。一直绵延到北部海岸的沙滩有着令人

心旷神怡的景致，这里还高尔夫锦标赛球场。人们很难

想象得出这就是曾被称作“猪岛”的那个地方。毫无疑问，

岛上最具人气的地方是占地十四英亩的“亚特兰特水景”。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室外水族馆，这片水域里遨游着一百

多种鱼类。天堂岛上有两个备受游客欢迎的项目——“海

豚对话”和“机动船探险”。拿骚那美丽的海港就位于

21 英里长的新普罗维登斯岛上。

哈勃岛是巴哈马群岛的一部分，小岛只有 3-5 英里

长、1.5 英里宽。哈勃岛的粉色沙滩被美国《新闻周刊》

评选为世界上最性感的海滩。粉红海滩长约三英里，水

清沙幼。真正的粉色沙砾是其最大特点。整个沙滩都是

由红珊瑚被海水冲刷成的粉末构成的。 海滩沿岸有由 25
座色彩斑斓的小别墅组成的豪华度假地。这些小别墅融

合了摩洛哥、印度以及印尼巴厘岛等多种风格。

Bahamas Islands

记得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粉色
沙滩上留影纪念啊！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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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马群岛拥有100000 平方英
里号称世界上最清澈的海域。面对
碧蓝的海水，探险者很难抑制潜水
的冲动。在这里你将发现一个如梦

似幻的海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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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Island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是个神秘的南美洲国家，那里有古印加帝

国的文明、亚马逊的原始部落、西班牙的殖民文化和奇

妙的赤道风光。首都基多号称“世界中线之城”，赤道

从中穿过。当然，那处曾经与世隔绝的加拉帕戈斯群岛

更是让人神往，达尔文正是因为此岛才得出了进化论。

基多有着浓郁的殖民时期的文化遗迹，市内共有

大小教堂、修道院 87 座，著名的有圣弗朗西斯科教堂

(Iglesias de San Francisco)、 孔 帕 尼 亚 耶 稣 大 教 堂

(Iglesia de la Compañia de Jesús) 等。圣弗朗西斯

科教堂被视为巴洛克式建筑风格的杰作，是西班牙美洲

宗教建筑的典范之一，它由一座大教堂、几座小教堂和

众多的回廊组成。教堂内珍藏着印第安人、西班牙人的

绘画和雕塑名作。孔帕尼亚耶稣大教堂建于 1722 年至

1765 年间，教堂正面拱形大门上、四周墙壁以及天花板

上镶嵌有精美的金叶图案，富有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瓜亚基尔市是厄瓜多尔第一大城市，太平洋沿岸的

主要港口，位于国境西南部瓜亚基尔湾内瓜亚斯河右岸，

被称为“太平洋的滨海明珠”。城市的主要部分在圣安

娜和圣卡门两座山麓的高地上。它宛如一只征程未尽欲

敛双翅的鹏鸟，兀立在瓜亚斯河和道莱河的入海汇合口

处，正在那里翘首眺望烟波浩淼的太平洋，而新旧两个

城区就像那羽毛丰满的双翼。瓜亚基尔市建筑多姿多彩，

街道纵横交错，布局整齐。主要街道两旁高层建筑林立，

绿荫如盖，繁花似锦。街心公园芳草茵茵，高楼、白云、

碧树、青天相映成趣，把整个城市点缀得富丽堂皇。 相

传最早栖居在这里的是一对勤劳的印第安夫妇，女的名

瓜亚，男的叫基尔。后人为了纪念他们，遂以“瓜亚基尔”

为城市名称。里奥班巴 (Riobamba)，坐落在雪峰环抱

的钦博盆地内，西北距厄瓜多尔最高峰钦博拉索火山 32
公里。始建于 1534 年，昔为布鲁亚王国都城利里班巴

故址。市内街道宽阔，有许多宏伟的古老建筑物。

加拉帕戈斯群岛又称科隆群岛，是太平洋东部岛群，

位于太平洋东部的赤道上。群岛由 19 个岛及附属小岛及

岩礁组成，跨赤道两侧，正处在寒暖洋流交汇处，海洋

生物异常丰富，岛上蜥蜴、海狮、海龟、企鹅等喜寒、

喜暖动物一应俱全，达尔文的进化论使该岛闻名于世。

加拉帕戈斯群岛还是潜水人的麦加，是世界七大潜水胜

地之一 ，海底景观美不胜收。

Ecuador

右页图顺时针：由于人文的交
融并蓄，造就了厄瓜多尔琳琅
满目的美食，且各具特色；体
验这里的土著文化让人印象深
刻；殖民时期的遗迹尤以教堂
为代表；由于这里临太平洋，
亦能观赏到众多海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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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Island

瓜亚基尔市建筑多姿多彩，街道纵
横交错，布局整齐。主要街道两旁
高层建筑林立，绿荫如盖，繁花似
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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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 TravelS

2015 世界博览会的举办让世人的目光再次聚集在了米兰
这座世界名城身上。一直以来，米兰都在上演着意式建筑
哲学并散发着意大利制造的荣光。在这座集合了文化与世
俗，优雅与颓靡的城市，如果你愿意感受城市建筑和艺术
风采，像当地人一样熟知特色佳肴出处，并在它时尚之都
的气氛影响下有改造自我造型的冲动，那么你就没有错过

米兰最精彩的一面。

Unmissable 
Milan

米兰
不可错过的

2015 world expo focuses the world's eyes once again on Milan city, a world famous 
city. For a long time, Milan has showed the Italian architecture philosophy and 

radiates the glory of made in Italy. This city gathers the cultural and the secular, the 
elegant and the downcast. If you are willing to feel the city’s architecture and artistic 

style, know the food source as the locals do, and have the urge to reform your own 
sty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fashionable city, and then you do not miss the most 

brilliant side of Milan.

文 Gia  图 各品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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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艺术之旅
路线推荐：米兰大教堂—感恩圣母堂—波尔

迪佩佐利美术馆—布雷拉美术馆 
世博会的举办地点在米兰的西北市郊，米兰整座城

市并不大，因此距离市区不远。在欧洲观建筑是必不可

少的经历，欧洲的建筑数意大利最全面最有历史价值和

特色，而米兰的建筑正是意大利的精髓。在米兰第一站

就要去米兰大教堂，这里是米兰的象征和中心，且被誉

为意大利最壮丽的哥特式建筑，登上大教堂的屋顶平台，

还可以看到环形大道和密如蛛网的街道。从大教堂出来

绕半圈便是埃曼努埃尔二世长廊，这里是米兰的商业中

心，也是著名的购物天堂，奢侈名牌专卖店林立。拱形

玻璃的连拱廊也是值得细细品味，廊上精致的绘画和人

行道上马赛克图案都是吸引众人目光的焦点。

米兰有不少美术馆都值得一去，米兰感恩圣母堂在

众多教堂和美术馆中并不起眼，但由于这收藏达·芬奇

名画《最后的晚餐》，因此成为不可忽略的艺术朝圣地。

到感恩圣母堂除了看画作之外，主要看的是达·芬奇以

其作为科学家的深厚造诣。

米兰属于伦巴第大区，其悠久的历史与超前的艺术

意识让这个大区的艺术别有特色。在波尔迪佩佐利美术

馆，便可以看到囊括了中世纪以后的绘画、武器、壁毯、

家具、挂钟、青铜像、宝石等收藏品。波尔迪佩佐利是

用返利网订住宿 经济畅游
意大利
通过国外返利网来订机票、

酒店、租车或旅行套餐能在

旅 行 中 省 不 少 钱。 通 过 有

“最慷慨的国际返利网”之

称 的 TopCashback 网 站 进 入

Booking、Agoda 预 订 酒 店 可

享受 6% 返利，洲际酒店集团

（10% 返利）和英国航空（13
美元返利）等，还能找到一些

当地的特色预订网站，比如适

合 背 包 客 的 Hostelworld（4%
返利）、意大利民宿预订网

Venere（10% 返利）、日本最

大网上预订网站乐天旅游（5%
返利）和欧美当红的秘密酒店

机票预订网Hotwire（2%返利）。

Tips

私人博物馆，前身是一位艺术品收藏家的私人公寓，收

藏家波尔迪佩佐利用他的公寓装饰的家庭艺术宫殿，内

有 20 个房间，每个房间都由当时著名的艺术家设计，按

照不同年代和艺术风格布置，如巴洛克式、洛可可式、

中世纪时期等等，并装饰了与其风格匹配的艺术品。波

尔迪佩佐利美术馆虽然只是一个家庭艺术宫殿，但展品

还是很多，精品也有很多，其中波拉依维罗的《女性的

肖像》、波提切利的《圣母子》及曼特尼亚等人的作品

都值得好好看看。

布雷拉美术馆则是米兰代表性的绘画馆，特别是以

15 － 18 世纪的伦巴第派和威尼斯派的作品为主。想感

受北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气息，那么这儿你是来对

了。拉斐尔的《圣母玛利亚的婚礼》、《圣母子》等是

该看一看的。从代表北部意大利的曼提尼亚 Mantegha

的《圣伤图（Cristo Morto）》中可以看出与中部意大利

文艺复兴时期风格有所不同。利用了透视画法，将横卧

着的耶稣置于眼高的位置，从脚底开始描绘的独特的画。

看过一次后就再也忘不了了，一定要去欣赏一下。另外

重要的作品有：提因托雷托（Tintoretto）、皮埃罗·德

拉·弗朗西斯卡（Plero della Francesca）、委罗内塞 

（Veronese）等的作品。

Architecture and Artistic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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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意餐精髓
路线推荐：以斯卡拉广场和纳维利地区

（Navigli）为主
意大利菜被誉为“西餐之母”，而米兰作为意大

利第二大城市，素有“美食天堂”之称，汇集了意大利

的饮食精髓。米兰美食属于意大利北部菜系，特点是菜

肴多以大米、玉米、海鲜、牛肉、奶酪烹制，除了如雷

贯耳的意大利披萨和通心粉外，餐厅中常见的菜有蔬菜

牛 骨 汤（Ossobuco）、 面 包 粉 牛 肉 片（Scaloppina 

Milanese）等。

米兰除了独特精致的饮食文化，也有多家全球名气

响当当的餐厅和咖啡馆。米兰大部分高端餐厅位于米兰

市中心，也就是斯卡拉广场附近，比较传统和亲民的餐

厅主要位于布雷拉和纳维利区。除了正餐，在米兰一定

要品尝当地的卡布奇诺和甜品。还记得在米兰期间前往

马尔彭萨机场的早上，因航班延误，我们便来到机场外

的早餐厅喝咖啡，本以为开在机场附近的早餐厅在口感

上让人不敢恭维，但从它屋里坐满了当地人的气氛上来

看，这绝不是只做游客生意的快餐厅——数十种精心烤

制的面包和多种经典咖啡让在机场上班的员工也频频造

访，载我到机场的司机 Lux 也是这里的常客，他推荐了

卡布奇诺咖啡和蜜饯蛋糕给我，口味竟然比开在埃曼努

埃尔长廊附近的餐厅还要棒。米兰在饮食上果真处处有

惊喜。

来看世博的游客，不妨用一两天时间体验一下米兰

人的用餐方式，从早晨的咖啡和羊角包开始，唤起一天

的精力。可以不要急着赶路，在午餐上多花一点时间品

味海鲈鱼或藏红花烩饭，或让提拉米苏的甜增加一点幸

福感。晚上的欢乐时光，可以加上一点产自维罗纳地区

的白葡萄酒，让浓郁的花香和果香带给你无法定罪的意

式慵懒。

Find the Essence of Italian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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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n
米兰柏悦酒店算得上是柏悦集

团下设计和布局最用心的一家

酒店，VUN 餐厅正是位于米

兰柏悦酒店内。“VUN”在意

大利语中是“第一”的意思，

VUN 餐厅多年的米其林一星称

号让很多人慕名而来。热亚那

口味羊肉、薄荷油拌牛肝菌蘑

菇和意式烹饪带骨牛肩肉都是

非常受欢迎的菜品。

Via Tommaso Grossi  1| 
20121, Milano, Italy

  + 39 02 8821 1234 

Tips

Luini Panzerotti
这家店可以尝到意大利有名的

美食 Panzerotti，类似面包，每

一种面包里面的夹心都不一样。

这家店每天都要面对世界各地

慕名而来吃意大利炸面包的游

客，所以店门口经常排着长队，

口味也是让人赞不绝口。 
Via Santa Radegonda,16, 

20121 Milan, Italy
Pizzeria
是纳维利地区大名鼎鼎的披萨

店，木烤箱制作的披萨色香味

俱全，除了披萨外，通心粉和

甜点等意大利特色快餐也足以

引人食欲。用餐唯一的麻烦是

要排队，用餐时间等高峰时段

食客非常多，但好在餐厅的上

菜很快，只要你有耐心等待座

位就好。

 Via De Amicis 22

Don Carlos
位于米兰大饭店内（Grande 
Hotel de Milan），是一家歌剧

主题的餐厅，墙上挂满了在斯

卡拉歌剧院里赫赫有名的歌唱

家的演出照片。在用餐时也可

以聆听到优雅的意大利歌剧。

餐厅的光源便是烛光，白色的

长蜡烛配上舒缓的音乐，加上

意式佳肴很是俘获人心。

Grand Hotel et de Milan Via 
Manzoni, 29，20121 Milan

  +39 02 723 14 016

米兰四季酒店餐厅
米兰四季酒店坐落在毗临所有

时装设计精品店的蒙特拿破仑

区，由一座 15 世纪的古罗马修

道院改造而成，在环境上已经

超越了餐厅的概念。餐厅的烤

多宝鱼配黑胡椒，油封番茄和

香味小胡瓜是传统美味中的新

突破。

Via Gesu,6/8 20121 Milano
  +39 02 77088 

Savini
位于埃曼努埃尔二世长廊之下，

餐厅从 1867 年便开始营业，

一度被米兰当地人评选为最具

代表性的餐厅之一。在宜人的

天气，更多的人选择在室外用

餐，因为可以欣赏到美丽的金

色长廊，另外，这里的卡布奇

诺咖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
20121 Milano

  +39 02 7200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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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你的米兰购物计划
世界上超过一半的奢侈品产自意大利，所以在世界

“四大时尚之都”米兰，酝酿一场购物之旅想必是很多

人计划中的事。

在米兰世博会期间，购物也可以来点不同。例如

菲登扎购物村在米兰全新的当代博物馆上，隆重推出在

2015 年米兰世博会期间举行的一系列持续 6 个月的独家

活动。活动期间，购物村致力于展示“意大利制造”的精华，

打造集意大利艺术、美食、时尚 、设计和音乐于一体的

独特购物体验。在未来的 6 个月里，菲登扎购物村将变

身意大利文化盛举的大舞台，分为 3 个主题，分别是：

“浪漫歌剧（Romantic Opera）”、“甜蜜生活（La 

Dolce Vita）”和“意式激情（Italian Passion）”。5

月至 6 月，购物村将以“浪漫歌剧”为主题，借助优秀

的剧情、华丽的背景设计和服饰充分展示意大利浪漫主

义的独特风格；7 月和 8 月，以“甜蜜生活”为主题，

歌颂令人向往的意大利生活方式；9 月和 10 月，主题将

围绕“意式激情”，宾客将能享受到一系列“意大利制造”

的难忘多重感官体验。

当然，除了购物村，也可以去米兰最有名的三条名

品街购物。位于市中心的埃曼努埃尔二世长廊（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Ⅱ）是其一，金碧辉煌的长廊下是华

丽的购物商场，意大利的设计哲学体现得淋漓尽致，是

最具观光价值的购物地。中央拱廊下的 Prada 精品店，

规模和橱窗布局在米兰都是数一数二的，精品店的橱窗

更是每天都有更新，站在长廊下就是视觉上的盛宴。

蒙特拿破仑大街（Via Montenapoleone）和拿破

仑没太大关系，它的名气源自是米兰这个公认的世界时

尚之都中最重要的一条街。走在蒙特拿破仑大街并不

宽敞的路上，感觉它像一条幽雅的小巷。看似普通的街

道，停着名车，还有那一个个熟悉的品牌名字，Gucci、

LV、Prada 都在此拥有自己品牌的高级精品店。

无论埃曼努埃尔二世长廊还是蒙特拿破仑大街，

都是奢侈品的聚集地。若想寻觅中高档品牌，需要去

马 堤 欧 地大道（Croso G.Mateotti），这里中级商品

的价格较为便宜，但还是有许多如 Max Mara、Bruno 

Magli 等意大利名牌。其他较平民化的 Max & Co.、

Benetton、Sisly、Furla，牛仔系列的 Replay、Diesel 

都在这条街上。

Customize Your Own Milan Shopping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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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世博 行头要自在

登喜路模特 look

DELSEY 旅行箱

Ferragamo 墨镜

Etro 围巾

芝柏双时区腕表

1. 轻质旅行箱
2. 舒适的衣物与鞋子
3. 雨伞、墨镜、围巾等实用
工具与饰品
4. 注重保湿与防晒的护肤品

Visit World Expo with Free Outfit

Ferragamo 平底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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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角 

各种的设计、艺术品一直隐匿于生活之中，你有停下脚步仔细欣赏过吗？每一个艺
术品均是作者最为自豪、满意的作品。去旅游成了人们释放生活压力，了解自我的
旅程，从多角度了解一地的风土人情。了解一地的民间风俗，社会变迁最为直接简

单的方法就是从不同的艺术品之中去了解当时的社会、人们的感受、风俗的独特之处。

编辑  LEO 图  罗莱夏朵

All sorts of designs and artworks have been hidden in life. Have you ever stopped to carefully 
appreciate them? Each artwork is the creator’s proudest and most satisfied artwork. Travel 

has become a journey in which people release the pressure of life, understand themselves 
and know the local custom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e simplest and most direct way to 
understand social change is from different artwork, through which we can know the society, 

people's feeling and unique customs at that time.

发现 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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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南非有着极独特的传统文化以及殖民文化的相融，

这里的 Delaire Graff Lodges & Spa 独一无二的设计以

旅客为本、品位高雅，为你带来 Stellenbosch Valley 的

原始风貌。于酒店中可以欣赏到引人入胜的荷兰建筑特色

及 Laurence Graff 私人珍藏极具非洲特色的文物及艺术

品。在酒店各处都可看到栩栩如生具南非特色的雕塑置

于花园之中、置于餐厅之内，为酒店带来活力。当中包

括于 2013 年归还南非及 Delaire Graff Lodges & Spa

由南非艺术家创作的“Amdist”系列画作。不光是令人

目不暇接的“Amdist”系列画作，开展 Laurence Graff

对艺术品的热情和 20 世纪具标志性的画作 Vladimir 

Tretchikoff 标志性的“中国女孩”亦于 Delaire Graff 

Lodges & Spa 主建筑的入口处展出。

下榻在酒店亦是一样，只要用心便能发现艺术。罗

莱夏朵 (Relais&Chateaux) 国际精品酒店联盟旗下的精

品酒店和顶级餐厅多以不同的装置艺术、大师画作作装

饰，当中不少酒店主人更是艺术爱好者。在酒店之中既

能不受影响，仔细欣赏大师作品，又能与艺术爱好者分

享自己的艺术触觉，了解当地别树一帜的风俗习惯、历

史小传、社会状况。罗莱夏朵的酒店和餐厅可以让你的

心灵充分得到休息、享受热情的待客之道、品尝珍馐百

味之余让艺术意念融入到你的生活之中，每一样陈设、

每一道食物、待客之道都是从艺术概念之中油然而生，

为你的生活带来绝佳的新意念、刺激思维，提升对艺术

品的触觉和改变你对生活的看法。下一个旅程将至，不

妨让艺术渗入你的生活之中，感受艺术、感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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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
Manoir Inter Scaldes 的 主 人 Claudia Brevet 和

Jannis Brevet 是精致、简约的 1950 年战后现代主义艺

术品的爱好者，尤其偏爱以几何图案为主的抽象作品。

是罗莱夏朵其中一家以摩登设计为主的酒店。整家酒店

以几何图案的艺术品装饰，不光是书作，更有装置艺术品。

其中一个是四方体以其中一个尖端摆放在公共空间之中，

四方体表面有深浅不一的四方格雕刻，颜色以咖啡色为

主，令整个公共空间从平凡的起居室一跃成为当代艺术

空间。各种的艺术品陈设不光令整个空间更富有艺术感

和更具个性，更刺激Jannis Brevet把艺术品的颜色搭配、

随性的设计和抽象的意念融入到餐点之中，艺术感与美

味并重的佳肴美食，只能在 Manoir Inter Scaldes 尝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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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rman House
Ellerman House 收藏了从十九世纪中期到现在

的南非艺术品，艺术品引领住客探索了社会和文化的

转变。酒店的艺术品巨细无遗地展现南非的独特之处。

Ellerman House 的 艺 术 收 藏 可 以 追 溯 到 1930 年 代

“the New Group”成员的作品，当中包括 Pierneef、

Maggie Laubser、Irma Stern 等 的 艺 术 家 作 品。

Ellerman House 的画廊以充满活力、别树一帜的艺术品

作为装饰，收藏了约 1000 件作品。艺术品的用色大胆、

仔细描绘当代现状、取材独特，令人深深被南非文化吸引。

罗莱夏朵旗下的酒店各有特色，而 Ellerman House 出

众的地方正是其收藏品不仅仅是装饰品，更是观察南非

后现代社会状况的绝佳地点，不仅是一个舒适和服务一

流的酒店，而且是反思社会生活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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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The Surrey Hotel 位于美国曼哈顿的中心地带，

邻近中央公园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而作为罗莱夏朵的

一员，对于艺术的触角和品位都有别树一帜的眼光。整

个酒店内部以 31 件配合酒店室内设计的当代艺术作装

饰， 包 括 Chuck Close、Wlaes Oldenburg、Jimmie 

Martin 等现代艺术首屈一指的艺术家。酒店里的每一个

转角、每一个公共空间都弥漫着浓厚的艺术氛围，仿佛

置身卢浮宫一样，酒店内部以明亮的白色家具配上深色

的墙壁或是地毡予人明亮、简洁的感觉，一如酒店珍藏

的艺术品棱角分明，直接鲜明，让你清楚、明晰地欣赏

酒店里每一件扣人心弦的设计。

西班牙 Atrio
Atrio 巧妙地坐落于充满历史感的地方，富有艺术感

的建筑设计让人未入住酒店就已经深深地被独特的设计

吸引。西班牙的 Atrio 的简约而统一的建筑特色最为让人

着迷，使用统一的直条设计，会以柔和的方式反射自然

光的物料、带来透明感的用色、对称的建筑设计，不光

增加了空间感，同时也为 Atrio 增添了艺术感。酒店的设

计给予人宁静、安宁的感觉，自然光从四面八方悄悄地

透进来，巧妙地建构成人们心中对于宁静的感觉。Atrio

一砖一瓦都带有抽象而宁静的艺术感，让人自然而然放

下忙碌的生活，享受片刻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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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BIBO
欣赏艺术品的方式有很多种，假如你的另一半或意

中人喜欢欣赏艺术，不妨给她或他一个惊喜，一同到罗

莱夏朵极具艺术气息的香港 BIBO 餐厅用餐。既有情调，

又可以让另一半感到你的用心！刚刚加入罗莱夏朵的

BIBO 餐厅，每一个角落都能被自然光覆盖，空气中带着

动人的节拍，这种气氛自然地激发创造力和有趣的谈话

内容。BIBO 的食物和鸡尾酒，搭配餐厅的氛围，给低调

奢华这个概念重新定义。BIBO 是世上首个把全球最知名

的现代及街头艺术家汇聚一堂的项目。餐厅内可看到由

Vhils、Invader、JonOne、Stohead、Kaws、JR、Mr 

Brainwash、Ella &Pitr、Mist、MadC 的装置艺术，以

及 Banksy、Jean-Michel Basquiat、Damien Hirst、

Daniel Arsham、Jeff  Koons、King of Kowloon、

Sheperd Fairey、Takashi Murakami、Yayoi Kusama

的挂饰及创作，这个创新的意念矢志带来崭新的餐饮及

艺术观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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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趣盎然“澳”妙无限
不一定去拉斯维加斯，在澳门亦同样能体验到精彩绝伦的
娱乐，在这个暑期，大手牵小手陪着孩子们感受这里不同
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体验这里的梦幻多彩，与小宝贝们一

同成长，爱意浓浓。

编辑  逸扬  图  各酒店提供

child fun in 
"indefinite MACAU"

It’s not necessary to go to Las Vegas, and in Macau, you can 
also experience the same spectacular entertainment. In this 
summer, big hands hold little hands to feel the collision and 

fus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here, and to experience the colorful 
dreams. You can grow together with the bab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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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爱的洗礼
在澳门威尼斯人剧场让孩子感受一场爱的洗礼。迪

斯尼《美女与野兽》音乐剧将于 6 月 13 日至 7 月 26 日

期间在澳门威尼斯人剧场闪耀登场，这部音乐剧堪称史

上最长寿的百老汇音乐巨著之一。为庆祝该音乐剧上演

20 周年，一班百老汇原班制作人马也特意再度聚首合作，

重新为全球观众演活这部经典百老汇音乐剧。

迪斯尼《美女与野兽》音乐剧讲述年轻的小镇女子

贝儿与野兽的经典故事。剧中的野兽其实是被女巫施咒

的年轻王子，必须要学懂爱与被爱，诅咒才会解开，让

他能恢复过去的面貌。由 Hilary Maiberger 饰演贝儿

（Belle）及 Darick Pead 饰演野兽（Beast），这部浪

漫爱情故事将活现观众眼前﹔而一如既往，一班经典配

角茶煲太太、摆钟葛士华管家和烛台卢米亚也会闪亮登

场。叹为观止的服装设计和舞台布景营造出了动画片中

所不能表现的效果。这部世界级的音乐剧在每个细节上

一丝不苟，呈现庄丽的舞台效果、动人心弦的舞蹈、清

新细腻的音乐，构成一部不容错失的音乐剧巨著。

多功能威尼斯人剧场为大中华区内最豪华的娱乐表

演场地之一，设有身穿礼服的剧场接待员、香槟服务、

特色餐饮，以及其他独一无二的顶级设施，可以体验到

威尼斯人剧场的亲切、奢华及专属的场地。威尼斯人剧

场为澳门呈献最顶尖的中式及国际娱乐表演，带给观众

不一样的豪华剧场体验。金沙剧场定期举行国际著名歌

手、表演家或艺人的高水平演出。无论是传统中国舞蹈，

还是现代化的表演、歌唱团，当代乐队，金沙剧场提供

包罗万象的中西式娱乐节目选择。

此外，在澳门欣赏音乐剧的游客还可以在澳门金沙

度假区旗下的澳门威尼斯人、澳门金沙城中心康莱德酒

店及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享受到一系列独具特色的

酒店住宿套票。

Feel the Baptism of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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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蝙蝠侠一样冒险
和宝贝携手在澳门新濠影汇共同体验国际级多元现

代娱乐和休闲方式，温馨无限。

澳门新濠影汇是一所博彩及娱乐综合度假村，可体

验到震撼全球的娱乐设施。在蝙蝠侠夜神飞驰，与华纳

兄弟合作推出及全球首个拥有蝙蝠侠电影专利的数码动

感游戏将引领冒险者进入虚拟现实，跟随蝙蝠侠穿梭高

谭市，亲历蝙蝠侠黑夜冒险之旅。小朋友可以在 Warner 

Bros. Fun Zone 家庭娱乐中心这个趣味无穷的冒险乐园

里与家喻户晓的华纳兄弟及 DC 漫画中的角色人物一起

畅玩主题游戏及“Dark Ride”动感游戏，在舒适安全

的环境下欢度时光。由全球最伟大魔术师之一法兰兹·哈

拉瑞精心设计、策划及主持的“魔幻间”将上演连串震

撼的独门魔术表演。影汇之星是亚洲最高的摩天轮，耸

立于澳门新濠影汇两栋充满艺术品位的酒店大楼之间。

新濠影汇综艺馆提供多用途和配备顶尖的配套设施，可

举行演唱会、舞台剧、体育活动以至颁奖典礼及其他特

别活动。8 号转播厅是澳门唯一一个电视直播室，设有

随时备用的设备，可全天候制作电视录制和广播工作室。

在派驰，有全球久负盛名的环球派对热点品牌，足迹遍

布伊维萨岛、纽约、迪拜、布宜诺斯艾利斯及悉尼等主

要城市，率先把充满伊维萨岛风格的夜生活带进澳门及

大中华地区，令当地的夜生活火热升温。

作为亚洲的全新娱乐之都，澳门新濠影汇提供顶级

酒店、购物及餐饮体验。全家人可以在“新濠影汇酒店”

享受到与众不同的巨星级度假体验。有超过 30 家世界

一流的食府、咖啡厅及酒廊，正宗粤式、上海、中国北

方、东南亚、日本、韩国、意大利、西式、环球及澳门

地道的美馔佳肴。在新濠影汇购物大道感受世界顶级购

物体验，这个世界级购物天堂汇聚当今最热门潮流品牌，

满足追求时尚的旅客。

Adventure Like Ba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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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 3D 奇幻之旅
由香港 3D 奇幻世界与澳门十六浦度假村携手打造

的澳门首个大型 3D 立体美术馆——澳门十六浦 3D 奇幻

世界，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于澳门十六浦度假村隆重开

幕。澳门十六浦 3D 奇幻世界位于澳门十六浦度假村，占

地面积超过 18000 平方尺，设有七个主题馆，提供超过

100 个拍照点，参观人士可以近距离接触各展品，并置

身 3D 画中，拍出各种生动有趣的照片。澳门十六浦 3D

奇幻世界给予参观者发挥创意和想象力的空间，参观者

可亲身上阵，摆出各种有趣的姿态，结合 3D 画一起拍摄，

为作品增添生命。在这里没有年龄界限，人人都是导演，

是画中的主人翁，打破传统艺术欣赏模式，享受置身其

境般的亲身体验。

换一个方式看《西游记》
看惯了电视版的《西游记》，这一次去澳门金光大

道度假区的金沙城中心，看奇幻的音乐剧《西游记》，

换一种方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奇幻音乐剧《西游记》

向全观众传递中华文化、东方智慧和社会正能量。以中

国经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为创作素材，将现代舞台设计、

现代表演形式与现代多媒体技术融为一体，力求打造一

个新奇梦幻的艺术精品。该剧在制作规模上是目前全球

室内剧最宏大的一部演出，同时也是内地第一个常年驻

外演出的剧目，巨资打造的特效舞台完全为该剧量身打

造并接轨国际标准，给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视听震撼。

Open 3D Magical Mystery Tour

Another Way to Watch Journey to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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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嬉水 HIGH 不停
澳门银河和澳门百老汇是适合家庭共聚天伦的综合

度假城。“澳门银河”是澳门唯一拥有六间世界级酒店

的综合度假城，各具特色的豪华住宿满足旅客的不同需

求。澳门丽思卡尔顿酒店是集团旗下首间全套房式酒店，

为澳门的奢华享受重新定义；亚洲最大的澳门 JW 万豪

酒店提供逾 1000 间客房及套房；全新“百老汇酒店”

的 320 间客房设备齐全，适合家庭旅客；现有的三间世

界级酒店澳门悦榕庄、澳门大仓酒店及“银河酒店™”，

“澳门银河”综合度假城将提供接近 4000 间客房、套

房及别墅。

全家人可享受“澳门银河”由休闲滋味到高级精致

的佳肴美馔。从高级粤菜福临门海鲜酒家和丽轩，到蜚

声国际、由米其林三星厨师 Umberto Bombana 主理的

8 ½ Otto e Mezzo BOMBANA都将陆续登场。另外，“澳

门百老汇”更云集多间全新餐厅，包括澳门驰名的地道

餐馆。“澳门银河”及“澳门百老汇”将携手呈现超过

120 间餐厅、食肆和酒吧。

“澳门银河”的全新购物热点“时尚汇”，将首度

把世界流行的高格调英式下午茶文化引进澳门，让客人

尽享购物乐趣的同时，能够品味生活时尚享受。同时，

超过 200 个荟萃创造潮流的国际时装、时尚生活以及珠

宝钟表品牌，充满了无限时尚的气息。

和小朋友们在“澳门银河”最广受欢迎的天浪淘园，

畅享全球最大规模的空中冲浪池，还可以享受全球最长

的空中激流。加上亚洲主题式热带园林、人工沙滩、刺

激的滑水梯和瀑布，以及儿童水上游戏专区等，是一家

大小尽享夏日乐趣的水上乐园，无限欢腾尽在其中。

在“澳门百老汇”设有可容纳 3000 位观众的“百

老汇舞台”，观赏城中最热力四射的零距离表演。“百

老汇大街”齐集商贩式商户及精彩的街头表演，是澳门

首个别树一帜的新地标。全家人在“澳门百老汇”尽享

无限愉悦体验后，更可穿过设有空调的行人天桥，半分

钟即可直达“澳门银河”，尊享更多豪华的娱乐体验。

HIGH to Paddle in the 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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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乱颤是她的初春，美蕖朵朵是她的盛夏，桂香
阵阵是她的深秋，梅花点点是她的隆冬。她的老街、
她的小巷都透着一丝苍古，街两边是精致的砖雕门
楼和临水而建的小桥。她的烟雨缠绵悱恻、似有若无；
一缕清风，一片悠云，一份随意，感受梦里扬州的
风姿卓韵。一杯香茗，一窗碎月，一份闲心，细读
扬州城的文化古韵。

Her early spring is like peach blossom blossoming and 
her summer is like lots of beautiful lotus. Osmanthus is 
her late autumn, and the plum blossom is her winter. 
Her old streets and alleys are appearing a trace of 
antiquity with both sides of the street decorated 
delicate brick gate houses and bridges. Her misty rain is 
tender and soft. A wisp of cool breeze and a piece of free 
cloud make you casually feel the charm of the dream of 
Yangzhou. You can read and feel Yangzhou’s culture 
relics with a cup of fragrant tea by a broken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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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扬州
柔情似水间

Misty rain in 
Yangzhou, 

Tender and Soft
策划 执行 本刊編辑部  文 禹庆平  編辑 LEO  图 王珍亮  部分图 扬州园林局 扬州旅游局 各酒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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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Whom Send the 
Nostalgia and Where to 
Go

When coming to Ho 

Fami l y  Garden ,  I 

just catch the festival 

“Beauty and Fan”. 

Beautiful daughters of Ho family with the 

same antique buns, wear purple romantic 

clothes in the style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lothes 

are embroidered with peony pattern. The 

ladies hold hand fans, shuttle among Ho 

Family Garden, and tell the story of Ho 

Family Garden for the tourists

Ho Family Garden is also named as the 

“Reliving Villa”. It’s said that the villa 

owner wanted to learn the poet Tao 

Yuanming’s hermit life. Everywhere in the 

garden is full of spirit at the same time 

also blended in many western elements. 

Going into the door, you can see the moon 

gate engraved “Villa” personally by Ho 

Zhiqie. The door is covered with green 

vines. Going through the door, you reach 

the legendary Ho family garden. “There 

is no mountain in Yangzhou, but there 

must be in the landscape”. The common 

stones are used to build all kinds of 

strange mountains. The most magnificent 

one should be the wall mount more than 

60 meters, all over the wall. The wall 

unexpectedly makes this closed high and 

deep courtyard into an “urban forest” 

embracing the heaven, earth, natural 

mountains and rivers 

Going through the exquisitely carved stone 

folding screen, you can see the peony hall 

open to welcome the guests. Peony is the 

garden flower. During the blossoming 

period, all the colorful peonies sway in the 

spring scenery, elegantly like a colorful 

world. The north is the ship hall, as the 

hall is like a boat. Stairs are cobbled tiles, 

and decorative pattern as waves shape, 

leaving a kind of artistic water conception. 

On both sides of the column top there is 

the writing: “Moon as master and plums 

as visitors, flowers as walls and ship as 

home”. So this lets people forget the 

landscape, as if walking in the lake, sitting 

in the boat.

By the Entrance to Feel 
the “Progressive West 
Wind”
Going through the alleys, and walking 

slowly along a stone path to Mrs. Wang’s 

small garden, you will find the residences 

on both sides still keep the former blue 

bricks, with lichen on them. Jagged horse 

head walls and historical gate houses stand 

on both sides. Walking on the road, it is 

like shuttling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Yangzhou.

From the appearance, Mrs. Wang’s garden 

has neither striking tin copper ring,or 

splendid stone lions to keep the gate. 

There are seemingly ordinary households, 

until you walk into it and find a deep 

cartilage courtyard like a new world. The 

small garden gives people the impression 

of deep and artistic courtyard. Slow down 

the steps; quietly inhale the breathing of 

spring.

The first thing coming to the eyes is the 

laying tile carvings by the wall named 

“Temple Fu”, which is used in the ancient 

times to burn incense to worship god 

in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and for the 

marriage or funeral festivals by the rich 

families. The Four- angle garden is not 

big but delicate and exquisite with special 

taste. The four- direction corners form 

the garden, and the residential rooms are 

inside, making people feel like staying in 

nature.

Geyuan Garden to See 
All

Co m i n g  i n t o  G e y u a n 

garden, you can walk on 

the meandering path with 

sunl ight hidden by the 

bamboos.  People can see the hanging 

strings of aeolian bells ringing with the 

breeze blowing. People walk on the path 

chatting leisurely and comfortably.

Beautiful Slender West 
Lake
You can walk along the Slender West Lake 

and appreciate the natural beauty, or walk 

up the ancient bridge and pavilion into the 

garden flower beds, to taste all previous 

poetry,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left by 

scholars in past dynasties. Travelling 

by boat covers Twenty-Four Bridge, 

Wangchun Building, Xichun Platform, 

Five-pavilion Bridge, pavilions and so on. 

You can appreciate “flowers and willows 

on both sides are along the water, pavilions 

accompany you until the mountain”.

The Earthly 
Restaurant-Yangzhou
Yangzhou, with a history of 2500 years, 

is a naturally earthly restaurant. Walking 

into it, you can smell the food aroma. 

In Yangzhou, eating is not only a hobby 

and an art, but also beautiful scenery. For 

people of Yangzhou, with the morning 

“water bag”and the evening “bag water”, it 

is a wonderful day. Just like those touching 

stories, we are never tired of them, even if 

hearing thousands of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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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寄啸  何以归去来兮 
来到何园时，正好赶上“何园香扇美人节”。美丽

的何家千金们梳着一样的古式发髻，穿着紫色浪漫、绣

有牡丹花纹“晚清民国风”服装，手握香扇，穿梭在何

园当中，为游客们讲述着何园的故事。

 “何园”又名“寄啸山庄”。有人说，“寄啸山庄”

是何家主人想学陶渊明归隐而建。处处充满了文气的同

时，又融入了颇多西洋元素。走进大门里，看到月洞门

上镌刻着园主何芷舠亲笔题写“寄啸山庄”门额，门头

上爬满了藤蔓，一片绿意盎然。穿过“圆洞门”，就是

传说中的何家后花园。“扬州无山，但园林中不可无山”，

常用堆叠的石头来造各种奇山。最壮丽应该是长达 60 多

米的贴壁山，沿着墙面一直走。让本封闭压抑的高墙深院，

竟变成了一座抱拥天地自然山川的“城市山林”。

转过玲珑剔透的石屏风，牡丹厅在敞开门欢迎着宾

客。牡丹是何园的园花，正值花期时，一片姹红嫣紫摇

曳春光，如同一个雍容华贵五彩世界。北面是船厅，厅

似船形。台阶前以鹅卵石瓦片铺就，花纹作水波状，有

种水居的意境。两旁的柱上写有：“月作主人梅作客，

花为四壁船为家。”于是乎让人忘却了这是一个陆上园林，

仿佛漫步在湖滨，坐在船内荡桨。

东园只不过是序曲，西园才是高潮。真正山水空间

的呈现，层楼幽谷，廊道迂回，山环水绕，古木参天，

鸟语花香，俨然一幅美丽的山水画。置身其中，不由自

主产生幻觉，好像误入了传说中的世外桃源。

西园欣赏复道回廊是极好的，腾挪、缠绕于园中建

筑之间。回廊曲折，高低错落，貌似四通八达却又回环

盘旋，成就了何园独一无二的串楼景观。不管是烈日炎炎，

还是雨雪霏霏，随时都可以无忧无虑徜徉园内，倚在木

栏杆上，美景尽收眼底，一方池水上的水心亭，是当年

何家纳凉赏月之处，何家小姐娉娉婷婷的样子恍惚之间，

似乎从时光中缓缓走来。 

水池南的湖石假山，是何园的制高点，望去悬崖峭壁，

奇峰飞谷。山上古树名木，苍翠蓊郁，有拔地参天之姿。

给人以山林深深深几许的幽眇意境，与园主何芷舠归隐

寄啸山水的心境不谋而合。楼廊里的上下廊壁间一排排

的什锦花窗，像是一条优雅别致的花窗带。透过花窗，

欣赏到一幅幅流动的框画，移步换景，迷离多变，实在

妙不可言！

玉绣楼是何家主人居住的地方。房间里点缀的吊灯、

壁炉等装饰品和楼外立面的雕饰，都处处洋溢着欧式风

情。深深的庭院里，茂密的绣球树上已挂满白色的绣球，

而茂密的广玉兰至今已有 130 多年的历史。

镜花水月是在片石山房西边廊壁间嵌有一面大玻璃

镜，镜子里将院子景色囊括进自己的怀抱。与镜子遥遥

相对，东北湖山脚下的水潭中，则藏有一轮白日明月。

它会随着人行步移而转变，从满月到月牙，依次变幻出

盈虚百态，别有一番味道，一番风景。 

走进何园，宛如走进一幅自然历史人文的旖旎画卷；

天人合一、中西合璧的园林艺术在这里异彩纷呈的。若

想要真正领略何园的庭院之美，书香之气，西洋现代之感，

还是要带上相机，亲自去走一遭！用心去感受，用镜头

去捕捉！

To Whom Send the Nostalgia 
and Where to Go

右页图

上图 复道回廊贯穿整个何园，全
长 1500 多米，是何园特色建筑
之冠，在江南园林中绝无仅有，
被誉 为“中国立交桥的雏形”。
它构成了何园建筑 的四通八达
之利与回环变化之美，把廊道的
功能和魅力发挥到了登峰造极！

下图  “与归堂”，是目前扬州
保存最大、最完整的一座楠木厅，
此处为何园主人会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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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个园曲径通幽的小路上，道路旁的竹子遮挡了
太阳的光线。随处可见着一串串 、一排排的风铃。
微风一吹，清脆地泠泠作响。来来往往人们在小路上

漫步闲聊，看似悠闲而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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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园看尽风花雪月
走进个园，漫步在曲径通幽的小路上，道路旁的竹

子遮挡了太阳的光线。随处可见悬挂着一串串、一排排

的风铃。微风一吹，清脆地泠泠作响。来来往往人们在

小路上漫步闲聊，看似悠闲而惬意！

墙上的匾额书写“竹西佳处”四字。里边是一条由

桂花树枝叶交错形成的林荫小径。两旁种的是银桂，待

到花开时，这条小径都浮动着清清悠悠的芬芳，令人沉醉。

“万竹园”是扬州城内最佳赏竹处。每年这里都会

举行“竹文化节”。现有竹 60 余种，近 2 万竿，不乏稀

有品种，如龟甲竹、方竹、慈孝竹等。慈孝竹，笋期在夏季，

新笋围着老竹生长，像是遵从古训一般“父母在，不远游”。

移步到“丛书楼”，楼台上下两层，正面朝阳，背

倚着山石。这是园主儿子读书、藏书的地方。楼前有一

小小的院落，种有一株梧桐树，茂密的枝干已斜出屋檐，

颇有些“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的意味。站在小院里

看此楼，上下都是木雕的窗扇和栏杆，古朴而冷清。

个园，最负盛名的要属花园四季假山。以假山堆叠

的精巧而出名。以石斗奇，透过春景后的园门两旁典雅

的一排漏窗，又可瞥见园内景色，楼台、花树映现其间，

引人入胜。进入园门向西拐，与春景相接的是一大片竹林，

茂密而幽深，呈现生机勃勃的春天景象。

走过春山，眼前看到绿树成荫，数株高大的广玉兰

和枫杨掩映着一座苍翠欲滴的太湖石假山，湖石色泽青

灰，飘逸俊秀，形姿多变，状若天上带雨的云朵。这就

是夏山。曲桥侧立一湖石，这是个园的镇园之宝。此石

修长飘逸，从下而上有三个近圆形的孔洞，看似月亮的

“月”字，遮去下面的孔洞，又极似汉字中的“丑”字。

作家贾平凹曾就石之“丑”而说：“石以丑为美，丑到

极处也就美到了极处。”这石中精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经过抱山楼的“一”字长廊，便是气势雄伟出自清

代大画家石涛之手笔的秋景。秋景用黄山石堆叠而成，

山势较高，面积也较大。整座山体峻峭凌云，显得壮丽

雄伟。进入山腹，如入大山之中，险奇之处随时可见。

沿腹道攀援而上，至山顶拂云亭，顿觉心胸开朗，满园

佳境，尽收眼底，正所谓秋山宜登者也。

最后是南墙之下的冬景，背靠高墙几乎终年不见阳

光，远远望去似积雪未消，地面用白石铺成。冬山用宣

石堆叠而成，石质晶莹雪白，每块石头几乎看不到棱角，

给人浑然而有起伏之感。造园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将

假山堆叠得如一群狮子，远观似一头头雪狮欢腾跳跃，

憨态可掬。   

 
盐商之食甲天下

个园餐饮中心，古韵典雅的扬州园林特色，灰砖灰

瓦铺就的屋顶，两处戗角高高地翘起，配以古铜色的门窗，

简洁的吊灯配上花纹的轮廓，厅内随处可见的花草植物，

摆放得恰到好处，木桌、木椅配之，颇有幽静典雅之感。

在此品味精致的盐商淮扬美食，无不是一种享受！

个园餐饮服务中心推出的《淮扬菜系盐商精致餐饮》

为主的“盐商家宴”、“盐商食盒”等系列饮食服务。

对传统的淮扬菜进行改良，口感更美味，菜式更富有新

意！是你了解淮扬美食的不二之选。

电话：0514-89795899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盐
阜东路 10 号个园东门出口处

Geyuan Garden to See All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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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宅门里感受“西风渐进” 
穿过小巷，沿着一条石板路缓步向汪氏小苑走去，

两旁民居依旧是以前的青砖。上面留有青苔，两侧是历

史沧桑的酒门楼或参差不齐的马头墙。漫步在路上，仿

佛是穿梭在古代和现代的扬州之间。

从外面看，汪氏小苑既没有醒目的朱门铜环，更没

有威风凛凛的石狮把门。看似普通人家的青砖黑瓦，直

到走进去，你才会发现，别有洞天的一处深宅大院。虽

名小苑，却给人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意境。青砖灰瓦下，

不由得放慢了脚步，静静地呼吸春的气息。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依壁而砌的砖雕“福祠”，这在

古代是大户人家早晚及婚丧喜庆时烧香敬神用的。小苑

的四角花园里，有一种各自成趣的效果，面积虽不大，

但都精巧玲珑。东南西北四角成园，住宅包厢其中，使

人如置身于大自然中。

秋嫮轩，是主人家小姐的住所。屏门后有两道门槛，

是指小姐们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中间是小苑

主人的卧室，此卧室是小苑中唯一的套房。陈列有当年

的一个小西洋的铁窗，脚安有四轮，至今仍可推动。东

面是春晖室，室内悬有一盏铜灯，别看这盏铜灯不起眼，

它可是德国著名工匠手工打造而成，世界上仅有两盏，

另外一盏在德国皇室内。

东纵的宅院，是小苑主人的十个儿子从海外归来后

翻建的，所以“西风”较浓。门是拉门，窗户格有木插槽。

东换玻璃，夏换纱窗，插销都是黄铜材质，百年未蚀。

就连浴室房里，地上铺有西洋的花砖，嵌入地面的浴盆，

墙上触手可及的肥皂洞，充满中西合璧的情调！

转入“小苑春深”，站在月门前东望小苑景色，石

峰崛起，古柏参天，石榴枝繁叶茂如盖。高耸青灰丝缝

云山式墙顶如游龙。西看小苑，曲廊幽榭，花厅书斋，

牡丹台上翠竹千竿，花木扶疏，书斋窗前，百年石榴老

干如龙蛇走。

江南老街上的风景
想要领略真正老扬州风情的精华所在，东关街是必

到之处。自大唐以来，东关街就是行人从东门进城的重

要通道，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扬州城里最具代

表性的一条老街。

一块块长条板石铺设而成的小路，这些板石不乏动

人的传说和沧桑的故事。沿着弯弯曲曲的街道蜿蜒前行，

两边是青砖黛瓦明清风格的建筑，市井繁华，商铺林立，

行当俱全，生意兴隆。   
走出几步，最先看到的是“剪纸铺”的黑字绿底字

牌匾。两侧高高悬挂着大红灯，相映成趣。“剪纸铺”

是真正的老店。公元前至汉代，扬州就流行“镂金作胜”。

剪纸艺术大师张永寿就曾在东关街一带沿街设点或“挑

担街卖”鞋花样。

东关街 381 号，四个炫目的烫金大字“大清盐号”

赫然显现。步入店内，正堂悬挂有盐宗像，东侧墙上用

图文展示着大清盐号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央陈列着用芦

毡围成的盐坨。里面盛放着腌制用盐，再现了盐号的历

史风貌。

扬州人生活悠闲，所谓“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

“皮包水”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喝茶”，东关街上久负

盛名的百年茶庄“绿杨春”。门口“吉地产金枝玉叶，

泰西通海客山商”店招为晚清最后的一位状元王景奇所

写。

著名的书法家李圣和挥笔而就的“四美酱园”。酱

菜是扬州最有名气的特产之一，“山珍海味名虽重，野

蔌园蔬味亦奇”。古老的店招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古

老的柜台、酱缸、门板足见这一老字号的历史积淀。

扬州自古出美女，“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

月初。”杜牧笔下的扬州女子不仅婀娜多姿！除了天生

丽质以外，略施粉黛也为她们增色不少。“天下香粉，

莫如扬州”。中国第一家化妆品谢馥春就诞生在此。店

里散发出悠悠的香气，沁人心脾。仿佛来自古代美人的

飘香遗韵。

一块块长条板石铺设而成的小路，这些板石不乏动人
的传说和沧桑的故事。沿着弯弯曲曲的街道蜿蜒前行，
两边是青砖黛瓦明清风格的建筑，市井繁华，商铺林

立，行当俱全，生意兴隆。

By the Entrance to 
Feel the “Progressive 
West Wind”

Scenery on Old Street 
in Jiangnan

右页图

上左图  东关街是扬州城里最
具有代表性的一条历史老街。
上右图  东关街上的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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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中洋溢着纯真的童趣
带着宝宝在扬州园林里逛逛。感受江南园林里小巧

玲珑的美，独有江南风韵的文人气息，古典中又不乏有

西方的时尚韵味。除了展现出巧夺天工的工匠技艺外，

最难得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宝宝们可以在这里认识

各种名贵的绿色植物，与鸟儿、鱼儿等动物们亲密的嬉戏。

体验拥抱自然的快乐，更要学会爱护自然环境。

Permeated with childishness 
in Yangzhou Gard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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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纳出行锦囊 开启健康无忧亲子游
夏日风和日丽的天气和暑期将至的欢乐气

息让亲子游再次成为父母们关注的焦点。有的父

母计划与孩子一起感受香港东西方文化碰撞出的

小世界，品粤式美食；有的父母选择与宝贝一起

在三亚晒太阳、吃海鲜，与椰林树影为伴；有的

父母偏爱扬州慢节奏生活，与孩子一起融入到扬

州早茶文化中，从早上开启一天的健康生活。

但相比于其他出行方式，亲子游出行则对

出行安全以及出行中孩子的衣食住行有更高的

要求，因此在打包出行物品方面，也是相当考

验父母的。在出游前，应根据路程远近、出游

天数、卫生条件等因素去准备得当的衣物，在

旅途中随时添加孩子的用品。

而带孩子出行每天不可或缺的一项任务或

许就是品尝美食。例如江南地区的扬州，风情

韵致正是每天清晨时刻便从袅袅茶香中开展。

扬州的点心是出了名的，不仅品类繁多，风味

也独特。扬州美食偏甜，往往更受孩子偏爱，

若不想因为贪吃美食而落得牙齿受损，就需要

在旅行中培养孩子良好生活作息和刷牙习惯。

旅行中给自己和孩子带上专用的电动牙刷

是清洁口腔的不二之选，电动牙刷因平时便是

自己用着习惯的物品，在清洁上也更得心应手。

飞利浦 Sonicare 系列声波震动牙刷的创新流

动洁力能够深入齿间清洁，并轻柔按摩牙龈，

改善牙龈健康。飞利浦 Sonicare 儿童声波震

动牙刷创新流动洁力能够深入齿间，全面清洁

乳牙，预防蛀牙。便捷的充电旅行盒和玻璃充

电杯在旅途中也能便捷实用。不惧怕牙齿“甜

蜜的负担”，方能让旅行来得更幸福。

飞利浦 Sonicare 钻石亮白系列声

波震动牙刷

推荐理由：创新流动洁力能够深入齿

间清洁，并轻柔按摩牙龈，改善牙龈健康，

焕白牙齿。便捷的充电旅行盒和玻璃充电

杯在旅途中也能便捷实用。

飞 利 浦 Sonicare For 

kids 全新儿童声波震动牙刷

推荐理由：创新流动洁力能

够深入齿间，全面清洁乳牙，预

防蛀牙。

亲子健康游

儿童出行洗护用品必备
1. 拖鞋
带上拖鞋，是方便孩子们在弄脏本身穿着
的鞋袜后可以替换。而且，有时候游玩时
会有戏水的地方，这时候拖鞋就成了必备
的了。

2. 湿纸巾
在夏季这种闷热的季节出行，带上湿纸巾，
更容易除汗，对孩子皮肤的伤害也能尽可
能降低。

3. 沐浴露、洗发水
选择清爽除汗型的沐浴产品，有助于消除
孩子的旅途疲劳，让孩子在旅行途中有一
个清爽的睡眠。

4. 毛巾、牙刷、漱口杯
带孩子出门的时候，面巾、牙具等个人物
品最好是自带，确保卫生。若在国外更需
注意，很多酒店是不提供牙具的，尤其对
于儿童来讲，即使旅店提供牙刷，在舒适
度上也无法和自用的相比。

5. 常用药品
在旅途中带些常用药品有备无患，例如风
油精、晕车或船的药、感冒药、眼药水、
肌肉酸痛喷雾、创可贴等。

Tips

欧舒丹繁花炫舞沐浴啫喱

pull-in 人字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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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齿锦囊 助你乐享亲子时光
没有美食的旅行是不完整的。但对于孩子而言，旅行中那些甜蜜的诱惑往往
会带来健康危机。在旅途中，舟车劳顿使得孩子的抵抗力下降，再加上各类
美食的诱惑，若疏于对孩子乳牙的清洁，则容易导致牙龈上火并带来牙疼的
风险。那么究竟该如何保护孩子的牙齿，如何守护孩子的口福呢？

牙医专家的净齿锦囊
乳牙掉了，还会长恒牙，所以乳牙不重要？

“拥有一口健康的乳牙将有助于消化、咀嚼，让宝宝摄取更多

的营养。因此，妈妈们一定要多加重视宝宝乳牙清洁。像我们家老

大目前正在换牙阶段，我就会对其乳牙清洁特别重视，并选择了飞

利浦 Sonicare 儿童专用的声波震动牙刷，独特的流动洁力能够彻

底清洁乳牙，高效清除牙菌斑，有效防止蛀牙。”

所谓的“六龄牙”是乳牙吗？

“六龄牙”是孩子在六岁前后萌出的第一恒磨牙，它对上、下

牙弓间的咬合关系以及颌骨的发育影响巨大。一旦六龄牙发生蛀牙，

不仅会降低牙齿的咀嚼功能，而且可能引起其它牙齿的移位，造成

咬合紊乱。对此，建议家长尽早重视六龄牙的清洁，为孩子选择合

适的牙刷并监督帮助孩子学习刷牙，飞利浦 Sonicare 儿童专用的

声波震动牙刷，其流动洁力不仅能够全面清洁乳牙，预防蛀牙。专

为儿童设计的刷毛材质和手柄设计也会让孩子刷牙时更加舒适，保

护娇嫩牙龈。

如何才能让孩子自觉刷牙？

“目前许多小孩不喜欢刷牙，也没有建立良好的刷牙习惯。其实要解

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是要让孩子爱上刷牙。比如我家儿子马上要进入换

牙阶段，我就提前给他选择儿童专用的飞利浦 Sonicare For kids 声波震

动牙刷，不仅仅是因为其声波震动技术能够高效净齿，更是因为它还拥有

智能计时器、趣味贴纸等附件，能够吸引孩子注意力，帮助养成科学刷牙

习惯。

飞利浦 Sonicare 儿童专用声波震动牙刷 高效净齿 5 大法宝

• 法宝 1：清除多达 75% 牙菌斑

独有的声波震动技术刷毛在每分钟 31,000 次震动频次的基础上，

加以结合 5.5 毫米刷毛的震动幅度，彻底清洁牙间隙等口腔清洁死角盲

区，相较手动牙刷，清除了多达 75% 的牙菌斑，有效防止蛀牙。

•法宝 2：超软刷毛 牙龈 0 损伤

超软刷毛材质适合儿童使用，橡胶刷头设计有效防止碰撞牙龈。

•法宝 3：专为宝贝度身定制

2 种刷牙力度满足不同刷牙需求，防滑手柄设计符合儿童使用需求。

•法宝 4：让宝贝渐进养成刷牙 2 分钟的好习惯

2 分钟智能计时器和 30 秒音乐提醒功能帮助孩子合理分配刷牙时

间，指导刷牙步骤。

•法宝 5：让刷牙变成一种乐趣

多达 8 款贴纸选择满足了孩子个性化的使用需要。

具有流动洁力的儿童声波震动牙刷，可彻底清洁乳牙，预防蛀牙

牙医专家

张嫣 房付春李建阳

上海黄浦区牙病防治

所门诊科主任，孩子

分别2岁和5岁

广州南方医院口

腔 医 院 主 治 医

师，孩子 4 岁

北京儿科研究所

科主任，孙辈 5

岁和 8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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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自古出美女”；有着两千五百年文明史的扬州，

其特殊的经济、文化、民俗和自然环境，养育了众多容

貌娇美、气质高雅、才艺双全的大家闺秀。

主题为《千秋粉黛》的演出，扬州美女演员演绎极

具扬州特色的扬州弹词、扬州评话、扬州木偶和轻歌曼舞，

表现扬州运河名城、花城、水城、月亮城特质。舞美灯

光和音乐营造着如梦如诗的飘渺意境，美轮美奂。以扬

州历史文化背景为节目串联，内容涉及扬州历史沿革、

古城保护和扬州美女文化、民俗文化、盐商文化、餐饮

文化，以及扬州画派、扬州诗词、扬州花卉盆景、扬州

工艺美术、扬州戏剧曲艺、扬州民歌等元素，让你在欣

赏精彩节目的同时，了解更多扬州。

“天下玉，扬州工”
“天下玉，扬州工”是称誉扬州玉雕工艺的精湛绝伦。

故宫里“大禹治水”等大量传世精品和北京奥运会奖牌“金

镶玉”都是出自扬州匠人之手。

扬州玉器厂是国家商务部命名的首批“中华老字号”

企业。产品种类十分丰富，有各种可供观赏陈设的炉瓶、

花卉、雀鸟、走兽、杂件和人物、佛像等工艺品及具有

实用价值的装饰品。多年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

创新，创作的产品构思新颖、造型优美、雕琢精美，形

成了秀丽典雅、玲珑剔透的艺术特色，在历次全国大型

玉器质量评比中，作品多次获奖，其经典之作：白玉《宝

塔炉》、碧玉山《石刻聚珍图》、白玉《五行塔》、白玉《大

千佛国图》被国家征集为珍品永久收藏。

茱萸花开正当时
在古城扬州的东北方，在流淌千年的运河旁，有一

座声名远扬的古港古镇——茱萸湾。

它是植物的海洋，动物的天堂。更是观赏大运河及

古运河的绝佳处，有景，有趣，更有情怀。

鹤鸣湖中动物们正在水中自由嬉戏，鸳鸯、水鸭、

黑颈白天鹅、黑天鹅、鹤、水鸭等和谐居住在一起。世

界上 15 种鹤类，在茱萸湾就能见到白鹤、灰鹤、丹顶鹤、

灰冠鹤、黑冠鹤、蓝鹤等 12 种。

茱萸林中的 2000 多棵高大的茱萸散发着旺盛的生

命活力，这里有山茱萸、吴茱萸、食茱萸等 10 个不同品

种的茱萸，那么多茱萸品种一次就能全都看到，让人惊艳。

林中有雪松、桂花、柿子树等植物，大片的雪松可以纳凉，

孩子们可以在林中捉迷藏、寻宝。

重九山居是一个雅致的亭子，隐藏在茱萸湾的静谧

处。坐在通透明朗的茶室中，品着香茗，聊着各种悠闲

的话题。宽大透明的玻璃窗外春色正浓，此时亭子周围

的杜鹃花盛放着，香气浓郁，妩媚又清幽，不仅花期长，

而且易于打理，只须一点阳光就会露出明艳的微笑。

沿着小径去往琼花园，沿途飘着阵阵花香，沁人心脾，

不妨闭上眼睛做个深呼吸。琼花每年阴历三月底四月初

开花，花朵洁白如玉，透着洁净纯朴。琼花是扬州人的

市花，而扬州琼花最美最盛之处在茱萸湾。

湾头是“几”字形，站在湾头眺望开阔的水域，左

侧是仍在发挥运输功能的京杭大运河，右侧是古意隽永

的古运河，交汇在这里，不动声色地守候着茱萸湾。茱

萸宝塔是京杭大运河（七河八岛区域）的制高点，既可

以在这里看运河风情，也可以在这里登高望远，特别是

每年的重阳节，更能重温古人插茱萸登高的习俗。 

The Right Season of Dogwood

Performance of Beauties in 
Fuyuan Garden                                                                           

千秋粉黛红颜痴
绝色佳人留馥园

" Jade Carving, Designed in 
Yangzh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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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古典园林之髓  赋予时代新魅力——扬州园林探访

家园林城市”，2004 年被评为省内唯一的“中国人居环

境奖”、“全国生态示范市”，2006 年荣膺“联合国人

居奖”。

扬州园林的保护与传承

如何做到传承与保护并重，扬州市园林管理局本着

对古建筑资源的保护、利用、管理、发展的原则，在市委、

市政府的领导下，花大力气保护、利用、发展传统园林

建筑资源。积极拓宽筹资渠道，采用政府拨款、专项资金、

单位自筹等方式，着力保护扬州园林历史遗存。其三大

措施缺一不可。

严格保护传统园林建筑及施工技艺。对现有的园林

设计、营造和修缮维护技艺进行系统的研究、总结，建

立健全现存扬州传统园林建筑的相关文字、图片、图像、

图纸等资料，将传统园林建筑技艺运用到新园林的建造

中。2014 年 12 月，国务院公布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扩展项目名录，扬州园林营造技艺

项目成功入选。

积极传承与保护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艺高超的工匠，

发挥他们的“传帮带”作用，培养新一代扬州传统园林

建筑人才。如扬州园林局的范续全先生便是其中的重要

代表，作为扬州传统园林营造技艺非遗市级传承人，他

身上肩负着新一代传承人的时代责任，那便是带着扬州

古典园林走出扬州，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将扬州古典

园林之美展现在世人面前。

对于传统园林，要有序开发和利用。树立“保护第一，

适度利用”的理念，发挥专业优势，加大对园林古建筑

的营造及修缮维护的工作力度，采用传统做法定期进行

维护，制定旅游高峰期传统园林游客控制措施，限制过

度使用。

中国著名的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说：“扬州园林综

合了南北的特色，自成一格，雄伟中寓明秀，得雅健之

致，借用文学上的一句话来说，真所谓‘健笔写柔情’了。

而堂庑廊亭的高敞挺拔，假山的沉厚苍古，花墙的玲珑

透漏，更是别处所不及。”扬州园林营造技艺一直得到

了很好的传承，如今已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成为扬州文化的重要载体。扬州人用心在维护其使命，

结合时代精神，赋予其新魅力。

扬州园林的特点

说起扬州园林的最大特点便是与住宅完美结合，两

者有分有合，不可孤立言之。建筑随园而设，布局灵活，

结构严谨，廊庑回绕，疏密有致。写意山水艺术思想是

中国园林艺术的主要精华和鲜明特征。营造宅园时，精

选材质，精工细作，不仅追求整体效果，而且在细微之

处亦极尽雕琢之能。复道回廊、花窗雕饰、磨砖对缝墙等，

无不表现出扬州造屋之工的精致，也已成为扬州文化的

重要特征之一。 

城市园林 用“绿”打上新时代印记

扬州自 2003 年创立国家园林城市以来，至 2014
年底，扬州市绿化覆盖总面积为 5914 万平方米，初步

形成了以“河、湖、城、园”为核心，以“古、绿、水、

文、秀”为特色，以古运河为城市景观视觉走廊，以城

市主次干道绿化为基本骨架，以景区、公园、广场、游

园为多元结合的城市绿化新格局。扬州市持续不断地开

展生态园林城市创建活动，着力打造城市形象，提升城

市内涵和品位。1998 年被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2002 年被评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2003 年被评为“国

扬州园林走向世界的典范
 
北京·中国园林博物馆    
泰国清迈·“中国唐园”   
德国斯图加特市·“清音园”
德国曼海姆市路易森公园·“多
景园”    
加拿大密西沙加市·中国城

扬州，1998年被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2002年被评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
范城市”、“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
2003年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2004年被评为
省内唯一的“中国人居环境奖”、“ 全国生态示范市”，

2006年荣膺“联合国人居奖”。

Tips

右页上图  泰国清迈“ 中国唐园”。

右页下图  扬州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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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瘦西湖而行尽收自然美景，或是走上古桥亭台、走
进园林花圃，品味历代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的诗画墨
宝。乘船游览，一路走过二十四桥、望春楼、熙春台、
五亭桥、亭台楼阁等，领略“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

楼台直到山”。



75・TRAVEL&LEISURE



76・TRAVEL&LEISURE

TRAVEL            | YangzhouS

瘦西湖，湖光山色柳如烟  
徐园，园门如望日的满月，门额上的“徐园”两字，

一楷书一草书，别有风味。外有曲水，内有池塘，花木竹石，

恰到好处，充分体现了江南园林的精巧风味。如此好景致，

很难想象它的主人是胡传魁式的草莽人物“徐老虎”。

如果瘦西湖是一个婀娜多姿的少女，那么五亭桥就

是少女身上那条华美的腰带。桥上建有极富南方特色的

五座风亭，挺拔秀丽的风亭就像五朵冉冉出水的莲花。

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这样评价：“中国最古老的桥是赵

州桥，最壮美的桥是卢沟桥，最具艺术美的桥就是扬州

的五亭桥。”

乘船游走于平静的湖面上，看两侧绿树成荫、百花

争艳，空中的柳絮跟随着行走的步伐在你身边轻舞飞扬；

在瘦西湖赏花，除春天里常开的桃花、迎春花、梨花等，

最有名的莫过于史书上赫赫有名的琼花。

四面环水的鹭岛，是每年白鹭迁徙的地方。古树参

天，几条通往小岛的小桥，也被人为地切断或放上了“游

人止步”的标识牌。人迹不能到达的地方，就成了白鹭

和其他鸟类的天堂，在岛上自由地飞翔、欢唱，人们也

可以隔着一条小河观望它们。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如今，

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洁白栏板上彩云追

月的浮雕，桥与水衔接处巧云状湖石堆叠，周围遍植馥

郁丹桂，使人随时看到云、水、花、月，体会到“二十四

桥明月夜”的妙境，遥想杜牧当年的风流佳话。

不远就是熙春台，船停岸而靠。独步上楼，依窗远眺，

远处的古桥亭台，盐商宅院、葱郁树木，游走在湖面或

停靠在岸边的船只。纵观美景，尽览无遗！迎面凉风习习，

令人神清气爽。围坐在古色古香的圆桌前，屏风后身着

紫色清代服装的玉人正在缓缓地弹起《茉莉花》。一个

个优美的音符随着女孩纤细灵巧的手指流淌出来，如涟

涟湖水在心中轻柔地荡漾。

万花园是近些年瘦西湖新辟出的景区，园内以各色

花卉为主，计有桃花、海棠、琼花、春梅、绣球花、郁

金香以及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鲜花。步入园内，只见花团

锦簇，姹紫嫣红，争奇斗艳，香气扑鼻，花不醉人人自醉。

走在前往观月亭的僻静小路上，清晰听见自己前行

的脚步声。书房内部陈列着清代的红木家具，雕刻月圆

之时所看到的、所吃到的东西，有鸳鸯、荷花、月饼、

美酒等等，坐坐造型独特八角太师椅，清凉之意怡人心

扉！向窗外望去，缓缓流动的湖面与窗平行。不时传来

鸟儿清脆的啼叫声。打开窗户，窗外的桂花香、屋内的

茶香、酒香，扑面而来。坐在书房内，邀上三五好友，

听一曲古筝，喝喝茶，聊聊天，岂不乐哉！

Beautiful Slender West Lake



77・TRAVEL&LEISURE

“熙春台”相传是扬州盐商为清代皇帝祝寿的地方。
为给皇帝祝寿，花费万金建筑如此金碧辉煌的楼台，
可见当年扬州盐商的富有。然而，它的宏伟的气势、
精巧的结构， 却又显示了扬州园林无穷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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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寺，觅心灵的栖息地 
相传大唐年间，有两个相隔 120 年的偷渡和尚很奇

葩。他们一个向西、一个向东。向西的和尚远涉万里去

天竺取经，向东的和尚远渡重洋到扶桑传教。向西的就

是玄奘和尚，向东的则是鉴真和尚。尽管几百年过去了，

大明寺依然以鉴真和尚为荣，里面鉴真和尚纪念馆是很

多人慕名而来的地方。

寺庙是一个让人放下浮躁、回归本我的地方，沿着

数百级舒缓石阶登上大明寺前，每一步，像是经历着一

次心灵的洗礼。高大葱翠的古树下，孕育而生“大明寺”

三字，刚劲有力娟秀得体，镶刻在黄墙正门之上，显得

格外庄严。反而是旁边一棵螺旋状树纹的小树，一圈圈

如麻花般，很是奇特。

大明寺里最壮观的当属栖灵塔了，塔高 9 级。楼阁

式的方形塔楼。登塔而上，纵然有古人登高望远之感。

无限延伸的视野把远景尽收眼底，近处瘦西湖一览无余，

蜀冈风景区被绿色环抱着，远处的都市高楼若隐若现，

宛如一幅长篇灵动的画卷呈现在眼前。

平山堂的确是个幽静的地方，也是个驰目骋怀的好

地方。堂前花木扶疏，庭院幽静，凭栏远眺江南诸山，

刚好与视线平行。回想当年欧阳先生在此举行游宴，以

诗传情，以文会友，演绎出多少风流韵事。欧阳先生虽

在扬州任职不长，但推出的新政让扬州展现出一片政通

人和的气象，所以深受民众的爱戴，特为他建立了欧阳祠。

大明寺里最具扬州园林特色的就是西园了。园里茂

密的古木参天，由石头堆叠形态各异的假山，团团围住

一池清水，远处亭榭典雅，湖中有天下第五泉。据唐人

张又新《煎茶水记》所载，这里的泉水在当时被品评为

天下第五。时至今日，游历大明寺，品饮天下第五泉也

是必不可少的。

Seeking  Spiritual Sanctuary 
in Daming Temple

牌楼为纪念栖灵塔和栖灵寺而
建，四柱三楹，下砌石础，仰如
华盖。中门之上面南有篆书“栖
灵遗址”四字，为清光绪年间
盐运使姚煜手书，字体雄美。



感受“清芬正气”
朱自清故居建于清代，是扬州典型的三合院，薄砖

细瓦构建的门堂、天井、厢房，清漆修饰的窗栏、案几、

条桌、橱柜、大床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朱自清家庭生活的

场景，也处处展现着极具文人气息的清贫之居。

走进院里，客座大门上，迎面高挂着江泽民所提朱

自清故居匾额，红底金字极为耀眼，穿过大门堂，右拐

有一六角门，进门便是客座。客座窗明几净，装修极为

质朴。卧室内面南仅放一张床，床前窗沿下放一张书桌，

上放有文房四宝，其中尤以蓝花笔洗为珍贵。想必当年

先生穿一布衣大褂端坐在此撰写佳作。

西厢房西墙外有一棵楝树，树高屋上两丈多，树冠

如雨伞般打开。两棵紫藤缠绕其上，为极其少见的变异

紫藤，白色花开正浓。一串一串伴着楝树的碧绿，相互

层叠，好看极了；当紫藤花谢，楝树本身又开满一蓬蓬

紫罗兰色的花，浓郁的花香味，弥漫整个小园。

泛舟古运河 忆繁华过往
没有古运河，就没有昨日繁华的扬州城。清澈的河

水，缓缓穿城而过，沿岸古迹林立，从长江入口处开始，

沿岸有瓜洲古渡、全国名刹高旻寺 、盛唐海上丝绸之路

的渡口扬子津、鉴真东渡码头宝塔湾、伊斯兰宗教名胜

普哈丁墓、新老运河的分水岭茱萸湾等。

夜晚的古运河是浪漫而安逸的，它虽没有大都市的

繁华喧嚣，却足以让人恋恋不舍。码头、桥头堡或桥栏杆、

桥洞，上下里外，全是七色流彩；运河的东岸，五彩的

光柱分层次地投射到河道、岸堤、杨柳、城市建筑上，

城市、公园被点缀成花海灯火的海洋，让人流连忘返！

沿着古运河缓缓前行，穿越时光的隧道，从春秋、

两汉、隋唐到宋元、明清，感受到扬州深厚的文化底蕴。

古运河沿岸不仅有古迹散落其间，街市的繁华景象、两

岸的民俗文化、市民的生活和运河本身犹如《清明上河图》

的长幅画卷，展示于人们面前。

上图  正厅内朱自清先生的塑像。

下图  古运河扬州段是整个运河
中最古老的一段。现在扬州境
内的运河与 2000 多年前的古
邗沟路线大部分吻合，与隋炀
帝开凿的运河则完全契合，从
瓜洲至宝应全长 125 公里。



80・TRAVEL&LEISURE

TRAVEL            | YangzhouS

专访扬州旅游局局长王明宏先生 
作为中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中国首批 24 座历史文

化名城之一、中国十大休闲城市、全国文明城市，扬州

是一座古城风貌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古城。老城区东关

街 2010 年被国家文化部授予“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

称号。

扬州是中国独一无二的“运河城”。扬州现已开通

古运河水上游，串起沿岸南门遗址、康山园、卢氏盐商

住宅、吴道台宅第、东关古渡等一批历史文化遗迹，“到

北京看长城，到扬州看运河”已成为海内外众多游客的

最佳选择。

扬州是一座精致秀美的园林城市。5A 级景区——蜀

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是目前全国唯一的“国家文化旅

游示范区”。名列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个园是扬州城市

园林的经典作品。中国晚清第一名园——何园以回廊复

道的精妙架构著称。此外，汪氏小苑、吴道台宅第等一

大批盐商住宅，处处彰显了盐商文化的精髓。

中国四大菜系之一的淮扬菜、闻名世界的扬州炒饭

就源自扬州。“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是扬州人最

典型的休闲生活方式。此外，长乐客栈、瘦西湖温泉度

假村、高尔夫球场、扬州 1912 街区等一系列高端休闲产

品的出现，使扬州两度入选中国十大休闲城市。以汽摩

马业文化活动和现代绿色生态农庄为一体的“青马车寨”

项目成为全国首创。

如果说诗人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是天然偶成

的扬州旅游宣传口号，而巴拿马驻华首席代表莫福杰的

“Find China in YangZhou（在扬州，感受中国）”则

是将扬州旅游推向世界的又一新名片。凭借着得天独厚

的资源优势，扬州将旅游业定位为永久性基本产业，立

足“大旅游”发展格局，高起点规划、全方位谋划，以

时代的眼光审视旅游业发展，以创新的举措推进世界旅

游名城建设，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从传统观光型向休闲

度假型转变，从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转变，从“门票经济”

向“产业经济”转变。

本页图  扬州双博馆，由扬州中
国雕版印刷博物馆、扬州博物
馆新馆组成。位于扬州新城西
区，自然风光迷人的明月湖西
侧，与扬州国际展览中心隔湖相
望。双博馆的建筑外形充分体
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建筑
与自然交融合一的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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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港湾的舒适下榻
“维景”的原意是“维多利亚港湾风景”，延伸为

“维系真情、景致倾心”的涵义。英文 Metropark 融合

了 Metropolitan 和 Park 两个词而得，寓意“都市中的

花园”，所追求的繁华中的宁静和工作之外的悠闲的意境。

 穿过维多利亚风情的大厅，回到满是古色古香韵味

的客房。干净舒适的客房环境，顿时让人的身心放松了

下来。进房不久，就收到服务员送来的欢迎茶及两块扬

州特产的牛皮糖，还有手写的欢迎词，让人倍感温馨。

扬州京华维景酒店位于扬州市中心，是城市地标性

商旅贴士：扬州京华维景酒店
位于扬州市中心——文昌商
圈；步行至市中心最繁华地段
仅需要 10 分钟。离文昌阁、
四望亭步行 5 分钟，距离瘦
西湖、个园、东关街等景点也
非常近。
电话：0514-87322888
地址：江苏扬州市维扬区邗江
区文昌中路 559 号

建筑。楼顶上可以俯瞰扬州城全景。酒店内高雅宽敞的

设计，休闲康乐设施齐全，高级正宗淮扬美食及多功能

宴会厅等。拥有全空气调节标准及豪华套房。其中 14 楼

为无烟楼层，15-16 楼设有行政楼层，客房内备有中央

控制空气调节系统，液晶电视机可接收 CNN、NHK、凤

凰卫视等卫星频道。

在酒店内的唐宫酒楼可以品尝到正宗淮扬美馔和精

巧的粤式佳肴；咖啡室可以吃到别致西餐及亚洲美食。

另外还设有夜总会，行政楼层附设 17 楼京华会所，配备

商务中心、会议室、茶室等。京华厅还可以举办中、西

式宴会、酒会及各类大小型会议，是商务之旅的理想佳所。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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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凯莎华美达广场酒店
电话：0514-87800000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文昌中路
318 号

扬州凯莎华美达广场酒店 古城古运河古街旁的完美下榻
可提供欧美风格的西式菜肴，海鲜自助及本地特色菜肴。

菜肴各具特色，一应俱全，是举行各酒会、宴席、冷餐

会的理想场所。在恬静与舒适中享受世界。

对于商务人士来说；功能齐全的多功能厅、会议室、

豪华接见室都配有的高端会议的音响、影像、  宽带上网

及有效隔音设施和系统等一系列的配套设施，一并俱全。

完全不必有后顾之忧！

为了酒店的发展需要，创建了华美轩画廊，定期会

举办各位书画家的书画展，提升酒店文化品位。悠闲之

余可以去华美轩转转，欣赏一下当代画家的画作，是一

个放松自己，陶冶情操的好去处。

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扬州古城，古典韵味与现代都市

感的完美融合。在这里下榻也是一种享受，西依扬州古

运河的扬州华美达广场酒店是个不错的选择，真正意义

上的临水景观酒店。按五星级标准建造的同时，深入地

融合了扬州的独特风韵与情怀。无论是商务办公、还是

休闲旅游，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入住体验。

下扬州，淮扬菜一定要尝的。扬州华美达广场酒店

三楼南侧越溪中餐厅就能满足你的味蕾，不仅有正宗的

淮扬菜，还有粤菜以及酒店的私房菜可供选择。其中豪

华多功能宴会厅还可承接大型婚宴、寿宴，豪华包间可

接待不同需求的商务宴请。酒店三楼北的肯奈尔西餐厅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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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商务办公，还是旅行游玩，我们都会提供相应的线

路指导，让宾客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致力于时刻为

每一位顾客带来悉心周到的呵护体验。“凯莎”在意大

利语中，是家的意思。家人回到家里来，就应该受到家

人式贴心的周到服务。

企业文化建设方面，酒店每年都会组织员工参加各

种爱心公益和募捐活动，像植树节、马拉松等活动都会

参与。另外还会带社区老年人对酒店进行参观，品尝美食，

宣讲华美达的企业文化，让更多的人深入了解华美达。

对于酒店来说，2015 年是“变”的一年，在新常态、

新形势下，酒店也在“变”中求生存。适应国内政策的调整。

让每个人在群体中发挥最大的作用，使酒店越来越完善，

争取带给每位客人一个愉悦的入住体验！

扬州初印象

没来扬州之前，印象中它是一个繁华、人文荟萃的

古城。直到 2010 年第一次来到扬州，就喜欢上了这里

的景色。作为苏州人，难免对扬州会有一种亲切感。一

个江南，一个江北，城市形象和文化异曲同工之妙，就

像是姐妹一般。

“做酒店，是我最大的快乐，一做就是 30 多年了，

主要是喜欢酒店这样一个有文化、有品位、有意义的行业，

做成功的酒店人是属于坚持者的。做任何行业都需要去

适应，从熟悉到熟知，最后到热爱这个行业。” —— 陆

国才

古运河畔的扬州凯莎华美达广场酒店

扬州凯莎华美达广场酒店是率先进驻扬州的第一家

国际品牌酒店，2010 年进入扬州市场时起到了先驱的作

用，同时也让其他的酒店投资者看到了前景。品牌推广、

团队建设、经营策略、企业文化等，对内制定各项完善

的规章制度和营销考核方案，让各种营销活动，主动置

身于市场中；对外利用华美达品牌效益，加强酒店影响

力度，增加客源；从开业至今已顺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

发展计划。在这五年中，在扬州酒店业中树立了优良的

口碑，酒店宾客入住率一直居于扬州旅游行业高星级酒

店首位。

“将余下的事交给我们”，是我们扬州凯莎华美达

广场酒店的服务口号。准备就绪，提前预测，亲切沟通，

全面了解，保持愉快和心怀感激是华美达的服务承诺。

专访扬州凯莎华美达广场酒店总经理陆国才先生扬州凯莎华美达广场酒
店总经理陆国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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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扬州皇冠假日酒店总经理赵嘉虹

服务效果达到最大化。

杰出的酒店，是客人的挚爱。我们的愿景是通过创

建“客人挚爱的杰出酒店”，成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公司

之一。通过我们喜爱的品牌酒店组合、优秀的员工和一

流的交付系统实现我们的愿景。承诺认真负责地做好每

一件事情。让客人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关怀。很多时候他

们在意的不是星级，而是自身的体验。在如今网络社会

如此发达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是自媒体的传播渠道。我

们的所有表现都是被大众监督的。从而促使我们做地更

好，注重每一个细节。因为每一个好的评论都是对我们

最好的认可！做酒店品牌就像在养小孩，不断地去呵护

它、培养它、陪伴它一起成长。为了让它足够健康和优秀！

需要一直不断地努力和付出！

扬州初印象

印象中的扬州是一座古老而有韵味的城市，人们的

生活节奏都是悠闲的慢生活，是抗日战争时期，唯一没

有被破坏，保持着原有风貌的古老城市。

专访扬州皇冠假日酒店总经理赵嘉虹先生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阶段，不变的是初衷”

赵嘉虹先生是香港人，多年来一直从事酒店行业。

从瑞士攻读酒店管理后，先是在当地工作，直到 1986 年

被调回香港。于2014年底，来到扬州这座古城。他说：“从

业这么多年，每年都会有很多的变化，然而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阶段，收获的是不同的体验和分享。”

“品质中体验舒适度假”扬州皇冠假日酒店

在皇冠假日酒店里，我们确保客人在商务旅行时轻

松掌控取得成功所需的一切。提供全方位的综合会议设

施及专业的皇冠会务支持团队。无论是大型会议、庆典

活动、讲座，抑或是家庭聚会、婚礼宴请，专业的统筹

团队全程为客人提供“一站式”会务服务和活动解决方案，

实现客人所有的会务需求。 
酒店特推出安枕无忧的“安睡之选”。通过不同的

客人习惯提供各种不同睡姿的枕头可供选择。为给客人

营造一个高质量睡眠品质的环境。还有专业贴心的商务

服务确保客人随时都可以得到优质的服务，尽可能地把

左图  扬州皇冠假日酒店
户外草坪婚礼场地。

右图  扬州皇冠假日酒店
总经理赵嘉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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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皇冠假日酒店 枕古运河而眠
定制的安睡之选。先进卓越的会务场所，融汇中西美食

精华的餐厅，完善的商务支持服务，以及多样化的休闲

服务。高端大气的 1050 平方米酒店大宴会厅，可容纳

700 位宾客参加宴会。    

 去晴云轩中餐厅来几道地道的淮扬菜，或是去滨海

全日餐厅品尝自助餐、中餐、西餐等。最值得期待的是

即将开业的马可波罗意大利餐厅，将由意大利籍大厨掌

勺，会推出正宗的意餐和西餐。在运河吧、阿罗玛红酒

雪茄吧感受奢华惬意之享；行政酒廊专为行政楼层提供

专属服务等；室内游泳池、健身中心和水疗可以让人缓

解疲惫，舒缓身心。

这里还有京杭大运河唯一户外草坪婚礼场地，可以

体验到个性化婚礼定制服务。无论是举办私密的小型婚

礼，还是盛大的欧式婚礼，量身打造不同主题的浪漫婚礼，

让每一个婚礼成为每对新人的唯一专属！ 

游览了一天的扬州美景，下榻扬州皇冠假日酒店。

穿过充满古典韵味的大堂，来到温馨舒适房间，房间里

缓缓地播放着《回家》的音乐。但不急着睡去，驻足窗前，

俯瞰这灯火辉煌的大运河湖光美景。宛如系在西子姑娘

玉脖上的项链，流光溢彩，美丽动人，却承载了多少历

史变迁和悲欢离合，仿佛只有那船夫一直穿梭于历史的

长河中，从未变过。

酒店因紧靠京杭大运河，整体建筑外观呈现出流线

型的线条，恍如运河中的层层波浪，颇有动感。随处可

见的扬州古韵元素，酒店外三位曾为六下江南隋炀帝拉

纤的船娘们，穿越到这里。酒店内的仕女雕塑，灵感来

源于二十四桥明月夜，与瘦西湖的二十四桥相呼应。扬

州自古出美女、才女，文人墨客更是数不胜数。四座雕

塑以吹拉弹唱的造型示人，仿佛会联想到当年扬州一片

繁华盛世，歌舞升平。  
酒店拥有 310 间时尚清新的客房，更提供了个性化

扬州皇冠假日酒店
电话：0514-8720 0000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
昌东路 3 号

Tips

上图  扬州皇冠假日酒店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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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 舌尖上的人间食府
有着 2500 年历史的扬州是一座天然的人间食府。

走进它，你就嗅到了扑面而来的美食芳香。在扬州，吃

不仅是一种嗜好，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对于扬州人来说；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便是

精彩的一天。就像那些动人的故事，听过千遍也不曾厌倦。

来鹤台富春酒楼 扬州正宗“皮包水”

每天清晨，江南水乡的风情韵致就在这袅袅的茶香

中展开。来到来鹤台富春酒楼，泡上一壶茶，端上一碟

干丝和几道点心。让美味的扬州从扬州早茶唤醒味蕾开

始。

来鹤台酒楼点心可是出了名的，品类繁多，风味独特。

有“天下第一品”三丁包子，“扬州双绝”的千层油糕、

翡翠烧麦等尤为著名。吃的手法也颇为讲究。比如吃富

春汤包时，是要按着口诀一步一步来的，“轻轻移、慢

慢提、先开窗、后喝汤，最后一扫光”。当年江泽民主

席陪同金日成访问扬州时，都对这口诀谙熟于心。更有

老外戏言：吸包在面皮里的热可乐。

来鹤台富春酒楼，魁龙珠茶一定是要品的。老板潘

先生专门研究“魁龙珠”茶的配制工艺，在老配方上适

当微调，使富春“魁龙珠”的口感更加完美。

Tips
扬州来鹤台富春酒楼
电话：0514-87781777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昌西路 316 号 ( 来鹤台广场西侧 )

枝上泉 “枝上三百年 养生一品泉”

扬州人很会洗澡，很懂洗澡，很爱洗澡，早上皮包

水，晚上水包皮。上千年以来延续至今，洗出独具特色

的扬州沐浴文化。作为扬州洗浴文化传承者的“枝上泉”，

已历经了 300 多年的历史，从小澡堂做到扬州沐浴文化

传承的领军者。

在继承了传统的沐浴文化的同时，又融入现代的科

技，是一家集沐浴、足道、客房、棋牌、简餐、茶吧于

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场所。高大大方的欧式装修风格，温

馨浪漫的主题氛围，技艺精湛的大师团队，是商务洽谈、

朋友聚会的最佳场所。毛里求斯的总统夫妇曾多次前来

体验。

Tips
扬州市枝上泉沐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0514-87751999
地址：江苏省扬州兴城西路 1 号

丽岛台湾主题餐厅

走进丽岛餐厅，店内原生态的环境，让人感觉仿佛

走进了花园一般。干净整洁的桌椅和温馨的灯光，摆放

得恰到好处的绿色植物，更是给顾客营造了一个清新的

就餐环境。美味的特色菜肴更是让长途跋涉的客人倍感

温馨。菜系以台湾风味餐饮为主，以淮扬菜为辅。台湾

菜因口味清淡而闻名，淮扬菜则以清鲜平和而著称。丽

岛餐厅里不但有特色的台湾美食和小吃，更有淮扬菜、

川菜和粤菜等多种菜系的经典菜肴。

说起丽岛餐厅的老板许晖，在扬州餐饮行业也是小

有名气。曾获得扬州市商校杯中式烹调特金奖、江都市

服务业“三把刀”技能大赛大奖等各种奖项，使丽岛餐

厅菜肴品质有了更坚实的保证。

Tips
扬州丽岛台湾主题餐厅
电话：0514-87591517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京华城路 168 号京华城 5 楼

BLU 西餐厅

BLU 充满小资情调的装饰，开放式的厨房，可以亲

眼观看到制作过程。对于一个注重卡座质量的人，这里

无疑是极好的选择。皮座很软，整个人深陷下去，以最

舒服的姿势静享午后悠闲的时光。

BLU 牛排，精选澳洲牛排，火山石炭烤至三成熟度，

淋上纯牛肉调出的原汁，香满四溢，刀口划过焦褐色的

牛排，绽放出粉红色的诱人色泽。香煎挪威三文鱼，三

文鱼在挪威海上游过一道道浓墨重彩，从维京时代到千

禧年后，金华色的外表滋漫鱼香，包裹的粉红色鲜肉是

北欧味道。

不得不提的还有 BLU 咖啡，选用世界第一品牌的

illy 的百分百 Arabica 咖啡豆，经过 La-Marzocco 咖啡

机从研磨、煮到泡制。有人说咖啡是瘾，是生活，是品位，

更是态度。夜晚还会有菲律宾乐队的驻场，摇滚飞扬的

激情，Pop 的轻快明亮和 jazz 的缓慢悠扬为这个安静的

城市增添一抹色彩。

Tips
扬州 BLU 西餐厅
电话： 0514-82077277
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大虹桥路虹桥坊 18 号

The Earthly Restaurant
Yangzhou

右页图说顺时针  来鹤台富春酒
楼；丽岛台湾主题餐厅；乾隆皇
帝六下江南，每次来扬州都住天
宁寺。寺庙里有一口井泉水甘冽 ,
泡茶、沐浴、洗澡都相宜。乾隆
皇帝享用过后龙颜大悦，御笔题
写“枝上泉”；BLU 西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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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千年
の

味道

镇江俨然是一座适宜漫步
和闲思的城市，踱步于那些
静寂的历史古街，游离在那
些神话故事中，感受着岁月的
流逝，恍如穿越回去，自是别

有一番滋味。

镇江 

Zhenjiang-a City 
that Leads You to 
Feel an Ancient 

Flavor

文  CiCi  图  王珍亮

Zhenjiang is a city that suit for 
ramble and leisure thinking. You 
can pace among the quiet and still 
historical streets, dissociate in those 
fairytales, and feel the elapse of the 
years. You will feel like you are passing 
through the years and coma back to ancient 
times, and it is somewhat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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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 说不完的故事
有人说“到了镇江不去金山，等于没到过镇江”，

很多人知道金山寺是电视剧《白蛇传》中的水漫金山。

山上每一个古迹，都有一段动人的神话和传说。如：白

娘子水漫金山寺，法海开山得金勇斗白蟒，梁红玉击鼓

抗金兵，岳飞金山寺详梦，苏东坡妙高台赏月起舞等等，

都使金山寺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令人回味无穷。

举目望去，金山寺依山而建，只见金碧辉煌的寺院

建筑群和高耸入云的慈寿塔。见寺，见塔，不见山，怪

不得人称“金山寺裹山”，与“焦山山裹寺”成鲜明对比。

前方宝塔坝田畴似海，村落历历。

走进大门，豁然开朗，左侧有一潭绿水，紫藤，画

船成列。绿波之上有座金泉桥，可通往有“天下第二泉”

美称的中冷泉。从山脚到山顶，殿宇楼堂接幢相衔而上，

寺裹山秀，塔拔山高，山为寺增添了气势，寺为山平添

了禅意。

寺前的小道上，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点点樱花不

时飘落下来。忽闻紫气东来 , 原来是紫藤花开。紫藤花婉

转地抽出了花苞，像一串串铃铛，在微风中摇曳。被龙

包围起来的“江天禅寺”四个大字已在眼前。迎面是弥

陀佛，笑脸相迎，弥陀后面是韦驮。登上寺院高处的慈

寿塔，登临俯视，长江浩瀚。

天王殿形似宫殿，独自依靠山崖之下。殿当中供着

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两侧是四大天王，亦称四大金刚。

天王殿后是重檐歇山巍峨壮观的大雄宝殿。大殿正中是

释迦牟尼佛、药师佛和阿弥陀佛 3 尊金身佛像，西壁是

十八罗汉，左右阁楼上坐着 56 天尊。

还有夕照阁、观音阁与随之相连的妙高台、楞伽台，

北有慈寿塔、法海洞等，加上亭台楼阁，小河曲桥，湖

上泛舟，奇花异草，绿树成荫，泉水叮咚，点缀其间，

风景极其优美。金山，这座看似娇小柔弱的小山，却承

载着多少年的陈旧往事，就像饱读诗书的才子一般，吸

引着无数游人前来。当你真正游览过金山之后，便会明

白其中的奥秘。

The Golden Mountain- 
Countless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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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固山 寻味三国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多少人因为喜欢辛

弃疾的诗词，而对北固山情有独钟。北国山上，随处可

见三国故事里的踪迹。甘露寺刘备招亲，刘备孙权挥剑

劈石，孙夫人投江等故事均发生在此。也正因为这些故

事与神话，吸引着无数世人纷纷远道而来。

北固山虽不高，所有的景都真真切切地在山上。背

倚靠长江，雄壮而险要。从山脚沿着“东吴古道”缓缓上行，

随处可见由大石块筑成的古韵城墙，石墙上端由灰砖砌

成垛口，这段古迹就是三国时期孙权所建的铁瓮城的城

墙。

穿过灰瓦白墙的四门双层小亭“清晖亭”，经过北

宋年间所建的卫公铁塔，走进约二十米长的红漆木质长

廊，抬头可见甘露寺的高大灰墙，三国时期的气息扑面

而来，“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从“甘露寺刘备东吴招亲”，到东吴“赔了夫人又

折兵”，故事脍炙人口，传为千古佳话。如今的甘露寺

依旧屹立在北峰之

巅，寺内有大殿、老

君殿、观音殿和江声

阁等建筑，古树参天，

郁郁葱葱，形成了颇

有活力的“寺冠山”

特色。康熙、乾隆二帝曾在此建过行宫，并留有御碑。

甘露寺背后临江，东南角绝壁处有凌云亭。传说是

孙夫人为刘备殉情的地方。向西方看去，有一座画梁飞

檐楼阁，便是多景楼。这里是孙夫人出嫁之前梳妆的地方。

回廊四面全是景，沿着走廊设有一行春秋椅，临江而坐，

只觉江风扑面，气息强劲而清新，山光水色，都在眼里。

凭栏环顾，江山风景如画。

是非成败转头空，浪花淘尽英雄。说不尽的历史沧桑，

道不完的感慨浩叹，仿佛千年的历史就在眼前，千古兴

亡多少事，已随长江滚滚逝。  

Beigu Mountain - Searching 
the Three Countries in 
Ancien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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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津渡  一眼望千年
西津渡是个素雅的古街美人。青石板古街，那翘檐

飞阁，那宛如瀑布般自墙头垂下的爬山虎，那随风摇摆

舞动的大红灯笼，不经意间闪现的格子窗、拱门、石桥，

无不诉说它的清丽和雅致。抬头见身旁的石墙上写着：

一眼看千年。宛如一阵历史的回声。

顺着“五十三坡”的五十三级台阶向上，进入古街，

宁静古朴的建筑林立、斑驳整齐的石板铺路、三三两两

的行人，使你不时有种穿越之感。那些散落在古街上的

商户与店家，如往常一般生活着、工作着，似乎全然不

会被我们打扰似的。旧书摊、古玩店、小餐馆、老醋行，

甚至还有些颇为小资的店面，都已成为了西津渡古街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穿梭在古代与现代，却又衔接得恰如

其分！

西津渡静谧恬淡、意韵深远，元代的昭关石塔在历

经百年风雨依然挺立如故。这样的过街塔在全国所存不

多，元代的就更少。完整的元代过街塔仅有西津渡的昭

关石塔一处，甚为珍贵。按照佛教的解释，塔就是佛，

所以从塔下的券门经过就是“礼佛”。游人都会以此寄

予美好的愿望！

待渡亭，为当时京江二十四景之一。是元明清时期

的过江码头。有这样一句诗：“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

州。”当时古西津渡街是人们去金山、扬州的必经之路。

也是古人迎来送往或者小憩避雨等待摆渡的场所。传说

当年乾隆皇帝也曾经在这座待渡亭里停留。意大利探险

家马可·波罗曾在此登船上岸。 

西津渡不仅有历史的味道，生活的味道，还有镇江

文化的味道。青石路面，铺就的是一段跨越千年的历史，

而透过“一眼看千年”的玻璃罩，那千年历史，真实地

再现在你面前。那错落有致的两层小楼，那翘阁飞檐，

那窗上的雕花，那斑驳的柜台，那杉木的十板门，无不

向我们娓娓诉说着“千年古渡，千年老街”的沧桑。

Xijindu Ancient Street--Looking 
Through a  Thousand Years’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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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了千年的味道
相传，镇江的香醋是酒圣杜康的儿子黑塔发明的，

镇江的香醋在当地的特色食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以“肴、

点、面”驰名。镇江人煮这些菜肴时，多以镇江醋蘸滴浇淋，

酸而味鲜 , 香而微甜 , 尤其是在吃大闸蟹时，蘸上加入姜

丝的镇江香醋，不仅味美色香，还可以中和蟹的寒性。

走进博物馆大门，一组从恒顺中山西路老厂区搬迁

过来的食醋主题雕塑矗立在广场东部，似乎在静静述说

着镇江制醋人为镇江醋业繁荣而默默探索、追求的奋斗

历程。在醋史馆，一座仿上世纪 70 年代镇江恒顺酱醋厂

的老厂门建筑，唤起人们亲切的记忆。

在老作坊里，游人既可领略到民国时期镇江醋厂的

造醋场景，又可探寻到电视剧《血色沉香》里的众多元素。

陈列馆里布展了包括恒顺、山西、山东等地，以及来自

美国、日本、德国等 10 多个国家的数百个醋产品。

馆内还有很多可参与性活动：如推石碾子、投币品

醋、中国十大名醋触摸屏、镇江香醋触摸屏、翻醋醅体

验、独轮手推车、《血色沉香》主演之硅胶人像展示、

醋浴、品手工醋等，另设两个放映厅各循环播放央视“探

索与发现”镇江篇和企业宣传片，沿途 9 台视频循环播

放醋养生故事、醋酸菌知识、中国醋、世界醋、电视剧《血

色沉香》非物质文化遗产、醋文化博物馆宣传片等。

镇江醋文化博物馆
 江苏镇江丹徒新城广园路 66

号（恒顺工业园隔壁）

Tips

Taste of Sour with a Thousand Year



镇江口福居火锅店
 0511-85018799

 江 苏 省镇江市京口区大西

路如意江南余福里 1 号楼 2
楼 

Tips

清迈人家泰国餐厅
清迈人家是一家泰国餐厅，热带自然之美和浓郁的

泰国民族特色，鲜艳的色彩是泰式装修风格的一贯作风。

主厨有着多年的经验。泰国菜注重调味，辛香甘鲜，口

味浓重，别具一格，而各种风味蘸料的泰国美食，更是

多重滋味。伴着白象流水，充满泰式风情环境，独具特

色的风扇灯饰，充满慈悲故事的墙面艺术画，是一种全

身心的泰式美食体验。新鲜的水果、蔬菜和海鲜，在菜

品中运用甚多，看着就有垂涎欲滴的感觉。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泰国的菠萝饭，真正泰国美

食！甜、酸、辣、鲜、香俱全。浓郁的菠萝香味，混合

着咖喱味道，让人欲罢不能！吃泰国菜，绝对不能少了

冬阴功汤。冬阴功汤是泰国的国汤，自然浓郁的味道，

看似只有酸辣两味，细品之下层次丰富，味蕾感受到不

同刺激。在昏暗的环境里，点燃莲花烛台，再来首泰国

流行歌曲，满是惬意与放松！

镇江清迈人家泰国餐厅
 0511-85213281

 江 苏 省镇江万达广场金街

2045 号 (3 号门斜对面 )

Tips

口福居火锅店
口福居火锅经张氏家族世传，汲取宫中极尽奢华调

料之精华，几经改良，结合现代饮食科学之成果，终成“张

氏秘方”。由张氏第三代传人张建民先生发扬光大的口

福居火锅，小料浓香四溢，回味无穷。

镇江口福居涮羊肉，有着典型老北京涮锅特点。用

餐后，汤底都是清澈而不浑浊的。店主是镇江当地的一

对夫妇，老板叫仲安猛。而主厨也是他本人。特色豆花

鱼是他们家的招牌菜。选用原汁原味的酸菜，配上淮扬

嫩酯豆腐，用骨头汤熬制，大概烧 5-6 分钟，鱼的颜色

变白，正是口感绝佳的时候。红红的辣油，娇小的芝麻，

深翡翠色的酸菜。尝一口，鲜辣恰到好处。它有口味咸

鲜酸辣、鱼肉鲜美细嫩、泡菜醇香爽口、酸汤微麻微辣

的口感！吃完后，意犹未尽。龙虾有蒜蓉、十三香、香辣、

冰镇、椒盐等五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都有它专属的味道，

令人回味无穷！

仲老板说：他们家的豆花鱼之所以吸引着那么多人

慕名而来，除了在材料上用心至深以外，还有很重要的

就是认真负责态度，一定要做良心品牌。

Chiang Mai 
Thai Restaurant

Instant-boiled Mutton 
of KouFu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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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兆和皇冠假日酒店距离镇

江著名的“三山”和西津渡等

景点都很近，无论是商务办公，

还是休闲度假，都是不错的选

择！

  0511-88959888 

 江苏省镇江市长江路 27 号

( 近电力路 )

仰望镇江兆和皇冠假日酒店，如同女王的皇冠一般

屹立在长江边上。酒店拥有 313 间可俯瞰美丽景致长江

夜景的宽敞客房，其中包括 28 间行政大床房，25 间豪

华套房及一间总统套房。所有房间均配备有舒适的工作

区域，液晶平板电视，高速无线互联网络等一系列先进

完善的客房设施。位于 20-26 层的酒店行政楼层，是专

为商旅精英人士量身打造，客人在此可享受到快速办理

入住及离店手续，还有免费的自助早餐、全天后的茶饮

小点等诸多尊贵礼遇。

酒店健身中心提供先进的健身器材和专业的服务，

另设有有氧瑜伽室。工作之余，还可以在这里充分体验

畅快淋漓的运动快感。颐尊水疗中心拥有豪华水疗室，

可以为客户提供各种专业的理疗服务，是一个彻底放松

身心，恢复体力的舒适港湾。畅游于酒店的室内泳池，

透窗欣赏壮丽江景，体会与众不同的畅游感受。

在时尚优雅的中式餐厅品尝正宗的粤式佳肴及顶

级海鲜盛宴，对于商务宴请是绝佳之选。伴随清新悦

耳的曼妙音乐，来一杯威士忌、各种佳酿饮品，品尝

新鲜美味的点心，独享这份悠闲时光或与友小聚的惬

意。梦溪咖啡厅餐厅不仅品尝到亚洲各国的美食和西

式佳肴，更有其文化特色融入其中，在用餐之时，平

添更多乐趣。乐酷餐吧，是镇江第一间以法式料理和

酒吧主题相结合的餐厅 , 时尚潮流的创意诠释优雅与闲

适的概念，是休闲放松的最佳场所。当音乐缓缓响起，

轻酌一杯精心调制的鸡尾酒，品尝大厨特别推荐的顶

级澳洲牛扒，觥筹交错间，即可从喧嚣中抽身，尽获

最惬意的享受。

无论商务会谈，还是好友会聚，安静优雅的行政酒

廊是最佳首选。2000 平方米的会议场所， 拥有 7 间会

议室及可容纳 700 人用餐的大宴会厅，所有会议室均配

备了先进的视听系统、多媒体投影及高速互联网连接。

无论是董事会议、产品发布，还是公司年会，都有专业

的会务团队度身定制相关的会议方案，满足您不同规模

及性质的会议需求。

Tips

临江下榻
       至尊享受

镇江兆和皇冠假日酒店 , 坐落在中国镇江的“珍珠项链”—— 长江路，可以隔岸观望扬州。
清新的空气，宜人的自然环境。傍晚漫步在江边，欣赏这座城市独拥“不尽长江滚滚来”
壮丽夜景，自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upreme Hotel 
Stay in Linjians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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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深处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对于自驾游来说更是如此，驾
着一辆旅行车，带着三五好友或至爱，手持一张地
图，一场非凡的自驾旅程便可轻松开启，和着风声、
鸟鸣与海浪声，在这自然的原野上尽享驰骋吧！

The most beautiful scenery is on the road, which is especially true for self-driving 
travel. Driving a car with friends or beloved one, you can open an extraordinary 
self-driving travel with a map in hand. With sound of the wind, chirping and 
sea waves, please just gallop in the natural field! 

驰往
rive to the Depth of Scenery

D
编辑  逸扬  图  各旅游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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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 Waves, and the 
Wild 
Vast land with various terrains, makes 
Western Australia a paradise for self-
driving travel lovers! The endless vineyards 
under the blue sky and white clouds, are 
good places for looking for good wine 
and feature cuisines. The long coastline 
in west, gives us surprised expect in every 
turn. The untraversed northwest makes us  
experience the true wilderness on earth.

Staring from capital Perth to the 
southwest, you will pass Bunbury, 
Busselton and Dunsborough. Then, you 
will come to the world-famous wine region 
-----Margaret River, where you can seek 
wine and delicious food. After that, we 
will come to Pemberton, where Australia's 
highest quality wine and top chefs’ 
cooking can be experienced. Finally, before 
return to Perth, we will pass Manjimup, 
which is famous for top-level food material 
----black truffle. This is definitely the 
unmissable self-driving route is in Western 
Australia and can be experienced all the 
year round.

There are more than 100 wild 
bottlenose dolphins living in the 
bay of Bunbury. You can come 

to Dolphin Discovery Center to know 
knowledge about dolphins, or to Ferguson 
Valley to enjoy prize-winning wine in wine 
region and your food. In one of Australia's 
largest wine region ---- Margaret River, 
there are more than 100 wineries and 
numerous fine restaurants, breweries, art 
galleries, fresh specialty stores, where you 
can choose whatever you like. The famous 
timber town Pemberton not only produces 
specialties with various flavors, but also is 
known for tall dense woods, on which it is 

a good choice to try to walk. 

Starting from Perth, you can also take the 
Indian Ocean Drive to the north and feel 
the colorful nature ---- the yellow Pinnacles 
Desert, red ancient canyon, blue seawater 
in Indian Ocean, and colorful wildflowers, 
weaving a colorful picture scroll. Along the 
Indian Ocean Drive, there is incomparable 
sea and land landscape, among which 
there are many characteristic coastal 
towns, including Cervantes, Jurien Bay 
and Dongara. If continuing to go north, 
you will come to Geraldton and Kalbarri, 
where you can experience close contact 
with the ocean in your spare time after 
enjoy vast sea view.

Gibb River Road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and unique four-wheel drive roads in 
Australia, with 660 kilometers long, which 
runs through Derby and Kununurra, the 
only true wilderness on earth. This road 
was originally used for herding livestock, 
but now it has become the classic self-drive 
route of wilderness adventure, where you 
can fully explore the spectacular canyon 
in Kimberley region, feel the original 
experience of pasture, and understand 
the ancient indigenous culture and their 
exploration history. The starting point 
of Gibb River Road--Derby, is located in 
northwestern Australia. If starting from 

Perth, you can first take inland flight to 
reach Broome, after which you can reach 
Derby by driving about  220 km on Great 
Northern Highway. During open season 
from May to October, you can park in 
Kimberley’s numerous scenic resorts, 
watch the beautiful scenery including 
the Bell Gorge, Windjana Gorge, El 
Questro Wilderness Park, and Cockburn 
Range, experience the nomadic life in 
Home Valley Station to relax yourself, 
and check in hotels full of inland cowboy 
characteristics. 

Find the Spectacular 
Beauty of the Gulf of 
Mexico
Texas reminds us of cowboys, whose 
rough and wild lifestyle is impressive, 
but Gulf of Mexico in Texas is quite 
different. The wildlife and fantasy scenery 
in nature reserve in Gulf of Mexico is still 
amazing, and the cultural festival here is 
very popular. The exquisite collection in 
the museum is thought-provoking, while 
landmarks of Texas associate us with the 
early eventful days. So, why not drive 
to Gulf of Mexico and find the different 
beauty?

The rich and colorful Texas and Cajun 
culture ha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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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mont, and the local cuisine and 
entertainment are with thi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The projection robot in 
Texas Energy Museum helps you review 
the history of petrochemical industry. 
In Edison Museum, you can follow the 
footsteps of history and understand 
Thomas Alva Edison's life story and great 
inventions. The American paintings, 
sculptures,  sketches and precious 
photographs in 19th century and 20th 
century in Southeast Texas Gallery let 
people intoxicate in the sea of art. The 
Lucas gusher makes Beaumont suddenly 
rise overnight after the blowout in January 
10, 1901, so does the fame of Beaumont. 
Spindletop--Gladys Emerging City 
Museum rebuilt the oil town as it was.

You can watch Big Al and 50 alligators, as 
well as Big Snappy (an alligator snapping 
turtle weighing 50 pounds) in Alligator 
Adventure Park, and you can also try to 
feed alligators if you are bold enough. 
The exciting alligator wrestling match and 
fabulous baby alligator’s zoo are also very 
attracting. In fact, it is not a bad choice to 
kill an afternoon in Big Thicket National 
Preserve.

Driving about 20 miles toward the coast 
direction, you can reach Port Arthur. The 

Gulf Coast Museum is the local historic 
buildings second to none, accumulating 
profound cultural background, where 
the history of the Gulf of Mexico can be 
known.

After about 2 hours drive from Port 
Arthur, you can reach America's 
fourth largest city--Houston, where 

the world's largest cowboy rodeo and 
livestock show are held every year. Menil 
Collection Gallery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rivate art collection museums in 
the world, while the sole Buffalo Soldiers 
National Museum is dedicated to promote 
and commemorate African American 
soldiers’ contribu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more than 5000 large and small 
restaurants in Houston, gathering over 35 
countries and regions’ flavor food. After 
dinner, you can go to the theater district 
covering 17 blocks to enjoy ballet, opera, 
symphony, or drama. With nine world-
famous art troupe and five performance 
venue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t will 
satisfy you.

Beautiful Mountain Area 
of Virginia
Someone says that in Virginia, only beauty 
cannot be missed. You can wind your 
way along the 105-mile Skyline Drive 

that runs through Shenandoah National 
Park the road, or enjoy driving pleasure 
the Blue Ridge Parkway that starts from 
Front Royal and extends to Waynesboro 
in the south. Blue Ridge Parkway is 
called “America's most popular scenic 
thoroughfare", along which you can reach 
North Carolina after driving 469 miles. 
Peaks of Otter's, Mabry Mill and Blue 
Ridge Music Center are all the charming 
scenery that cannot be missed.

Nelson scenery ring is located in Nelson 
County, with 50 miles long. Along the 
Blue Ridge Parkway, there are many 
slopes. If riding a bike here, you can enjoy 
the fantastic scenery of Crabtree Waterfall 
and taste the good wine nearby. 

The 19-mile Highland Scenic Highway is 
a loop road situated between Clifton Forge 
and Lexington. It is a must-visit scenic 
spot in West Virginia highlands. Even 
those who do not love deep wilderness 
area will love to experience the fun of 
outdoor and natural scenery. Near Scenic 
Highway, there is Appalachian water 
scenic byway, which crosses the Route 39 
between Lexington and Summersville in 
West Virginia. Goshen Pass Natural area, 
Millboro County, Warm Springs scenic 
spot and Omni Mount Washington Resort 
are destinations that worthy vis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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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in Lanai
On the south coast of Lanai is picturesque 
Hulopoe Bay and Lanai's main port 
Manele Bay. 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bays is the iconic Puu Pehe, also known 
as Sweetheart Stone. Besides acting as the 
beautiful picturesque natural landmark, 
Puu Pehe also plays the popular legend in 
Hawaii. If you want to go to Sweetheart 
Stone, you can walk from Four Seasons 
Resort Lanai at Manele Bay toward 
southeast for a while, passing Hulopoe 
Bay and rock pools. After Walking along 
the rocky cliffs for 15 to 20 minutes, you 
will soon be able to overlook this Lanai 
landmark. Here you can enjoy dream-like 
scenery in Hulopoe Bay, and romantic 
sunset. Staying in this scenery-beautiful 
observation deck, you even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ee spinner dolphins, which 
are often haunted in this waters.

Driving the SUV to explore Lanai 
is an exciting and fun choice. 
Although the 30-mi le  (48 

kilometers) paved highway and 400-mile 
(644 kilometers) dirt road make the driver 

laborious, their souls are pleasant. So why 
not rent a four-wheel-drive SUV, and start 
your exploration along the Munro Trail 
in Lanai? Real explorers can cross this 11-
mile ((18km)) rugged path by walk and 
reach the top of Lanaihale, where you can 
fully overlook the other 5 islands’ beautiful 
scenery if it's sunny.

Then return to Manele road, and drive to 
the south. You are on your way toward 
the spectacular Hulopoe Bay, where you 
can enjoy snorkeling or sunbathing. After 
that, you can drive thefour-wheel drive car 
and drive along the bumpy stone road to 
Kaiolohia, also called Shipwreck Beach., 
where you can walk on the 8-mile (13 km) 
beach and watch the oil hull crashed by 
rock. From there, the wide road continues 
to lead you forward. Whether walk to Puu 
Pehe (sweetheart stone) or Flying Saucer 
Shooting Range in middle Lanai Island, all 
roads will take you to the exploration.

Spend Summer on the 
Wheels 

This line located in the north of British 
Columbia’s magnificent long-haul routes, 
will lead you through the wilderness 
and mountains to the vast area. The 
adventure trip lasts about 8 to 14 days. 
You can drive on the 16th Highway 
--Yellowhead Highway, and turn to 37 
Stewart Cassiar Highway to the north at 
the north channel--British Columbia on 
Highway, and finally to the south to the 
legendary Alaska Highway 97. Along the 
sides are all the historical towns located 
in the picturesque scenery. Wild animals, 
mountain scenery and historical sites make 
the 1800 km- journey full of temptation.

Prince George is also known as the"capital 
of the northern British Columbia". In this 
vibrant city, there are all kinds of outdoor 
activities all year round,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120 parks. You are supposed 
to visit the railway and forestry museum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industry. Vanderhoof is 75 km from the 
Prince George, which is the provincial 
geographic center of BC. It is als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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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ing place of the Lake District, and the 
Heritage Village Museum is worth visiting. 
It is also a good choice to round to the 
north for the St. James’s historical sites, 
which were built as a fur dealing center in 
1806 by the explorer Simon Fraser.

Then you can go westwards into the idyllic 
Bulkley Valley. There are red cobblestone 
trails, and the Bavarian style stores, which 
make Smith an attracting mountain city 
for the visitors. You need to go to the 
Twin Falls after leaving the Smith to enjoy 
the spectacular waterfalls that is formed by 
the mountain glaciers in the Hudson Bay.
Highway 37 -- Stewart Kaiser highway, in 
all is 721 km. There is picturesque scenery 
along the way till to the border Yukon. 
There are many wild animals, and sparsely 
populated. You need to be carefully 
driving. There are several landslides on the 
winding road, and some one-way bridges, 
but these claims seem to attract more and 
more people driving here to explore the 
mystery in northern British Columbia.
Explore the Ontario Beautiful Wonders

Explore  the  Ontario 
Beautiful Wonders
Ontario is a combination of natural 
wonders of the world, colorful metropolis 
life, the charming scenery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t is like a colorful 
kaleidoscope of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Ontario also has all kinds of 
landscape types of all the provinces. 
Thanks to the superior quality of roads, 
perfect road infrastructure and road 
network extending in all directions, 
Ontario has the advantage to provide 
the chance for the visitors to enjoy the 
self-driving trip. No matter you want to 
explore the exciting or just want to feast 
the eyes. Ontario is the best choice of the 
road trip.

Setting from Toronto to Niagara 
Falls, one of the 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 you can feel the 

great falls by air, sea and land, the omni-
direction, and then you go to the lakeside 
town of Niagara to taste the wine and 
enjoy the sunset. Next, it is wonderful 
to boat tour the Thousand Islands in 
Kingston, the first capital of Canada. You 
can travel all the way to the most beautiful 
capital of the world-- Ottawa, and the 
Capitol Hill, Rideau Canal are the world’s 
most beautiful representations for this city.

Then you can drive to the provincial 
park Algonquin, where animals and 

nature live in harmony with people. It is 
especially the first choice for camping and 
sightseeing maples. Next day, you go to 
visit the great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fighter Dr. Norman Bethune’s home town 
in Gravenhurst and turn back to Toronto 
then. And this trip only takes 7-8 days’ 
driving, but you can enjoy the unique 
charming of Ontario. If you only get one 
chance to visit Canada, you must come 
to Ontario, because it has the condensed 
version of Canada, bringing together the 
wonderful lakes and mountains, wonders 
of the world, metropolis and cultural 
history. If you wish to visit Canada again,  
you also must go to Ontario, because 
Ontario’s tourist resources are that rich 
and colorful, such as the Agawa train tour 
in Sault Sainte Marie, the Bruce Peninsula 
in Georgian Bay region, and even farther 
the  Lake Superior provincial park. All 
these are like treasures on Ontario’s crown.

Scenes with the Moving 
Wheels
The road from Cape Town to the First 
Level of  Tsitsikamma Coast National 
Park is referred as “garden avenue”,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ceneries in 
South Africa. It is built in coastal highway, 
from Cape Town eastward to Elizabeth 
Port. The whole way is more than 500 km. 
Each moving of the wheels forward leads 
to different exciting sceneries. Garden 
Avenue, lakes, mountains, golden beaches, 
cliffs and dense virgin forests grow parallel 
to the coast. Along the way you can 
also see the clear rivers flowing from the 
Tsitsikamma Mountains into the blue 
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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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酒、海浪、荒野寻踪
 西澳大利亚州

广袤无垠的土地，变化多样的地形，让西澳大利亚

州成为自驾爱好者的天堂！蓝天白云下一望无际的葡萄

园，是寻觅酒香与特色美食的好去处；绵长的西部海岸

线，每一个转弯都给人惊喜的期待；人迹罕至的西北部，

体验地球上仅存的真正荒野。

酒香寻味之旅

 珀斯—班伯里—玛格丽特河—彭伯顿—
曼吉马普—珀斯

路线全长：759 公里
从首府珀斯往西南方向进发，你将会经过班伯

里 (Bunbury)、巴瑟尔顿 (Busselton) 和邓斯伯勒

(Dunsborough)，来到享誉世界的顶级葡萄酒产区玛格

丽特河，寻觅酒香与宠坏味蕾的美食，接着来到彭伯顿 

(Pemberton)，体验澳洲最优质的葡萄酒和顶级厨师的

烹饪手艺，最后在返回珀斯前途经以顶级食材黑松露闻

名于世的曼吉马普 (Manjimup)，绝对是美食美酒爱好者

在西澳不可错过的自驾线路，一年四季都可体验。

海港小镇班伯里的海湾中生活着 100 多只野生宽吻

海豚，可以来到海豚探索中心了解关于海豚的知识，或

是来到弗格森谷 (Ferguson Valley)，在荣获嘉奖的葡萄

酒产区品尝美酒、享用美食。而在澳大利亚最大葡萄酒

产区之一的玛格丽特河，超过 100 家酒庄以及众多精品

餐厅、啤酒厂、艺术画廊、新鲜特产商店，各种选择，

应有尽有。著名的木材小镇彭伯顿不仅生产各种特色风

味美食，更以高大茂密的考里树林名闻遐迩，尝试树顶

漫步也是不错的选择。

沿海逐浪之旅

 珀斯—塞万提斯—朱里恩湾—当加拉—
杰拉尔顿—卡尔巴里—珀斯

路线全长：1168 公里
同样从珀斯出发，往北沿着印度洋公路 (Indian 

Ocean Drive) 自驾，感受大自然倾心呈现的色彩碰

撞——黄色的尖峰石阵沙漠 (The Pinnacles Desert)、

红色的古老峡谷、印度洋蔚蓝的海水、色彩缤纷的绚

烂野花，编织出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印度洋公路沿

线净是无与伦比的海陆景观，沿途经过许多特色海岸

城镇，包括塞万提斯 (Cervantes)、朱里恩湾 (Jurien 

Bay) 和当加拉 (Dongara)。继续往北就会来到杰拉尔顿 

(Geraldton) 和卡尔巴里 (Kalbarri)，在享受浩瀚海景之

余还可以体验与海洋的亲密接触。

在自驾途中，还可以参加海上巡游，观赏可爱顽皮

的海狮在朱里恩湾海洋公园 (Jurien Bay Marine Park) 

自在悠游；或者挑战高空跳伞，从空中俯瞰一望无际的

Wine, Waves, and the Wild



1、西澳的交通法规和澳大利亚

其他州一样。所有车辆靠道路

左边行驶，所有乘客都必须系

好安全带，这些都是强制性法

规要求。

2、你需要给公共汽车让道；由

于乡村火车并不总是按计划行

驶，所以在驶近铁道时始终要

警觉。

3、没有封闭的道路发生路况变

化时可能不会提前告知。尘土

可影响驾驶员的视线，所以在

尘土飞扬的路上行驶时，减速

慢行是最安全的选择。

4、如遇到大雨或飓风，造成洪

水或冲垮道路，在通过这些道

路之前请检查水深和水流速度，

印度洋美景，最后降落在洁白的沙滩上；在风帆冲浪之

都杰拉尔顿，随着海风追逐那片最完美的海浪。来到由

122 个小岛组成的阿布罗柳斯岛 (Abrolhos Islands)，

尽情享受垂钓和潜水的乐趣；再往北就是卡尔巴里，在

那里观赏拥有四亿年历史的峡谷、奇特的海岸岩石，感

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荒野探险之旅

 德比—温迦那峡谷国家公园—贝尔峡—
曼宁峡谷—德赖斯戴尔河牧场—家乡谷牧场—埃
尔奎斯特荒野公园—库努纳拉

路线全长：911 公里
吉布河路 (Gibb River Road) 是澳大利亚最著名、

最独特的四驱车道路之一，全长 660 公里，贯穿德比与

库努纳拉，穿越地球上仅存的真正荒野。这条原本用于

驱赶牲畜的道路如今已成为荒野探险的经典自驾路线，

可以尽情探索金伯利地区壮观的峡谷、感受原汁原味的

牧场体验、了解古老的原住民文化和开拓历史。

吉布河路的起点德比位于澳大利亚西北部，如果从

珀斯出发，可以先乘坐内陆航班到达布鲁姆，再经大北

公路驾驶约 220 公里便可抵达德比。在 5 月至 10 月的

对外开放期，可以在金伯利的众多风景胜地停车休憩，

观赏美景，包括贝尔峡、温迦那峡谷、埃尔奎斯特荒野

公园、科克本山脉，在家乡谷牧场来一次放纵的身心游

牧并入住极富内陆牛仔特色的酒店。在吉布河路的终点

库努纳拉，你还可以在南半球最大的人工湖泊——阿盖

尔湖上参加巡游，或者登上直升飞机，俯瞰已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的普尔努卢卢国家公园里的邦格尔邦格尔山脉。

并注意被淹没的东西。如果水

太深，或者水流太急，请不要

通过。

5、延伸很长的道路和开阔的视

野，会使你无意识地加速，西

澳有很多笔直的道路，且车流

稀少，所以需要格外小心。

6、在西澳内陆，差不多 50%
的撞车事件都是撞上了动物。

很多澳洲动物，如大袋鼠，在

黄昏和黎明的时候最为活跃。

因此最好选择白天驾驶旅行，

并且在动物出没的地方降低速

度。如果你看见动物在车前，

应尽快用力刹车、保持车辆直

行，并按喇叭。不要急速转向，

因为待在路上会更安全。

安全自驾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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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墨西哥湾的壮美

 德克萨斯州墨西哥湾区
提起德州我们便会想起牛仔，那份粗犷狂野的生活

方式让人印象深刻，但德州的墨西哥湾区亦是另一番景

象。这里的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的奇幻景观依然令人

惊叹，而文化节仍是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博物馆中精

美的藏品发人深思，而地标性建筑则令人对德州早期的

峥嵘岁月浮想联翩。自驾车前往墨西哥湾区发现不一样

的美。

 博蒙特—阿瑟港—休斯敦—加尔维斯顿
丰富多彩的德州文化和卡真文化对博蒙特影响深远，

当地的美食和娱乐活动均带有这一鲜明特色。德州能源

博物馆内的投影机器人将带你回顾石化业的发展史。在

爱迪生博物馆内追随历史的脚步，了解 Thomas Alva 

Edison 的生平事迹和伟大发明；东南德克萨斯州美术馆

内 19-21 世纪的美国绘画、雕塑、素描和摄影珍品让人

沉醉在艺术的海洋；卢卡斯喷油井使博蒙特在 1901 年 1

月 10 日的井喷后一夜崛起，而博蒙特也随之声名鹊起，

纺锤顶——格拉迪斯新兴城市博物馆按原样重建了这座

石油重镇。

在短吻鳄冒险公园观赏 Big Al 和 50 头短吻鳄以及

Big Snappy（一只重达 50 磅的大鳄龟），胆大的还可

以尝试喂鳄鱼，精彩鳄鱼摔跤比赛和奇趣的鳄鱼宝宝动

物园也引人驻足。事实上，在大灌木丛国家保护区打发

一个下午也是不错的选择。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为保护

生物多样性设立了该保护区，总面积达 97000 英亩，覆

盖德州7个县。可在此见识到全美最丰富多样的植物群落，

用相机捕捉丰裕繁茂的动植物。

向海岸方向驱车约 20 英里即可抵达阿瑟港。墨西

哥湾沿岸博物馆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历史性建筑，积淀了

深厚的文化底蕴，可在此了解墨西哥湾区的发展史。博

物馆展示了墨西哥湾沿岸丰富灿烂的音乐遗产，包括

Janis Joplin、George Jones、Harry James 和 J. P. 

Richardson（The Big Bopper）等音乐大师的传世杰作 , 

以及高尔夫球员 Babe Zaharias 和 Bruce Lietzke 及足

球教练Jimmy Johnson和Oail Andrew Phillips （Bum）

Find the Spectacular Beauty of the Gulf of 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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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尔夫球员 Bruce Lietzke 等体坛名人的传奇故事。

在前往当地旅馆或经济型酒店休息前，一定要品尝墨西

哥式风味餐馆中的美味。

从阿瑟港向西驱车 2 小时即可抵达美国第四大城市

休斯顿，这里每年都会举办全球最大规模的牛仔竞技赛

和牲畜展。梅尼尔收藏博物馆是全球最知名的私人艺术

收藏博物馆之一；而全美独家水牛士兵国家博物馆则致

力于宣传和纪念非裔美国士兵对美国的贡献。休斯顿地

区拥有逾 5000 家大大小小的餐厅，汇聚了超过 35 个国

家和地区的风味美食。晚餐后，可以前往占地 17 个街区

的剧院区欣赏芭蕾、歌剧、交响乐或戏剧表演，九个全

球顶级艺术团和五家各有特色的表演场馆一定让你大呼

过瘾。

从休斯顿往东南方向驱车一个小时即可抵达加尔维

斯顿。这个小镇犹如海岸线上闪烁的明珠，拂面的习习

海风、琳琅满目的商品、鲜美多汁的海鲜和历史遗迹之

旅都吸引着游客趋之若鹜。在帆船上冲浪戏潮或纵身跃

入清凉的海水，尽情享受水上大冒险的乐趣。跳上 19 世

纪风格的固定轨道电车，穿越加尔维斯顿岛的时光之河，

在加尔维斯顿岛铁路博物馆内了解铁路在这座城市发展

初期的辉煌贡献。前往穆迪大院等历史悠久的老宅一探

究竟，穆迪大院曾是德州最富有的商贾世家的豪华宅院，

代表着世纪之交时当地维多利亚式建筑的鼎盛之作。在

翻新的 1894 大剧院观赏一场精彩的戏剧表演。距此地仅

一个小时路程的 Freport 是必去的潜点。搭船前往离岸

约 100 英里的花园堤岸国家海洋保护区，在全美首屈一

指的潜水圣地感受水下世界的魅力。尽享水下欢乐天堂，

拥抱墨西哥湾区的极致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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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唯美山区
有人说在弗吉尼亚州，唯美景不可辜负。在全长

105 英里、贯穿雪兰多国家公园的天际线公路上蜿蜒而

行，沿着起源于弗兰特罗亚尔、向南延伸至韦恩斯博勒

的蓝岭山脉公路（Blue Ridge Parkway）领略驾驶乐趣。

蓝岭山脉公路被称为“美国最受欢迎的风景要道”，你

可以沿着它行驶 469 英里来到北卡罗来纳州。沿途的水

獭峰、水磨坊及蓝岭音乐中心都是不容错过的迷人风景。

尼尔森风景环线位于尼尔森县，全长 50 英里，蓝岭

山脉公路沿途多山坡，骑车在这里可以领略 Crabtree 瀑

布的迷人风光，品尝附近葡萄酒庄的美酒佳酿。

高地风景道是一条位于克利夫顿福奇镇 (Clifton 

Forge) 与列克星敦市（Lexington）间的公路环线，全

长 19 英里。它是弗吉尼亚西部高地地区旅游的必访景

点。即使是那些不爱深入荒野保护区的人，也会喜爱在

这里充分体验亲近户外运动和自然风光的无穷乐趣。高

地风景道附近还有阿巴拉契亚水域风景道，它横穿列克

星敦与西弗吉尼亚州萨摩斯维尔之间的 39 号公路。沿

途的 Goshen Pass 自然风景区、Millboro 县、Warm 

Springs 景点和欧姆尼家园度假胜地之家都是值得一访

的目的地。

对于那些摩托车骑行者则特别喜欢沿着龙背的急转

弯蜿蜒而行，它也被称为弗吉尼亚州西南部塔兹韦尔与

马里恩之间的“双车道丝带”。大沃克山风景道（Big 

Walker Mountain Scenic Byway）横穿国家森林和私

人园地，涵盖山区风景、历史悠久的农场农舍及绿树成

荫的森林。

美国的开国史有相当一部分与弗吉尼亚州有关联，

在这里不单是体验自然美景，更是品味美国历史的所在。

殖民地公路蜿蜒穿越美国历史三角地。它是全长 23 英里

的国家风景道，连接著名的历史三角地詹姆斯镇、詹姆

斯敦殖民区、殖民地威廉斯堡、约克镇战场纪念地及约

克镇胜利中心。

乔治华盛顿纪念公园路位于弗吉尼亚北部，从乔治·华

盛顿的弗农山庄，穿过华盛顿特区一直延伸到马里兰州。

沿路有超过 25 个遗址可供参观，足以吸引你驻足欣赏，

流连忘返。

穿越神圣地国家遗产区域之旅是风景优美的自驾旅

游区，包含总统府邸和众多内战遗址。它全长 180英里，

从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市延伸至托马斯·杰斐逊总统故

居蒙蒂塞洛庄园。

Beautiful Mountain Area of Virg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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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转拉奈岛

 夏威夷拉奈岛
在拉奈岛的南海岸是风景如画的呼罗普海湾和拉奈

岛的主要港口曼内雷海湾。矗立在这两个海湾之间的就

是标志性的 Puu Pehe，又称甜心石。除了是美丽如画般

的自然地标以外，Puu Pehe 还演绎着夏威夷广为流传

的传奇故事。要去甜心石，可以从拉奈岛曼内雷湾四季

度假村向东南徒步一会儿，经过呼罗普海湾和岩石潮池。

沿着岩石峭壁走 15 到 20 分钟，很快就能俯视这个拉奈

岛的地标了。在这里可以欣赏呼罗普海湾梦幻般的美景，

日落也显得格外浪漫。呆在这个风光美丽的观景台上，

你甚至还有机会看到时常在这片海水里出没的飞旋海豚。

驾着越野车在拉奈岛探险是一件刺激又好玩的选择。

30英里（48公里）铺好路面的公路和400英里（644公里）

的土路对于坐车人来说虽很辛苦，但能令他们灵魂愉悦。

租一辆四驱越野车，开始在拉奈岛上的探险，沿着门罗

路径（Munro Trail）前进。真正的探险者可以徒步穿越

这条长达 11 英里（18 公里）的崎岖路径，登上拉奈哈

莱峰（Lanaihale），在天气晴朗时，一览无余地眺望另

外五座海岛的美景。

然后返回到曼内雷路，驱车向南，前往壮丽的呼罗

普海湾（Hulopoe Bay）享受浮潜或日光浴。之后，

驾驶四轮越野车重新沿着颠簸的石头路来到凯欧罗奇亚

（Kaiolohia），也叫沉船海滩。在延绵 8 英里（13 公里）

的海滩上徒步行走，观赏被礁石撞毁的油船船身。从那里，

宽阔的道路继续引领你前进。不论是徒步到Puu Pehe（甜

心石）还是拉奈岛中部的飞碟射击场，所有道路都能带

你走上探险旅途。

南拉奈岛的呼罗普海湾，作为拉奈市的所在地，拉

奈岛中部开阔的平原和库克松树让它比夏威夷其他岛屿

更具田园气息。考马拉帕乌海港，拉奈岛的主要商业海港，

是小岛上能够毫无阻碍地欣赏日落的最佳地点之一。Puu 

Pehe，拉奈岛的地标，也称为“甜心岩”，从呼罗普海

湾和曼内雷海湾（Manele Bay）之间的水域拔地而起。

Kaunolu 村，卡美哈美哈国王钟爱的垂钓幽静去处，饱

览壮阔美景，可以欣赏到神庙遗址和 60 英尺高的“卡基

Play in Lanai

利跳水台”。

北拉奈岛有沉船海滩（Kaiolohia），凯欧罗奇亚

也称为“沉船海滩”，位于拉奈岛的东北部海岸，有一

个幽灵般神秘的船骸停靠在岸边。卡内普保护区，拉奈

岛 590 英亩（2 平方公里）的卡内普保护区（Kanepuu 

Preserve）生长着将近 48 种本地植物。

奇西亚卡威罗（Keahiakawelo），也称为众神花园，

是一座鬼斧神工的天然岩石花园。波利胡亚海滩（Polihua 

Beach）是拉奈岛最幽静的海滩，一处浪漫而非同寻常

的目的地。

中拉奈岛的门罗路径，这条 12.8 英里（20 公

里）的偏僻小路通向拉奈岛最高的观景点—拉奈哈莱山

（Lanaihale）。拉奈市是拉奈岛的中部小镇，有着魅力

十足的商店、本地餐馆、拉奈酒店（Hotel Lanai）和拉

奈岛四季度假村科艾雷山庄酒店（Four Seasons, The 

Lodge at Ko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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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轮上度过夏日

 北不列颠哥伦比亚

 乔治王子城（Prince George）—范德
胡夫（Vanderhoof）—史密瑟斯（Smithers）—
迪斯湖（Dease Lake）—阿特林（Atlin）—
纳尔逊堡（Fort Nelson）—圣约翰堡（Fort 
St John）、道森溪（Dawson Creek）—乔
治王子城

这条位于北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壮丽长途线路，将

引领你穿越荒郊野岭、崇山峻岭，前往辽阔地带。探

险行程需要 8—14 天，驶上 16 号公路黄头高速公路

（Yellowhead Highway），至北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东

西通道，向北驶上 37 号公路史都华凯瑟公路（Stewart 

Cassiar Highway），最后往南至具有传奇色彩的 97 号

阿拉斯加公路（Alaska Highway 97），一路都是坐落

于如画风景中的历史小镇。野生动物、山峦风光和历史

名胜，使 1800 公里的旅程充满诱惑。

乔治王子城也称“北不列颠哥伦比亚之都”。这个

充满活力的城市，全年都有各种户外活动，拥有 120 多

个公园。出发前不妨参观一下铁路和林业博物馆，了解

北部的工业历史。距离乔治王子城 75 公里的范德胡夫，

是 BC 省地理上的中心，也是湖区的起始处，村庄历史

博物馆（Heritage Village Museum）值得一看。向北

绕道去一下圣詹姆斯堡历史遗址也非常值得，那是探险

家西门·弗雷泽于 1806 年建的一个皮毛交易地。

一路向西，进入田园诗般的布克利谷（Bulkley 

Valley）。红色鹅卵石铺就的步道，巴伐利亚风格的店面，

使史密瑟斯成为一座游客向往的迷人山城。离开史密瑟

斯后一定要去双子瀑布（Twin Falls）稍作停留，由哈德

逊湾山冰川融化而形成的瀑布极为壮观。

37 号高速公路—史都华凯瑟公路，全长 721 公里，

Spend Summer on the Whe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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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都是如诗如画的风景，直到育空（Yukon）边境。

这条路上有许多野生动物，人烟稀少，需要谨慎驾驶。

路上有几处塌方处，有一些只能单向通行的桥梁，道路

蜿蜒陡峭，但这些说法似乎吸引了更多的人开车来到这

里，一探北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秘境。迪斯湖是史都华凯

瑟公路上的最大定居点，方便游客从这里前往附近的公

园，如斯帕齐济高原荒野省立公园（Spatsizi Plateau 

Wilderness Park）是加拿大最大也最特别的公园之一，

埃齐扎山省立公园（Mount Edziza Provincial Park）则

是一处占地 23 万公顷的火山公园。

阿特林通常被认为是专为寻求精神寄托和创作灵感

的旅行者而设的目的地，这个小小的艺术社区色彩鲜艳，

是摄影师、作家、画家和自然爱好者不会错过的地方。

记得一定要去沃森湖（Watson Lake）的路标森林，

1942 年，患了思乡病的高速公路建设工人在此立下了第

一块路标，现在已经有超五万块路标，而且还在增长。 

从育空边境，97 号阿拉斯加高速公路向南蜿蜒

1000公里，直抵道森溪，沿途均是高山林地、牧场草原，

不仅可以观赏鹿、驼鹿、黑熊等野生动物，还可游览热

情好客的纳尔逊堡——BC 省最古老的非原住民定居点。

抵达的游客可以参加当地的“欢迎游客项目”（Welcome 

Visitor Program），由当地居民向你介绍纳尔逊堡。和

平河（Peace River）地区有圣约翰堡、道森溪和哈德逊

斯霍普（Hudson’s Hope）三个社区。圣约翰堡是一

个活跃的城市，近年来获得了很快的发展，也是和平河

地区的商业中心，人口超过 17000。哈德逊斯霍普以农

业为主，也被称为“恐龙和水坝之地”，因为这里发现

了北美最高深度的恐龙化石和足迹，也是 W.A.C 本纳特

水坝（W.A.C Bennett Dam）所在地。道森溪是一座有

历史的城市，市中心的 97 号阿拉斯加高速公路零英里路

标是其最著名的地标。从道森溪回乔治王子城前，可以

去一下位于落基山下的美丽小镇切特温德（Chetwy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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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安大略醉美奇观
安大略省结合了世界自然奇观，大都市绚烂多姿精

彩生活，迷人的旖旎风光和历史文化传承的多彩万花筒

世界。同时，安省也是加拿大所有省份中融汇各种各样

风景类型最多的省份。得益于优越的道路质量，完善的

道路设施以及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安大略省有着得天

独厚的自驾游优势。无论你是想亲身尝试探险的刺激，

还是举目欣赏壮观的美景，安大略省都是诠释自驾旅行

的最佳选择。

从多伦多出发前往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尼亚加拉大

瀑布，经过海、陆、空全方位立体感受大瀑布之后，去

尼亚加拉湖滨小镇品着美酒欣赏落日。接下来，在加拿

大第一个首都原址金斯顿附近的千岛群岛乘船巡游，一

路东行，来到世界上最美丽的首都渥太华，国会山、里

多运河就是这座世界上最美丽首都的代名词。

随后，驱车前往动物、自然与人和谐共处，特别是

露营、赏枫首选的阿冈昆省立公园住上一晚，再去伟大

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故乡格雷文赫斯特小镇

转上一转，而后回到多伦多。这一个安省环线行程，驱

车仅需 7-8 天即可以领略到安省的独特魅力。如果你只

有一次机会来到加拿大，那么一定要来安大略省，因为

这里就是浓缩版的加拿大，汇集了湖光山色、世界奇迹、

大都市精彩及人文历史；如果你希望再次造访加拿大，

那么也一定要来安大略省，因为安省旅游资源丰富多彩，

如北部地区苏圣玛丽地区的阿格瓦火车观光、乔治亚湾

地区的布鲁斯半岛，甚至再往北地区的苏必利尔湖省立

公园，都像是安省桂冠上的珍宝一样熠熠闪光。

此外，作为加东地区自驾之旅举世闻名的大道，不

二之选就是全长约 800 公里，西起安大略尼亚加拉瀑布

地区，一路蜿蜒东行，途经安大略湖、多伦多、金斯顿、

圣劳伦斯河、渥太华、蒙特利尔，最终延伸到魁北克地

区的“枫叶大道”。枫叶大道通过 40 号、417 号及 407

号公路连接，因此，当你通过自驾游的方式参观，沿枫

叶大道的赏枫之旅都会感到目不暇接，更可以有机会深

入体验加东两省英法文化的差异和独特魅力。

Explore the Ontario Beautiful Wonders



113・TRAVEL&LEISURE

在安大略省租赁汽车是十分便

捷的，那里的国际机场、火车

站以及许多社区都提供汽车租

赁服务。国际连锁租车机构，

如Hertz等汽车租赁公司都有，

车辆选择从经济型、小型车、

中型车、大型车、SUV 到面包

车一应俱全。通常，你需使用

信用卡租车。此外，也可以选

择在中国通过国际租车机构提

前预约，这样当抵达安大略时，

在机场就可以轻松领取配车。

对于中国游客说，选择自驾出

行，不但经济划算，更有很多

灵活时间深入当地，领略不同

的风土人情。首先，加拿大的

驾驶习惯和中国相同，驾驶员

都是左舵驾驶。其次，加拿大

大部分国土面积都是平原地貌，

特别是加东地区，道路平坦，

视野开阔。第三，加拿大认可

任何国家的有效驾驶证，只要

驾驶员确保年满 18 岁以上并且

持有本国的有效驾照，而且必

须保证出行前对自己的驾照进

行英文公证，就可以展开自驾

之旅了。当然，如果游客持有

国际驾照，那么在加拿大就可

以自由行驶了。

自驾游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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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随轮动

 南非花园大道、开普敦—赫曼努斯—斯韦
伦丹—奥茨颂—莫塞尔湾—乔治镇—原野小镇—
奈斯纳—普利登堡湾—伊丽莎白港

从开普敦出发向齐齐卡马国家公园的一级海滨公路

被称为“花园大道”，是南非最著名的风景之一。这是

一条沿海修建的高速公路，从开普敦一直向东延伸至伊

利莎白港，全程超过 500 公里，车轮前进的每一转动，

都迎来令人心动的不同美景。花园大道与湖泊、山脉、

黄金海滩、悬崖峭壁和茂密原始森林丛生的海岸线平行，

沿途可见清澈的河流自欧坦尼科与齐齐卡马山脉流入蔚

蓝的大海。

开普敦以美丽的自然景观及码头闻名，知名的地标

有被誉为“上帝之餐桌”的桌山，以及印度洋和大西洋

的交汇点好望角。因其美丽的自然及地理环境，开普敦

被称为世界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亦成为南非其中一处旅

游胜地。桌山是开普敦的地标，海拔 1086 米，其山顶

如桌般平坦，当地人称为“上帝的餐桌”。山顶植被繁茂，

据说植物种类有 1470 种，比英国全国还多。桌山右侧

是狮头山和信号山，左侧是魔鬼峰。山顶终年云雾缭绕，

充满神奇莫测的气氛。特别安排乘坐世界上速度最快的

360°旋转吊车登顶世界十大名山之一桌山。俯瞰开普敦

繁华都市，远观茫茫沧海，眺望巍巍群山。

滨海小镇赫曼努斯是观看鲸鱼的好地方，每年 7 月

到 12 月，南露脊鲸都会不远万里洄游，并在赫曼努斯附

近的海湾中交配产仔。为此，赫曼努斯镇每年都会举办

盛大的鲸鱼节。节日期间，游客们或逛工艺品市场，或

沿海岸悬崖上的小径漫步，或等待独一无二的“报鲸人”

吹响用海草制成的独特号角告知鲸鱼出没的行踪，以一

饱眼福。

莫塞尔湾（Mossel Bay）是一个欧洲风格的海滨城

镇。1488 年，葡萄牙探险家所罗门·狄亚斯最先在此登

陆。现为著名的度假胜地。镇内的广场有数座博物馆，

博物馆有历史文物、海洋纪事及贝壳等展品，航海博物

馆里有仿制的老式帆船和海洋生物。海边有著名的邮政

树（Post Office Tree）。镇上有沿着海边悬崖建成的长

13.5 公里的步行游览道（St.Blaize Trail），风景秀丽。

港口有旅游船到附近海豹岛参观，岛上有逾 2000 只的

海豹和鸬、塘鹅等野生动物，颇为壮观。

乔治镇位于美景明媚的欧坦尼科山脚，面临蔚蓝大

海。您可在此惬意地参观。镇里的乔治博物馆是座维多

Scenes with the Moving Whe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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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时期的老式大楼，小古玩收藏极丰。爱好蒸汽火车

的游客更不可错过乘坐欧坦尼科丘卓号观光火车的机会，

这是南非仅存的蒸汽火车之一，往返于乔治镇和尼斯纳

之间。此外还有欧坦尼科和蒙他古山径两条风景幽美的

步行游览道连接乔治镇与内陆地区。

奈斯纳（Knysna）是英国乔治三世之子乔治·雷克

斯建造的闻名遐迩的度假胜地。在面海的小山坡上，有

各种各样的类似童话世界里的欧式别墅点缀在青山绿水

中。奈斯纳也是花园大道最为华丽的城市，有美丽的环

礁湖，入海口有两座岬角。乘坐豪华轮周游环礁湖是最

精彩的观光项目之一。另外的精彩项目是在悠闲岛自然

保护区观光、品尝生蚝，米尔伍德博物馆也值得前往，

在奈斯纳周围还有茂密的森林区。

齐齐卡马国家公园是一座独立的海上国家公园，建

立于 2009 年，拥有长达 80 公里的海岸线，是南非最

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是亲近自然、净化心灵的最佳

选择。公园内有许多景点或娱乐项目都获得世界纪录和

地区排名，例如世界上最高的高空弹跳——劳克兰斯桥

（Bloukrans Bridge，216米），世界上最高的窄轨桥，

以及国家第一个高空滑翔旅游活动等。每年都有大批国

内外游客到此“历险”。2009 年 3 月，它与野生动植物

国家公园以及该区其他一些旅游地点一起合并成为花园

大道国家公园（Garden Route National Park），以更

加丰富的旅游资源迎接八方来客。

普利登堡湾是一座拥有三个幽美海滩的古老小城。

在沙滩上建有一座外形非常有特色的“空中酒店”。小

城的自然保护区以种类齐全的海洋植物，海豚和鸟类著

称。普利登堡湾也是著名的垂钓场所，是钓鱼爱好者的

乐园。

伊丽莎白港濒临印度洋的西南侧，是南非主要港口

之一。 始建于 1799 年，是南非的最大羊毛交易市场，

同时也是南非最干净的城市之一，为南非汽车工业中

心，享誉“友好之城”。英国殖民者于１８２０年开始

在这里安家落户，因而市内有多处历史性建筑。从洛瑞

（Loerie）到伊丽莎白港之间的窄轨铁路长达２８３公里，

为世界上仅存的窄轨铁路线之一。

阿多大象公园坐落在花园大道的美丽旅游观光线上，

位于伊丽莎白港和开普敦之间，紧邻印度洋。公园建于

1931 年，以专门保护非洲大象为主。目前公园内除大象

外，另有巨羚、红狷羚羊、角马、疣猪、黑犀牛、水牛、

土狼等 1000 余种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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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 1999 年加入丽思卡尔顿酒店集团

至今，已有超过 15年的丽思卡尔顿工作经历，

丽思卡尔顿品牌最吸引您的是什么？请分享一

下您对这个奢华品牌的理解与感受。

答：一直以来，丽思卡尔顿品牌都以最

知名的服务信条“以绅士和淑女的态度为绅士

及淑女服务”享誉服务行业，成为行业的典范。

我们的最高使命是令丽思卡尔顿成为一个让宾

客获得真诚关怀和舒适款待的地方 , 为客人提

供最难忘的入住体验。除了完善的设施，酒店

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人，训练有素而又富于爱

心和进取心的绅士和淑女才是核心竞争力的缔

造者。

丽思卡尔顿酒店集团也是全球最负盛名的

豪华酒店管理集团，物业遍及全球地标城市及

度假村，在这样国际化的企业工作，可以拓展

自己的视野，感受不同的文化。

问：2015 年北京丽思卡尔顿酒店会有哪

些新的举措或者调整吗？您作为区域总裁，对

负责的几家丽思卡尔顿酒店有怎样的发展目标

和实施计划？

答：以人为本，是这个行业的基础，在

日常管理中，酒店最大限度发挥员工的主动性

重塑经典
访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总经理罗捷思 (Andrew C Rogers) 先生

罗捷思先生于 1999 年加入丽思卡尔顿酒店集
团，凭借丰富的酒店开业经验、卓越的领导力
与财务管理能力，罗捷思先生先后在牙买加玫
瑰厅、美国迈亚密椰树林、奥兰多和佛罗里达
朱庇特的丽思卡尔顿酒店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拥有 23 年酒店管理经验的罗捷思先生，继续
凭借其在亚太地区丰富的运营管理经验、领导
才能和敏锐的商业头脑，与北京金融街丽思卡
尔顿酒店的绅士淑女同心协力，推动酒店产品
及服务的发展，使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
成为北京顶尖奢华酒店的典范。

和创造性，为顾客提供难忘的住宿体验，使酒

店成为顾客心向往之的栖居之地。丽思卡尔顿

品牌一直遵循顾客优先的传统，重视顾客的体

验及感受，放权给各个层级的员工，并围绕顾

客的满意度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网络。每家酒

店由于所处的城市和市场不同，其战略目标也

不尽相同，以顾客的需求为导向，以市场的变

化为参考，适时调整战略目标，提升丽思卡尔

顿品牌在市场上的美誉度与知名度是我工作的

重点。

问：面对越开越多的五星级酒店，北京

丽思卡尔顿酒店的核心竞争优势是什么？

答：从地理和品牌方面来说，北京金融

街丽思卡尔顿酒店的优势非常显著。从科技及

便利性来说，我推荐丽思卡尔顿手机客户端，

手机办理入住。从酒店的设计方面来说，酒店

设计融入中国风水元素，极具东方特色，酒店

在建造的过程中，尽量选取自然的建筑及装饰

材料，最大限度利用自然光线，通过培植绿树，

布设喷泉、回廊、静水、流瀑等增加新鲜活氧，

放置灵石美玉代谢浊气，为下榻的客人精心设

计了一个温暖安逸的小宇宙。

问：在您这 23 年奢华酒店管理经验中，

您遇到过的最大挑战和喜悦是什么？可以跟我

们分享一下吗？

答：最大的喜悦和挑战都是选择来到中

国。能够有机会先后任职于广州和北京金融街

丽思卡尔顿酒店，感受到南方北方文化的不同。

担任广州丽思卡尔顿酒店总经理期间，曾被推

选为广州酒店协会执行主席，作为企业领袖代

表在广州超过 300 家酒店，是我一段非常美好

的经历，希望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再续辉煌。

问：工作之余您会选择什么方式放松？

您个人选择酒店的标准是什么？

答：旅行是我们全家都热爱的放松方式。

如果是与家人一起度假，我通常会选择海边的

别墅，泳池、沙滩尽在咫尺，孩子们可以尽情

娱乐并得到很好的照顾，高品质的下榻才能让

假期过得安全愉快。如果是商务旅行，我将首

选地理位置方便的酒店，并下榻行政楼层， 享

受行政楼层优质快捷的服务。在北京金融街丽

思卡尔顿酒店的行政酒廊，一日五餐，选择丰

富，环境私密，是非常适合商务客人需要的选

择。对于环境和设计，能够体现当地文化的风

格设计最令人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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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搭式空中生活
空中生活总是不缺乏新的话题，混搭之风更是盛行，时而
体现在美食美酒的更新上，时而体现在硬件娱乐设施的升
级，或是购物的优惠，更有突如其来的喜讯引发的重大利

好，这些都让空中旅行不再乏味。

MIXED AERIAL LIFE

Aerial Life does not lack the new topic all the time, and 
MixMatch is more popular, which is reflected sometimes on 
food and drink update, while others on the hardware facilities 
upgrade or shopping privileges, even the sudden good news, all 

of which make the air travel not boring.

港龙呈现经典欧陆风味

最近港龙航空再次与香港尖沙咀凯悦酒店的希戈餐

厅合作，为头等及商务客舱的乘客呈献独家设计的全新

欧陆风味空中美馔。全新的欧陆风味菜单由希戈餐厅行

政总厨唐利维为港龙乘客独家设计及调制，当中包括前

菜、热汤及主菜共二十款菜式。独家为港龙航空而设的

精彩菜式中，不乏一些经典欧洲名菜，包括采用顶级食

材的“红酒烩和牛脸肉伴忌廉粟米籽、时令鲜蔬”，选

用油花分布均匀、以谷物饲养 300 至 500 天的澳洲黑毛

和牛烹调。“香煎美国特级牛柳、大虾伴时令蔬菜”，

以美国农业部定为嫩滑多汁、具丰富奶油香味的顶级牛

肉炮制，所有在美国生产的牛肉，只有不足 2％能被美

国农业部认证为顶级牛肉。“油封鸭腿伴洋葱薯菜及小

胡萝卜”及“小牛肉清汤，牛尾肉意式馄饨”则突显了

传统欧陆烹调手法。

编辑 LEO  图 各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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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马德机场尽情购物

卡塔尔航空公司卡塔尔机场免税店近日宣布，消

费者持银联卡在哈马德国际机场免税店购物，即可享受

10% 的专属优惠。目前，2.5 万平方米的哈马德国际机

场免税购物区，共拥有七十多家商铺，银联卡用户可尽

情挑选种类繁多的心仪商品。卡塔尔机场免税店（QDF）

位于哈马德国际机场内，面积 4 万平方米。融购物、餐

饮于一体，致力打造无与伦比的购物餐饮一站式服务中

心。超过 70 家品牌店面覆盖设计、时尚、电子、美食等

各类消费品，让每位旅客在此尽情购物。此外，30 多家

咖啡店及餐厅，为旅客提供丰富的国际美食。进驻哈马

德国际机场的奢侈品牌包括：Bulgari,Hermès,Giorgio 

Armani, Hugo Boss, Mont Blanc , Rolex 以 及

Chanel。

皇室新宝宝带来的福祉

说起优惠措施，莫过于英国航空这次来得更独特，

为庆祝英国新公主的诞生，英国航空宣布所有幼儿旅客

都可体验皇家般的礼遇，免费搭乘其航班前往英国。与

两岁以下幼儿同行的家庭旅客可享受此次优惠活动，特

惠需在 2015 年 6 月 1 日前订购，适用于从即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出发的英国之旅。同行的家长更可

把握时机，享受 World Traveller 经济客舱人民币 2,520

元起、World Traveller Plus 高级经济客舱人民币 8,320

元起的特惠往返机票，从北京、上海或成都前往英国。

抵达希思罗机场第五航站楼，家庭旅客更可享受航站楼

内多姿多彩的儿童设施，包括儿童区（Kidszones）、

飞行玩具及游戏等。

让孩子们飞得更 HIGH

最近阿联酋航空要全面升级其经济舱及儿童头戴式

耳机，这些头戴式耳机经过了彻底的重新设计，旨在改

善音质并减少舱内环境噪音，从而提升整体舒适度。矩

形的头戴式耳机更具人体工程学设计，优质的人造革耳

垫则能够提升舒适度，这在长途飞行的航班上尤为重要。

阿航的年幼乘客也将获得全新的头戴式耳机，并可享受

整个 2，000 个娱乐频道中的 75 个儿童专属的娱乐频道。

阿航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首次推出儿童型号的头戴式耳

机，其头箍较小，可以使头部较小的儿童戴起来更加舒适。

这些富有乐趣的全新儿童多彩头戴式耳机还拥有较大的

耳罩，戴起来会更加合适并且提升音质。

连通江城与黄金海岸

江城武汉素以江湖风情著称，而万里之外的澳大利

亚黄金海岸则更是阳光明媚的度假胜地，如今这一江边

城市与海边度假胜地将直接连通起来。捷星航空将开通

往返武汉 / 黄金海岸直航，大连万达集团是该新航线的合

作伙伴，将凭借其在中国的强大实力推介该航线并销售

座位。大连万达集团将为中国旅客提供黄金海岸航班及

度假产品套餐，带动澳洲旅游。新航线将用波音 787 梦

想客机执飞。

上图：哈马德机场免税店海量的
挑选，只恨时间太短。

中图：阿联酋航空全新头戴式耳
机给予儿童独特的飞行体验。

下图：捷星航空将江城武汉与澳
洲黄金海岸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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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蒸蒸日上的经典五星级酒店品牌在坚持一如既往的高品质服务理念的同时，
还悄然做着种种改变迎来华丽升级……

本期我们挑选了八家增添 PURE ROOM 新房型的苏沪酒店，它们如同都市生活
中一方净土或是一片桃源，带来一整夜好眠。

PURE ROOM 即是纯净客房，美国专业公司 PURE SOLUTION 推出，采用
先进的 PURE 净化技术以及专业的空气净化器，以优质的空气和低敏原为宾客

“私人定制”全方位的纯净体验。

By the end of 2014, the number of five-star hotels in China has broken 800. Besides, 
new hotels are also growing rapidly. Those flourishing classic five-star hotels adhere 
to the high quality service concept, as they always do,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quietly do all sorts of change to usher gorgeous upgrade...
This time, we select eight Suhu hotels that add PURE ROOM houses, which are like a 

pure land in urban life, or an ideal place ,and bring you a good night.

Explore New Realm 
of Healthy Life

文 沈越  图 各酒店品牌提供

探索健康生活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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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
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凯悦酒店集团，至今已有五十多

年的历史。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坐落于北外滩黄浦江西

畔，相连于百年经典的外滩，与陆家嘴金融区隔江相望，

于 2014 年引进“PURE ROOM 纯净客房”住宿概念，

与美国专业公司 PURE SOLUTION 合作，成为凯悦集

团旗下中国大陆地区首家推出纯净客房体验的酒店。

纯净客房位于酒店西楼 22 层，装饰风格时尚简约，

客房内大幅落地窗设计将浦江独一无二的迷人景致尽收

眼底。为了达到最佳纯净效果，酒店对相应客房做历时

一个多月的封闭净化处理，以期在如此的服务革新中为

宾客提供更安稳的睡眠质量，创造更舒适的入住体验。

每一间纯净客房都经过空调设备消毒、高臭氧净化、

防菌床罩等 PURE 七大净化处理步骤，有效消除空气中

94%-99% 灰尘微粒及刺激物，并防止过敏原的滋生并

杀灭房间内来自于布料软表面与空调系统的病菌及细菌。

一进入客房即可闻到沉静人心的茶树精油气味，经由空

调系统 24 小时散发清香，可持续针对外来空气消毒杀菌。

而防过敏的枕套及床垫套则为宾客，特别是易过敏者提

供高品质的舒心睡眠。

来了外滩茂悦，非常时髦酒吧怎能错过！它位于酒

店西楼顶层，在 2,270 平方米的空间里将“黄金单身汉

私人住所”概念在餐厅设计及装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窗外宽达 270 度的视野中，浦江沿岸、外滩建筑的历史

风情和浦东高楼大厦的摩登景致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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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衡山路十二号

豪华精选酒店
上海衡山路十二号豪华精选酒店，是一家洋溢摩登

中国风的城市度假型酒店，坐落于绿树成荫的衡山路。

酒店从其所处街区的悠久历史与传统中汲取灵感，富含

浪漫设计元素，仿佛一片都市绿洲，营造心神俱宁的禅

意境界。

酒店建筑设计由意大利知名建筑师马里奥·博塔先

生担纲，将“大隐于市”的当代写意生活方式以摩登中

国风的设计风格在建筑中得以体现。整座建筑由前后两

段楼体连接而成，前区为功能区域，包括餐饮、会议、

健身娱乐设施在内；后区为静谧的庭院和宾客住宿区域，

171 间精致客房和套房均环绕隐于酒店深处，充满禅意

氛围的中庭“神秘花园”而建，缔造更为舒适雅静的居

住体验。

酒店整体设计风格呈现“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

特色，客房设计布局的本质在于源自天然，返璞归真。

嵌有丝绸花鸟图案的半透明玻璃幕墙，以古典庭院花草

树木为主题的地毯和床头屏风等独具匠心的装饰，皆取

材自街区内的花鸟植被，潜心营造温馨适宜的氛围。这

一切与衡山路的绿树成荫交相呼应，并与周边的钢筋水

泥建筑形成了既浪漫，又强烈的对比。

酒店从其顶级客房及庭院景观房中特辟出 10 间作为

“纯净客房”，通过清洁与消毒空调设备、投放臭氧、

纯净空气净化处理、严选防尘螨枕套及床垫套等步骤对

室内空气进行专业技术处理，从而为客人提供如同雨后

山谷般的清新空气，令人仿佛置身葱郁的丛林，享受一

场天然 SPA。床垫是他们最大的特色，出自全球著名床

具制造商 King Koil 金可儿品牌，具备对身体压力更柔和

响应的记忆功能，完美贴合身体的曲线，是追求高品质

睡眠的家庭首选床垫品牌。所有床品都使用 400 纱支高

密度棉织品，具有最柔软的织品触感，而且还特别压上

了一片片的银杏叶，看上去和周围的景色融为一体，非

常讨喜。



上海外滩东方商旅精品酒店
位于外滩中心区的东方商旅精品酒店以绝佳的视野

与低调奢华的品位闻名，它延续了台北商旅低调奢华的

风格，酒店的设计由知名设计师吴宗岳挎刀 , 将过去上海

滩的灵感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装饰性艺术元素优雅融合。

自 2010 年开业至今，五年来风雨无阻地屹立于外滩万

博建筑群中，于上海的酒店市场中崭现其内敛、高雅的

品牌风范。酒店楼高 23 层，外观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装

饰性艺术的风格，不仅邻近“万国建筑博物馆”，且曾

亲历并见证了中国航运发展与港口建设的历史。该建筑

前身曾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由美国人罗赛尔设立的旗昌

洋行，罗赛尔并建设了利源码头，也就是现在十六铺码

头的前身。

东方商旅精品酒店入口非常低调 , 充分注重隐秘性。

踏上灰色石瓦地 , 推转金铜旋转门 , 一楼接待处的大理石

散发出温暖的鹅白色。其共拥有 168 间豪华客房，包括

43 间套房 , 是唯一能以 270 度视野尽览北外滩、南外滩、

浦东、浦西江景的景观酒店 , 深刻感受浦西史迹与浦东摩

登时空交错相互辉映。客房设计由简单线条交织而成，

以柚木地板铺陈出温暖的氛围，透过柔和光晕色调营造

家的舒适。同时，酒店也为了能让顾客拥有新鲜空气所

带来的美好江景体验，更特设了 PURE ROOM 房间，

纯净的客房让人酣然入睡一整晚，安心到天亮。非常值

得一提的是，这家酒店纯净客房的特点在于一边在浴缸

泡着澡一边就能细细品味浦江浪漫的街景。而另一种“怡

外滩”的房型则是舒适大床正对着浦东陆家嘴的摩登夜

景。总之，整个房间走到哪儿都是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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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茂皇家艾美酒店
艾美是一个源于巴黎的酒店品牌，自 2005 年 11 月

被喜达屋酒店与度假村国际集团收购后，现今在全世界

40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 100 家酒店。上海世茂皇家艾美

酒店位于南京东路 789 号，地处市中心。酒店以其现代

化的建筑风格以及绝佳的地理位置成为城中翘楚。豪华

五星级的上海世茂皇家艾美酒店风格独特，761 间装修

精致的客房透过落地玻璃窗尽显浦江美景，人民公园、

上海地平线皆可尽收眼底。酒店内 6 间风格鲜明的餐厅

和酒吧，近 2000 平方米的会议设施，更值得一提的是

酒店拥有上海独一无二的两个享受自然日光的大宴会厅

和多个会议室，还有其设施配备皆是无可媲美。

为了提供给住店客人最佳的入住体验 , 上海世茂皇

家艾美酒店与 PURE 公司合作推出纯净客房，纯净客房

利用最新的净化技术去除所有室内霉菌、细菌、过敏原

和尘螨，致力于提供给住客最佳的睡眠体验，特别是过

敏患者。

每间纯净客房通过谨慎缜密的处理过程，提供最佳

的舒适体验度，包括清洁与消毒冷气设备、去除所有室

内霉菌与细菌、高臭氧冲击处理与选用防过敏与尘螨床

枕套等谨慎缜密的七大步骤，打造了低污染的客房空间，

隔绝房内尘螨、霉菌、孢子、花粉、病毒、细菌的产生，

彻底消除空气中 99.97% 以上的污染源，让入住房客特

别是具有过敏体质的，更能无忧无虑地享受外宿的自在

与舒适，呼吸最新鲜的空气。



上海虹桥元一希尔顿酒店
上海虹桥元一希尔顿酒店位于高速发展的虹桥经济

技术开发区，地理位置优越，距离上海虹桥机场仅 15 分

钟车程。酒店共有 662 间宽敞舒适的客房及豪华套房，

客房最小面积亦达 46 平方米，可谓虹桥地区客房中的翘

楚。此外，酒店设有浦西最大的豪华宴会厅，面积逾 1,700

平方米，可容纳超过 1,000 位宾客，是宴客礼宾的最佳

之选，餐厅里的各类饕餮美食不容错过，很多餐点都是

独一无二。

酒店拥有三座大楼，周围轨道交通便捷，四周云

集各类高端时尚购物中心、娱乐设施，领馆别墅、高

档住宅区近在咫尺。为了打造“纯净客房”全新体验

之旅，特携手美国室内净化品牌 PURE，虹桥元一希

尔顿纯净客房全部配备来自 PURE 专利设备，同时通

过七重空气净化步骤才得以实现纯净体验。宽敞舒适

的豪华纯净客房，设计风格时尚优雅，四分式浴室配

备浴缸和热带雨林式花洒淋浴间，可尽情放松，备受

商务旅客的喜爱。来自 PURE 公司的专业人员会定期

对客房内的空调、设施、床上用品等采取清净处理 , 以

此大量减少潜在的刺激物。这些措施不仅针对过敏症

患者 , 更是为酒店每一位客人提供了安全、舒适、优质

的睡眠环境。

另外，酒店配有 25 米的室内恒温游泳池、2 个露天

网球场和设施齐全的健身中心，随时随地开始运动，舒

展筋骨，保持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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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洲际酒店
苏州是一座洋溢着历史气息的园林城市，有“人间

天堂，园林之城”的美誉，碧波荡漾的金鸡湖是苏州不

容错过的自然景致，苏州洲际酒店便坐落于此。

酒店大楼外观呈新月形，高 27 层，共 427 间风格

现代的客房，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酒店开设了 8 间

PURE ROOM，包括 4 个房型：豪华湖景房、贵宾湖景

房、贵宾全景房和豪华湖景套房，均通过 PURE 纯净客

房专利的 7 步净化过程，包括使用 PURE Clean 环保清

洁用品清洁客房，用 PURE 高效臭氧冲击处理消毒客房，

空调设备经过消毒处理，在空调设备中安装茶树精油，

使用 PURE Shield 抗菌保护膜，和 PURE 抗菌防尘螨

床罩枕套，安装 PURE 高效率杀菌空气净化器等。从源

头上净化房间空气，让您免受细菌和病毒的侵害，拥有

纯净清洁的入住体验。

豪华湖景套房是额外的惊喜，颇为巧妙的是 120 平

方米的套房坐拥金鸡湖景，拥有绝佳视角，设计格调高

雅而不失现代感，更独具匠心地选用了竹子屏风、鸟笼

灯饰、陶艺摆设以及其他极具姑苏韵味的艺术品，与湖

光美景交相辉映。躺在圆形超大旋转沙发上，抿一口红酒，

远眺卧室窗外的摩天轮在夜晚熠熠生辉，煞是好看。另外，

贵宾全景房也极为推荐，它是全酒店视野最好且最具浪

漫情怀的纯净客房，拥有 270 度无敌落地窗，无论是在

窗边的躺椅上欣赏日落时分金鸡湖的荡漾水色，抑或是

俯瞰月光码头及文化艺术中心的绚丽夜景，整个城市崭

新的天际线都尽收眼底，是让人难以忘怀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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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太湖高尔夫酒店
太湖高尔夫酒店坐落于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的

腹地，是吴地文化最精华所在。酒店由江苏仁泰资产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拥有客房 118 间，房间风格独立、

设计典雅，旖旎婉约、吴韵浓厚。其中 6 间便是引进美

国 PURE 公司旗下的“纯净客房”，套房的风景最赞！

太湖与高尔夫果岭秀丽景色铺陈眼前，观之顿生胸怀宽

广，坐拥天下之豪情。带上全家人一起度假是最好不过，

呼吸着带有淡淡茶树精油的纯净空气，伫立窗前，观沙

鸥翔集、风舞芦荻、金鳞夕照，纵情融入湖光山色和高

尔夫美景之中。

作为酒店的配套，苏州太湖高尔夫俱乐部，国际一

流的 18 洞锦标赛球场，为华东地标球场，连续 4 年被评

为全国十佳球场，是中国国家队训练基地，每年 10 月份

的欧巡赛中国站已经成为国内女子高球最有影响力的品

牌赛事。

上海万豪虹桥大酒店
万豪集团的总部设于美国的马里兰州，集团品牌包

括万豪、JW 万豪、丽思卡尔顿、万丽等，上海万豪虹桥

大酒店是其中一员，其坐落于上海高端住宅西区，紧邻

上海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临空经济园区，经由附近的

延安高架桥可轻松前往人民广场、外滩与浦东区，通过

高速公路则可直达江苏省。

上海万豪虹桥大酒店拥有 313 间客房，所有房间内

均配有电子保险箱、迷你吧、豪华浴室等。空中花园的

园艺景观，为酒店增添一抹绿意，美不胜收。为追求更

好的入住体验，酒店携手美国 PURE 公司，共同打造“纯

净客房”全新体验之旅，来自 PURE 的专业人员定期对

客房内的空气、设施、床上用品等步骤的转换处理 , 以此

大量减少潜在的刺激物，有效提升空气质量。为每一位

追求纯净的客人，特别是过敏症患者以及小婴儿，提供

安全、舒适、优质的睡眠环境。酒店还特别推出凡预订“纯

净客房”，即可尊享一小时免费瑜伽课程，更有健康西

式套餐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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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   

把“家”搬到了三亚   

Shangri-La Resort Hotel, 
Moves “Home” to S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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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三亚晒太阳、吹海风、与椰林树影为伴，大家都

喜欢在这碧海蓝天下尽情地放松。来三亚度假的游客，

必定会被香格里拉度假酒店吸引 , 这里仿佛是梦中的度假

天堂，它会让您觉得把“家”也带过来一样。

三亚香格里拉坐落于“国家海岸”海棠湾，占地 18

万平方米，拥有 340 间现代明亮的客房 , 不同的设计风格

及设施 , 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的需求。其中 , 专门为家

庭准备的客房 , 更是满足了一家人来入住的需求。家庭客

房面积 77 平方米，房间内还配备可拉伸的沙发床，可以

满足全家入住需求。此外，贴心的客房服务还专门为家庭

客人准备了儿童浴袍、儿童拖鞋和儿童专用洗漱用品等 ,

让小朋友不再穿着爸爸妈妈大拖鞋了 , 也有属于他们的物

品。酒店客房分布在七层楼高的海洋大楼、珊瑚大楼和棕

榈大楼。设计和装饰元素仍取于自然界，如硬木地板、贝

壳状的柜门把手、贝壳制成的金色树叶装饰品等。

关于美食 , 厨艺舞台餐厅为宾客提供中外美食，还

有专门为小朋友打造的儿童自助餐台，高 60 厘米，小朋

友可随意取用食物。儿童自助早餐包含五谷杂粮餐台、

新鲜果汁台、新鲜水果、动物模型的点心和热菜。甜点

区有迷你蛋糕、棉花糖及两个巧克力瀑布机。如果小朋

友乖乖吃饭 , 还会有糖果奖励。对于小朋友来说 , 最开心

的莫过于有可爱的食物 , 有美味的甜点、冰淇淋 , 这些足

够让他们满足一个上午。此外，三亚首家波利尼西亚风

味为主的康提奇餐厅，在每周五晚上还会有烤乳猪仪式，

是家庭享用晚餐的好去处。

关于娱乐活动，如果不想去其他景点 , 那么酒店也

足足可以让你玩上一整天。

酒店所有休闲娱乐活动均集中在“绿洲”、“沙海”

和“森林”三个特定的区域。除了水上乐园和儿童探险

乐园，酒店拥有两个不规则形状泳池、慢跑和骑行小径、

沙滩足球场、沙滩排球场和各类水上休闲项目。健身房

拥有完善先进的设备，其户外露台则可以练瑜伽或开展

其他休闲运动。

香格里拉酒店的儿童探险乐园是专门为小朋友和家

长准备的亲子乐园，也是三亚五星酒店首个大型的游乐

场所之一。乐园共占地 510 平方米，分为儿童乐园和游

乐世界。儿童乐园针对 5 岁以下的儿童，游乐世界则是

为 5 岁以上的小朋友及成人专属打造的。最惊险刺激的

部分是花样滑梯，整个滑梯由三部分组成，最高的魔鬼

滑梯垂直 90 度，高 7.1 米，是大人和小朋友挑战自我的

绝佳之地。此外，还有旋转沙发、缤纷网塔、绳索秋千

等设施。在通往乐蜓园的长廊，还有各种乒乓球、法式

撞球、台球等。

除此之外 , 酒店还设有儿童烹饪课程、沙雕、放风

筝等亲子活动 , 可以让孩子和家长尽情地享受在一起度假

的美好时光。

在香格里拉酒店，无论是两人世界、三五好友、家

庭出游、三代同行，都将在这里找到自己合适的一片天地。

酒店距市区和三亚国际凤凰机
场仅 40 分钟的车程，距离全
球最大的免税购物中心仅 5 分
钟车程，周边著名景点有蜈支
洲岛、南田温泉、呀诺达和槟
榔谷等。
电话：（86 898）8875 8888 
地址：中国海南省三亚市海棠
北路 88 号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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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 487 间极具魅力的客房与套房的

赛瑞喜来登酒店位于中国最著名的城市之

一——西安。酒店精致、奢华的装修风格及

完善的设施，让每一位宾客都能享受到古都

生活的魅力。

酒店以“丝绸之路”为总体设计理念，风

格多元，既有时尚现代的喜来登语言 , 又有中

国传统风俗的图案、图形。酒店名称中的“赛瑞”

也是中国风水中一个象征“荣华富贵”的词语。

487 间房，装饰既有欧美现代的华贵典雅，

亦有古朴清丽的中华风韵，色彩明亮。每一间

内专门提供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座椅、宽大工作

台和高速互联网接入。配以清爽棉质床单、柔

软羽绒被和毛绒枕头的特色喜来登甜梦之床定

能让您享受一夜酣睡。

采用充满活力且色彩明快的挂毯装饰的

“盛宴”餐厅全天候营业。其开放式厨房带来

不可抗拒的视觉与味觉享受，在这里可以尝尽

世界各地美食；中华风韵装修风格的采悦轩中

餐厅，是品尝纯正粤菜和地方菜品佳肴的绝佳

之选；结合现代、时尚与美酒为一体的特色扒

房餐厅，将会带给和朋友、家人相聚的难忘时

刻。不仅如此，环境宜人的大堂吧是宾客与商

务伙伴和同行旅伴沟通交流、品尝美味鸡尾酒

的休闲放松之地。

在喜来登旅行健身两不误。喜来登健身中

心拥有先进一流的跑步机、动感单车等健身器

材，同时室内温控泳池也会让您酣畅淋漓，时

刻保持巅峰状态。激情的运动之后，来到炫逸

水疗中心，提供极具本地特色招牌水疗护理，

令宾客由内到外光彩夺目，身心舒泰。

酒店最大特色在于提供喜来登品牌的“随

心连动 @ 喜来登”特色服务。借此，宾客可

在大堂尽情享受畅快连接，工作、休闲、社交

三不误。“随心连动 @ 喜来登”旨在为宾客

创造一个互动的社交环境，通过启用互联网连

接的计算机工作站，收发邮件，搜索当地热门

景点，与亲朋好友分享旅途趣事。

夏季来临，宾客可以置身于空中花园，感

受清爽宜人的气息，品味古都的文化魅力。美

食、美酒、美景，让您度过一个不一样的古都

之夜。

走近喜来登，品味古都魅力

电话：029-88866888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路 32 号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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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父爱而选
Choose for 

Father's Love

玩转休闲与户外间 
Play Outdoor Leisure

雕琢时光
寻找味觉的灵感

Carve Time, Look for 
Inspiration of Taste

换一种方式理疗 
Change a Way 
of Physiotherapy 

P136 P140 P146

行走世界 享受生活

 

旅游休闲
T R A V E L & L E I S U R E

STYLE
Life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ENJO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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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 Sydney

休闲与户外是春夏提及最多的话题之一。天气宜人，在闲暇之余不再想足不出户，
那么就把自己交给户外，换上休闲装，让行动来得更自在，抑或是参加 Kolon 登

山学校的课程，向专业户外一步步靠近，动起来，便有无数可能。

玩转休闲与户外间
文 Gia  图 各品牌提供

Leisure and outdoor are the most popular topics in spring and summer. If you do not 
want to stay indoors with agreeable weather in leisure time, you can put on casual wear 
and go outside. Or you can participate in mountaineering school Kolon’s curriculum 

and move closes to professional outdoor activity. 

PLAY OUTDOOR LEI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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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盈模式全开启
碧波浩渺的海洋，秀美巍峨的高山在好

天气里格外吸引人，纯美的自然在鼓动着人

们外出的同时也给各品牌带来更鲜活的设计

感。例如美国著名帆船鞋品牌 Sperry 一直

致力于传播品牌与水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鼓励年轻人勇于跳出舒适空间，挑战自我，

寻找永无止境的未知旅程。

同 样 的，Lacoste 一 直 以 来 也 拥 有 航

海风格的传承，本季除了向高尔夫和网球场

DNA 的致敬，优雅的航海风也被引入了都

市生活系列，成为标志性鞋款之一。随着春

天的到来，Lacoste 本季正式迎来 “轻盈模

式”——轻质帆船鞋系列，通过简洁的线条

和鲜活的配色，Lacoste 向都市人传达舒适、

时尚和轻松的休闲航海理念。

1.Sperry HUNTINGTON S/O 

COLOR WASH 系列

在 Sperry 经典船鞋廓型的基础上，采用

更窄的楦型，水彩色鞋面搭配 Sperry 特有的

毛边处理，摩登的设计透出型男们玩世不恭的

个性。此外，功能性也全面升级：帆船鞋大底

的前部和中部两处大面积镂空，植入记忆海绵

软垫，搭载水波纹的外底处理，保证鞋底柔软、

防滑的同时，阻挡甲板带来的压力。

2. 3NITY 兰博基尼背包

要想玩转休闲风，配饰很重要。今年春夏，

3NITY 旗下的设计师潮包品牌 Sprayground

推出一款吸睛装备——Lambo Wings（兰博

基尼背包），让即使穿着极简的达人，也能成

为街头的焦点。纽约著名设计师 David Ben 

David 以炫酷帅气的兰博基尼跑车为原型，设

计了此款 Lambo Wings，并赋予了背包极度

奢华的流线型外观，和兰博基尼御用的宝蓝与

桃红两款大气色彩，侧身“剪刀门”则为点睛

之笔，将豪车的奢华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3.Lacoste

男款帆船鞋 Keellson 的纯色系列，鞋面

采用了薄型的优质皮革，经过反复打磨，配合

轻便的橡胶底，使之比传统帆船鞋更为轻盈，

脚感更为舒适。Lacoste 标志性的珠地网眼质

地鞋面、同色系的针脚、金属鞋眼和 360 度环

绕鞋带等，处处体现设计质感，彰显运动精髓。

女士款 CAUVIN 融合了运动与时尚元素，独

一无二的“都市海洋风”带着迷人的极简主义

风尚。品牌特有的轻量级橡胶外底 Rene Lite

搭载超薄麂皮鞋面，不仅加倍透气，还如光脚

般舒适。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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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正是生活常态
随着夏天气息的蔓延，想出去走走的心

情越演越烈，舒适耐穿的服饰和鞋子也在这

一季格外受用。在街头巷尾扮休闲风少了不

像 Dr. Martens( 马 汀 博 士 ) 一 样 时 尚 又 舒

适的鞋子。在英国，几乎没有哪个人不认识

Dr. Martens，有些人甚至从学生时代起，就

已经是 Dr. Martens 的坚定拥护者。鞋帮后

侧 Airwair Loop 是品牌的特别设计之一，Air 

Cushioned Soles 气垫鞋底拥有独特的舒适

性与超强的耐用性，而鞋边的黄色针步线也是

历代 Dr. Martens 的经典标志。经典的外观与

潮流的设计也让它成为众多明星以及时尚爱好

者的收藏品牌。

源自西班牙的品牌 El Naturalista 则凭借

其舒适环保的鞋款以及经典文艺的风格闻名

于世，近年来已成为文艺青年手中挚爱。El 

Naturalista 一直致力于为文艺青年提供舒适且

环保的鞋履，每一双鞋都由欧洲鞋匠历以传统

工艺手工完成。El Naturalista 坚持对于生态

环保材料的运用，根据人体脚部轮廓结构设计

的鞋楦，制作过程细致考究，将舒适、环保及

美感结合，简洁不失细节，随性却不显随意，

完美展现出经典文艺的魅力。

来自希腊的欧式简约女鞋 Gingerlily 同样

主打舒适和耐穿度的鞋履品牌。Gingerlily 在

用料的选择方面尤为严谨，均选用全真皮制

作，追求美观的同时，丝毫没有忽略产品的

舒适感。

2015年春夏系列保留了原始的欧洲味道，

平底凉鞋在设计上更是以 T 带夹脚、凉拖、绑

带、罗马式等多种方式呈现，色彩上延续了古

代希腊经典的鞋款配色：白色、粉红色、嫩黄色、

浅绿色等能衬托女性肤色的色彩搭配，将现代

审美和经典希腊鞋款风格相结合。正因为平底

凉鞋的简单实穿，所以也成为众多欧美明星街

拍最常见的鞋履单品。

1 . E L  N a t u r a l i s t a   f r o m  

C.P.U. 夹脚趾后跟带系列

EL Naturalista 4 月主推夹脚趾后跟带系

列，纯皮的材质，手工制作，完美的配色，不

单穿着非常舒服，更带有潮流感。此系列经典

的驼色、黑色，依旧会成为本季百搭潮品；撞

色款专为文艺女青年设计，随意的搭配也可尽

显文艺气息。

2. Dr. Martens 

夏日舒适拖鞋，搭配刻板印花、图腾，将

舒适、简约与时尚完美结合。鞋头位置使用铜

片，看起来更加朋克，颜色上除了经典的黑色

外，还使用本季的主色蓝色及红色，让这个夏

天的 Dr. Martens 颜色更加丰富多彩。除了延

续夹脚趾鞋型外，引入了 Z 型鞋带的凉鞋，更

适合夏天，鞋底舒适，印花使用本季的设计元

素，TATTOO、印花、鲤鱼、东方花卉，舒适

之外更显时尚。

3. Gingerlily from C.P.U. 色彩

款与金属色款

Gingerlily 色彩上延续了古代希腊经典的

鞋款配色：白色、粉红色、嫩黄色、浅绿色等

能衬托女性肤色的色彩搭配，将现代审美和经

典希腊鞋款风格相结合。金属色、非饱和色都

是 2015 年的流行色彩，运用在凉鞋上或张扬

性感、或飘渺清透，增强了鞋款的色彩表现力，

满足不同着装和个性的需求。

4. Rabu Rabu 夏季摇摇鞋

摇摇鞋之所以在近年来大受欢迎和其轻盈

的材质与高挑的技能密不可分。它是夏季潮人

的搭酷宝典 , 适合多种风格的服装，PU 的材

质配合目前流行的迷彩花纹，让装扮更耀眼。

摇摇鞋黑白色基础款是入门级必备单品，如果

你想在本季找到一双百搭鞋履，它可以带给你

舒适，显高挑，入手一双黑白色基础款摇摇鞋

就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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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专业户外  
休闲与户外往往只隔了一步。时尚、休

闲的设计，加上专业的面料和技术，是成就

一个户外品牌的关键。在这一点上，韩国户

外品牌 KOLON SPORT 一直深谙其道。

K O L O N  A L P I N E  S C H O O L 即

KOLON 登山学校，于 1985 年成立于韩国，

是 KOLON SPORT 品牌以普及推广“正确

的登山运动”为目标所建立的专业户外教育

机构。2015 年恰逢 KOLON 登山学校建校

30 周年，借此契机品牌宣布 KOLON 中国

登山学校正式成立，希望推动登山运动更加

简单化、安全化地走向中国大众。

KOLON SPORT 站在专业的领域深入

分析中国户外参与人群的现状，传达正确的

攀登技术和户外安全技能，从而实现理论和

实际有效结合的教育模式。今年四月底，第

一期“户外基础课”已经正式开课，户外爱

好者在讲师团的 1 对 4，1 对 5 的责任制指

导下，更深入地体验户外运动，享受运动带

来的畅快。

对话 KOLON SPORT

T&L：听说您在韩国 KOLON 登山学校

以第一名成绩毕业，您个人一定喜爱登山和攀

岩等户外运动，和我们分享一下户外对您的意

义么？

KOLON SPORT中国区总经理 孙炳玉: 

韩国 KOLON 登山学校成立已有 30 周年，迄

今已有 12000 名毕业生。如今的社会环境给

都市里生活的人们带来的压力增大，亲近自然

是都市人心中的渴望，然而真正接触到户外运

动的中国人却很少，中国登山学校的成立正是

想普及户外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户外运动。

对于我而言，户外运动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

既能锻炼体魄，也能促进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T&L：成立中国 KOLON 登山学校的初

衷是什么呢？在这样的初衷下，接下来的三年

内，您期望 KOLON 中国登山学校取得怎样的

成绩？

KOLON SPORT 中 国 区 市 场 总 监 贾

旭：登山学校成立的初衷可以概括为让没有

户外基础的人了解户外运动，爱上户外运动；

让户外爱好者则可以掌握更多户外技术和文

化。例如如何获得户外运动中的注意事项、

如何掌握登山攀岩的技巧以保护自己不受到

伤害，怎样正确地使用户外装备等，都是与

大自然亲密接触需要面临的问题。很多人对

登山和户外感兴趣，但由于没有专业的训练，

有一定的危险性。今年我们在选一些基础课，

例如登山、攀岩，2016 年会开展攀冰课程。

当然，作为一个专业户外品牌，我们希望户

外运动蓬勃发展，带动户外用品的消费。

1.Kolon Sport 速干 T 恤

2.Kolon Sport 登山裤

3.Kolon Sport 登山鞋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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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父爱而选

父爱虽然不如母爱那般细密，但平凡中透着坚毅，随和中不乏刚强。正如太阳的
温暖、无私。又如大海般博大、深沉。在父亲节来临之时，挑选一件各品牌的得
意作品作为礼物给他，可作为他身边的实用之物，或是可收藏把玩的观赏品，祝
愿他父亲节快乐。

2 31

文 Gia  图 各品牌提供

Although father's love is not as meticulous as mother's, but it has fortitude in triviality 
and boldness in gentleness. It is as selfless and warm as sun, as broad and deep as sea. 
At the time of Father's Day, you can choose a gift for him and wish him Happy Father's 
Day, no matter it is a practical thing or an artifact to appreciate.

1. Hommage 剃须刀 Shanghai

系列

Hommage 向来追求生活热情和品位，

备受全球男士喜爱。剃须刀乃男士日用常备

品，为父亲准备一款功能卓越、出类拔萃的

剃须产品，足以把每日剃须转化为优雅奢华

的体验之旅。Hommage Asia 剃须系列产品

在港澳指定商店售卖，例如 Pacific Cigar、

文化永利澳门等。

2. 万宝龙艺术赞助人系列卢奇亚

诺·帕瓦罗蒂限量版书写工具 888

灵感源于普契尼的歌剧《杜兰朵》及其

中的片段《今夜无人入睡》，正是这一曲目

令帕瓦罗蒂登上了全球舞台，成为他经典的

表演曲目。由于这一歌剧以中国为背景，所

以在书写工具的设计中特别注入远东元素，

笔帽上刻画着精致的黑白祥龙，石榴石的闪

耀红眼画龙点睛。笔身顶部的圆锥以 750 纯

金制成，笔帽顶部镶刻着珍贵珍珠母制成的

万宝龙六角星标志，值得珍藏。

3. TUMI 梅赛德斯旅行箱

对于热爱旅行和汽车的男士来说，入手这

款 TUMI 与梅赛德斯 AMG 马石油车队共同打

造的行李箱是理想之选。TUMI 品质卓越的商务

和旅行产品，让旅途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与舒适，

这次的合作产品 TUMI 采用了高端的 Tegra-

Lite® 和 Alpha 2 系列材质，追求优秀设计的同

时采用创新技术，大幅度提升了耐用性。

4. 瑞宝 天狼星系列腕表

瑞士瑞宝腕表的风格是在低调中藏有一

丝创意和玩味，因此适用的人士较广泛，天

狼星系列有红金和不锈钢材质可选，侧面切

割的蓝宝石抛光的同时防反光，标志的洋葱

头表冠增添设计趣味，40 毫米直径为男士腕

表的最佳大小；皮带采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

的短吻鳄，更添男士潇洒气质。

CHOOSE FOR FATHER'S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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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绝对伏特加“安迪·沃霍尔”限

量版

伏特加是最具男性气质的酒款之一，源自

瑞典的国际知名品牌绝对伏特加于全球推出近

400 万瓶 Andy Warhol“安迪·沃霍尔”限量版，

配上安迪波普怀旧的风范，是俘获艺术老爸的不

二之选。品牌秉承对艺术的“绝对”坚持和不懈

追求，该限量版将著名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霍

尔最初为绝对伏特加创作的画作通过经典瓶身完

美再现。让热爱艺术的人可以即刻带回属于自己

的“沃霍尔”艺术品。

6.Lladró “父亲”瓷器摆件

这个西班牙奢侈品中顶尖的瓷器品牌，秉

承其精湛的全手工陶瓷制艺在全球享有盛名，

Lladró 出品的瓷艺因而也获得了西班牙皇室的

青睐。品牌有不少向父亲母亲致敬的佳作，此款

“父亲”作品里刚出生的婴儿在父亲的怀抱中酣

睡，享尽家庭温馨的场景。裸体的形象更加强了

家人之间的亲密无间感，向观者展现了一幅生动

的亲情画卷。

7.Bally 男士墨镜

夏日强烈的光线中含有大量的紫外线和红

外线，墨镜作为鼻翼之上的装饰品既可以调整面

部轮廓，又可以抵挡一部分光线，减少对眼睛的

刺激，是每个有健康意识的人士都应准备的物品。

Bally 设计风格简单大气，从不花哨，灰黑色镜

片更适合中年人士。

8.DUNHILL 皮带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皮革专家，Dunhill

的腰带深受男士喜爱，甚至推出过确保单手操作

的简便性并兼具准确性 Mechanical 机械皮带。

若没有特殊户外需求，Dunhill 的皮带只要挑对

颜色就不会出错，棕色皮带的实用率属于最高等

级之一，送长辈也没压力。

9. 万宝龙时光行者袖扣

袖扣如今也不仅是配搭，一款有着优雅

气质和做工精致的袖扣更有其纪念和收藏价

值，全新的万宝龙产品系列将品牌标志性的

高雅气质完美融入对设计和制作细节无微不

至的追求中。

时光行者 Urban Speed 袖扣中加入了少量

的蓝色玻璃材质，这一色彩在万宝龙的男性饰品

中鲜为使用，形成大理石般的花纹效果，令每一

件产品都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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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种方式理疗   

CHANGE A WAY 
OF PHYSIOTHERAPY



141・TRAVEL&LEISURE

跟月相有关

南京涵月楼酒店的奥丽嘉水疗巧妙契合月亮运行周

期的能量嬗变结合人的生理健康作为护理理念，其名称

源自北天星座“御夫座”的奥丽嘉水疗中心，独创一套

契合月运周期的保健美容疗法。自远古时代起，人们便

相信月相的更替变化对人体有神秘微妙的影响：新月时

分，适宜内省冥想、吐故纳新；月盈时分，适宜重聚元

气、“播种”蓄势；满月时分，适宜尽释潜能、焕发活力；

月亏时分，适宜激浊扬清、净化身心。

奥丽嘉巧妙契合月亮运行周期的能量嬗变，以此作

为依据，精心设计特色护理的所有环节，使其契合大自

然的节奏律动。奥丽嘉的特色护理集合月亮四种变化所

释放的不同能量，将大自然的精华渗透至身心。每种特

色水疗护理疗程均各自匹配某一特定月相：新月、满月、

月盈和月亏，并且仅在疗程契合当前月相时提供，确保

为宾客提供最深入的水疗体验。奥丽嘉选用纯天然护肤

品牌菲迪曼（Phytomer）的产品，为宾客提供纯正独特

的非凡水疗护理。更多特色水疗护理包括精华瘦身护理、

面部舒缓护理，以及孕妇特别护理。此外，奥丽嘉水疗

还提供其他一系列护理，如身体按摩、特色身体护理、

身体去角质及滋养润护、男士及女士面部护理。

占地 2,700 平方米的奥丽嘉是南京最大的水疗中心 ,

亦是宾客完美的栖息之地，为你的身心提供一系列修身

养息、重振活力的不同护理疗程，如各式按摩、面部及

身体护理。融合南京作为历代皇都的深厚意义，奥丽嘉

水疗的设计处处贯穿中式皇家宫廷的古典及优雅，拥有

七间设施齐全、舒适备至的私密理疗套房，更有其他奢

华设施配备，如独特的四季雨林花洒、冰泉、喜马拉雅

盐室、蒸汽房、芳香淋浴室、瑜伽活动室以及游泳池。

此外，宽敞的更衣室、桑拿蒸汽房、私人淋浴室及浴缸

也给以月相理念为基础的独特水疗体验增加了更多享受。

Sleep Spa 好睡眠要定制

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英国

文豪莎士比亚把睡眠比作“生命筵席上的‘滋补品’”，

睡眠是一切精力的源泉，也是繁忙、高压的生活里最为

奢侈的享受。然而，要想达到完美的睡眠状态却并不简

单。好的睡眠因人而异。不同的人、体型特征、需求喜好，

乃至对舒适的体验和对材质的感知都不尽相同。因此，

要想获得好的睡眠，就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睡眠

路径”。优质睡眠，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瑞典皇室御用

床具品牌海丝腾，始终坚信这一点。在其 163 年的悠久

历史中，海丝腾一直坚持手工定制床具，并强调对自然、

和谐睡眠环境的打造。其全力推出的 Sleep Spa 睡眠体

验模式，正是以床具为核心定制的完美睡眠方案。置身

其中，感受着手工床具带来的舒适，好睡眠也变得触手

可及。为了实现真正的“定制睡眠”，海丝腾不仅采用

瑞典精钢制作床具内部弹簧来提升内部承托，更结合多

年的睡眠试验与研究，以精选的天然材质手工打造出一

张张完美的床具。海丝腾将马尾毛、羊毛、棉等多层天

然材料以独特的方式组合在床具内部，使得床具能够不

断适应并记忆你的身体状态，为你带来量身定制般的美

好睡眠。而以海丝腾手工床具为核心全新打造的 Sleep 

Spa，则依据人的睡眠生理和心理习惯，集舒适的床品、

柔和的灯光、适宜的温度、湿度以及充满北欧设计感的

装饰品于一体，确保了睡眠环境的完美营造，让你感受

到极致的放松与自在，从而体验专属定制的非凡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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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份体验殊荣给男士

说起理疗，往往想到的便是女士，然万利水疗中心

推出男士水疗程，打造一份尊贵极致男士美容体验。万

利水疗中心独家呈献专为男士而设的全新护理体验。疗

程选用著名男士护理护肤品牌 Hommage 的专贵护肤系

列产品，是让宾客感到身心焕然一新的惬意之旅。

万利水疗中心是为宾客度身打造的避世天堂。为呈

献更尊贵舒适及更高私隐度的水疗体验，每间理疗套房

（一间双人理疗套房及七间个人理疗套房）均备有独立

的蒸汽室、桑拿室、香薰水疗设施及休憩间，并由专属

理疗师提供度身定造的护理体验。

男性宾客对定制护理体验的需求日益增长，万

利水疗中心特意与享负盛名的专业男士护理护肤品牌

Hommage 合作，完美地满足了宾客的需求。 这项专贵

的护理疗程以维他命 C 和来自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海洋

萃取物活化肌肤。各种草本成分包括橄榄和蜜蜂花叶精

华，能镇静、舒缓肌肤，使其焕发神彩。深层毛孔清洁

及去除角质，以焕肤面膜平衡及更新肌肤，配合独特的

按摩技法、温热的毛巾和舒缓的香氛，让宾客投入愉悦

放松的境界。

刚阳独特、蜕变出众、功能卓越、创新时尚、出类拔萃、

追求设计、别具一格…… Hommage 追求生活热情与品

位，备受全球优雅脱俗男士推崇，为男士美容定立新标

准︰把毎日剃须护肤习惯转化为优雅奢华个人体验之旅。

品牌提供别出心裁的剃须护理产品、护肤品、剃须用具、

理发及水疗服务，让男士沉醉于高效能完美体验，并获

重新注入优越感、自信心及舒适感。

来自传统之乡的疗法

 Coco Bodu Hithi 是璞富腾酒店及度假村旗下隐

逸在马尔代夫群岛之上的成员酒店，从酒店团队个性

化的体贴服务，到周围郁郁葱葱的热带植被和丰富的

野生动植物，私密、独特的愉悦经历正待你体验。在 

Coco 享受水疗放松的新境界，体验量身定制的水疗服

务。走进令人身心舒泰的房间，从源自印度尼西亚、

泰国和印度的传统护理服务单中选择合意的服务。从 

“ COMFORT ZONE ”项目中挑选深层保湿的面部

护理、舒展身心的 按摩和美体疗法。在专业水疗师的

悉心指导下，可以重拾活力。水疗师将指导你选择适

合自己的自然愈合疗法。要享受绝对的隐私，也可以

选择在别墅内进行水疗服务。位于 Longitude 旁边的

Coco 时尚美容沙龙，也提供美甲和肩颈按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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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爱人

马尔代夫豪华度假村 Velaa Private Island 呈献按

摩护理新猷，带来无可比拟的梦幻浪漫体验，为情侣及

蜜月人士缔造幸福无比的童话式假期。其水疗选单新增

“月光按摩”项目，让你尊享难忘的独特时光。在一轮

明月的映衬下，于水上水疗别墅的甲板上，享受以马尔

代夫初榨椰子油进行的治疗式按压体验，令身体完全放

松并恢复活力。理疗师会根据每位宾客的喜好进行按摩，

带来体贴呵护的体验。除此之外，Jaye Niemi 香熏蜡烛

能营造出甜蜜醉人的氛围，进一步提升愉悦的感官体验，

让宾客沉醉于幽静的空间中。“月光按摩”护理为时 60

分钟，于晚上 6 时 45 分月亮升起之际掀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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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us TG-860

奥林巴斯 TG-860 通过易用性和可靠性的升级，给户外活动增

添了很多有乐趣的新鲜创作思路。而这些新玩法其实并不局限于“拍

照”，对于录制高速视频，TG-860 也有自己的拿手好戏。公路骑行、

动力伞、险滩漂流这些户外极限运动也可进行。在使用 CSCH-123

运动搭扣将 TG-860 固定到背包或皮带上面之后，开启 Sportcam 

Mode 运动摄像模式，即可展开高速录影，拍摄 60 帧 / 秒格式的高

清视频，也可以通过降低分辨率，连续录制速度高达240帧/秒（16:9：

640x360）和 120 帧 / 秒（16:9：854x480）的高速视频。此外，

不要忘了 TG-860 本身就是一台具有防护能力的户外相机，不会像

一般摄像机一样，在赛艇、冲浪、漂流等水上活动中，必须使用防水罩。

希捷 LaCie Rugged RAID

希捷 LaCie™ Rugged RAID 提供双倍于标准移动硬盘的速度

和容量——同时具备发烧友期待的 Rugged 便携性和耐用性。这

也是同类产品中唯一支持硬件 RAID 0 和 1 的产品，使专业人士可

根据自身的工作流优化产品速度或提升数据安全——并可用于任何

Mac 或 PC 产品。LaCie Rugged 可作为旅行中的重要安全存储

产品。即使发生单个硬盘损坏的情况，数据仍可受到保护，LaCie 

Rugged 可抗震、防尘、防水。无论是乘坐吉普车一路颠簸，还是

被埋在飞机货舱的箱子堆里，还是在热带的一场倾盆大雨中遭遇水

溅，数据始终安全可访问。

B&O PLAY 全新 Beolit 15 便携式蓝牙音响

Beolit 15 采用 True 360 全方位声音解决方案，峰值功率达

240 瓦，无论你身处房间哪个角落，也无论房内空间大小，都能体

验到同样出色的音效表现，清晰呈现所有音乐细节。同时，备受赞

誉的 B&O Signature Sound 会为音乐爱好者带去最忠实、有力和

清澈的音质，将以艺术家期望传达的方式聆听音乐，保留原曲原味，

也无任何矫饰。Beolit 15 搭载的 Adaptive Power Management

技术将扬声器耗电量降至最低，每次电源充满后可连续播放 24 小时，

让音乐全天候陪伴你。

夏季旅行跟户外密切关联，更与玩水脱不了干系，随身携带
的数码装备便要满足两大条件：便携易带，具备一定的防护
外界侵害能力。如此旅行中才能无憾。

“Streaking” Digital Companion
敢“裸奔”的数码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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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轻旅行不一定非要跟驴友一般背着偌大的装备，便携实用对于旅行来说尤其
重要，当然品质亦是不可忽视的，传承瑞士军刀创造性与多功能特性的旅行箱 ,
有着百年户外历史的科勒曼，过硬的品质只会给户外游玩增色。

1. 创造性带来的便利

Victorinox Werks Traveler™ 5.0 系列设计轻巧，

储存空间大。传承来自正宗瑞士军刀的创造性和多功能

性，这个独一无二的收纳系统 (Pack More System) 

能提供五个不同的装箱方案，让旅游者灵巧而更轻松地

带齐旅游必需品。比其他同类型的行李箱包要轻，这意

味着可以收纳更多物品，并避免在机场支付不必要的额

外行李费用。一触式铝合金双杆手柄，可锁定在三个

不同位置，以配合旅游者的身高。双滚轮提供平滑、稳

定、宁静的滚动，并可以轻松地 360°旋转。带凸纹的

Geluxe™ 舒适把手能减轻移动旅行箱时所感受的震动，

旅行箱背面的防滑板亦能明显减少摩擦，从而确保旅行

箱于每次旅途中都可倍感轻巧。

2.Coleman（科勒曼）Journey 四方背包

设有 PC 电脑仓、附带黑色格式防雨罩，金属扣件

彰显复古风格，背部设有隐形拉链仓，两侧设有空间压

缩系统，根据需要调整包内空间 。

3.Coleman（科勒曼）——Battery Lock

（电池锁手电筒）

令人印象深刻。它采用最新注册专利技术电池锁，

运用于手电筒，不仅可以铲除电池电量虚耗现象，还能

极大降低电池腐蚀，是户外潮人们不可错过的时尚单品。

4. 雷美诺时潜水手表

在夏季假期，海岛是一个绝佳的度假目的地——阳

光、沙滩、海浪，简直是说到度假时人们脑中的典型配置。

在海岛上除了需要防晒霜，一块雷美诺时深潜系列手表

也是必要装备。即使应对专业潜水也是绰绰有余，对于

海岛度假自然不在话下。

1

2

3

4

轻旅行
Light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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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意雕琢的用餐体验
慵 懒 的 周 末， 就 让“ 细 意 雕 琢 的 意 大 利 风 味”

来 唤 醒 你 的 胃。 北 京 珠 三 角 JW 万 豪 酒 店 卡 萨 琳 戈

（Casalingo）意大利餐厅隆重推出半自助式意大利周末

早午餐，用最新鲜、最地道的意大利美食与美酒开启周

末的愉悦时光。

在轻松休闲的卡萨林戈餐厅，新鲜食材与高超厨艺

得到了完美结合。半自助半零点，大快朵颐的同时，也

无需费心搭配。由家庭简约风格的 Antipasti 开启餐前美

食体验，品尝扒西葫芦、菠菜蛋饼、意大利恰巴塔面包

等意大利传统美味，主菜可由多款主厨全新创意的特色

佳肴中任选，包括意式烤鲈鱼、澳洲鳌虾、烩小牛膝配

玉米糊等。来自西西里的餐厅主厨 Luca Nania 还会根

据当天最新鲜的食材制作几款意大利特色小食，让每一

次的用餐体验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完美的用餐时光，当然少不了佐餐的美酒。餐厅独

特尊享的“美酒 & 美食”搭配菜单，提供多达 32 种产

自意大利、澳大利亚、智利等国的葡萄酒，无论怎样选择，

都能轻易找到最合适的搭配。

Finely Carve Dining 
Experience

如何雕琢你的美食时光，或随心搭配，或邂逅新意，或感受
精致……令人醉心的美食，从来都不缺乏创意。用心开启味

觉的灵感，去迎接一个个随之而来的惊喜。
how to carve your food, or match freely, or encounter new, or feel 

delicacy... The passion for food never lacks of originality. Open 
your heart to taste, to encounter each followed surprise.

      雕琢时光
 寻找味觉的灵感

 CARVE TIME, LOOK FOR 
INSPIRATION OF T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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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造时令新煮意
优 秀 的 厨 师 团 队， 从 来 都 不 缺 乏 创 意。 这 次，

醉心呈献优质烤制菜式及新派经典美食的总厨 Sven 

Wunram，于 Flint Grill & Bar 晚餐时段推出别具一格的

新单点菜式。Sven Wunram 拥有超过 10 年国际经验，

创出独树一帜的烹饪风格，把丰富知识和烹饪热诚带到

Flint Grill & Bar。他将掌管厨房的日常运作及设计新菜式，

与他的厨师团队一起，悉心运用精巧的烹调方法，挑选

上佳的食材，尽情展现精湛的厨艺和团队的无限创意，

创造出精美的烤肉菜式与摩登风格的经典佳肴。

晚餐时光，走进洋溢着摩登工业风格的 Flint Grill & 

Bar，在亲切舒适的氛围中享用完美烹调的顶级肉扒、新

鲜海鲜等特色美馔、精心搭配美酒佳酿及创意无限的招

牌鸡尾酒。新鲜的食材，厨师的无限创意，都在唇齿间

萦绕。近距离欣赏烹饪过程，享受美食带来独特的视觉

体验，这样的用餐时光，才算完美。

Seasonal Makings Inspire 
New Recipe

      雕琢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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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精致美食唤醒味蕾
一份精致的早午餐，总能让食客胃口大开。体验

时 尚 美 食， 不 要 错 过 雅 典 娜 酒 店（Plaza Athénée, 

Paris），精心炮制的各式精致甜点及美食珍飨的早午餐，

是再好不过的选择。点一份久负盛名的自制糕点——巧克

力或开心果脆片面包、柠檬味核桃羊角面包、甜甜塔……

搭配咖啡、茶或热巧克力，还有酸奶、蜂蜜、柑橘酱及新

鲜果汁等配餐作料任君选择，绝妙的美食之旅就此开启。

香槟与精致小点的绝妙搭配将充分唤醒宾客的味蕾。

紧随其后是一系列以鸡蛋为主要食材的菜肴：新鲜水煮

蛋、班尼迪克蛋或是软嫩鸡蛋配切片龙虾。然后，选择

一份喜欢的主菜：橄榄油意式腌鲈鱼配芝麻菜及绿芦笋，

或是切片的洋蓟、野苣及黑松露。让美食体验慢慢转向

高潮。

用甜点做结束曲再合适不过了，品尝以新鲜葡萄搭

配的三款精选干酪及随后的甜点盛宴，咸味黄油焦糖泡

芙、新鲜水果切块及多种口味软冻的甜蜜、清爽让人久

久回味。面对如此丰富而不失精致的早午餐，专业美食

家也会赞叹不已。

Delicate Cates wake up 
Taste Bu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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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the Merry Weekend 
Time

开启周末欢畅时光
悠闲的周末，带上家人享受一顿惬意的早午餐。经典

丰盛的美食、轻松舒适的氛围，大小朋友都可以在莫尔顿

牛排坊度过轻松愉快的时光。中午 11:30 至下午 15:30，

难得的一份清闲自然要细细感受。以一道汤品或沙拉自选

拉开帷幕，沙拉包括龙虾浓汤、烤番茄汤以及烤瑞士奶酪

洋葱汤，随意搭配莫尔顿招牌沙拉、经典凯撒沙拉以及菠

菜沙拉，再选一份主菜…不用着急，慢慢挑选，时间充足。

宝宝的周末时光，自然要缤纷欢畅。不限量的果汁

和苏打汽水，炸鸡柳、迷你汉堡、牛柳三明治…再搭配上

薯条，便是宝宝的最爱。甜点可是重头戏，哈根达斯冰淇

淋球，挑选自己喜欢的口味，尽情享受甜蜜时刻。 

如果意犹未尽，不妨在零点餐单找找灵感。作为中

国首家、也是唯一一家供应澳大利亚知名牧场 Rangers 

Valley 优质冷鲜湿熟安格斯牛肉的牛排坊，这里周日早午

餐零点餐单供应上等T骨牛排。至尊海鲜拼盘等经典美味，

足以让你的早午餐酣畅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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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红杉假日酒店
Holiday Inn Beijing Haidian
参评奖项

最佳婚庆酒店

最佳餐厅——罗曼娜印度餐厅

北京红杉假日酒店是一家新型

高档的假日酒店，酒店地理位

置优越，位于海淀区五道口商

区。酒店内的罗曼娜印度餐厅

主打正宗的印度北方料理，不

管是从印度空运的镀银餐具，

还是餐厅内别具印度风情的精

美饰品，抑或是印度本土厨师现场烹饪的正宗异国风味，都会让您产生

穿越到那个古老神奇国度的错觉。罗曼娜印度餐厅拥有星级酒店的服务

标准，就餐环境优雅，还有特聘的印度大厨亲自为您烹制佳肴，让您不

出国门即可享用到正宗且美味的印度美食。是您安排朋友聚餐、商务宴

请及家庭聚会的最佳选择。

电话：010-8239 8888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89号1号楼 北京红杉假日酒店

4北京珠三角JW万豪酒店
JW Marriott Hotel Beijing Central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最佳总统套    最佳行政酒廊

北京珠三角JW万豪酒店地理位

置得天独厚，遥望天安门、故宫

和西单等多个名园胜景及繁华

商业区。酒店拥有412间宽敞时

尚的客房与套房，其中18套酒店

公寓配有厨房设施，12间空中花

园套房带有阳光露台。24小时

健身俱乐部、室内温水泳池、桑拿和蒸汽浴室。2,500平方米的宴会区

域配有先进的会议设施设备，其中 800 平方米的大宴会厅带有30平方

米高清屏幕墙，以及300平方米的大客厅和9个多功能厅成为各式宴会

活动的首选之地。酒店共有3间不同风格的餐厅及1间酒廊，并设有开放

式厨房。厨艺精湛的师傅们为宾客提供各式美食与美酒。

电话：010-6391 6666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18号

金茂北京威斯汀大饭店
The Westin Beijing Chaoyang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金茂北京威斯汀大饭店坐落于京城

中心商务区，酒店550间客房拥有朝

阳区最宽敞的房间，客房均提供多项

舒缓、休憩的便捷设施，使每位客人

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放松方式。酒店

最高三十四层是威斯汀行政楼层，所

有入住行政楼层的客人均可以使用位

于酒店顶层的威斯汀行政俱乐部。这

里同时也坐落着320平方米的金茂总

统套房。威斯汀扒房是典型意义上的

牛扒餐厅，餐厅厨师团队为客人的味

蕾带来全新的感受。中国元素餐厅—高档粤式中餐厅，每季度推出代表

人体五种感官—视觉，触觉，嗅觉，听觉，味觉的十道招牌菜，让客人不

断尝鲜，让客人安享尊贵用餐体验。

电话：010-5922 888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7号

1 3
中国大饭店坐落于北京的使馆区和商

务中心地带，是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的

主要组成部分之一。饭店拥有716间

精致典雅的客房及套房、三家餐厅、

一间大堂酒廊、一间阿丽雅酒吧和一

个美食店。阿丽雅餐厅位于饭店三层

环境高雅舒适，提供各种时尚现代的

欧式美食，并有品类齐全的佐餐葡萄

酒，是商务洽谈和休闲娱乐的完美场

地。饭店商务中心配有先进的设备，

可提供全天候服务。另外，酒店还拥

有北京市内一流的壁球场、室内网球场、蒸汽浴室、按摩浴池以及最先

进的会议设施和各类场地。在客人举办活动过程中，酒店经验丰富的工

作人员将为客人提供全程协助。

电话：010-6505 2266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

2

2015年度旅游大奖评选酒店展评
中国大饭店
China World Hotel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最佳餐厅——阿丽雅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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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香格里拉大酒店

坐 落 于 市 中 心 繁 华 商 业

区，拥有365间豪华舒适

的客房与套房，11间服

务式公寓。豪华阁行政楼

层占据饭店最高的五个楼

层，为尊贵的商旅客人提

供多元化的专享礼遇。馨

咖啡可为宾客提供琳琅满目的国际自助餐和各式东西方零点美馔；香宫

提供正宗粤菜和纯正地方蒙古风味；大堂酒廊坐拥幽静迷人的花园美

景，宾客在现场音乐伴奏中度过一天的休闲时光。酒店气派华丽的无柱

式大宴会厅面积达1,620平方米，为城中之最，适合举办大型晚宴或会

议，酒店现代化的会议硬件设施和专业的厨师及宴会统筹团队，让您每

次取得圆满成功的活动。

电话：0471-336 6888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锡林郭勒南路5号

8

廊坊潮白河喜来登酒店地处

已规划潮白河工业区的中心

地带，酒店302 间温馨客房

和套房彻底放松身心，所有

客房均配有特色的喜来登甜

梦之床®，为您带来一夜舒

适难忘的酣眠体验。行政楼

层客房不仅配备高档设施，

还提供喜来登行政酒廊的独享使用权——这是一处聚会、工作和放松的

绝佳场所。14 间会议场所，总面积近 3,000 平米，功能灵活，设施一

流，是您举办下一次活动的完美选择。热情高效的策划团队将随时待

命，以确保为您打造令人难忘的会议、培训课程或社交活动。酒店定期

会推出不同的超值旅游或家庭组合，给客人带来便利、舒适和超值的理

念。

电话：0316-895 9999
地址：河北廊坊大厂潮白工业区蒋谭路与厂通路交差口

廊坊固安福朋喜来登酒店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Langfang, Guan
参评奖项

最佳亲子酒店

   最佳健康生活酒店

廊坊固安福朋喜来登酒店拥有250
间宽敞舒适的客房及套房，均配有

饱受赞誉的“福朋舒适之床（Four 

ComfortableTM）”，尽享整晚酣

眠。聚味中餐厅拥有10个装饰古

韵典雅的包房，为宾客提供纯正的

粤菜、湘菜、川菜及本帮菜。宜客

乐西餐厅则为您呈现城中最为丰盛的自助餐，是家庭聚餐的理想之所。大

堂吧是放松小憩、享受曼妙感官体验的好去处。总面积达1,750平米的会

议与宴会空间，其中包括一间770平米的无柱式大宴会厅。层高6米，能分

割成两个独立的多功能厅。另有宽敞的宴会前厅和9个配合先进会议沟通

系统的会议室，是举办高端商务活动和时尚婚典的最佳场所。

电话：0316-592 6666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北工业园区东方街临6号

西安赛瑞喜来登大酒店
Sheraton Xian North City Hotel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西安赛瑞喜来登大酒店（城北）坐落

于未央路，酒店地理位置优越，邻近

政府部门和当地旅游景点。酒店拥

有487间温馨怡人的客房，面积38平

方米至426平方米不等，包含套房和

公寓；舒适的“甜梦之床”与“热带雨

林”花洒都将为身在旅途的您解除一

天的疲劳；酒店拥有设施齐全的商务中心，1800多平方米灵活的宴会空

间、10间面积不等的会议室、专业的宴会服务团队都将满足不同的会议需

求，是您举办商务聚会的完美之地；5间特色餐厅、酒吧和行政酒廊让您

尽享美食、放松心情；配有私人教练的健身中心与炫逸水疗让您逃离城

市喧嚣，释放压力。

电话：029-8886 6888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路32号

6

7廊坊潮白河喜来登酒店
Sheraton LangfangChaobai River Hotel
参评奖项

最佳亲子酒店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5 呼和浩特香格里拉大酒店
Shangri-La Hotel, Huhhot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最佳健康生活酒店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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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富力空港假日酒店
Holiday Inn Guangzhou Airport Zone
参评奖项

2015最佳新开业酒店

最佳餐厅—滋味馆

广州富力空港假日酒店位于广

州白云国际机场空港经济区，

339 间客房按西班牙式设计，

轻奢舒适。园味全日餐厅提供

中西方美食及广东特色佳肴；

滋味馆品正宗粤菜，享风味小

食；大堂吧轻松度过下午茶时光。酒店拥有大宴会厅在内的10间多功

能厅，其中，为花都区最大宴会厅之一的金殿宴会厅可轻松容纳 800 人

（剧院式）出席。无论是董事会议，温馨的香槟招待酒会或是盛大的婚

礼，专业的宴会团队都可为您量身定制相关方案，全面满足您的活动所

需。酒店休闲娱乐设施应有尽有，前往现代的健康中心或室内恒温游泳

池进行运动，亦可为您的行程增添无限活力。

电话：020-3691 6888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金谷北路11号

12宁波柏悦酒店
Park Hyatt Ningbo Resort and Spa
参评奖项

最佳设计酒店

最佳婚庆酒店

宁波柏悦酒店以中国传统江南水乡为设

计风格，与绝妙湖景相互映衬，坐拥209
间客房和套房，犹如一幅雅致的中国山

水画，淋漓尽致地诠释了静谧与安逸的

意境。酒店的主要区域均有餐饮设施分

布，提供给客人随时随地的美食享受。餐

饮设施中包括：悦轩的开放式厨房，钱湖渔港的独立包厢，改建自有500多

年历史祖屋的茶苑，改建自700多年历史古典殿邸的红。高贵典雅的西式长

桌婚典或隆重奢华的传统中式华宴、美轮美奂的泳池边婚典或流光溢彩的

草坪婚礼，婚前乘豪华游轮到湖心举杯的告别单身派对或婚礼后舒缓身心

的浪漫SPA，甚至馨香甜美的婚房或者看日升月落、花开无声的蜜月小憩，

酒店专业婚礼服务团队都将为每对新人量身定制，打造专属的梦想婚礼。

电话：0574-2888 1234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东钱湖大堰路188号

宁波威斯汀酒店
The Westin Ningbo
参评奖项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宁波威斯汀酒店位于市中

心黄金地段，拥有310间

超大豪华客房，可饱览三

江口秀丽风貌。知味标帜

餐厅拥有咖啡与小麦的温

暖色调，是商务会议、休闲

小憩或是家庭聚餐的最佳

场所。中国元素中餐厅全

城最精致的中餐厅之一，提供正宗的粤式佳肴、淮扬经典和宁波本地菜，

是享用众多由纯正食材制成的美味中式菜肴的绝佳之地。时尚新潮的舞

日本餐厅拥有黒木地板、中性色调和现代装饰，环境干净简约，大扇落地

窗可俯瞰市中心风光。逸峰39露台酒吧是甬城最高的露台酒吧，可将宁

波城市美景尽收眼底。酒店倾力打造甬城最大的宴会空间，总面积6000
平方米，主厅可容纳千位来宾。

电话：0574-8910 8888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日新街75号

9 11
西安威斯汀大酒店位于十三

朝古都西安的繁华地段–曲

江旅游文化度假开发区内。

321 间高雅宽敞的客房与

套房采用柔和放松的基调，

让您畅想非凡的入住体验。

知味咖啡厅选用最新鲜的

食材，精心烹饪出营养丰

富的创意美食。中国元素餐厅以传统与创新的陕菜及粤菜美食为特色。

“舞”亚洲餐厅具有浓郁的日式设计风格，为客人提供传统正宗的各式

日韩料理。大堂吧装潢精美，采用中性色调装饰，营造了精致的氛围。

3,338 平方米的现代会议及宴会空间，从私密的董事会议、大型会议到

盛大的社交活动如婚礼、鸡尾酒会等，都会协助您将其打造得生动而难

忘。

电话：029-6568 6568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慈恩路66号

10

西安威斯汀大酒店
The Westin Xian
参评奖项

最佳设计酒店

最佳健康生活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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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瑞吉酒店是全球最高的瑞

吉酒店，盘踞在京基100大厦

顶端，坐拥深圳城市中心全景

及香港田园景致，为宾客打造

无与伦比的云端奢享。290间

客房和33间套房能欣赏深圳壮

丽都市景观，为旅行者在喧闹

活力的大都会中营建了一片独

特奢华的休憩绿洲。大厦顶层

提供一系列多元化的特色餐厅

和酒吧，75层五星级的铱瑞水疗能鸟瞰深圳的宏伟景色。96楼闲逸廊

供应传承瑞吉高贵血统的定制下午茶服务，宾客可在远眺高空美景的

同时享受一份闲暇逸情；100楼品酒阁供应深圳瑞吉酒店专属的“盐玛

丽”。

电话：0755-8308 8888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16号

16

广州大学城雅乐轩酒

店位于广州大学城中心地

带，272 间客房融合都市

灵感与阁楼风格于一体的

乐窝 , 让你尽享工作和娱

乐的乐趣。酒店品牌标志

性的ArfSM 狗狗关爱计划，

欢迎体重在 18 公斤以下

的宠物狗与主人一起入住酒店，此举在广州是首创。独具特色全日制标

志餐厅聚聚乐，供应环球佳肴与当地美味；优雅简约的云山诗意中餐厅

烹制传统粤菜及新派中餐佳肴。独特的“策略会议室”拥有超过 500 平

方米的会议空间，其中包括可独立的 345 平方米大宴会厅。W XYZSM

酒吧除了提供多种色彩斑斓的鸡尾酒，还是释放压力、恢复活力和乐享

社交的最佳目的地。

电话：020-3100 0888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小谷围街立德街66号

广州增城万达嘉华酒店
Wanda Realm Guangzhou Zengcheng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广州增城万达嘉华酒店地处广汕公路荔城路段

新中央商务区域，坐落于增城万达广场、新城市

中心商业区。酒店拥有285间客房与套房，华丽

优雅，洋溢着时尚风情，均配备温馨舒适的“万

达嘉华之床”及“妙梦”系列。酒店荟萃了来自世

界各地的美肴飨馔，包括“品珍”中餐厅的创意

中菜、“美食汇”全日餐厅的休闲美食以及大堂

酒廊的精美点心与幽雅氛围。酒店配有面积为

1,300平方米并配有70平方米超大型LED显示

屏的无柱式大宴会厅富丽堂皇，9间可灵活分隔的多功能会议厅。经验丰

富的万达嘉华会议管家将为您妥帖安排一切细节，确保您的会议和宴会

圆满成功。

电话：020-3263 8888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荔城增城大道69号10幢

深圳君悦酒店
Grand Hyatt Shenzhen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深圳君悦酒店内设471间时尚雅致的客房，

透过落地玻璃窗，香港北区葱绿的山景或

繁盛的深圳都市景色尽收眼底。意合园时

尚意大利餐厅提供传统的意大利菜品；糖

立方是一家设有露天桌椅的糕饼店；1881
提供北方正宗美食；乐厨5个独特的开放

式厨房分别供应西式特色、亚洲风味、日

式料理、海鲜以及一系列美味精致甜品；

悦景是坐拥深港美景的欧式餐厅。盛会厅

是凯悦集团开创先河、别树一格的宴会场

地。君府设有天然光线充沛的6个会议厅及一个阁楼式厨房，私密尊贵的

场所可根据客人的需求随意进行组合或者整体运用，提供无限可能性。

电话：0755-8266 1234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1881号

14

15广州大学城雅乐轩酒店
Aloft Guangzhou University Park
参评奖项

最佳精品酒店
13 深圳瑞吉酒店

The St.Regis Shenzhen
参评奖项

十大奢华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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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ogue
1  西铁城发布徐静蕾 2015
广告大片 
无论是谁，无论拥有什么样的成就，都是

始终相信前方有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无限可

能，而此刻就是开始。这是西铁城“Better 

Starts Now”品牌理念所蕴含的价值和

意义。以此作为创意的核心，西铁城于近

日发布了由其品牌形象代言人徐静蕾所演

绎的 2015 年全新广告大片。这次拍摄，

由著名时尚摄影师黎晓亮掌镜，以感性的

手法呈现“Better Starts Now”在徐静

蕾身上所变化的多种形态，从多个角度诠

释“Better Starts Now”所蕴含的内在

力量。

2  “环游瑞士”正式启动
瑞士邀请中国游客投身
湖光山色，融入自然之路！
近日瑞士国家旅游局在 Audi City Beijing 举行

2015 年夏季新闻发布会，正式启动年推广主

题“环游瑞士”，邀请中国游客投身瑞士湖

光山色中，融入自然之路！瑞士驻华大使馆

文化参赞裴雅珍女士、瑞士国家旅游局亚洲

区主任包西蒙先生、赫兹国际租车中国区高

级总监魏冬梅女士、将丰富瑞士环游体验融

入文字作品的时尚女性领导者以及来自北京

各大媒体的近 80 名记者、多位著名旅游博

主和旅游爱好者共同出席了活动。瑞士国家

旅游局亚太区主任包西蒙先生介绍说，今年，

瑞士国家旅游局重磅推出“环游瑞士”主题，

包括“瑞士环游火车之路”和“瑞士环游之路”

两大产品。

3  Bar Rouge 华丽转身，
荣耀回归
“Bar Rouge10 年一路走来，经历史

上最全面的升级改造，整体感觉焕然一

新， 我 们 迫 不 及 待 欢 迎 新 老 客 户 回 归

Bar Rouge，饱览她的倩姿，发现她与

众不同的雅致”，Bar Rouge 负责人

Antoine Pernet 如是说。Bar Rouge

负责人 Pernet 先生表示，开幕周将是

疯 狂 的 一 周，4 月 9 日 我 们 揭 开 Bar 

Rouge 神 秘 面 纱， 与 公 众 见 面；4 月

10 日 Bar Rouge 以狂欢形式正式隆重

开幕，紧接着 F1 速度与激情庆祝引爆

全城， 5 月 1 日为广大电子乐迷独家邀

请到法国 DJ 艺人 Brodinski 登陆 Bar 

Rouge 献艺。

4  清生活·酒香漫·游天下
大型生活品味专门店 city’super 超·生

活在沪上举办第六届清酒节，精挑细选

各类日本清酒，特邀各大名庄庄主，分

享清酒背后的故事，共度酒香弥漫的幽

清初夏。与此同时，city’super 超·生

活以清酒作为灵感，特别调配初夏清酒鸡

尾酒，日本鸡尾酒口感温和，如同惬意的

微风，清凉扑面。活动期间，客人仅需持

2015 年任意航空公司往返日本的登机牌

购买清酒，就有机会领取天寿秋田小町本

酿造 300 毫升 1 瓶。

5  广州大学城雅乐轩酒店
儿童天地
雅乐轩儿童天地：为你的孩子专门准备的雅

乐轩儿童天地睡袋，让住宿变成一场奇异的

探险经历，从此旅途不再停留于乏味的住宿

体验，促进亲子关系的同时，让居停变得更

有趣。雅乐轩能量 : 站中的趣味美食会让最

挑食的孩子都兴奋不已。

6  爱康集团和 WA 臻景医疗
达成战略合作
中国领先的健康管理集团、国内体检行业的

第一家上市公司爱康集团宣布与 WA 臻景医

疗抗衰老中心正式达成战略合作，WA上海、

北京两家国际医疗中心加入爱康集团医疗网

络，并携手来自法国的著名抗衰老预防医学

专家萧夏博士（Dr.Claude Chauchard），

共同为国人提供从深度体检到个性化抗衰老

服务的整合医疗服务。

7  奥地利航空北京 - 维也纳
通航 20 周年
奥地利航空于 1995 年 3 月 26 日开通

北京航班。过去 20 年来，奥地利航空

一直都是商务和休闲乘客的可靠合作伙

伴。如今，奥地利航空每周有五个航班

往返于北京与维也纳，乘客可在维也纳

转乘奥地利航空的欧洲航班，前往 100

多个目的地。除极具吸引力的转机服务

外，奥地利航空的乘客还可受益于奥航

的高可靠性。

8   半岛酒店集团与曼谷著名
卧佛寺按摩学校
联手推出独家泰式按摩理疗 
全球十家半岛酒店同时推出的半岛健康

生活 (Peninsu la Wel lness) 全新概

念，其中两款具有治疗功效的“Simply 

Pen insu la 皇 家 泰 式 按 摩”， 是 半 岛

酒 店 集 团 与 享 誉 国 际 的 泰 国 卧 佛 寺 按

摩 学 校 携 手 呈 献 的 全 新 项 目。 半 岛 酒

店 集 团 更 开 创 先 河， 成 为 全 球 首 家 与

卧 佛 寺 合 作 的 酒 店 企 业。“Simply 

Pen insu la 皇家泰式按摩”(80 分钟 )

及“Simply Peninsula 皇家泰式草本

热敷按摩”(110 分钟 )，以传统泰国医

学为本，研发出具有治疗及保健功效的

按摩技巧。

9 华腾美居酒店五周年店庆之
“走进关爱中心公益活动”
北京华腾美居酒店迎来 5 周年店庆，酒店

在感谢 5 年来给予酒店支持的各方人士的

同时，并不忘回馈社会，社会责任占据雅

高企业文化的核心位置，雅高集团一直在

全球大力倡导企业公民责任。在酒店总经

理马晓俊先生的带领下，酒店各部门经理

共 17 人走进了北京市通州关爱中心看望残

障孩子们，同时酒店工程师对关爱中心的

卫生间设备进行维修，给孩子们一个更加

舒适的居住环境。

10

10  “粽”情端午，共享佳节
端午将至，北京万豪酒店甄选 4 种口味的

“粽”情端午粽子礼盒，共享浓浓的节日气氛，

寄托对亲友的思念。这次的礼盒一改传统的

盒装设计，采用环保设计的袋装，环保、实用、

又不失时尚。“粽”情端午礼盒：鲜香火腿

粽 2 x 100g；薏米果仁粽 2 x 100g；莲蓉

枧水粽 2 x 100g；蜜意红枣粽 2 x 100g。

提取时间：2015 年 5 月 20 日至 2015 年 6

月 20 日 18 时。

11  张黎刚第三次创业
发布导医通 APP“入场”
移动医疗
曾先后创立艺龙和爱康国宾两家纳斯达

克上市公司的张黎刚，在此发布了就医

直通与医患沟通神器——导医通 APP，

正式宣布“入场”移动医疗，开启第三

次创业之旅。导医通致力于在患者、医院、

医生之间建立起一个一站式的移动医疗

医患服务平台，提供智能分诊、分时段

预约挂号、就诊档案管理、在线咨询、

查阅报告等一站式的服务，通过移动医

疗平台来协助医院解决病患管理中遇到

的各种服务瓶颈，从而建立起一个更高

效、更优化、更个性化的医患服务平台。

12  迪拜周亮相北京
首届迪拜周在北京启动，以前所未有的

规模向中国展示迪拜及其蕴含的机遇。

此次活动持续到 5 月 15 日，由猎鹰国际

携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全国友协）

共同主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内阁国务

部长、猎鹰国际名誉主席丽慕·阿勒哈

什米阁下与全国友协会长李小林女士分

别致开幕词，强调迪拜周不仅是展示双

边关系欣欣向荣的平台，还将通过鼓励

商业、旅游、文化和生活方式等各个领

域的相互了解和知识交流为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做出

重要贡献。

1 2 3 4

7

9

12106 8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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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蔡少芬做快乐专家，解密
不一样的亲子暑期计划
——热荐香港迪士尼乐园“夏
雪节”感受清新一“夏”
近 日， 蔡 少 芬 与 大 女 儿 小 汤 圆 现 身

2015 北京奇幻冰世界展览香港迪士尼

乐园展区，喜欢《冰雪奇缘》的小汤圆

兴奋不已。在香港迪士尼乐园展区，同

为乐园忠实粉丝的母女玩起亲子游戏，

齐心协力设计出一款清新一“夏”2 天

家庭同乐行程，推荐给北京想带孩子来

乐园过不一样暑假的父母。这个暑假乐

园有大惊喜在等待大家，全球瞩目的《冰

雪奇缘》冰雪小镇将从 6 月 11 日至 8

月 30 日落户香港迪士尼乐园，并迎来

“夏雪节”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冰雪

奇缘》粉丝，亲身体验冰雪小镇纯正风

味！《冰雪奇缘》旅程将由精彩的音乐

剧表演活动开始。

14  全城热“练”，港中旅维景
倡导“绿色”与“运动”
在港中旅集团第五个“公司日”到来之

际，港中旅维景酒店“绿色出行·乐动

生活”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奥林匹

克森林公园举行，来自港中旅酒店有限

公司及北京地区 7 家维景、旅居酒店的

宾客及员工以 5 公里健步走的方式迈出

维景“绿·动”活动的第一步。港中旅

维景酒店“绿色出行·乐动生活”主题

活动将以北京为起点，覆盖全国维景酒

店所在的每一个城市，鼓励宾客及员工

以健步走的方式传递港中旅维景的品牌

理念，倡导环保低碳、健康快乐的生活

方式。

15  歌诗达邮轮·赛琳娜号 
全新中国邮轮购物体验领航者
歌诗达邮轮于上海宝山吴淞口国际邮轮

码头为旗下“众神之船”歌诗达邮轮·赛

琳娜号举办盛大的首航仪式”。赛琳娜

号以其浓郁的欧式风情及古罗马文化备

受期待与瞩目，即日起，她将加入歌诗

达邮轮·大西洋号及歌诗达邮轮·维多

利亚号，以上海为母港，开启在中国的

全年运营。歌诗达邮轮亚太及中国区歌

诗达亚洲总裁莫兴萃先生、来自上海市、

区两级的有关领导、行业合作伙伴及来

自全国各地的中外媒体朋友及起航女神

高圆圆女士出席了首航仪式，为赛琳娜

号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16  第 9 届 IT&CM China 在上
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拉开帷幕
中国首屈一指的专业会议、奖励旅游、

会议和展览（MICE）行业交流平台 — 

第九届中国（上海）国际会奖旅游博览

会于新址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拉开帷

幕。TTG 亚洲媒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黄汉明表示，2015 年中国（上海）国际

会奖旅游博览会（IT&CM China）的广

度和深度超越历届展会，在受众分布、

行业支撑以及接触机会等方面均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从一开始，展会的影

响力就已超出了一般性质的中国 MICE

行业，致力于帮助各利益相关方实现预

期目标。

17  红墙小院开启夏季文化之夜
红墙小院餐厅坐落在屡获殊荣的红墙花园

酒店内，红墙小院餐厅供应源自于中国八

大菜系的美味可口的中式菜式。在春夏季

节，红墙小院餐厅在四合院中定制开放传

统文化艺术表演，旨在完美提升宾客的用

餐体验。从 5 月至 10 月，每周五晚上，

红墙小院将展示一系列包括皮影戏、变脸、

京剧、街头叫卖等在内的中国传统艺术表

演，观众还可与表演者现场互动，更有机

会参与表演，置身于传统音乐和文化表演

之中，感受传承两千多年的古老中华文明。

宾客需提前预定，享用晚餐并同时欣赏此

文化艺术表演。

18  “日内瓦：时光之芯 — 瑞士
钟表文化之源”展览
于中国首都博物馆揭幕
日前由首都博物馆和日内瓦艺术与历史

博物馆主办、江诗丹顿协办的“日内瓦：

时光之芯—瑞士钟表文化之源”展览在

首都博物馆正式拉开帷幕。此次展览正

值中瑞建交 65 周年，同时也是首都博物

馆自开馆以来首次举办瑞士钟表主题的

展览。此次展览为观众们带来约 350 件

精美展品，其中包括古董钟表、怀表、

腕表及钟表制作工具和设备等，再现了

人类测量时间的历史，并以日内瓦的高

级制表技术成就和卓越的工艺为核心，

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日内瓦三个多世纪

以来高级制表业的发展历程。展览将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至 8 月 12 日期间免

费向公众开放。

19  北京丽晶打造繁华都市中的
世外桃源
以悠然自得的仲夏夜来结束一周的繁忙

与辛苦，在北京丽晶酒店夏日花园中享

受美味烧烤的惬意与绿荫环绕的闲静，

体验城市绿洲的清凉。宽敞的新月形露

台，脚边潺潺的流水，身旁成荫的绿树，

1000 平方米的中心花园为你逃离都市喧

嚣提供了理想场所，是亲朋小聚、商务

会谈的不二之选。诱人美食更将为你的

夏夜休闲时光带来酣畅尽兴的体验。多

汁汉堡，道地烤肠，鲜美肉品，上选海鲜，

定能让无肉不欢的你大快朵颐，再配以

爽口沙拉、精美甜品和沁爽啤酒，在饕

餮烧烤之夜尽享多重味蕾体验。 

20  葡萄牙库伦芭蕾舞团携《水
舞》登陆国家大剧院
继在葡萄牙、西班牙、厄瓜多尔、塞尔维

亚、丹麦、中国等取得巨大成功后，库伦

芭蕾舞团携《水舞》再次登录中国。葡萄

牙驻华大使若热·托雷斯·佩雷拉阁下以

及国家大剧院演出部副部长江涛先生共同

出席了新闻发布会。此次巡演从北京开始，

后续亦在济南、上海、珠海以及南京上演。

给中国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葡萄牙传统文

化中的经典。

21  六月尝鲜进行时
上海凯宾斯基大酒店将欧式奢华、凯宾斯

基标志性的服务品位和上海的无限活力完

美结合。现特推出让人垂涎欲滴的海鲜自

助，元素西餐厅每晚与您不见不散。主厨

团队精挑细选出上等鲜活空运海鲜并无限

量供应小龙虾，深海三点蟹，雪蟹蟹腿，

翡翠螺等饕餮食材。如此丰富的海鲜盛宴

搭配上各类健康爽脆的绿色花园色拉，正

宗可口的日式寿司，各国风味的特色美馔，

品种繁多的自制糕点，让你恍如置身美食

仙境，忍不住食指大动！ 

22  “米兰世博会”新看点
——圣马力诺共和国馆
圣马力诺共和国在上海尚九·一滴水举行

米兰世博会圣马力诺馆启动仪式并宣传

圣马力诺共和国可作为来访世博会的旅游

点。尚九·一滴水提供顶级的定制服务与

世界一流的米其林餐饮团队，增添了更

多美味的色彩。而 Teodoro  Lonfernini

先生、州政府秘书长、旅游与 AASS 关

系 以 及 Mauro Maiani 先 生、2015 年

博览会圣马力诺总理事长更是远从圣马

力诺共和国带来许多当地特产 , 希望可

以 让 中 国 更 加 了 解 圣 马 力 诺 的 文 化。

23  粤菜月月新
唐宫维景店港式点心全天候
粤菜身为中国八大菜系之首，唐宫可以

挖掘的妙处数不胜数，如今每月均有新

品推出，做功之精细、细节处之把握，

均让食客吃得满怀笑意。唐宫海鲜舫的

点 心 每 天 新 鲜 制 作， 食 材 大 多 都 是 从

采 集 地 空 运 而 来 的， 也 没 有 添 加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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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天津恒大酒店特惠—寻找
“墅”娱自己的快乐
离开城市的喧嚣，寻找一片宁静舒适的天

堂，家人的陪伴，孩子的嬉闹，山水相伴，

阳光甚好，亦是平凡的幸福。不要认为这

种生活状态离每天忙碌奔波的您很遥远，

入住天津恒大世纪旅游城别墅区，阳光明

媚，鸟语花香，为您打造完美的私属空间。

天津恒大世纪旅游城亲情打造两款别墅套

餐，不管您是喜欢安逸舒适的独处空间，

还是喜欢热闹的墅外烧烤。在恒大，都能

为您实现。

25  请允许我，心为你而温暖
天津瑞吉金融街酒店成功举办
浪漫春季河畔婚礼秀
天津瑞吉金融街酒店携手布拉阁庄园婚

礼顾问公司成功举办了“请允许我，心

为你而温暖”2015 年度春季盛大浪漫唯

美婚宴展。百名准新人们领略到了京津

独有的海河河畔婚礼仪式 , 此次天津瑞吉

别具匠心首家推出了河畔婚宴透明展棚

派对，使得准新人们无需担心天气影响

到婚礼仪式并体验到了与众不同的婚礼

派对，婚礼秀现场更有保时捷 911 跑车

和著名菲律宾乐队助阵，让唯美的婚礼

秀更多了一份时尚和异域风情。

26  万豪集团北京区酒店
为您开启“万豪巡味”美食之旅
作为万豪集团旗下北京地区联合发起的首

届美食新计划，“万豪巡味”将于 5 月

25 至 6 月 14 日在北京地区 7 家酒店举行，

其为美食爱好者提供在各类屡获殊荣的餐

厅品味各式特色佳肴的体验。每位仅需人

民币 208 元净价，即可在下述任意一家

万豪酒店指定餐厅内尊享最具盛名的特色

菜品及定制套餐。品尝珍馐美馔的同时，

您还将有机会赢取幸运奖品。“万豪巡味”

将于 2015 年 5 月 25 至 6 月 14 日举行，

宾客足不出京城亦能体验环球美食。

27  夏威夷航空公司
“北京—檀香山”直飞航线
庆祝首航一周年
夏威夷航空公司于近日庆祝“北京—檀香

山（火奴鲁鲁）”直飞航线首航一周年。

自 2014 年 4 月 16 日正式开通该航线以

来，夏威夷航空将纯正的夏威夷式待客理

念带到了中国，而其热情友好的服务也赢

得了中国市场的欢迎与信赖。夏威夷航空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邓可雷（Mark B. 

Dunkerley）表示：“作为夏威夷规模最

大和历史最悠久的航空公司，我们一直期

待拓展直飞檀香山的国际航线版图，对亚

洲市场更是抱有浓厚兴趣。为中国消费者

提供卓越的服务是我们长期以来的热切盼

望，北京至檀香山直飞航线的开通对我们

具有非凡的意义。”

28  厦门朗豪酒店 新任市场
销售总监
卢蔚霆（Paul Lu）近日被任命为厦门朗豪

酒店市场销售总监。他丰富的酒店从业经验

将使他更好地开拓销售及市场战略部署。 

酒店总经理郑锦城说：“Paul 的主要职责

是继续建立和管理客户关系，领导和培养销

售团队。同时，他将评估和规划酒店的销售

策略，并将其落实执行。”拥有近 20 年丰

富酒店从业经验的卢蔚霆，曾在多家国际五

星级品牌酒店任职，如雅高集团、 泛太平洋、 

温德姆、喜达屋、马哥孛罗。

29  西大门新罗舒泰酒店盛大开幕
韩国首尔西大门新罗舒泰酒店已于 5 月 1

日盛大开幕，专为追求高雅生活品位的现

代游客提供便捷舒适的住宿体验。酒店共

有 27 层，位于首尔的金融及商业中心，

酒店设有 319 间精心设计的客房，共有

三种房型选择：舒适的标准客房（20.6

平方米）、宽敞的豪华客房（24.6 平方米）

及奢华的尊贵客房（58.5 平方米），确

保客人充分享受舒适的睡眠和休憩。

30  烟台金沙滩喜来登度假酒店
任命刘崇先生为市场销售总监
刘崇先生在出任此职位之前，曾担任烟台

金沙滩喜来登度假酒店销售总监。此前，

他还曾任职于多家国际品牌酒店，拥有深

厚的行业经验，对酒店行业市场动向具有

敏锐的了解。刘崇先生拥有 13 年的酒店

行业工作经验以及充满激情、积极乐观的

性格，并带领酒店销售团队连续三年超额

完成预算，体现了出色的领导和管理能力。

工作之余，他还是摄影爱好者和旅行达人。

31  湛江民大喜来登酒店盛大开业
2015 年 5 月 5 日，喜达屋酒店与度假酒

店国际集团宣布旗下湛江民大喜来登酒

店正式开业。酒店于 4 月 26 日举行了隆

重的试业剪彩典礼及开幕晚宴，活动以

“情韵港城，扬帆启航”为主题，寓意

着以海螺型双子塔的外形耸立在湛江海

港之畔的湛江民大喜来登酒店将正式“翘

首粤西海港，扬帆优雅之旅”，酒店的

开业也标志着喜达屋集团及喜来登品牌

正式进驻湛江。酒店的试业庆典仪式得

到当地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与支

持，并出席了当天上午的试业剪彩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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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小长假临近，让旅游爱好者和想放松身心
的人们再次燃起了去看看世界的热情。拿户外装备
来说，准备一双既防水又透气的徒步鞋，绝对是高
逼格旅行的保障。不仅能让您“步履更轻松”地看
风景，还能让您的旅行更舒适安全。

      1. 搭载 GORE-TEX®SURROUND™ 科技
的 La Sportiva 徒步鞋
      达人体验感受：吴斯，资深户外爱好者。他在
气温高、降雨少、地形复杂的土耳其进行了 15 天
的 La Sportiva 徒步鞋测试。此外，他还在土耳其
IRAHALA 峡谷选择了涉水线路，鞋子没有出现任
何漏水或渗水现象，鞋内的温度变化也不大，双
脚全程倍感舒爽。

      2. 搭载 GORE-TEX®SURROUND™ 科技
的 MAMMUT 徒步鞋品
       达人体验感受：丫头百合，户外达人。她徒步
走完京西古道，全程走下来，鞋内干爽舒服无负

担。这些畅爽感受都源于鞋子拥有高防水性能的
GORE-TEX® 薄膜和采用创新的鞋底透气技术及
特殊的透气原理——汗气通过 GORE-TEX® 薄膜
排至鞋底“透气夹层”的开放结构中，再由鞋侧的
“开窗式”透气孔排出，使足部汗气得以更快散发，
无论晴雨都能保持全天候干爽舒适。

      3. 搭载 GORE-TEX®SURROUND™ 科技
的奥索卡徒步鞋
     达人体验感受：户外达人，王云超。他选择
在河南新郑市的始祖山，以无负重徒步方式测试
奥索卡这款徒步鞋。全程走下来，脚部始终舒
服，鞋子透气性能良好。最后，他还用矿泉水
浇鞋面做了防水测试，水随鞋面流到地下，一
点也没有渗透到鞋内，袜子完全干燥，GORE-
TEX®SURROUND™ 科技的表现相当给力。
     好了，准备好这些就出发吧，就在这个端午，
来一场高逼格的旅行。不为探寻与生命有关的意义，
只享受在路上的美好。

高逼格旅行标配鞋品推荐
端午小长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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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SCOPE You may find our Travel& leisure magazine at the following guesthouses, 

restaurants, hotels, clubs and first-class office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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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leisu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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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