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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an Ecological Vacation in Chengde
                   御驾承德 度个生态假期

纵览清朝的陪都——承德，三朝君王的兴盛、两朝皇帝的病殁、垂帘听政的慈禧……在这个园子里，不知演绎

了多少历史，诉说着多少故事。宏伟壮观的皇家园林，世界最大的寺庙群，气派风光而优美的皇家猎场，凉爽

而干净的空气，御驾承德，感受那原生态的自然之美，度过一个纯净的假期。 

Feature 世界休闲地

016
Through the “alternate capital” of the Qing Dynasty - Chengde, it went across the flourish of Kings in 
three dynasties, two emperors’ illness, the empress dowager Cixi who was in control. Nobody knows how 
much history and stories has been created here. It is a grand imperial garden, and has the world’s largest 
temples and magnificent scenery and beautiful royal hunting ground. You can have a pure vacation in 
the cool and clean air,and at the same time, feel the beauty of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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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途经你华丽的盛放

神仙天界 摄人心魄的美

060

080

Mexico Blossoming gorgeously 多伦湖 探秘最美自然原生态

082Travel 旅游

慢行武夷山 寻觅养生天堂

088 Slowly Walking down Wuyi 
Mountain to Look for Health Paradise

Duolun Lake--Explore the Most 
Beautiful Natural Original Ecology

There are always a lot of kinds of reasons for visiting a city 
and choosing a hotel, for business facilities, or for holiday, or 
for the impressive personality. Shanghai Cachet Boutique, 
the high-quality will make you feel the harmony in a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All the settings are filled with art 
and nostalgic atmosphere.

造访一座城市，下榻一个酒店，总是有很多种选择的理由，或是

商务便利，或是度假，或是它的个性打动你。上海凯世精品让你

重温一段邻里关系，弥漫着艺术与怀旧的气息。

个性下榻

094
Hotels with Personality

最佳酒店推荐

Best Hotels Recommendation

这一次行走墨西哥，没有前往声名远扬的坎昆和梅里达。上帝

对墨西哥一定是偏爱的，所以让人无论行走在哪个城市都可以

清晰地感知她厚重的文明与别致的景色。阿卡普尔科艳丽的海

与好莱坞式的魅惑让人仿佛回到电影里的黄金时代。沉睡了几

个世纪的文明秘密至今仍灿烂在墨西哥城之下。塔斯科的银矿

已经消殆，但传说与工艺永不落幕。我想这一次，是经过了墨西

哥最华丽的盛放。

This time to Mexico, we don’t visit the famous cities like 
Cancun and Merida. God must have preferred to Mexico. 
Whoever walking on the any street of any city, he can clearly 
perceive Mexican thick civilization and unique scenery. 
The gorgeous sea in Acapulco and charming Hollywood 
make people feel like returning to the golden age of the 
movie. Sleeping Civilization under the secret is still bright in 
Mexico City.  Silver mine in Taxco has almost disappeared, 
but the legend and the process never ends. I think this time 
I meet the most gorgeous blossom in Mexico.



5・TRAVEL&LEISURE

销售热线: 400-818-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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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www.subaru-ch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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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毂等个性配置展现运动风范。耀显斯巴鲁运动性能，为纪念冠军而生!

3122.3125妘䯖DSD蠐妘酴獰攝釀㪕礃㡡諍、

Euro NCAP(欧洲新车安全评

鉴协会)5星级安全评定

ANCAP(澳大利亚新车评估程序)

5星级安全评定

JNCAP(日本新车安全评鉴协会)

高等级安全评定

2013-2014年中国新车质量研究SM(IQS)报告

Forester森林人蝉联榜首

IIHS(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高等级安全评定

进行查询。

2013-2014年中国新车质量研究SM(IQS)报告

Forester森林人蝉联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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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ed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分类信息

2015 年度旅游大奖评选酒店展评

发行名单

136
132

142
Reader Questionaire读者调查表144

112 New Autumn and Winter Promotion
秋冬新品 晋级的文艺范

114 Gentleman or Tough- Focus the Wrist Watch
硬汉 or 绅士 点睛在腕表

118 Interview with Kirin Pictures CEO Mr. Pang Hong- A 
Practitioners of Hollywood Movie Mode
好莱坞电影模式的渐行者
专访麒麟影业 CEO 庞洪 

非试不可的 SPA 

128
No Refused SPA

100 Food & Wine     美食美酒The Hotel’s Experience Report
酒店体验报告

新奢华New Luxury

SPA 目的地Outdoors

生活方式Life Style

124
Food of Autumn
食秋之味

秋天，没有春的蓬勃生机，没有夏的热烈欢快，秋之味，在平淡

里芬芳。一桌家常菜，弥漫着浓浓的家的温馨；“自然天成”的

美食，回归食材本来的味道；艺术范儿十足的地标，巡味世界美

食；丛林秘境之中，享受私人的用餐时光。食秋之味，让人心旷

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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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过程是最精彩的，热爱旅游的你，
何不拿起手中笔与相机将旅途中的趣事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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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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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我们的读者俱乐部，还有可能获得我们为你精心准备的超值奖品！

 Travel Around The World,and
 ENJOY LIFE 

行走世界，享受生活    

奖品微博上公布。

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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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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风一念
晴雨不定的江湖，有梦为马，随处可栖。在树荫

下听时光流淌，细碎的阳光掠过枝蔓，印出优雅的剪

影。曾经，在风中寂寞地成长，看遥远的天，听安静

的雨。欢喜地依树而坐，待月上枝头，桂香随风而起，

将人浸染得芬芳馥郁，带着一颗风烟俱净的心，恋恋

不舍地离开。昏黄灯下，不时有少年潇洒走过，落花

在肩，栖息的都是旧日时光。

在古玛雅人意境里，历史是以千万年为单位推演

着的无尽轮回，人生短暂如同朝露，犹如他们的文明，

片刻辉煌之后，湮没在中美洲的蓊郁丛林之中。在光

影世界里，墨西哥是《肖申克的救赎》结尾艳阳下的

一碧万顷；是《Frida》里，那个历经磨难依旧热情鬼马、

才华横溢的女画家弗里达；是《欲望都市》里，女主角心灵疗伤享受美食的天堂。墨西哥的贵族风韵和气质是深藏

不露的，需要旅行者去细细寻访，慢慢品味。彩绘玻璃天棚，过滤了炽烈或阴郁的天气，似乎无论何时整个院落永

远沐浴在春暖花开中。那些跨越时空的感伤和优雅，那些似旧如新的奢华气息，只要你不是铁石心肠，都会为之变

得多情起来。

古城的青苔诉说着古老，其实遇上你时，青砖刚刚铺好。行程中总有一些邂逅，走过的街道，路过的城市，给

匆匆忙忙的漂泊，带来几分感动的味道。承德，山水万物都蕴藏着深深禅意。也许注定了传承的宿命，于是山水在人间，

却无车马喧。蔚蓝的天空，低垂的流云，似掌心一杯清茶，观时透彻，想时厚重。舒适的空气中，弥漫着平和宁静。

在岁月中行走，缘起种种，难得瞬间体悟街巷深处温良友好的眷顾。

COOL BREEZE AND 
THOUGHT-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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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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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行社        

最佳旅行伴侣    
最佳户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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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Hotel Groups
Best Business Hotels
Best Resort Hotels
Best New Opening Hotels
Top 10 Luxury Hotels
Best Boutique Hotels
Best Design Hotels
Best Family Resorts
Top Entertainment Resorts
Best Restaurants
Top Bars
Best Executive Lounges
Best Hotel Presidential Suite
Best Spa
Best MICE Hotel
Top Overseas Hotels
Best Travel Destinations
Best Cruise Line
Best Small Luxury Cruise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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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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Chengde

德

纵览清朝的陪都—承德，三朝君王的兴盛、两朝皇帝的病殁、垂帘
听政的慈禧……在这个园子里，不知演绎了多少历史，诉说着多少故
事。宏伟壮观的皇家园林，世界最大的寺庙群，气派风光而优美的皇
家猎场，凉爽而干净的空气，御驾承德，感受那原生态的自然之美，

度过一个纯净的假期。

Through the “alternate capital” of the Qing Dynasty - Chengde, it went across 
the flourish of Kings in three dynasties, two emperors’ illness, the empress 

dowager Cixi who was in control. Nobody knows how much history and stories 
has been created here. It is a grand imperial garden, and has the world’s largest 
temples and magnificent scenery and beautiful royal hunting ground. You can 
have a pure vacation in the cool and clean air,and at the same time, feel the 

beauty of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nature.

度个生态假期

Have an Ecological 
Vacation in Chengde

策划 本刊编辑部  图片 承德旅游局 龚伟 

驾
御承



17・TRAVEL&LEISURE



18・TRAVEL&LEISURE

承德Chen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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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 Palace in Misty 
Rain for the Holy 
Family

Anyone who has been here 

will be impressed by the 

rich poetry images. They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the villa, and imagine the designer and 

craftsman at those times, who build 

up the mountain with wisdom and 

taste. They are like the scenery of the 

villa, primitive elegant and spectacular. 

Designers got the art of imagination, and 

the craftsman constructed with wisdom. 

They constructed cragginess majestic 

palace, rippling lake springs, grassy plains, 

towering old forests, and the rolling hills 

surrounded with half of the heights. What 

a beautiful summer resort!

In front of Chengde Imperial Summer 

Resort, there is a pair of majestic lions 

guard. The male lion on the left is playing 

with a ball with the front paws, and on 

the right side, the female lion’s paws are 

touching the lion cub, just like gardening 

the resort in every moment. Immediately 

you step into the heights, the chill will 

be swept by. Then you instantly know 

why the Qianlong Emperor placed it as a 

summer resort. Although it looks different 

from the grand Forbidden City in Beijing, 

but with just grey bricks, it is seemingly 

peculiar to reveal a low-key and quiet 

attitude.  

Into the primitive and elegant palace area, 

you can see great trees that are old enough 

to show their long history everywhere. 

Silk wood Temple is the main villa, built 

in on the bamboo texture and stonework 

stylobate. The temple roof is with blue 

bricks cloth tiled. Inside the display is 

combined with antique nanmu, forming 

the atmosphere of primitive simplicity, 

quiet, elegant and solemn alike. Above 

the red sandalwood throne there is “Dan 

Bo Jing Cheng” our characters. The 

screen, partition board, and ceiling are 

also exquisitely carved with many relief 

sculptures, which seemed so lifelike. 

Internal Sizhi bookstore is the place where 

the emperor met the minister and ethnic 

leaders and change clothes before the 

meetings.

In the restore, there is the shortest river 

in the world - the jehol. Clear spring 

water comes out from underground, flows 

through the clear lake, Deng Lake, Ruyi 

Lake, Shang Lake, Xia Lake and the Yin 

Lake long and in the end imports to Wu 

Lie River finally. The most unusual is that 

in winter you can appreciate the scenery 

that is by a wooden bridge, half the ice and 

half water. In the cold and white winter, 

along the jehol, algae are green and water 

is clear, which is quite spectacular.

Across the restore, it is a microcosm of 

the expeditions. A spiritual garden is with 

mountain as the skeleton, water as blood. 

Broad and unadorned mind contains 

buildings, cabinets, temples, and pavilions, 

and other construction. After the Qing 

Dynasty Emperor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three generations, the village is 

to open the style of quietly elegant, form 

the essence of landscape, absorb the south 

and north China’s scenery, and become 

China’s largest remaining detached palace 

garden.

The Twin Colossals

Nature magic creates the 

T w i n  C o l o s s a l s  w i t h 

long and ancient history. 

Bimodal stone has the 

meaning of “diamond wedding” to witness 

the forever love“Lover's cliff” and “the 

mandarin duck stone” tell the loyalty 

and persistence to the world. Beautiful 

mountains and the rugged rocks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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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ly scenery.

It's far to see the two isolated peak in front, 

where two gleaming towers stand. Nature 

magic created them. Enter the scenic area, 

climbing the stairs, and taking a step, you can 

feel the coldness, and the cicadas make sound 

from time to time. You can pick wild fruit 

either side of the road; capture the blossom on 

both sides. That is very comfortable.

Puning Temple to Pray

The jehol Puning temple, built 

after Samye, has a strong 

national combination flavor 

of Sino-Tibetan temples. It 

is a grand and exquisite architecture to 

memorize unite with the Mongolian four 

in Qianlong domination. It is the place 

for the largest Buddhist monks to get 

gathered. Inside there are lots of pilgrims. 

Qing government hopes the frontier people 

live in harmony and work hard to forever, 

so it gives the name “Puning Temple”, 

which means harmony forever.

Puning Temple’s architectural style is 

unique. It absorbs and combines the 

Buddhist temple of Han and Tibetan 

Buddhism temple architecture pattern. 

The southern half of the temple is Han 

style. Along the central axis there scatters 

the Front Gate Hall, the Heavenly Kings 

Hall, the Great Buddha’s Hall and so 

on. On both sides there are for the drum 

tower and side halls. The length is 150 

meters, and width 70 meters.The northern 

half is Tibetan temple architecture with 

Mahayana court as the center, surrounded 

by columns with many Tibetan bleaching 

buildings - red, white lamaist pagoda.

Small Potala Palace

Small Potala Palace is north of the 

resort, west of “Fushou temple” 

which is a special artistic value 

of temple architecture. The 

main body of the temple has more than 40 

all kinds of monk rooms in except of the 

Red and White Towers, which is one of 

the largest Chengde Outer Eight Temples. 

It looks magnificent and very spectacular.

Small Potala Palace is the imitational 

built after the Potala Palace in Lhasa, 

Tibet “Putuo Zongcheng” i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Potala” in the Tibetan 

language. Temple is built against the 

mountain, and inside the gate is the stele 

pavilion, and the north is Five Tower Door 

with more than 10 meters high, three 

arch, where built red, yellow, black, white, 

green five lama towers. On the north it 

is the colored glaze memorial arch door. 

Arch’s north gradually turns higher. All 

kinds of white platforms, tower buildings 

are scattered and varied by topography. 

Finally the body of the majestic tall 

building is Red Platform .Below the 25 

meters’ height Red Platform it is the 

White Platform which is as high as 18 

meters. Red Platform is around for three 

layers within the group of building. The 

central is a double-hipped roof called “Law 

to One Temple" with golden tile pavilion.

The 36th year of Qianlong domination, 

the leader of the frontier ethnic gathered 

in Chengde to hold a grand celebration 

of life activity to celebrate the Emperor’s 

sixty birthdays and the Empress dowager’s 

eightieth birthday. Here comes the 

unprecedented national unit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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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 戚洪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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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In order to respect the beliefs of 

all nationalities and unit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Qianlong Emperor declared 

to build the large monasteries.

Mulan Paddock for 
Royal Family
Countryside Feelings in 
the Forest
Sihanba’s summer is rather attractive. 

Along the Yixu River, it is upstream and 

the canyon becomes narrower, and the 

boundless green sea follows after. Winding 

the mountain road, you get into the 

verdant green Sihanba. Overlooking the 

dam, you can see the sloping hills, graceful 

white birches, and forceful vigorous larch, 

which merge into a forest sea. Among the 

forest and grassland, flowers contend in 

beauty. The golden lotus is like all over 

the sky stars away in the boundless green 

carpet, and forms a pattern of wonderful 

nature.

Since ancient times, people used to 

place “Jiangnan” not “Jiangbei” meaning 

“Beyond the Great Wall”. On people’s 

minds, Jiangnan is poetic and warm; and 

Jiangbei is cold and bloody. After several 

years, Jiangbei became a fertile soil for 

the Jiangnan people to feel close to the 

nature. The beauty here is recorded by our 

cameras

Birches in the grassland have white trunks 

which makes you feel it is a layer of natural 

painting protection. In autumn, spruce, 

larch and birch leaves make it a colorful 

world. You can not only see forests, also 

you feel them and the sun hidden behind 

the clouds, and the strong light shone 

piercing the clouds, and the gap in forests 

or grassland among most gorgeous bright 

spots.

The Gorgeousness in 
Grasslands

Walking into Yudaokou 

pa s tu r e ,  you  w i l l 

be  shocked by i t s 

vast. The gray wild 

boundless and wind gently blow grass 

low to see cattle and sheep. Traveling 

on a jeep all the way from the grassland 

border into the deep hinterland, you will 

suddenly feel small. In front of nature, 

we are so small.

Yudaokou pasture is part of the Qing 

Dynasty royal park mulan paddock. It is 

bordering Inner Mongolia grassland. Since 

ancient times, here gets rich grassland of 

reproduction. Horses hoof and dance in 

the wind. Clouds are scattered everywhere, 

floating to the hill, down to the bottom. 

Look at day and grass cohesion, which is 

perfect fused by color. Quiet sitting on the 

grass, staring blankly at a claw, you feel 

released from earth. Close your eyes, smell 

natural fragrance of springtime flowers, 

and the sun.

Seeing from the distance Guishan is just 

like the tortoise shell in the blue sky. 

Following the green grassland and winding 

dirt road to the top of the hill, people 

wear colorful clothes walking to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Along the path, trees 

occasionally snuggle up together, with 

wildflowers gorgeous blooming, which 

forms a picture of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beauty in the world. Standing on top of 

the Guishan, you can overlook the blue 

sky and white clouds that look like clouds 

of cotton balls. The other sid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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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ain is white windmill rotating with 

the wind. People all wonder this marvelous 

sight.

Picturesque Sand Forest
Wudaogou is a natural mountainous area 

with mountainous overlapping conifers 

verdant canopy trees flowers, just like a 

picture. When coming into the restore, 

you drive along a winding gravel road, 

with both sides’ endless forest and grass. 

Fresh air makes you feel as if coming to a 

green oxygen bar. Valleys of quicksands 

accumulate to sands, and clear stream is 

like a mirror flowing in the winding sand. 

As one of the seventy-two enclosures in 

“Mulan Paddock” of the Qing Dynasty, 

88 ceremonies had once been held here. 

It is the natural landscape of the most 

preserved “enclosure”. On a hot summer, 

the outside is as hot as the scorching sun, 

while here is fresh and pleasant.

Fengning Bashang 
Grassland

Bashang as the most attractive 

place gives people a place 

to think, go dancing. It is a 

paradise for the mind. It isn’t 

so famous earthly. People should have 

the appearence to a vast place to breathe 

to see, to think, to remember, to find the 

strength, to find hope. You can feel the 

life and the existence from watching the 

horses, or small prairie rats out of the hole.

Jingbei grassland is located in Fengning 

Manchu autonomous county in the north 

of Datan Town and has the reputation 

of “Beijing’s back garden”, so it is also 

called great beach grassland or Fengning 

Bashang Grasslands. In the prairie, in 

the early morning you can watch the 

beautiful and charming prairie sunrise; 

during the day, you can enjoy a beautiful 

blue sky thousands of miles, along with 

white clouds, the linked grass, and the vast 

stretches of grassland scenery; at night, 

you can appreciate the wild low and wide 

land, and the night scenery here.

Datan with the natural beauty and 

comfort makes people obsessed. The statue 

in front of Genghis Khan appears so rough 

and bold in the blue sky and white cloud, 

which makes people spontaneously have 

the feeling of ambition. Road under the 

feet, grassland before the eyes, the streams 

and the slightly shabby, and even the 

villagers’ chatting, all these have appeared 

on the screen at home and abroad for 

many times, which seems that we have 

had a magi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beautiful flowers, you can see herds 

of horses and cattle and sheep from time 

to time. Brown-black cattle herd, and red 

yellow and white sheep move slowly in 

the grass, adding the beauty of the rugged 

wilderness for the vast grassland and 

weaves into a boundless change beautiful 

picture scroll. You can see all kinds of wild 

flowers in the vast grasslands, such as day 

lily in May, the wild poppies in June, plum 

in July golden lotus in August. All the 

beautiful and fresh flavor mushrooms after 

the rain, sweet and sour rhubarb stalks, 

nutritious fresh bracken, wild geese flying 

larks, the earth running rabbit, zokor, fox 

and so on. All the small animals on the 

grasslands will always amaze you. You 

cannot help running on the grassland, 

making a roll in waist-deep grass, or lying 

down to kiss the earth. You look up at the 

blue sky and white clouds, and pick a few 

lovely flowers and smell.

Great Holy Khan Palace

There is a magnificent palace 

from the far. It is the Great 

Khan Palace located in a big 

grassland beach that is wide 

and spectacular. Two castle type buildings 

and big flag on the wall greet first. Flags 

are painted with grey wolf and white deer, 

because grey wolf and white deer live in 

the mountains and plains. Mongolians call 

them gods, as totems and give them good 

magical legend.

The big fellow palace’s first part is divided 

into the Gate, Longevity Stone Memorial 

Arch, and the tents of Genghis khan and 

the Four Rows. In the second part is for 

the bedroom. To the left side of the wall 

it is made up of 600 gers that are Genghis 

Khan’s entity barrack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gallery is a complete detailed history 

scene records of the Mongolian Yuan 

dynasty from primitive society to Genghis 

khan’s founding the Yuan dynasty unified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Great Wall 
the Golden Hill
The Great Wall is known as the “beauty”. 

The reason is not only from the Yanshan 

Mountain’s terrain, or the unique style, 

or the overseas famous constructor Qi 

Jiguang, but the modest Yanshan people. 

There is historical sense and natural 

Jinshanling Great Wall. In the blue sky 

and white clouds, it is like a beauti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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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of nature landscape painting.

A stroll on the Great Wall, with a little 

attention, you will find something 

interesting and unique. The Great Wall is 

founded with stones at the bottom of the 

foundation. The upper is with blue bricks 

of a rectangular package build by laying 

bricks or stones, and clay, sand, stones 

filled in the middle. On the top of the wall, 

with big square brick paving, it can hold six 

or seven people in parallel. A steep slope 

is built with bricks to trapezoidal steps 

for convenience; avoiding slipping. This 

is the unique feature of Jinshanling Great 

Wall. On the wall, there are innumerable 

shooting holes decorated with all kinds 

of beautiful patterns: a peach shape, an 

arrow, a knife, serrate etc.

Cool and refreshing 
in Summer of Wuling 
Mountain
View the landscape, overflow the fragrance, 

smell the vegetation creatures, touch 

nature, and taste natural food. All these 

make here like heaven and make people 

linger on. A dazzling spring is snowcapped. 

Apricot flowers are bright and beautiful, 

winning the more reputation “Flower Sea”; 

in summer, the forests are beautiful and 

green. Green jade color fills up people’s 

eyes. It is such a cool and refreshing world. 

When autumn comes, it is like colorful 

golden picture scroll. When winter comes, 

the place turns into white and silver north 

scenery.

Golden Dynasty Kangxi 
Emperor

Let’s look back the unique and 

wide mountain area evolved 

into a gigantic  stage.  Al l 

professional riders with special 

skills rode 200 imported war horses from 

the right side of the mountain to enter the 

stage. Kang Xi the emperor of highlighting 

minded the world and established 

guidelines to build summer resort to fight 

to win. He created the splendi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dscape scenes. Horse 

war, horn sirens, and the hero legend were 

grand to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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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到过山庄的人总会被那富有诗请的画面陶醉。他们一边领略着山庄
内的美景，一边想象着那时修筑山庄的设计者和匠师们的智慧和艺术趣
味的高超，就像山庄内的风景一样，古朴典雅，雄伟壮观。设计者匠心
独运的艺术想象力，加上匠师们巧妙建筑，构造出嵯峨威严的宫殿，碧
波荡漾的湖泉，绿草如茵的平原，古树参天的森林，还有峰峦起伏的群
山围抱着半个山庄。好一个清幽秀丽的避暑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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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离宫 御居圣地
避暑山庄门前一对威严的鎏金铜狮子把守，左边的

雄狮前爪玩弄绣球，右侧雌狮前爪抚摸幼狮。像是在时

时刻刻守护着避暑山庄。踏进山庄，凉意立刻席卷而来，

瞬间就明白了当年乾隆皇上为何把这个地方作为避暑圣

地。它虽看起来不同于北京故宫的恢弘磅礴，只是灰砖

青瓦，却透露出特有的一股低调的宁静……   

走进古朴典雅宫殿区，随处可见参天大树，足以显

示它悠久的历史。金丝楠木殿是山庄的主殿，修建在紫

竹纹理般石砌筑台基上，殿顶以青砖灰瓦铺就。殿内的

陈设与古色古香的楠木融为一体，形成古朴典雅、庄重

肃然、幽静的气氛。紫檀凸雕纹宝座上方悬挂是“澹泊

敬诚”四个大字，屏风、隔扇、天花板上还细腻地雕刻

着万字、寿桃、蝙蝠等浮雕纹饰，看起来是那么的栩栩

如生。四知书屋是皇帝当年接见近臣和少数民族首领，

临朝前更衣小憩的地方。

山庄内慈禧的居处陈列着她钟爱的首饰盒、洋烟、

白色香水玻璃瓶等，慈禧比较喜欢“现代化的生活”，

在古代也是一个时尚的女子。每天要花好几个时辰精心

打扮漂亮的女人，她的每日美容妙方，使皮肤保养得很好，

面如桃花，青春永驻。她说过：“一个女人没有心肠打

扮自己，那她还活个什么劲儿。”然而离宫这座规模宏

大的园林见证了一个女子，从孱弱走向皇权的沉重脚印！

也是在这里，她发起热河密谋，除掉肃顺，奠定了垂帘

听政的根基，打开了走向皇权顶峰的大门！

湖中的烟雨楼，据说是乾隆皇帝为一个江南女子修

建的。颇有南方楼宇特色，楼、堂、亭、榭都透着皇家

建筑的风格，美观而大气，周边群山环抱。赶巧，正值

烟雨天气，湖面上细雨蒙蒙，烟雾缭绕。颇有一番意境

在画中。晴天时可见绿树红房，假山林立，四周垂柳环抱，

湖面倒影如镜，甚是漂亮！电视剧《还珠格格》中小燕

子的漱芳斋就曾在这里取景。

山庄内有世界上最短的河流—热河。清澈的泉水

从地下涌出，流经澄湖、如意湖、上湖、下湖，自银湖

南部的五孔闸流出，最终沿长堤汇入武烈河。最奇特的

是冬季可以欣赏到以木桥为界，一半冰面，一半水奇观。

在银装素裹的寒冷冬季，热河泉畔，依然藻绿水清，雾

气蒸腾，颇为壮观。

每年的五月份，牡丹园里种植的各色牡丹、芍药万

余株等繁花绽放、花香袭人。布着“蝙蝠、葫芦、仙桃”

等传统吉祥造型，周围缀“花相”( 芍药 )，衬奇石，接

藤蔓，寓意民族骨脉相连，百姓福寿安康，彰显皇家牡

丹的霸气与富丽堂皇，绝非普通牡丹园可比。正可谓“太

平盛世喜牡丹，国运昌时花运昌”。

纵观整个山庄，正是中华锦绣河山的缩影。一座有

灵性的园林，山为骨架，水为血脉。博大和朴野的胸怀

包容了楼、阁、殿、台、轩、亭、榭等建筑。经历清朝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山庄以朴素淡雅的山村野

趣为格调，取自山水之本色，吸收江南塞北之风光，成

为中国现存最大的离宫別苑。 

Royal Palace in Misty Rain 
for the Holy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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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塔山 探千古之谜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双塔山奇异的自然景观，

契丹古塔，历史悠悠。“钻石婚”意义的双峰石，见证

不渎的爱情。“情人崖”、“鸳鸯石”向世人诉说着忠

贞与执着。优美的林壑，嶙峋的怪石，处处鸟语花香！

传说乾隆皇帝有一年命人搭构云梯，想去双塔山上

看个究竟。上去之后，他看到小庙里有神龛、石几、香炉，

石几上摆一部旧书，乾隆翻了翻，一个字也不认识。石

几下放一双破草鞋，庙前有两畦韭菜。他很失望，什么

也没拿就下来了。回到避暑山庄当晚做了一个梦：一个

老头问他，陛下登双塔山看到了什么，乾隆照实作了回

答。老头说，旧书是天书，草鞋是登云靴，韭菜是灵芝草，

香炉是生云坛。皇上什么也没看中，实属有眼无珠。第

二天清早乾隆命人重搭云梯，可怎么也搭不成，只好作罢。

远远地就望到前方两座孤立的高峰，顶峰上屹立着

两座若隐若现的小塔。这便是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的双

塔山。进入景区，拾级而上，一段台阶、一段石路，感

The Twin Colossals
受着惬惬凉意，婵婵的知了声不时地响起。随手摘个路

边的野果，抓拍盛开在两侧的花朵。好不惬意！

抵达山地，两个巨大的山岩柱南北排开，如同对峙

并立的两座宝塔拔地而起，犹如天门。而每个山岩柱的

顶端各有砖塔一座。陡直而立，高不可攀，近代无人上

去过，峰顶砖塔何人、何时、何故所建，不得而知，一

直是个谜。据说，1976 年前北墙裂缝较大，宽处大约有

20 多公分，但唐山大地震以后，砖塔不但没倒，裂隙反

而拼合。 

不仅森林植被茂密，景区内有很多的野生动物。特

别是在这里生存多年的野生猕猴群，是华北地区唯一生

存下来的，也让我们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面对

镜头，它们有时会有些调皮，摄影老师刚对好焦距，它

们可能已经消失在你的视野范围内。但心情好的时候偶

尔会配合一下！

悠悠古塔诉说着爱情的忠贞不渝，驻足情人崖，体

味幸福与甜蜜，在鸳鸯石旁，许下不离不弃，“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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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塔山的山奇、水奇、林奇、石奇、
塔奇、洞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攒成了奇异的自然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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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ing Temple to Pray

普宁寺，虔诚的圣殿 
热河普宁寺，仿桑耶寺而建，是一座浓郁的民族韵

味汉藏结合式的寺庙。气势恢弘，建筑精美。为乾隆年

间纪念朝廷与厄鲁特蒙古四部会盟而创建，是北方最大

的佛教活动场所，这里僧侣云集、香火旺盛、香客如织。

清政府希望边疆人民“安其居，乐其业，永普宁”，取名“普

宁寺”。

普宁寺建筑风格独特，它吸收并融合了汉地佛教寺

院和藏传佛教寺院的建筑格局，南半部为汉地寺庙的“七

堂伽蓝”式布局，中轴线上依次分布着山门、天王殿、

大雄宝殿等殿堂，两侧为钟鼓楼和东西配殿，南北长 150

米，宽 70 米。北半部为藏式寺庙建筑，以大乘阁为中心，

周围环列着许多藏式碉房建筑物——红台、白台以及四

座白色喇嘛塔。

山门是普宁寺的前门，是一座宽为五间的门殿，门

内供有守护佛法的二天神，俗称哼哈二将 ，手持金刚杵，

护持佛法左为密执金刚，右为那逻延金刚，像高 4.34 米 ,

质地为木骨泥塑。在山门前原有四柱九楼木牌坊三座，

牌坊前是广场 , 每年正月十三 , 喇嘛在此举行打鬼的宗教

仪式，山门两侧有东西掖门，以里左右各有宝幢一根，

院正中坐落碑亭，亭内置御制石碑三通。三通碑文分别

记述了兴建普宁寺的渊源、清政府平定达瓦齐、阿睦尔

撒纳叛乱的始末，均用满蒙汉藏四种文字镌刻，充分展

示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有丰富的民族文化的国家。

大乘之阁内部分为三层，阁内矗立一尊金漆木雕千

手千眼观音菩萨，通高 27.21 米，腰围 15 米，重达 110

吨，用木材 120 立方米，是现在世界上最高大的木质雕像，

已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像内是三层楼阁式的构架结

构，中间为一根主木，四周组合许多根边柱，外钉衣纹

占板密封，分层雕刻。佛像比例匀称，纹饰细腻，绘色

绚丽，生动地表现了观世音菩萨的表情和神采，是我国

雕塑艺术的杰作。

寺庙内红色转轴上的转经轮 , 经文写在转经筒上，

每一个虔诚的信徒需要转动下方的红色转轴，每转动一

次就相当于念诵经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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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Chengde

普宁寺是中国北方最大的佛事活动场所，僧侣
云集、香火旺盛，现为中国北方最大的藏传佛
教活动场所。普宁寺的主尊佛像千手千眼观世
音菩萨，是世界上最大木雕佛像，已被列入吉
尼斯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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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达拉宫 普陀宗乘之庙 
小布达拉宫就是普陀宗乘之庙，俗称小布达拉宫。

在避暑山庄以北，“须弥福寿之庙”的西侧，是一座具

有特殊艺术价值的寺庙建筑。全庙除主体大红台、大白

台等外，还有四十多座各式各样的僧房佛殿白台和塔台，

是承德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看起来气势雄伟，十

分壮观。

小布达拉宫是仿西藏拉萨布达拉宫修建的，“普陀

宗乘”是藏语“布达拉”的汉译。庙依山建造，坐北朝南，

山门内是碑阁，北是五塔门，高十余米，有拱门三个，

上建红、黄、黑、白、绿五座喇嘛塔。门北是琉璃牌坊，

牌坊北地形渐高，各式白台、塔台建筑因地形而散置，

高低有别，变化多端。最后为雄伟高大的主体建筑大红

台。大红台的正面，下面是高达十八米的大白台，其上

耸立着高达二十五米的大红台。红台内四周为三层群楼，

中央是重檐攒尖鎏金铜瓦顶的“万法归一”殿。

乾隆三十六年，为乾隆帝六十寿辰和皇太后八十寿

辰之年，边疆各少数民族的首领都要到承德，举行盛大

Small Potala Palace
的庆寿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国民族大团结的局面。

为了敬重各族信仰，团结各族人民，乾隆帝谕旨建造这

座大型寺院。

当时，边疆各少数民族大都尊崇藏传佛教。拉萨布

达拉宫是藏传佛教的一个中心。而藏传佛教宣称布达拉

宫为观世音菩萨的道场。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据说有三处：

一在印度，一在西藏，一在南海 ( 浙江普陀山 )。乾隆帝

认为，观音发祥于印度，然后先到西藏为本土，所以在

承建观音道场便“仿西藏，非仿南海”。普陀宗乘之庙

是在汉族传统建筑的基础上融合藏族建筑特点建造的，

它是汉藏建筑世术交融的典范。

这座寺庙最大的特点就是其藏式建筑，庙内共有大

小建筑约 60 处，多是平顶白墙。主体建筑大红台是一座

暗红色的方形建筑，在周围白色楼宇的映衬下，非常抢

眼。大红台中心的万法归一殿顶部全部被鎏金铜瓦覆盖，

仅此一项造价即是黄金万两，这里是举行重大的宗教仪

式或清帝接见重要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及王公大臣们的

场所。普陀宗乘之庙古木参天，环境清幽，还可在此远

眺棒槌山，是外八庙中不可不游的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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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Chengde

自古以来就是一处水草丰美、禽
兽繁衍的草原。“千里松林”曾
是辽帝狩猎之地，“木兰围场”
又是清代皇帝举行“木兰秋狝”
之所。公元1681年清帝康熙为
锻炼军队，在这里开辟了一万多
平方千米的狩猎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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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围场 皇家猎苑
Mulan Paddock for 

Royal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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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Chengde

塞罕坝自古就是一处水草丰沛、森
林茂密、禽兽繁集的天然名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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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中的原野风情 
塞罕坝的夏天格外迷人，沿着伊逊河逆流而上百余

里，峡谷变得越来越窄，无边得像象绿色的海洋扑面而来，

循着迷宫般的山路盘旋而上，就跃上了葱茏苍郁的塞罕

坝。眺望坝上，漫岗丘陵，绵延无际，亭亭玉立的白桦树，

挺拔苍劲的落叶松，汇成了林的海洋。林间草地，百花

争妍。漫山遍野的金莲，像漫天的繁星抛洒在无边的绿

地毯上，组成了一幅巧夺天工的图案。

自古以来人们习惯用于对应“江南”的一直都不是“江

北”, 而是“塞外”。在人们的心目中，江南诗意绵绵，

温暖如春；而塞外铁马金戈，血雨腥风。若干年后的塞外，

渐渐成为了江南人民贴近大自然，感受自己存在的一片

沃土。这里的美丽，被我们的镜头记录。

草原上的白桦树，树干白得让你感觉几乎认为是上

了一层自然保护漆。秋天的时候，云杉、落叶松、白桦

树等各种落叶如五彩斑斓的世界。你不仅可以看到漫山

遍野的森林，而且有足够的距离和长焦来收它们，也有

足够的空间去感受阳光在清透的乌云后面，强烈的光线

瞬间穿刺云层的空隙，在森林或者草原上的局部涂抹最

绚丽的一抹亮色。

草原上的野花特别多，每一个时间段都由一种领衔

花卉扮演主角，其他的野花作为点缀，黄色的虞美人，

紫色的薰衣草，紫蓝色的毛球，黄色的油菜花，还有许

许多多不知名的野花竞相开放，把这个绿色的大草原点

缀得像一张五彩缤纷的画卷。然而百花坡是最茂盛的地

方。

七星湖环抱于青山绿树之中，原是七个小湖，排列

如天上北斗，由此得名。湖间沼泽相连，沼泽上架着木

板铺成的小道，蓝天下映衬着湖面，湖色风光，别有一

种意境。当地人说：清晨的七星湖，薄雾霭霭，很是漂亮！

草原并不都是一马平川，有着重峦叠嶂，山丘并不高，

找到一处的制高点，就可以看到很多层次的地平线勾勒

出柔美的层次，如若有些许的薄雾，层次就会越发的清晰，

有很多的白桦林，几棵一丛长成近乎球形的树丛，不加

人工的修饰却展现得无比细腻。

有山林的地方就有山野菜，这里生长着大片大片的

蕨菜，蕨菜又叫长寿菜、如意菜，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

物，肉质好、味道鲜，含有大量的钙、磷、铁等营养成分，

素有“山菜之王”的美称。相传如意肉丝菜是当年康熙

最喜欢吃的美味佳肴之一。

东坝梁是整个塞罕坝的制高点，矗立在我们面前的

这个塔就是塞罕塔，实际上它是一个望火塔，形似刚要

起飞的火箭，直插云天。塔身有点向西北方向倾斜。因

为塞罕坝长年刮西北风，建筑师们为了不让塔被风吹得

偏向东南方，就把它建成了这样。

傍晚晚霞落日时，正好是牲口们回栏的时候，成群

的牛羊聚拢在高岗上，在夕阳的余晖下映出一幅剪影，

显出浓浓的祥和气氛，让人心里暖暖的。

Countryside Feelings 
in the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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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Chengde

御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的一切都充满着神奇的魅力。可
以让人回归自然之梦，忘却世间烦恼，领悟生命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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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深处的绚烂
走进御道口牧场，你会被它的无垠震撼，天苍苍野

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情景真实出现，乘坐着吉普一

路游荡，从草原边境深入腹地，身在其中时，会猛然感

觉到自己的渺小。在自然面前，我们是那样的无从抵抗。

御道口牧场，是清代皇家猎苑木兰围场的一部分，

与内蒙古草原接壤，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一处水草丰美、

禽兽繁衍的草原。一匹匹奔驰的骏马，马蹄踏花，随风

而舞。处处散落的朵朵白云，飘去山头，再滑到山脚。

看看天草衔接的地方，翡色和淡蓝完美融合。安静地坐

在草地发个呆，愣个神儿，短暂地从尘世抽离出来。闭

上眼睛，嗅嗅自然的芬芳，品品草香、花香，还有阳光

的香气。

远远望去，龟山如乌龟的壳一般，在蔚蓝的天空中

划出一条柔美的弧线，满山遍野绿油油的草地，一条蜿

蜒的泥土小路直通山顶，行人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向

山顶走去，小路两旁偶尔三三两两棵树依偎一起，星星

点点的野花绚烂地绽放，构成一幅原生态的人间美景。

站在龟山顶上远眺，蔚蓝的天空中的白云犹如一团团棉

花团一般，颇有层次感。山的那边的白色风车随风转动着，

无不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了这边神奇的景象！

顺着蜿蜒的木板小路来到太阳湖，木板小路在湖边

的草地上围出一个半圆，太阳湖被茂密的绿树包围着，

绿树又与天空衔接。夏日的太阳湖边碧绿的草滩上开满

The Gorgeousness in Grasslands

金黄色的金莲花，让人沉醉。微波荡漾的太阳湖，一碧

如镜。游走在四周的环湖栈道上，不停地按下快门，蓝

蓝的天、朵朵白云，在炎炎盛夏里，感受那一份沁人心

脾的清凉。

在月亮湖西北角的百花坡是坝上一绝。那绿茵茵的

草地上，跳动着一丛丛、一簇簇，红的、 绿的、粉的、

黄的、白的、黑的、高的、矮的、长的、短的，盛开的

金莲花，争香斗艳，竞相开放，好一个花的世界。当年

乾隆望着这奇特的景象，信口吟道“塞外黄花恰似金钉

钉地”大学士纪晓岚立即答对：“京中百塔犹如银钻钻天”。

留下了千古佳对，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剧组又来此

拍摄外景，给人们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景区的路宽广而平坦，汽车急速前行的路上，两侧

的风景令人目不暇接。路旁的黑白斑点的牛儿在低着头

吃草。一群群白色的羊儿在牧羊人的挥鞭下汇聚到一起。

还有疾驰狂奔在草原上的棕色烈马。大峡谷内绿植茂盛，

坚韧挺拔的白桦、山杨，结满了山杏的杏树。灰鹤、百灵鸟、

松鸡宜居在其中。

这里的草原不像我们想象得那样一马平川，而是一

个小山坡接一个小山坡漫延开去。

而这里的一切又是那么充满着神奇的魅力。清晨云

雾的缭绕，正午暖阳的奔放，日暮归途的牛羊……所有的

一切，都荡漾在这绚丽的盛夏之中，让我们的本我回归自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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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Chen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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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就像是树叶们的选美聚会，热热闹闹，各展风姿，

树叶有各种形状，各种色彩，金黄的、淡黄的、鹅黄的、

朱红的、大红的、褐红的、葱绿的、翠绿的、暗绿的、

白色的，妙不可言，令人叫绝！

在高山草甸上，处处开满了叶圆形似荷叶，花形近

似喇叭的金莲花，爱情之花芍药，草原红景天等百花齐

放的时候，绿草与鲜花、蓝天与白云相互映衬。每当微

风拂过，万头攒动，碧波荡漾，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

美丽画卷。

沿着上山的水泥路，走走停停，沿途钻了好几条山

沟沟，茂密的森林，满目的绿色，一朵朵紫色的小花簇

拥在一起，成片成片的紫花绿叶，阳光穿透树林的屏障

照射在花朵上，绚丽多彩！

作为大清王朝“木兰围场”七十二“围”之一，大

清皇帝曾经在这里举行过 88 次秋狝大典，是目前自然风

貌保存最为完好的“围场”。在炎热的夏季，山外骄阳似火，

酷暑难挨，这里却是清爽宜人，避暑纳凉的绝佳地。

如诗如画的沙地森林 
五道沟是一个天然的山沟，峰峦叠嶂，沟壑纵横，

松柏苍翠欲滴，林木遮天蔽日，草地野花如繁星点缀，

争奇斗艳，山涧水声潺潺，鸟鸣鱼跃，风景如画！

进入景区，沿着弯弯曲曲的沙石公路前行，两侧是

一望无尽的森林和野草，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仿佛来

到一个绿色氧吧世界。沟谷的流沙淤积成片片断断的沙

地，清清的溪水在弯弯曲曲的沙沟中流淌，如明镜一般！

在这天然的沙地森林，生长着沙地特有的油松、云

杉、白桦、杜鹃等植物，被成片的桦树、杨树、松树覆

Picturesque Sand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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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Chengde

丰宁坝上草原 自由的驰骋
坝上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给了人们一个地方去想

象，去飞舞，给心灵找了一个天堂。它没有那么出名，

不沾染太多尘埃。人总应该有那么一次，去一个辽阔的

地方，让自己呼吸，让自己去看见，去想，去记住，去

找到力量，去寻找希望。看看奔腾的马，或者是那从洞

里不时探头的小草原鼠，感受生命，感受自己的存在。

京北第一草原，位于具有“北京的后花园”之誉的

丰宁满族自治县北部的大滩镇，故又称大滩草原、丰宁

坝上草原。身居草原之中，清晨可以观赏绚丽迷人、波

澜壮阔的草原日出；白天可以领略碧空万里、白云悠悠、

草天相连、一望无垠的草原风光；夜晚又可欣赏野旷天低、

皓月繁星的草原夜色。

大滩，自然的美丽与舒适让人迷恋。面前的成吉思

汗塑像，在蓝天白云映衬下，显得那样粗悍、豪放，观

之使人油然而生一种君临天下的豪情壮志。脚下的这条

土路、眼前的这片草地、这条溪流、前面的这个略显破

败的塞外小村落，甚至那几位晒太阳闲聊的憨厚、纯朴

的村民，都曾多次出现在国内外的银幕、荧屏上，貌似

都与我们有过奇异的“神交”。

在水肥草美的万花丛中，不时会看见一群群的马匹

和牛羊。褐黑色的马群、红黄色的牛群和白色的羊群，

在草丛中缓缓移动，为这辽阔的草原平添了几分粗犷的

原野的美，编织成了一幅变化无穷的美丽画卷。随时都

可以观赏到各种野花在广袤的草原上随风摇曳，像 5 月

的金针花、6 月的野罂粟、7 月的干枝梅、8 月的金莲花，

还有新鲜味美的雨后磨菇、酸甜的大黄梗、营养丰富的

如意鲜蕨菜，天上飞的百灵、北归的大雁，地里跑的跳兔、

鼢鼠、狐等草原小动物，都会让你时时惊叹不已，情不

自禁地奔跑到草原深处，在齐腰深的草丛中打个滚儿，

或是躺下来去亲吻泥土，仰望蓝天白云，或是采几朵小

花儿，放在鼻子上闻着，久久不忍释手。

“二龙吐须”是景区中最奇特的景点。一株松树的

两侧，分别涌出一股清泉，这两股清泉长年涌流不断，

泉水分别沿着各自的小径流入河中，恰似两道龙须，泉

水清澄碧澈，饮之甘甜爽口。

沿途许多分散在草原各处的风格各异、色彩艳丽的

建筑，有美式、欧式、俄式、中式、韩式格调的楼阁、别墅，

有独具民族风情的蒙古包，有别致雅静的情侣小屋。这

些建筑散落在碧绿的草原之上，把草原装扮得更加美丽！ 

在皓月繁星之下，伴随着冉冉的篝火，品尝浓香四溢的

烤全羊；在农家炕头之上，聆听着絮絮的细语！

骑马、骑骆驼、射箭、射击，追寻一代天骄的鞭风

马影，体味游牧民族的浪漫情思；去乘坐滑翔机、滑翔伞，

触摸坝上草原的碧空白云，俯瞰草原林海的流岚浩气；

去滑索、滑草、滑雪，吮吸大草原泥土的芬芳，感受瞬

间的惊心动魄；去开开草原吉普车、草原摩托车、草原

卡丁车，缓解一下都市的拥挤所带来的紧张心情；去参

加烟花晚会，欣赏民族歌舞，吟唱古老民族的田园牧歌，

领略独特的民族情结。

不时可以见到清澈的溪流时而伴我们前行，时而避

我们而去，偶尔也可以见到一弯清潭，静静地躺在那里，

默默地吸纳着碧野清空，倒映着鲜花绿草，给我们的行

程带来了清新，增添了乐趣。还有因形得名的闪电湖，

静静地躺在 15 万亩大草原的深处，在阳光的映照下似一

面清澈透明的大镜子，吸引着我们年轻漂亮的朋友前去

一照倩影。

Fengning Bashang Gras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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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草长莺飞，繁花遍野；秋季草木摇落；冬季
白雪皑皑。夏季可以在草原上搭起帐篷，消夏避
暑；秋季可以在这里纵情驰骋，过一把骑马的瘾。
每年的七八月间，是草原上最美丽的时节！

摄影师 戚洪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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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行宫 清凉的圣地
远远看到前方有一座庄严雄伟的宫殿，便是大汗行

宫。坐落在大滩草原之上，地势开阔，气势恢宏。城墙

上两座城堡式的建筑和大囊旗首先映入眼帘。旗子上画

着苍狼和白鹿，是因为苍狼和白鹿生活在山林和草原上，

蒙古人把他们称之为神灵，奉为图腾并赋予了美好神奇

的传说。

大汗行宫前半部分为宫门、长生天石牌坊，成吉思

汗议事金帐和四大汗国的行帐。后半部分是寝宫。宫墙

的左侧是由 600 个大小规格相同的蒙古包组成，是成吉

思汗的实体军营。左侧的画廊是一部详尽完整的元朝发

展史，记录了蒙古族从原始社会到成吉思汗开国再到元

朝统一发展壮大的历史场景。

石牌坊是古代用来表达忠孝节义的纪念物，成吉思

汗四个描金大字刻在牌坊正中，被称为长生天石牌坊，

视线越过牌坊，会看到在行宫中轴线上横卧有一条长方

条石上面刻有一个“罕”字。

蒙古包群，是成吉思汗的兵营。蒙古人逐水草而居，

蒙古包是呈天幕式的形状，圆形尖顶外层用羊毛包裹着，

白色的蒙古包代表了蒙古人的真实、正直！远远望去，

金帐像展翅飞翔般屹立在草原之上，行宫内随处可见鹰

的图案，因为蒙古人认为鹰是天上的神鸟使者，也是神

圣的象征。

在草原上看不到敖包就没有蒙古草原的感觉，敖包

是蒙古人的象征道路和境界的标记。在草原上，很少看

到山，只有沙丘。无奈牧民们只能垒石成山，视为神，

称山为敖包！

大汗行宫不但再现了 800 年前成吉思汗金帐行宫的

宏伟气势，展现蒙元时期的宫廷文化、军事文化、宗教

信仰等，并能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被世界称为第一大疆

域版图的元朝辉煌史，感受浓郁的民族历史文化，让千

古展于世人，让世人感受千古。

Great Holy Khan Pa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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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城，金山独秀
漫步在长城上，只要稍加留心，就会发现一些有趣

而独特的东西。长城底部用条石奠基，上部用长方形青

砖包砌，中间用土、沙、石填方。城墙顶部的马道上，

都用大方砖铺面，可容六七人并行。马道的陡坡，都用

砖砌成梯形台阶，上下方便，不致于滑倒。这是金山岭

长城建筑的独到之处。长城上那些数不清的射击孔、瞭

望孔，都饰以各种各样的图案：桃形、箭头形、刀把形、

锯齿形等等，一个个精巧别致，耐人寻味。

站在库房楼顶回望，长城像一条长长的巨龙，飞腾

在险峰峻岭之间，昂首摆尾，气势磅礴。四周眺望，真

实地体验“风景这边独好”！东面的雾灵山，隐隐约约，

像一位美丽的少女，亭亭玉立在青山之巅；望京楼，耸

立于悬崖峭壁，像一位勇士，气冲霄汉；西面，卧虎岭

像一只庞然大虎，守卫着首都北京的北大门──古北口，

威风凛凛，势不可挡；南面，波光鳞鳞的密云水库，就

像一面明镜，镶嵌在崇山峻岭之间，闪闪发亮；北面，

静静卧着的“毛公山”，林涛云海，如催风涌浪，滚滚

流向天边。

金山岭的敌楼是特别的密集和精美。10 余公里的长

城上，居然建有 67 座敌楼。有方形楼、扁形楼、圆形楼、

拐角楼；有两眼楼、三眼楼、四眼楼、五眼楼、六眼楼；

有平顶的、穹顶的、船篷顶的、四角钻天和八角藻井的。

造型奇特的猫眼楼，真像蹲在山头上的一只猫，两个瞭

望孔，就像猫的两只眼睛。大金山楼上层那一间仿木制

的砖砌小铺房，椽、檩、檐都是用青砖磨制而成，看起

来惟妙惟肖。小金山楼的楼门，设计和建造得简直让人

难以寻找，如果不动一番心思，是不能进入楼内的。

走到断壁残垣，碎砖成堆的西峪楼，让人感到深深

的寒意与凄凉。有人说毁坏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也有

人说坍塌于国民党的枪炮。看着这断壁残垣，仿佛听到

了当年的枪炮声，看到了当年厮杀的战场！

夏天的金山岭，峰峦叠翠、青山满目，东望司马台

水库如镜，碧波粼粼，葱葱绿树，听潺潺流水，顿觉气

清身爽；长城依山凭险，起伏跌宕于山水之间，形势极

为雄伟壮观！漫步于长城步道，扑面而来的都是生命的

气息，清新舒畅，让人不禁心旷神怡！

Great Wall the Golden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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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山花烂漫，浓郁飘香；盛夏万
木葱茏，云雾飘渺；金秋漫山红遍、
层林尽染；严冬银装素裹，白雪皑
皑。在这如诗如画的天地间，处处
是美景，处处有奇观，实在令人叫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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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灵山 京郊的别样清凉 
观山水之秀、嗅草木溢香、闻生灵百态、触清馨宜爽、

品天然之食 , 世外神境一般，令人流连忘返。春天，山花

烂漫，杏花明丽耀目，赢得了“香雪海”的美誉；夏日，

林海苍郁，满眼碧色，一片清凉世界；秋时，层林尽染，

多彩画卷，醉遍群峰呈现出金黄红火的画卷；冬来，玉

甲银盔，冰清玉洁，一派银装素裹的北国风光。

在雾灵山正门入口处，有一座山峰犹如天外来客向

游人招手、致意，故名客来峰。山峰上长着许多油松和

落叶松。油松粗犷挺拔，墨绿色的针叶在树枝上盘旋层

叠而生，在湛蓝的天空映衬下，更显雄姿；落叶松苍翠

秀美，就像一个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微笑着迎接来自四

面八方的每一位宾客。远望对面山崖上的一块形状怪异

的岩石，形似蟾蜍，背部有状似钱串子的一道自然裂痕，

张嘴向外，仰首向天，颇有旺财金蟾的韵味。

水是雾灵山的灵魂，从山顶到山脚，随处可见。泉

水汩汩而流，挤裂了峭壁，冲出了石岩，从这块山石爬

向那块山石，像是珍珠在流淌，激起了朵朵水花。大大

小小的泉流，有的从崖头跳下来，有的从斜坡溜下来，

化作溪流飞瀑，一起洗绿山谷幽峡。溪水顺着沟谷流下，

涮去污泥，冲磨山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冲刷出一

个挨一个的幽潭。有的像仙女洗浴的盆池，有的像夸父

用过的海碗，有的像古人用过的酒杯。盆里、碗里、杯里，

溢流雾灵山的翠绿，盛满雾灵山的清凉。掬一捧慢饮细品，

犹如琼浆玉液，甜透了心扉，冲淡了疲惫，令人神清气爽，

回味无穷。

游走于十八潭内，溪由山顶而下，流经山谷，遇有

落差，自然成潭。沿着溪水一路而行，有几十处大大小

小的水潭，但以十八潭积水最多，并题有潭名，与自然

环境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山花、野草，伴着溪流，一

路相映，随遇而安，茂盛灿烂。置身山林，葱绿中蕴藏

着几分神秘，仿佛身在天堂，听着哗啦啦的溪声，又仿

佛置身于自然的天籁之中，沐浴灵魂，沁人心脾。泉水，

是十八潭的精华。枫叶泉、柳叶泉、香泉，汩汩而出，

汇集成欢畅的水流，从上而下地流淌着，幻化成一条条

密密麻麻的水线，犹如竖琴的琴弦，弹奏着雾灵清音，

飘荡着自然的旋律！

山谷内有一座仙人塔，上尖下粗，呈四角形状，犹

如四角宝塔，塔顶上方有两块巨石，犹如明摆浮搁，恰

似塔尖，奇妙雄伟。塔体左无毗连，右无依托，从山谷

中突兀拔地而起、直插云霄。更为神奇的是塔下有一处

落差 5 米的瀑布，似珠帘飘挂 , 斜瀑急流，似冰飞玉溅，

如银龙飘飞，见首不见尾，斜瀑两侧，花木成荫，浓郁葱茏，

一静一动，刚柔并济，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漫步于天子山峡谷，这里曾被划为清东陵的后龙风

水禁地，峡谷中大树遮天，依石而建的蜿蜒独木栈道下

流水潺潺，瀑布如丝绸般滑落。这里的绿意与清凉，这

里清静休闲与自在，令人流连！

Cool and refreshing in 
Summer of Wuling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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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走来，顾盼生情……一个诗画的天下，从此在他梦中

萦绕…… 

天命 星光灿烂 繁星点点 哪颗是代表帝王的星辰？

过了知天命之年的康熙，夜观星象，阅尽古今，探

寻天命之奥秘，终于明白，自己不在天上。所谓天命，

在他看来，是一个好帝王对天下苍生的那份沉甸甸的责

任。

天下  文治武功，英明一世，康熙王朝进入了鼎盛时

期。

将儒、道的书简藏入袖中，王朝于是有了牢固的基石；

把江南的烟雨纳于胸襟，大清便有了美丽的檐宇；用洋

人的望远镜把星球拉到眼前，国家便有了科学的门窗；

最后，为了大清朝今后不再有战火和杀戮，他用佛教和

信仰，建构了民族大融合的辉煌殿堂！

满汉全席  万民康宁，天下兴盛；满汉一体，百族向

心！

作为多民族团结统一的捍卫者，康熙大帝在各民族

心中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万里防线”——避暑山庄！

在康熙心中，避暑山庄就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四海归

一的象征，是中华帝国强大的象征﹗

放眼望去，元宝山空阔、独特的山地区域演化为硕

大无比的舞台，个个身怀绝技的专业骑手驾驭着 200 匹

进口战马从右侧山上马道呼啸而来，进入舞台，康熙大

帝群雄逐鹿、胸怀天下，神鹿指引修建避暑山庄到金戈

铁马、驰骋疆场确立华夏版图的恢宏历史场面演绎到极

致。战马奔腾，号角长鸣，英雄的传奇盛大开幕 !

序·逐鹿  鹿，古人喻之为天下。

八旗兵纵马逐鹿，呼啸奔腾，有如当年入主中原，

一种马背民族的豪迈气概席卷山河！然而，就在少年康

熙张弓射鹿之时，他突然悟到这只象征天下的小鹿，非

弓箭能驯服，于是……

天问  “清之鹿如何不失”？

少年时期的康熙，努力学习汉民族文化、研修儒、

道修身治世之学。杏坛、孔子、六艺、庄周梦蝶……一

幕幕经典画面徐徐展开，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描绘了

这位少年皇帝寻求治国之道的心路历程。

天籁  谁读懂了美的江山，谁才有美的江山。

江南的美丽，曾让年轻的康熙数次阅读：烟雨中那

一抹浅绿，水墨间那一点桃红；描绘着中国美学最典雅

的诗篇。接天莲叶，映日荷花，少女们从唐诗音律中款

鼎盛王朝·康熙大典  帝王成长的饕餮盛宴

Golden Dynasty Kangxi Empe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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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京津冀协同发展”
打造承德“国际旅游城市”

Rely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to build Chengde 

the “international tourist city”

——专访承德市旅游局局长：王成军

Interview: Wang Chengjun Director of the Tourism Administration of Chengd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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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out on the 
synergistic integr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for Chengd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eijing-

Tianjin-Hebei region rose to 

national strategy. Chengde 

takes the tourism resources as the support, 

and proposes the tourist routine “One-

road Two -belt and Three-cycle”, to build 

the “Drive to Chengde” tourist series. We 

are doing the best to actively integrate into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As the national first batch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and excellent tourist 

city in China, Chengde summer resort, 

the surrounding temples, Jinshanling 

Great Wall and other cultural relics with 

excellent environment like blue sky, green 

mountains, and clear water and soil, have 

been attracting tourists to go sightseeing. 

Chengde put forward the tourist routine 

“One-road Two -belt and Three-cycle”. 

“One-road” refers to the world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road; “Two –belt: refers 

to the west of Chengde Bashang grassland 

forest tourism zone and the eastern 

scenery beyond the Great Wall; “Three-

cycle” Beijing, Tianjin, Chengde the three 

leisure tourism industry clusters.

Drive to Chengde series starts with the 

emperor Kangxi’s first north tour. Along 

the way, there is elegant environment, 

mountains and rivers, which are full 

of sceneries of the beyond Great Wall. 

Tourism Routine line 1 is: the royal world 

heritage avenue. This line has the cores 

of landscape like Forbidden City, the 

Jinshanling Simatai Great Wall, Chengde 

Summer Rresort and the Eight Temple, 

Mulan paddock; Line 2 is China’s most 

beautiful landscape avenue- Mulan Road. 

This line starts from Chengde Fengning 

Datan grassland along the royal highway 

to Mulan paddock, Sihanba forest farm, 

Hongsongwa, to Diaoyutai national 

southern Defense Mountain, totally 

300 km; Line 3 is beyond the Great 

Wall Huanghegu scenery road - Panlong 

Lake Road. It aims to Create famous 

driving tourism highway of the Beijing-

Tianjin-Hebei region, including the Great 

Escape, Liuhe18- bay, Panlong Lake 

and underwater Great Wall, etc. This 

line includes landscape tourism, leisure 

vacation, and water recreation projects etc. 

After continuous development, “Drive to 

Chengde” will become the cooperation 

model as a large engin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tourism industry 

economy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Ultimately 

it will become the first destination and the 

most beautiful drive circuit of self-driving 

tourism in northern China.

Plane To build Chengde 

an international tourist 
city in the long-term

What’s  the  p l an  to 

build Chengde to an 

international tourist 

city, to bring in and 

cooperate with the enterprises in the long-

term?

Afte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outline, we 

especially plan to carry on many healthy 

sports projects like mountain sports to 

help people preserve heal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well-known enterprises 

have come to Chengde in succession. 

For Chengde, it will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Political Privilege for 
the Investors

Chengde is in the construction 

to an international tourism 

c i t y  a t  p r e s e n t .  T h e 

infrastructure, tourism related 

facilities, and holiday products also stay at 

the primary and development stage. There 

is a huge development space and potential 

of opportunities. This is a great investment 

opportunity. And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investors, Chengde will give investors 

ample policy privileges to attract more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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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Chengde

承德旅游在协同京津冀一体化的国家战略布局

在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并进入实

际推进的大背景下，我市以优势旅游资源为支撑，提出

了“一路两带三环”旅游环线，全力打造“御驾承德”

系列王牌旅游产品，主动融入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

作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金山岭长城等文化遗存和天

蓝、山绿、水清、土净的优良环境，一直吸引中外游客

前来观光旅游。我市提出的“一路两带三环”旅游环线，

“一路”指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公路；“两带”是指承德

西部坝上森林草原旅游带和东部塞外山水旅游带；“三环”

是指环北京、环天津、环承德三个休闲旅游产业聚集区。

“御驾承德”御道是从康熙第一次北巡开始，逐步

形成的，沿途环境优美、山川河流汇聚，充满塞外风情。

此次推出的“御驾承德”系列王牌旅游产品线路一：皇

家世遗大道。此线路以北京故宫、金山岭司马台长城、

承德避暑山庄及外八庙、木兰围场等为核心景观；线路

二：中国坝上最美景观大道——木兰天路。这条线路由

承德丰宁大滩开始沿御大公路至木兰围场御道口、塞罕

坝机械林场、红松洼、哈里哈乡南部钓鱼台国防山，全

长 300 公里；线路三：塞外黄河谷风景公路——蟠龙湖

水路。打造京津冀著名的自驾旅游公路，包括塞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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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河十八湾、蟠龙湖和水下长城等。此线路集山水旅游

观光、休闲度假、水上游乐等项目。经过持续不断的培育，

“御驾承德”将成为推动我市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的大引

擎和京津冀旅游一体化合作的典范，最终将打造成为中

国北方自驾旅游第一目的地、中国最美自驾旅游线路。

承德打造国际化旅游城市未来的长远计划和

合作

承德在打造国际化旅游城市方面，对企业引进与合

作上有什么长远的打算？

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出台以后，特别是把承德定位

康体、养生、山地运动等项目，国际、国内的知名企业

等纷纷到承德考察，抢滩战场。对承德来讲，承德企业

的转型也会起到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于潜力投资者的政策偏向

目前承德在建设国际旅游城市，基础设施、旅游相

关的配套设施、度假产品，目前还属于初级阶段，还是

一个发展的阶段，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无限的潜力和

机会。恰恰是一个绝佳的投资机会。而且对于投资者的

引进，承德政府也会给予投资者充分的政策偏向，吸引

更多的投资商。



56・TRAVEL&LEISURE

承德Chengde

线路一：皇家世遗大道

以北京故宫、金山岭司马台长城、承德避暑山庄及

外八庙、木兰围场等为核心景观；

线路二：中国坝上最美景观大道——木兰天路

由承德丰宁大滩开始沿御大公路至木兰围场御道口、

塞罕坝机械林场、红松洼、哈里哈乡南部钓鱼台国防山，

全长 300 公里；

线路三：塞外黄河谷风景公路——蟠龙湖水路

京津冀著名的自驾旅游公路，包括塞外桃源、柳河

十八湾、蟠龙湖和水下长城等。集山水旅游观光、休闲

度假、水上游乐等项目。

line1: the royal world 
heritage avenue. 
This line has the cores of landscape like Forbidden 

City, the Jinshanling Simatai Great Wall, Chengde 

Summer Rresort and the Eight Temple, Mulan 

paddock;

Line 2 : China’s most 
beautiful landscape avenue- 
Mulan Road
This line starts from Chengde Fengning Datan 

grassland along the royal highway to Mulan 

paddock, Sihanba forest farm, Hongsongwa, to 

Diaoyutai national southern Defense Mountain, 

totally 300 km.

Line 3:  Beyond the Great 
Wall Huanghegu scenery 
road - Panlong Lake Road
As the famous driving tourism highway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is line includes 

the Great Escape, Liuhe18 bay, Panlong Lake and 

underwater Great Wall, etc. This line includes 

landscape tourism, leisure vacation, and water 

recreation projects etc.

High-quality Tourism Routine 
of Drive to Chengde Series

“御驾承德”旅游精品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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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Chengde

2012 年 11 月 7 日，中国首家安纳塔拉度假酒店在

海南三亚隆重开业。三亚半山半岛安纳塔拉度假酒店是宾

客在三亚品味顶级奢华礼遇和感受返璞归真的首选。源自

东方设计理念，融入了浓郁泰国风情的 122 间各具东方

神韵的客房、套房及泳池别墅，在三亚海岸线上造就出一

座迷人的伊甸园。 屡获国际殊荣的安纳塔拉水疗诚邀所

有追寻东方浪漫的客人来品鉴高雅的茶道，细腻的茶浴和

古老的南海珍珠美颜秘法，汲取来自印度和泰国的传统养

生之道，为疲倦身心展开一段新生之旅。 海边烧烤，纯

正的泰国异域风味，个性化配餐服务，安纳塔拉为宾客悉

心烹制。

尽享奢华的海岛伊甸园

三亚半山半岛安纳塔拉度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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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岸阁

泰餐厅 “Baan Rim Nam”可直译为“水岸阁”，

顾名思义“水面上的泰式阁楼”。 宾客除在此可以品尝

到地道泰国特色小食，更可享用到泰国的著名四大菜系中

的经典佳肴。 餐厅配备有五间私人用餐包房，分别以不

同的泰国地区名命名，并以充满独特暹罗风情的装饰布置

其间，并分别配有特色酒吧。 宾客在享用泰式美味的同时，

也可体验到泰式特有的用餐习惯，美食整齐地在餐桌中央

排列成一排供大家分享。 宾客也可与厨师长合作创造出

一份专属于自己的泰式美食体验。 宾客可选择一个清晨

在酒店泰国籍厨师长 Chef Sai 的陪伴下，前往当地集市

亲自挑选新鲜食材。 返回酒店后，按照菜谱及在厨师长

指导之下，亲自烹饪出泰国当地经典美食，其中一些曾为

泰国皇族所独享用的烹饪技艺。

安纳塔拉水疗

安纳塔拉旗下的“Anantara Spa”作为蜚声世界的

水疗品牌，以融合不同目的地的民俗传承为主要特色。从

享誉盛名的阿育吠陀医疗式按摩到古老的泰式按摩，经典

电话：+86 (0)898 88885088 
传真：+86 (0)898 88595657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河东区小
东海路 6 号
网址： Sanya.anantara.com

Tips

的东方技法与全新的西式技艺在这里一一呈现。身体磨砂

项目涵盖有优雅的茶疗，奢华的珍珠美容以及自然的椰子

精华。而量身定制的面部美容项目则选用了科学且具有重

焕青春功效的天然护理精华。芳香精油，中国草本精华及

香料，令宾客的蒸汽与浸浴体验更添完美。水疗中心透露

出典雅的中国风情，在中国风水中意味着美满富足的金鱼

图案随处可见。安纳塔拉水疗中心共设有 8 间水疗室，包

含一间双人奢华水疗套房。

灵感庆典婚礼

在景色如画的海南岛上，在这海天相接、如梦如幻

的美景中，安纳塔拉的“灵感庆典”理念将为您策划专属

的爱情故事，从完美的求婚和童话般的婚礼，到最为浪漫

的蜜月和特别的周年纪念，带给您刻骨铭心的非凡体验。

静谧的小东海畔，我们为您精心定制唯美的婚礼仪

式或奢华的婚宴，无论您要营造亲密、浪漫、异域或盛大

的氛围，都可以在酒店的室内或者户外场地得到完美实现。

沉浸于新婚燕尔，让安纳塔拉精致的美食、蜚声国际的安

纳塔拉水疗体验，为您的人生重要时刻增添更多亮色。



60・TRAVEL&LEISURE

TRAVEL            | TravelS



61・TRAVEL&LEISURE

这一次行走墨西哥，没有前往声名远扬的坎昆和梅里达。上帝对墨西哥一定是偏爱的，所
以让人无论行走在哪个城市都可以清晰地感知她厚重的文明与别致的景色。阿卡普尔科艳
丽的海与好莱坞式的魅惑让人仿佛回到电影里的黄金时代。沉睡了几个世纪的文明秘密至

今仍灿烂在墨西哥城之下。塔斯科的银矿已经消殆，但传说与工艺永不落幕。我想这一次，
是经过了墨西哥最华丽的盛放。

This time to Mexico, we don’t visit the famous cities like Cancun and Merida. God 
must have preferred to Mexico. Whoever walking on the any street of any city, he 
can clearly perceive Mexican thick civilization and unique scenery. The gorgeous 
sea in Acapulco and charming Hollywood make people feel like returning to the 
golden age of the movie. Sleeping Civilization under the secret is still bright in 

Mexico City.  Silver mine in Taxco has almost disappeared, but the legend and the 
process never ends. I think this time I meet the most gorgeous blossom in Mexico.

Mexico Blossoming 
gorgeously

墨西哥 
途经你华丽的盛放

文 杨洋、国慧 、Christine  图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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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of the Old Time in 

Acapulco

Acapulco’s long coastline and harmonious 

ecological system mark the status of its vacation 

paradise. When it comes to Acapulco, perhaps people 

may think of “danger” and “violence"” and other harsh 

words quickly, but ignore the beauty. She even has 

no chance to appeal. Is the reality really that bad? In 

fact, Acapulco is wrongly unjustified, like many cities 

in Latin America are. The violence and theft occur 

occasionally, but the city police and plainclothes are 

scattered in the streets and squares, such as corner to 

protect people. Traveling must be with cautious, but 

you don't have to see this beautiful city as a scourge.

On our way to the hotel, guide on the car 

passionately tell the gue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 

success and glory especially the famous hotels all along 

the way. He is familiar with the hotels’ history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owners. Banyan Tree Hotels 

& Resorts lies in excell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 Not 

far from our hotel, there is a beautiful golf field. The 

players can enjoy the golf pleasure out of the hotel.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if you remain skeptical about 

Acapulco’s public security, I suggest you reserving 

Fairmont or Banyan Tree Hotels & Resorts and other 

five-star hotels whose facilities are perfect with superior 

position and more secure system.

1、Fun by Sea

Acapulco has clear blue sea water with stretches of 

beaches, in addition to the steep cliffs and rocks. There 

are many entertainment projects. The beaches near 

the cape and Potomac beach are the cleanest. If you 

feel hesitate to swim in the sea in the misty, you can 

consider to take a paraglide to view picturesque bays. 

You can also attend fishing swordfish and sword fish 

fishing contests. If you love sports, playing tennis or 

going to any golf course of the Acapulco’s six can be a 

good choice.

In the west of Acapulco Bay, there is a world 

famous diving cliff named Lablab. “U” character is 

about 4 meters wide between the two cliffs. Wind 

here is strong and the terrain is rather rugged. The 

huge waves hit the walls to rumble the thunder. The 

professional trained local boys, opening the arms jump 

from ten-meter cliff to the water, which is very exciting.

Beside sea, there is a main coastal road, along 

which you can go through the old houses and shops. 

Along the road to moving on, you can reach the Gulf 

Beaches and Calityra Beach, bypassing some simple 

restaurants and water equipment consist of the coarse 

sand. “Magical Marine world Theme Park” separates 

the two beaches. Starting from the Gulf Beach, it 

takes only 10 minutes by boat to the mountainous 

Overlooking Island, where you can take a glass- bottom 

boat tour around the island, and go to the island in a 

small zoo to see lazy animals there. In a cool day, you 

can also climb to the lighthouse on the island to see the 

bay scenery.

2、Fresh and Delicious

Acapulco believes and follows the saying “By 

the sea, live on the Sea”. Thanks to abundant marine 

resources, Acapulco people are also good at making 

products. If you like tasting food, go to the seaside. 

In the seaside restaurant around the gulf, shrimp, 

swordfish and swordfish are the main course dishes. If 

you have a chance to come here, make sure to order an 

Acapulco ceviche which is fresh but not obliged.

Most distinctive food is called “Ceviche”. The 

ingredients include small cut pieces of fish, shrimp 

and octopus or chopped onion, tomato, parsley, green 

pepper, tomato sauce and lemon juice. It tastes sweet, 

sour, and spicy. There is another kind of soup ca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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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zole, with boiled corn and pork. You can add some 

fresh shredded radish, green onion, dried chili sauce, 

lemon juice and so on. Still there is a lot of seafood that 

is surely worth a try, such as shrimp curry rice with light 

curry taste, dry but plumped rice, and buried shellfish 

and other seafood in it. Grilled fish is also delicious. 

Brush a layer of sauce after coated. There remains the 

original flavor. Not only seafood, Acapulco also has 

exquisite and delicious fruits and vegetables. Acapulco 

with mild climate has a variety of flower blooming 

all the year round. Mango, papaya, watermelon and 

other fruits grow throughout the year. Local people 

have distinguished features in eating fruits. Tourists 

like to eat fruits directly or squeezed into juice, while 

the local people prefer to squeeze some lemon juice or 

little pepper on it to make Mexico style of fruit salad. 

Although Acapulco is a coastal city, corn products and 

cactus ingredients are still common in each restaurant.  

TACO has the charm everywhere.

Mexico City  Crossroads of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It is difficult to pin down Latin America’s biggest 

city: one of those rare places in the world where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lie stacked on top of each other 

like a giant layer cake. In this vast metropolis of over 

17 millio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ub shoulders 

in every lane and square, church and park. It’s a city 

that seems to offer endless things to do and eat, places 

to see, ways to relax and things to discover, and it’s 

almost impossible to escape the feeling that maybe 

you lived here in another lifetime. 

     Climbing the ancient pyramids of Teotihuacan 

or gazing up at the gilded altars of the Metropolitan 

Cathedral, the largest and oldest cathedral in the 

Americas, you wonder whether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here or not. The weathered stones of the City seem to 

hold memories of your own that are just beyond the 

mind’s reach, always just about to be remembered, 

but left to the imagination.

Teotihuacán：Place of the Gods
     Just outside of Mexico City an hour’s away are 

the enormous pyramids of Teotihuacán, built by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even older than the Aztecs. This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is an ancient city and 

religious center,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in all of 

the Ancient Americas. 

Living time capsule: the Zócalo
    In the heart of Mexico City is the Zócalo, Mexico 

City’s Tiananmen Square, where the city center 

remains frozen in the baroque splendor of New Spain. 

This enormous square seems like a giant time capsule, 

returning visitors to a time when Mexico City was the 

Spanish Empire’s proud capital in the New World. 

Stroll down living history: 
Avenida Madero
     Many of the architectural treasures of the City 

Center can be experienced by walking down the 

pedestrian street, Avenida Francisco I. Madero (or 

just “Madero” for short).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to 

see like the short 6-block walk from Zócalo to Palacio 

de Bellas Artes, the national Opera House, which can 

easily turn into a visit of 2 hours or l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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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ity of Palaces”, the “City 
of Museums”
     Mexico City is nicknamed the “City of Palaces” 

but it might as well also be called the“the City 

of Museum”, as it has more museums than any 

other city in the world. This is perhaps unsurprising 

considering how the Mexican people value their past 

and preserve their traditions. The two not-to-be-

missed museums, without a doubt, are the National 

Anthropology Museum located in Chapultepec Park, 

and the Museo del Templo Mayor on the northeast 

corner of the Zócalo, which sits over what remains of 

the Aztec capital’s most important temple. 

Evolving Traditions and Edible 
Arts
     The unique way that Mexico cherishes its past 

while living in the present goes beyond buildings.

Mexican people preserve their historic capital, and 

build fascinating and detailed museums to document 

their millennial civilization. Some of the best ways to 

see the unique way that the past is alive in the present 

in Mexico is in its pots and pans.

     It’s hard to know what century – or even 

millennium – your dish is from here. The first national 

gastronomy to be named a UNESCO intangible world 

heritage, Mexican cuisine draws on it’s the incredible 

abundance of fresh and varied ingredients, ancient 

Mesoamerican culinary methods, Spanish cooking 

and that of more recent immigrants. Rather than do 

away with the culinary traditions of the indigenous 

population, Mexican food has evolved fusing together 

the foods of its changing population– a process which 

continue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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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普尔科 恋恋旧时光 
阿卡普尔科漫长的海岸线与和谐的生态系统标志

着它度假天堂的地位。但现在提到阿卡普尔科，或许

有人把它与“危险”和“暴力”等恶劣的词语迅速对

应起来，而忽略它原本的美，甚至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

但现实情况真有那么糟糕吗？实际上阿卡普尔科本身

也很“委屈”，就像很多拉丁美洲城市一样，阿卡普

尔科偶有暴力和偷窃发生，但城市里协警、便衣分散

在街道和广场等角落，保护人们的安全。这样看来，

谨慎小心是在出行必须的，但不必视这座美丽的城市

如洪水猛兽一般。

在驱车前往酒店的途中，车上的导游激情洋溢地给

来自世界各地客人数说着这里曾有过的辉煌，特别是对

一路上的酒店如数家珍，什么时候转手，什么时候翻修，

酒店主人的背景等等，悦榕庄拥有这里绝佳的地理位置，

在我们入住的酒店门口不远处就是一座漂亮的高尔夫球

场，爱好打高尔夫的客人出酒店就能体会到挥杆的快感。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你对阿卡普尔科的治安仍存怀疑的

话，建议预定费尔蒙或悦榕庄等五星级酒店，这些酒店

不仅设施完善，位置优越，安全系统也更有保障。

阿卡普尔科是墨西哥最大的港口城市，也是太平洋

沿岸重要的冬春度假胜地和出口港。旅游人数要占到整

个墨西哥的八分之一，欧美游客尤为众多。阿卡普尔科

在上世纪 60 年代十分受欢迎，那时，奢靡的好莱坞影星

热衷于在这里购买私人别墅，每当他们回到这里，总免

不了在别墅里开晚宴或在城中心的高级餐厅里用餐。今

天，怀旧的阿卡普尔科人仍在曾一度辉煌的火烈鸟宾馆

的酒吧里喝鸡尾酒，从那里俯瞰普拉伊塔斯的海浪。每

到夜幕降临，海岸两边夜灯闪烁，把海水照得发亮。酒

吧里昼夜不停地放着音乐，吸引着墨西哥的年轻人。这

里曾经盛放，这里依旧盛放。

Love of the Old Time 
in Acapulco

上图 阿卡普尔科的夜晚非常

迷人，海岸边彻夜灯光闪烁，

是年轻人的天堂。

右上图 在阿卡普尔科可以尽

情戏水。

右下图 海上跳崖表演是阿卡

普尔科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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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为乐（Fun by Sea）
阿卡普尔科海水湛蓝，四周除了绵延的海滩外，还

有陡峭的山崖和岩石，海边娱乐项目有很多。在海角附

近的海滩和波多马克海滩的海水是最干净的。如果你对

在雾蒙蒙的海水中游泳感到犹豫的话，可以考虑乘坐滑

翔伞观看如画一般的海湾，还可以参加旗鱼和剑鱼的钓

鱼比赛。热爱运动的话还可以打网球或者去阿卡普尔科

六个高尔夫球场中的任何一个去打高尔夫球。

在阿卡普尔海湾的西部有一个世界著名的山崖跳水

地——拉凯布拉达。“U”字形悬崖绝壁之间宽约 4 米，

这里风大浪急，地势险峻，巨大的海浪冲击着石壁，发

出隆隆的轰鸣。当地经过专业训练的小伙子们就从高达

数十米的悬崖绝壁上展开双臂跳入浪高水急的水道，十

分刺激。

海边有一条主路海滨公路，沿着这条公路可以穿过

古老的房屋和商店。沿公路继续前行，就可到达海湾海

滩和卡利提拉海滩，绕过粗沙构成的一对岩洞路旁有一

些简单的餐馆和水上设备。“神奇海洋世界”主题公园

把两个海滩分隔开来。从海湾海滩出发，乘船 10 分钟就

到了多山的眺望塔岛。你可以在那里乘坐有玻璃船底的

船绕岛游览，也可以去岛上的一个小动物园看看那里懒

散的动物。在凉爽的日子里还可以爬到岛上的灯塔，一

睹海湾景色。

海滨公路往东，有乘船的码头，船可以去附近特瑞

斯一柏洛斯湖的小渔村，参观那里的环礁湖。距离市中

心西北部 35 公里处有一个淡水湖——考尤克湖。这个淡

水湖的岸上长满了美洲红树。你可以在海滩上找一家快

餐店进餐，也可以去帕加雷拉岛看一看环礁湖，或者去

滑水。派德拉坡长长的海滩是骑马的好地方。铺着茅草

屋顶的餐馆中提供吊床，供人们休闲。考尤克湖和派德

拉坡的日落都十分美丽、壮观。偶尔还可以看见来此拍

摄结婚照的新人夫妇，在海水与太阳之下，见证他们天

作之合的爱情。

不论是当地人还是游客都喜欢去合恩斯海滩一带的

餐馆进餐，枝干如火焰般的绿树和椰子树掩映着帕琶格

尤公园，公园的水族馆里吸引着大量的游客，人们可以

看动物表演，有人工海浪池、滑水，还可以与海豚一起

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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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当“鲜” （Fresh and Delicious）
“靠海吃海”在阿卡普尔科发扬到了极致。得益于

充足的海洋资源，在餐食上阿卡普尔科人也更擅长做海

产品。品尝风味美食，就到海边要尝海鲜。海湾周围的

海滨餐厅里，鲜虾、剑鱼和旗鱼是主菜中的重点菜品。

如果有机会来这里用餐，一定要点上一份阿卡普尔科风

格的酸橘汁腌鱼，鲜美却没有腥气。

最有特色的是一种叫 Ceviche 的食品，是用切成

小块的鱼、虾或章鱼和切碎的葱头、蕃茄、香菜、绿

辣椒加蕃茄酱和柠檬汁做成，味道甜、酸、辣、鲜俱全。

还有一种汤叫 Pozole，用玉米粒加碎猪腿肉煮成，吃

的时候再加点儿鲜小水萝卜丝、葱末儿、干辣椒末儿、

柠檬汁等调料，味道鲜美。值得尝试的海味还有很多，

例如虾子咖喱饭，咖喱的味道不是很浓重，米饭是偏

干的，但颗粒圆润饱满，在米饭里还“埋”着贝类等

海味。烤鱼也更原汁原味，把新鲜的海鱼洗干净，烧

烤后涂上一层酱，没有多余的香料，鱼肉鲜嫩，保留

了原本的味道。

不仅是海鲜，阿卡普尔科在食用果蔬上也更讲究鲜

美。阿卡普尔科的气候温和，多种花树全年绽放。芒果、

木瓜、西瓜等水果全年不间断。当地人吃水果很有特色，

直接吃或者榨成果汁通常是游人的食用方式，当地人更喜

欢在这些水果的果肉上挤上些柠檬汁，撒点儿胡椒粉，做

成墨西哥特色的水果沙拉。当然，尽管阿卡普尔科是沿海

城市，食用海鲜与水果居多，但玉米制品和仙人掌食材依

然是每家餐厅里的特色菜，TACO 的魅力无处不在。

右页图：海产品是阿卡 普 尔

科的主要食材，在当地餐厅里

可以尝到地道的海鲜大餐。



69・TRAVEL&LEISURE



70・TRAVEL&LEISURE

TRAVEL            | TravelS

荣耀的回归 阿卡普尔科举
办第四十届“墨西哥国家
旅游展销会” 

今年三月，墨西哥一年一度的“墨西哥国家旅游展

销会”（Tianguis Turistico）再次回到活动的原举办地

格雷罗州阿卡普尔科市，来自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的旅

游界人士参加了此次盛事。在阿卡普尔科市的帝国世界

展览中心内，墨西哥 32 个州及联邦区所派出的代表团，

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展现了墨西哥国家的多彩文化和

美丽景色。

墨西哥的文化底蕴丰厚，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这次

展会吸引了超过 600 个买家，来自中东及非洲的买家首

次参加了此届旅游展销会。墨西哥的“神奇小镇”文化

旅游发展项目和土著民族生态旅游的魅力在展会上给予

了公众完美的呈现。此次联邦政府的“神奇小镇”文化

旅游发展项目针对分散于全国各州的 83 座殖民地时代小

镇，目的在于使镇里的古代建筑受到完美的保护，并且

把整个神奇小镇还原到 15 至 18 世纪时期的建筑风格。

应墨西哥旅游部邀请，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邱小琪出

席在墨西哥国家旅游展销会开幕式。邱大使在现场同墨西

哥旅游部门官员和各国参会者进行了交流，向中国旅行社

介绍了墨西哥相关的旅游资源情况。邱小琪大使表示，中

国是旅游大国，墨西哥旅游资源丰富，双方在此领域合作

的潜力巨大，目前两国主管部门正就此加紧协商。

墨西哥旅游部长萨利纳斯（Claudia Ruiz Massieu 

Salinas）在感谢所有参加 2015 墨西哥国家旅游展销会

的参与者致辞中讲道：“我们将继续创造成功的墨西哥，

旅游行业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向三千一百万国际游客

去展示墨西哥的每一个城市、社区和目的地的精彩。”   

这次墨西哥国家旅游展销会集合了酒店集团，航空

公司，旅游业运营商，政府和联邦机构，旅游局，专业

协会和地面运输公司。这次墨西哥国家旅游展销会盛况

空前，是有史以来参展国家及企业最多的一次。对墨西

哥的旅游市场来说意义非凡。而这次墨西哥国家旅游展

销会再次回到阿卡普尔科也是意料中的事。建立于 1550

年的阿卡普尔科市历史悠久，美丽且古老的城市风光十

分迷人，在上世纪是好莱坞明星热衷的休闲度假天堂。

此次盛会让众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在这座风景绝美的海滨

城市，一睹它不褪色的风光。

Tips
墨西哥旅游业的相关数据和
统计：
墨西哥是国际游客量排名前 10
的国家，每年接待三千一百万
国际游客。
中国游客到达量从 2013 年到
2014 年增长了 24.4%，从 2012
年到 2014 年增长了 56%。
从 1999 年 到 2014 年 的 15 年
期间，墨西哥的旅游业吸引了
了 136.8 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
资（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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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在酒店内看阿卡普尔科

的海边风光。

上图 阿卡普尔科有六个高端

高尔夫球场，热爱高尔夫的人

可以尽情在海边挥杆。

下图 墨西哥全境都不缺少古

建筑，阿卡普尔科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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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你很难给这座拉美最大的城市定性：全

世界都很难找出几个这样的城市，不同的文明像巨大

的夹心蛋糕一层一层叠在一起。这座拥有一千七百万

人口都市中的教堂与公园、街道与广场里，传统与现

代的融合碰撞随处可见。在墨西哥城，你似乎会有做

不完的事，享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景物，不计其数

的放松与探索的途径。你甚至还会隐隐有种感觉，或

者你曾经来过这里。

攀爬上特奥蒂瓦坎的金字塔或仰望都会大教堂（美

洲最大最古老的天主教堂）的镀金圣坛，你会怀疑自己

是不是第一次来到这儿。城市里风化的石块似乎也承载

着你的记忆，看似虚无缥缈，却好像就会突然记起，最

后又归于无边的想象。

特奥蒂瓦坎：神之所在（Teotihuacán：Place 
of the Gods）  

从墨西哥城驱车前往特奥蒂瓦坎 (Teotihuacán) 古

城，只消一个小时便可到达。一座座金字塔巍峨屹立，

是比阿兹特克文明更古老的传奇。特奥蒂瓦坎古城是当

时的政治中心和宗教仪式举办地，就算放眼整个古代美

洲，地位也尤为显要，很早就被收录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世界遗产。

现在每年的春分日，这片古老而神圣的土地仍然吸

引着世界各地的人。最典型的仪式是清晨人们站在太阳

宪法广场
门票：广场和国家宫都不需要
门票，国家宮需要登记护照
开 放 时 间： 国 家 宫 为 9：00-
17：00

Tips

金字塔的顶端，用臂膀迎接黎明的到来。这一代人自己

创造的仪式已经成为传统，足见墨西哥原始祖先影响的

渗透力与强大的凝聚力。

运行的时空胶囊：宪法广场（Living time 
capsule: the Zócalo）

墨西哥城位于市中心的宪法广场（Zócalo），这里

的时间仿佛在新西班牙巴洛克浪潮中停止。偌大的广场

像是一颗巨大的时空胶囊，带领游人们穿梭时空，那时

的墨西哥城还是西班牙帝国引以为豪的新世界首都。

就算不谙此道，广场周围那四五百年来仍保存完好

的建筑还是会让你流连。由于土质的不稳定，这些建筑

像比萨斜塔般有一定程度的倾斜，颇有点浪漫的意味，

而墨西哥未曾间断对这些建筑的悉心保养，如今也还在

继续使用。在某种意义上，宪法广场映射出了墨西哥人

对过去的态度：不一味纪念也不刻意抹去，而是带着它

们继续前行。

从古至今，宪法广场就是墨西哥人聚集的地方：

这里是阿兹特克人的宝座，见证着西班牙总督的加冕，

独立战争胜利的正式欢庆，一次次的抗议游行与宗教仪

式……北面是都会大教堂（Metropolitan Cathedral），

东边是两百米长的国家宫殿，由阿兹特克宫殿的红色

Tezontle 火山岩石打造，南面是市政办公区，西边是门

户商品交易所（Portal de Mercaderes）。

Mexico City  Crossroads of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墨西哥城 站在过去与未来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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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鲜活的历史中：马德罗大道（Stroll 
down living history: Avenida Madero）         

从马德罗大街（Avenida Francisco I. Madero）

一路走去，便可领略城中心的许多建筑瑰宝。因为可以

浏览观看的景物实在不胜枚举，虽然从宪法广场到国家

艺术宫（Palacio de Bellas Artes）、国家歌剧院才短

短六个街区，但经常可以走上两个小时甚至更久。

宪法广场的一端便是旧门户商品交易所，两座百年

来一直在使用的商业建筑，售卖各式珠宝与黄金。角落

是物美价廉的最佳西方莫扎迪斯酒店。高层的一些咖啡

馆提供俯瞰宪法广场的绝佳视野，让人不禁对广场上曾

有的盛景浮想联翩。

第三街区耸立着始建于 1597 年的圣菲利佩·内里神

庙 （Temple of San Felipe Neri，被称为拉·普若飞萨 “La 

Profesa”），数百年来对墨西哥的艺术发展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墨西哥 1800 年的改革削弱了天主教会的力量，

曾掌管庙宇的耶稣会士开始将自己的艺术藏品展出。拉·普

若飞萨现在拥有墨西哥殖民时期以来一系列令人惊艳的

画作，大多更是出自墨西哥本土大师之手。

继 续 向 前 便 是 伊 图 尔 维 德 宫（Palace of 

Iturbide），始建于 1785 年，是墨西哥独立后第一位皇

帝加冕和居住的地方。如今，此富丽的居所被墨西哥国

家银行 Banamex 收购，为公众举办免费艺术展览。

圣佛兰西斯科教堂（Church of San Francisco）

见证了墨西哥历史上一些最为激烈的变革。教堂建造在

阿兹特克帝王的私人动物园之上，同样以此命名的教堂

这里还有两处，但都陷入了松软的泥土中。这是天主教

传教士在教皇的授意下建造的第一总部，也举办过西班

牙入侵者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an Cortes）的葬礼。

墨西哥成功独立后，16,000 名征战士兵在马德罗大街一

路行进，也在这里庆祝胜利。如今，仍会有一些修女在

大门口静静守候，虔诚的上班族路过这里依然进来祷告。

靠近街道尽头有一座瓷砖房（House of Tiles），

曾是富豪巴耶奥里萨巴伯爵的居所，如今是墨西哥著名

集团 Sandborns 的旗下的旗舰餐厅。和其他殖民建筑一

样，瓷砖房像四合院一样有一个中心庭院，用餐时可以

静静享受巴洛克与摩尔风情的华美装饰。

街 道 的 另 一 端 是 高 耸 入 云 的 拉 美 塔（Torre 

Latinoamericana）。作为墨城中最为著名的“幸存”

建筑，在历经 1957 年地震和 1985 年 8.0 级地震后都依

然完好。1985 年 9 月 19 日早上 7 点 19 分，拉美塔的

设计师 Adolfo Zeevaert 也在 25 层办公。他目睹了周围

的一些建筑轰然倒塌，化为尘土，自己也成为史上第一

个在自己设计的建筑内经历地震的设计师。

最佳季节：6-10 月为墨西哥城
的雨季，11 月至次年 5 月为最
佳旅游时机。因墨境内多为高
原地形，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四季万木常青，故享有“高原
明珠”的美称。

Tips

左图 CASA DE LOS 

AZULEJOS 这栋楼特点是

瓷砖贴墙。

右图 宪法广场附近的建筑，

每一栋都各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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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殿之城，博物馆之城（The “City of Palaces 

and Museums”）                
墨西哥城被誉为“宫殿之城”或“博物馆之城”，

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博物馆，不经意就会让人联想到

墨西哥人对过去的珍视以及对传统的保护。国家人类学

博物馆（National Anthropology Museum）与大神庙

博物馆（Museo del Templo Mayor）是墨城两家绝对

不能错过的博物馆。国家人类学博物馆位于查普特佩克

公园（Chapultepec Park），大神庙博物馆坐落在宪法

广场的东北角，在阿兹特克首府最重要的神庙的遗迹上。

对着都会大教堂、往右方通往教堂的后面的路

走 150 米，就会发现隐匿于此的大神庙博物馆，也

是昔日的特诺奇提特兰（阿兹特克时期墨西哥城的

旧 称） 金 字 塔（Pyramid of Tenochtitlan）。 阿 兹

特克以人的心脏与血液供奉太阳神维齐洛波奇特利

（Huitzilopochtli），祭司与仪式都在这里举行。后来

西班牙大举攻入特诺奇提特兰，将大神庙与紧邻的阿兹

特克帝王的宫殿毁坏，把拆落的石块建造成如今的宪法

广场，包括都会大教堂。被征服的阿兹特克人眼见自己

的庙宇被毁，石块又被重新构筑来祭祀基督教的神明，

这种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直达查普特佩克公园这片都市森林里的国家人类学

博物馆本身也是一场游历。公园将城市的熙攘与喧闹都

隔离出去，让人忘却自己还身在拉美最大的都市之中。

越过极简、白色的门槛刚迈入这座现代主义博物馆，你

会被笼罩着整个中心广场的巨大建筑艺术作品震撼。作

品名为 Paraguas（西语，意为“雨伞”），偌大的穹顶

只靠一根细长的立柱支撑。

这家占地约 79,700 平方米的博物馆是了解墨西哥

古代文明与现存土著民族的绝佳途径。在入口最后方的

建筑里，摆放着阿兹特克太阳石，也被称作阿兹特克日

历（Aztec Calendar）。考古学家还在为当时为何要雕

刻这 24 吨的巨石而争论不休，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以此来

祭祀太阳。大神庙被毁后，石块被重新构筑在大教堂外，

埋在宪法广场下而被忘掉，许多年后才得以发现。如今，

阿兹特克日历已经成为墨西哥的象征，城镇各地都可以

见到，政府还根据日历的图案用纯金打造了国家最贵的

钱币。

上图 墨城美术宫（PALACIO 

DE BELLAS ARTES），游

人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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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的传统与舌尖的艺术（Evolving Traditions 

and Edible Arts）                
拥有浓厚历史的墨城被悉心照料着，千年的文明被

珍藏在华丽又多样的博物馆里，其实这种生活态度还体

现在墨西哥的餐盘里。

也许几百甚至上千年前，你的“盘中餐”就是发源

于墨西哥。墨西哥美食是第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料理，充分利用丰富多样的新鲜食

材，古美索美洲流传的烹饪技法以及西班牙和后来移民

者带来的烹饪灵感。比起完全废弃掉墨西哥土著居民的

烹饪传统，墨西哥美食更多是在随着人口构成的变化而

不断演变，将各种料理交织、碰撞在一起。

而距宪法广场几分钟路程的 Azul Historico 餐厅就

是其中的集大成者，将经典墨西哥菜肴的精致淋漓尽显，

这里还可以找到鲜见的地方佳肴。Azul Historico 地处一

座城市宫殿的庭院，浓郁的巴洛克风格加上四围茂密的

绿树掩映，营造出典雅精致又极为私密的用餐环境。就

像缓缓起舞的两位舞者，这对历史悠久且保存完好建筑

将绝美的食色与风味一代代传承下来，将至臻的品质融

于菜肴之中。

而今年墨城有三家餐厅入选全球 50 佳餐厅大奖

（Pujol 位居第 16 位，Quintonil 位居第 35 位，Biko 位

居第 37 位），也就不足为怪了。Pujol 餐厅位于墨城富

饶的街区的新居民房内，在这里，传统的烙印似乎无迹

可寻。

Pujol 餐 厅 的 主 厨 恩 里 克· 奥 尔 韦 拉（Enrique 

Olvera）曾煞费苦心地学习从古至今的墨西哥料理，后

将墨西哥最特别的药草、食材与欧洲分子美食学的概念

相结合，以不断的创新与变革一直屹立新墨西哥高级料

理的前沿。墨西哥的特别药草的味道对中国游客肯定会

带来惊喜：菜单中你可以看到土荆芥（Epazote）和圣

叶（Hoja Santa），体验新奇陌生的辣椒、赶考虫、玉

米叶放在干南瓜里焖烧的味道。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墨西哥城丰富的手工艺品和民

族艺术传承。墨西哥人总是热衷于购买民族工艺品，被

认为是民族自豪感的体现：无论是多么现代的家庭，家

里也会珍藏着一些精致的手工艺品。与世界上的其他首

都一样，墨西哥城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花

上半天，去临近宪法广场的 La Ciudadela 民间艺术品

集市照相、购买纪念品都是不能错过的活动。

左上图 玉米饼是墨西哥人每

餐必吃的 , 配上鳄梨酱别有

风味。

左下图 正在做玉米饼的厨娘。

右图 墨西哥城的 Azul 

Condesa 餐厅的美食，主厨

是 Ricardo Munoz Zurita，

他是墨西哥传统美食最权威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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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科 美在荼蘼后
距离墨西哥城 160 公里处有一个传奇小城——塔斯

科（Taxco）。它是墨西哥城人常去的旅行胜地，也是我

离开墨西哥城的下一站。塔斯科城建立在山腰上，小镇

的道路又陡又窄，有的道路倾斜度达到 50 度，两车相错

时是很考验车技的，在这里开车不仅仅需要技术，还要

敢于冒险。石块铺就的路面，经过岁月的碾压和打磨，

透着厚重的年代感。

塔斯科，这座山城曾因盛产银矿而极尽繁荣。1743

年，塔斯科城被法国的矿工博尔达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银

矿后，传说中的“白银热潮”随即席卷了此地，它是中

北美洲最早靠银矿繁荣起来的高原城市，又被称作“银

城”。 时间流逝，如今塔斯科的银矿已被发掘殆尽，但

这里的制银传统和手工制银工艺却流传至今。塔斯科共

有 15 万人口，银器店铺达 1.6 万左右，几乎家家都开银

店。小店铺做零售，大一点的则可以批发，还可以按照

客户的要求定制。这些银饰的设计款式兼并传统与流行，

许多是带有墨西哥民族特色的银制品，从精巧的便宜首

饰到高昂的艺术收藏，你都会在这里有所收获。

每年 11 月的最后一个周六到 12 月的第一个周日，

塔斯科举办“国家银饰节”，要筛选出一名少女作为“银

饰节皇后”。节日期间，塔斯科还举办银饰大赛和银首

饰流行趋势发布会，墨西哥总统会亲自颁发给冠军一个

由 24K 黄金制成、铸有阿兹特克神鹰图案的奖品。

这里的一切似乎都与银有关，就连当地最著名

的、无论位于城中哪个位置都能看见的巴洛克风格大教

堂——圣普利斯卡大教堂也是由西班牙银矿大王唐·何塞

出资所建的。唐·何塞在这里开采银矿成为百万富翁，后

来他又修建了学校、街道、房屋，被尊称为“塔斯科之父”。

为了保存西班牙殖民地时代风格的建筑，政府规定

所有新的建筑都不能超过教堂的高度，门窗及护栏必须

以铁艺装饰，不得悬挂和张贴各种商业广告，因此，今

天的人们才能够幸运地见到塔斯科保存完好的西班牙式

建筑与干净整洁的街道。

在墨西哥城长途汽车南站，
每天都有 10—20 班发往塔
斯科的巴士。主要客运公司
有 Turistar 和 Futura， 墨 城
出 发， 单 程 3 小 时， 价 格
100-120 比索一人。

Tips

Taxco after Full Bloom

上图 放眼俯瞰塔斯科城，房屋

错落有致。

下图 画作中的塔斯科城。

右上图  MONTE TAXCO 酒

店的清晨，孩子们在露天泳池

游泳嬉戏。

右下图 塔斯科 POSADA D 

LA MISION 五星级酒店房

间，集合了泳池、传统美食，

酒店的地下银矿也很有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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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斯科要做的三件事
TOP 1 选住一间山顶酒店

塔斯科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它的城中心在山顶。塔

斯科的街道很窄，路面都用黑色山石铺成，用白色山石

装饰花纹，蜿蜒曲折。街道两边是一座座西班牙风格的

老屋，阳台上都是花，姹紫嫣红。越是往山上走，越是

能够体验到塔斯科城独特的美。MONTE TAXCO 酒店

是老板的父辈留下的产业，每天我将镜头对准的山脚下

漂亮的红房子就是他们自己的家，孩子们在露天泳池游

泳嬉戏；De CANTERA Y PLATA 酒店是只有 6 间客房

的酒店，却带有一个漂亮的泳池，属于小而精的酒店；

POSADA D LA MISION 是一家五星级酒店，带有泳池，

传统美食味道很不错，酒店的地下银矿可以供参观，大

堂是一辆载有行李箱的马车，经过这里的客人都会在此

拍照，一些当地重要的集会也会选择在 POSADA D LA 

MISION 门前召开。挑选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然后

一边看日落沉西，一边沉浸在教区教堂瑰红色的晚景之

中，直到华灯初上，夜风送凉，这会是在塔斯科最难忘

的体验。

Three Things to do in Tax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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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2 乘坐“甲壳虫” 
塔斯科比其他度假小城多了一份流露在骨子里的怀

旧气息。除了殖民风情建筑与消失的银矿为这座城市增

添了沧桑感，随处可见的白色甲壳虫车也像老电影里的

场景一般。“甲壳虫”作为城市的代步工具出租车，来

到塔斯科的人们亦离不开它。如果你是从外地开车来此

的话，GPS 很容易在进入塔斯科时就转了向。虽然有热

情的当地人可帮忙指引路线，但乘坐当地的“甲壳虫”

是最方便快捷的上山方式了，何况塔斯科出租车师傅的

车技要比其他人好太多。

TOP 3 搜索塔斯科特色饰物
在塔斯科买银器几乎是本能驱使下的购物。确实，

这里的银器太有名了，“银”就是塔斯科。在大街小巷，

抑或是你入住的酒店，都可以见到银饰，喜欢银饰的人

可以在这里淘到欣喜之物，也可以带给朋友做纪念。除

了银饰外，手工编织的纪念品与绘制的玩偶也有浓浓的

墨西哥风情。我们在塔斯科时，第二天就是棕榈节，教

堂前大人小孩编织各种手工品，街上到处是拿着棕榈叶

做成的产品兜售。在 MONTE TAEXCO 酒店，有位老人

都会出现在这里，用各种颜料在牛皮纸上画好了的图案

上涂色，一幅幅漂亮的图画映入眼帘。这些特色饰品也

是塔斯科的美，值得收藏。

上图 塔斯科的手工艺品色彩

鲜艳，几乎每家每户都售卖

银饰品。

下图 暮色下看塔斯科小城与

“甲壳虫”，有老电影般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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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陪你，临海而居
想要的假期是慵懒的，是薄荷色的，是美到令人窒息的，所以
我想要松软的枕头，想要可以大快朵颐的美食，想要不安分的

云朵，想要推开窗就可以看得见海，我想要和你在一起。

位于泰国南部马来半岛的普吉岛以其瑰丽的自然

风光及迷人的风情斩获美誉无数。但谈到普吉岛的风

情酒店，又怎么能错过“新晋小花旦”Point Yamu by 

Como 呢？

Point Yamu by Como 酒店，坐落于普吉岛东部，

是坐拥安达曼绵延海景的最佳观景点。当然，被誉为世

界遗产的攀牙湾石灰岩岩溶奇观更是美不胜收。如果说，

这样的风景对于你来说过于平庸的话，那么海岛度假村

的定位理念应该会勾起你蠢蠢欲动的好奇心吧。

走进酒店大厅，你一定会吃惊于它开放式的设计。

没有富丽堂皇的巨型吊灯，没有沉闷的酒红色沙发，也

没有浮夸的大门，取而代之的是暖黄的灯光，古朴的树

形长椅，开阔的视野，还有偶尔溜进的海风，所有这些

景致氤氲了一股活色生香的魅力异域风情。

走进房间，朴素洁净的白与灵动透彻的蓝，加之独

具特色的装饰物，构成了简约时尚的大气风格。两种颜色

的大胆碰撞清新可人，让你如沐春风。镂空的隔断设计隐

射出设计师的匠心独运，质朴的球形吊灯，马赛克的盥洗

室墙壁稳重大气，干净纯白的沙发透着舒适气息。屋内，

泰国传统手工艺元素随处可见。从客厅望出去，通透的落

地玻璃门外，是一碧万顷的安达曼海和一座座掩映在绿色

林海里的起伏小岛。薄荷色的桌面或是薄荷色的靠枕与窗

外薄荷色的安达曼海遥相呼应。傍晚，天空风起云涌，而

如镜的池水也跟着泛起浮光掠影。将这些风景与设计一一

联系，脑海里会将一般酒店固有的呆板设计抛之脑后，拥

抱得恰似一处私人居家住所。每个房间也配有独立无边游

泳池，俏皮可爱的条纹沙发，推开门，跃入泳池，俯瞰海

水的恬静幽蓝，独享海水共长天一色。夜色渐渐倾入房间，

丝丝海风轻吻爱人泛着红晕的脸颊，远处，绵白云朵也晕

红了脸，娇羞地躲到墨绿小岛的后面。偶尔有游船拖长了

疲惫的汽笛声驶过，却让这块净土显得愈发安静。要去哪

里寻仙境？这里便是。

酒 店 有 供 应 意 大 利 美 食 的 La Sirena 餐 厅 和

Nahmyaa 泰式餐厅，La Sirena 餐厅带你领略意大利菜

系的独特，而 Nahmyaa 餐厅则让你为泰南美食的辛辣

赞不绝口。如果你是一个极度追求浪漫主义的旅行者，

那么海岛沙滩野餐或是夕阳晚餐对你再合适不过了。

不要以为这美景只适用于甜腻的情侣，如果你是带

着 Honey, 还有可爱的 Baby, 这里有专为儿童及大人量

身打造的百米游泳池。当然，夜幕降临时，你也可以和

孩子一起对着宁静夜空，许下美好心愿，放飞天灯。除

此之外，儿童互动学习区域也是不错的选择。酒店还提

供泰式按摩，全方位的水疗中心，高端精油由酒店独家

提供，在这里，你也可以体验一把私人专享 Spa。

如果说，你会因为意大利美食而驻足意大利，会

因为樱花而留恋日本，会因为电影《罗马假日》而向

往罗马，相信你也一定会因为 Point Yamu 而爱上普

吉岛。

Accompany You to Stay Near Sea 

The holiday I want is lazy, mint-colored, and breathtaking, so I want 
soft pillows, delicious food, restless clouds, and sea that I can see after 

pushing the window. The most important, I want to be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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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天界 摄人心魄的美

天界山有着优美的自然景观。回龙大峡谷形若巨盆，貌比苍龙。跌岩千米之多的
幽谷，横空百里可谓气势恢弘；一落千丈的红岩绝壁，缠延无际可谓鬼斧神功。
这里的十字岭充满着浓浓的原始气息。沿着盘旋崖间的阶梯拾级而上，那种“一
险未过一险迎”的感觉将增加你探秘天堑而飘飘然的情趣。登上十字岭峰顶，仿
佛到了一马平川的旷野，亲身体验“海阔任鱼跃、天高凭鸟飞”！

Immortal Tianjie—Breathtaking Beauty

Tianjie Mountain has beautiful natural landscape. The canyon in Huilong is in the 
shape of a giant basin, and has an appearance of a dragon. The valley is as deep as a 
thousand miles and as wide as a hundred miles, which is magnificent. The red rock cliff 
extended to the vastness, and can be called the miracle of nature. The Cross Ridge is full 
of strong original smell. Climbing along the ladder between the circling cliff, you can 
have the feeling of "risk after risk”, which add your interest to explore the natural moat 
and satisfaction. At the peak of Cross Ridge, it seems you come to the flat wilderness, 
and you can experience the real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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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望去，天界山云雾缭绕，群山若隐若

现，令人赞叹不已！行驶在在曲折惊险的清风

关隧道，它就是张荣锁带领回龙人经过三年多

的浴血奋战，修筑的一条如巨龙腾飞般的盘山

公路。头系清峰关，尾扫磨针河，腰缠 13 座

峰梁，蜿蜒 8 公里。1000 米长的“S”型隧道

在 200 米高的红岩绝壁上盘旋而上。

龙吟峡是由两条峡谷呈“人”字形组成，

汇集瀑、泉、溪、潭精华与一体，暖翁石、云母石、

枫柳才子树等景点繁多，典型代表南太行亲水

峡谷特点。峡谷内森林植被繁茂，犹如一个天

然大氧吧！除了山水富有灵性，野生动植物种

类也很多。大个、毛长、双眼皮、短尾巴的太

行猕猴性情活泼好动，爱追打嬉闹，角逐跳跃，

而且动作神态滑稽有趣，很受游客喜爱，被誉

为“太行精灵”。

在云峰画廊远远望去，一个从山体分离出

来的孤峰，犹如一尊仰面朝天的卧佛。从十字

岭流下的水在红岩绝壁上形成一挂挂银白色的

瀑布，跌落于峡谷之中。点缀在红绿之间，颇

为壮观！外形像一只鸟儿的石门水库，在鸟的

脖子那个位置有个小山包，把它与后面的山连

在一起看，像一只探着脑袋在水库中饮水的乌

龟一样。

登上高大巍峨的老爷顶，这里气象景观独

特，云气山色，瞬息万变。一会儿霞光万道，

光芒四射；一会儿云海升腾，雾锁山头。顶峰

上有牌额为“玄天上帝”的真武庙，庙顶是铁

瓦，庙前是铁鼎，铁锅，庙内是铁像，被誉为

“天下第一铁顶”。全庙全石无梁，八卦窿顶，

让人寻味。庙内青松挺立，如横空出世衬托着

整个庙宇，显得格外空灵、静谧！

    从清峰关出发，沿红岩绝壁向西北方向

走不远，有一个叫张沟的自然村，这里有壮观

的瀑布，苍茫的林海，古朴的小桥、太行民居。

青山、碧水、白云、飞瀑、蓝天与古树、林荫、

山风、民宅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散发着山乡

风韵的优美画卷，是一个度假避暑的好地方。

张沟下入红岩大峡谷，上连十字岭下幽洞

处，沟底跌岩起伏，终年潺潺流淌。尤其是到

了丰水期，" 飞流直下三千尺 " 的壮丽景观振奋

人心。

南太行最高峰十字岭，其海拔 1763 米，

因其地貌成十字而得名，岭上风光无限充满原

始气息，给人一种远古时代的体味。尤其是盘

旋崖间的阶梯拾级而上，那种“一险未过一险

迎”的感觉，更能体现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上十字岭最

高处，望群山，眺平原，看日出，观云海，气

象万千！

天界山，如此一个有着恢弘大气、诗境如

画般壮美景色，又有着如传世典籍般厚重文化

的地方，让人流连忘返的仙境，正在以更富幻

想的内涵向世人缓缓展现其神秘绝妙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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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的多伦，晴空万里，不挂一丝云彩。北方的天

空，有着如北方人粗旷般的大气。驱车前往多伦湖的路上，

两侧小山丘在蔚蓝的天空下展现出柔美的弧线。天空与

山丘之间明显的分割线，小山丘上，一列列白色的风车

随风旋转。三三两两的蒙古包不规则地坐立在绿绿的草

甸上，嫩绿草地上的小树犹如遮盖了一个深绿色的马甲

一样。

多伦湖是由闪电河、滦河、吐力根河三条河交汇到

一起，蓝色绸缎般湖面如温柔的女子般平静、舒缓，随

微风徐徐开来，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晶莹剔透。一群群

白色的野鸭子在水里游荡，海鸥在上方盘旋、翱翔，时

不时发出高亢嘹亮的尖叫声，响彻天空。

乘着观光船畅游多伦湖，整个湖面被两侧的缓缓起

伏的山丘包围着。湖水曲折无限蜿蜒延伸，看不见尽头。

远处的欧式红色屋顶的小别墅显得格外的夺目，令人心

驰神往！多伦湖是鱼儿喜居的天然水域，这里盛产野生

的雅罗鱼、鲫鱼、鲤鱼、草鱼、鲶鱼等鱼类。

远处的厄莫山，壮丽的山峰，山上可供游人休息的

厄莫厅。山与厅，倒影在平静的湖面中，倒影与实景相

互呼应，犹如一幅美丽的山水画。依山而建的观音洞，

是人们烧香拜佛祈愿的地方。传说康熙年间八旗兵初来

乍到，水土不服，得了皮肤病，腰腿疼，就曾到厄莫山

多伦湖 
探秘最美自然原生态

Duolun Lake—Explore the Most Beautiful Natural Original Ecology

从山外到湖畔，广袤平坦、苍茫无际的千里草原，而烟波浩渺，洁净如玉的多伦湖，则像是一盏巨
大的翡翠镶嵌在高山、草原之间，构成了一幅山、湖、草原相映成趣的壮美风光和绮丽景色。

From outside the mountain to the Duolun Lake, it is a vast, flat and boundless prairie. The wide and 
clean Duolun Lake is like a huge jade inlaid among mountains and grasslands, constituting a picture of 

spectacular scene and beautiful scenery of mountains, lakes and grasslands.

祈福后康复。

景区内有大片的原始森林，有些甚至存活了上百年。

天然而成的各种形态，出现了很奇特的景观，拥抱在一

起的“情侣树”，小树依偎在大树旁的“母子树”。处

处弥漫着原始的气息，让人置身其中，心灵犹如接受一

场自然感化之旅。

漫漫的湖水中央凸现一座孤岛，便是多伦湖的半岛，

满是热沙的小岛上，躺在沙滩上，享受着日光的沐浴，

爬上沙丘，看那郁郁葱葱生长在这里的榆树、柳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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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多伦湖是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景区由七个相连

的大小潭组成，形成两个湖心、

两个大半岛、一个沙半岛。

杏等各种植物。 栖息和繁衍在这里的大雁、天鹅、野鸭、鸥、

鸲等。相传，原来多伦湖内并没有鲤鱼，是康熙皇帝来

到多伦湖见偌大水面的湖中无鱼，便叫人用骆驼从黄河

驮来数十尾鲤鱼，放养在湖中。当年用牛皮口袋驮来的

数十尾鲤鱼的后代不断繁衍，成为这里的人们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财富。

多伦湖有一条依山傍湖的环湖路，只要驱车环湖一

周，多伦湖所有的美景都会尽收眼底。北岸码头是乘船

观库区的出发地，由北向南畅游，可以欣赏到左右丘陵、

沙岛、湖心岛等秀丽的风景。离北岸很近的水凉亭，水

位高涨时，会把水凉亭淹没，成为水上凉亭，水位降低时，

凉亭会整个呈现出湖面，成为岛中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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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湖除了天然的自然的原生态之外，还有很多好

玩的娱乐项目。在广阔无垠的草原上策马奔驰，在崎岖

蜿蜒的溪流中随波逐流，在广阔的多伦湖面上乘船观景，

骑着自行车环湖畅游！都是一场放松的修行，体味生活

的乐趣！

来到一处的湖边，水上项目大都集中在这里，沙滩

虽不那么大，光着脚丫踩在软绵绵的细沙上，脚丫凹陷

进去，却也惬意！看着全身黝黑开快艇的师傅们，带着

人们体验在水里疾驰的快艇，技艺精湛的他们在水中玩

着各种花样，惊险又刺激！还有好玩惊险的激流勇进，

约上三两好友，在炎热的夏日，乘坐船只从高处滑下，

冲入水中，溅起层层水花，被溅起的水花淋湿了全身，

既惊险又清凉！

“滦河第一漂”，不像其他漂流那么险峻。却有一

种悠闲享受的感觉。驾着无动力的小舟，在时而湍急时

而平缓的水流中顺流而下，在与大自然抗争中演绎精彩

的瞬间。沿途你会碰到两侧的翠绿的树枝，与你同游的

洁白的鸭子，附近农家的鹅，它是那么对你不屑一顾，

无所顾忌地游来游去，仿佛已经习惯了经常被一些陌生

人打扰！

傍晚，来到多伦草原上，翠绿的草地，蔚蓝风卷云

舒的天空。骑着烈马在草原上驰骋，渴了的马儿来到湖

边喝水，游人也可以用清凉湖水洗把脸，体会一番蒙古

人的蒙古风情。

畅游多伦湖 
感受清凉一夏

多伦湖游玩全攻略
娱乐项目：滑沙、钓鱼、农家
乐、采摘游、草原露营、篝火
晚会等。
亲水项目：漂流、快艇、垂钓、
游船、水上步行球、水上乐园、
水上观光等。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
盟多伦县城东 15 公里处 

Tips

Travel Freely on Duolun Lake And 
Feel the Cool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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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宗教题材，画的多是佛像、菩萨像、佛教大师、历

代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以及章嘉活佛、哲布尊丹巴活佛

的肖像，或者是佛教故事、宗教教义、与宗教有关的神

话传说等 ; 另一类是反映蒙藏人民生活中灿烂多彩的各个

方面，题材多取材于历史故事、生活习俗、天文历算、

藏医、藏药、蒙医、蒙药等内容。从色彩上看，有八种

色调。红色代表勇猛、庄重，金色代表富丽堂皇，银色

代表典雅，黄色表示高贵，白色表示洁净，蓝色表示喜庆，

黑色表示威严，绿色表示宁静。

傍晚的汇宗寺依旧强光照射，但不炙热。天空湛蓝，

云彩犹如多姿的少女，一会儿棉花团般的云衔接着山峰，

一会儿犹如鳄鱼般横跨整个天空，干净得不挂一丝杂质。

屡屡微风吹过，很是凉爽！

庄严的寺庙在蔚蓝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庄严夺目，精

美的梁枋上的装饰，完美的飞檐，独具匠心的富丽雕刻，

奇妙的浮雕，琢磨得十分精细的金漆立柱，都令人惊叹着！

天空中不时飞过的鸟儿，飞机在稀薄的云彩中画出完美的

弧线，把云彩两段分割开来。寺庙围墙上挂着的七彩彩带

随风舞动着，红色的灯笼随风飘扬，铃铛当当作响，犹如

美妙的音乐一般，叮当叮当一下下敲打着人的心弦。顿然

让人觉得心灵静空，别无杂念的纯洁。

走进寺庙，哼哈二将在门口处，弥勒佛坐镇中央，

憨厚的咧着嘴微笑。后背紧靠着韦驮菩萨，四大天王守

护在两侧。院内对立着直冲云霄的两根红色旗杆，旗杆

的底座蹲坐着三只一样的灰色麒麟，像是守护者一般。

寺庙的顶端两旁的藏羚羊守护着金法轮。它是清朝第一

个皇家寺院。

除了供奉有各种铜佛像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恐怕就

是琳琅满目的唐卡了。唐卡是画在绢布上的卷轴画，悬挂

在寺庙殿堂内。以布或绸为画心，画心周围用各色锦缎或

金、银、宝石镶边，上有天杆、帽头，以绸纱作画帘，携

带方便，也便于保存。

汇宗寺各殿所收藏的唐卡，大多以西藏风格为主，

融入了蒙古绘画艺术。画的内容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主

汇宗寺 
虔诚的信仰

下图 汇宗寺是蒙古高原上的

一座藏传佛教的圣殿。

Hui Zong Monastery—Devout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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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 Zong Monastery—Devout Faith

不只是纯粹高浓度，更要创造百搭高效力！

百搭精纯原液，让护肤效果 SUPER UP

保湿，是健康肌肤的基本条件
亚洲女性相较于白人女性肌肤较薄，保湿屏障较弱，水分总在

不知不觉间流失。霓净思专业研发团队皮肤专家洪志淳提出：“良

好的含水量，是维持健康肌肤的基本条件之一。”许多常见的皮肤

问题，起因是肌肤含水量不足所造成的。

霓净思玻尿酸保湿原液
霓净思是来自台湾的医美护肤品牌，由皮肤科医师、博士和

药师所组成的专业研发团队，针对强化保水机制设计推出“玻尿酸

保湿原液”，坚持其产品仅能 100% 添加玻尿酸，并且添加足量

至高浓度。短链玻尿酸将大分子玻尿酸抓取的水分迅速导入肌肤提

高肌肤水含量，也能帮助水溶性有效成分的吸收，让肌肤恢复健康

保水力！

原液 = 大容量安瓶，最强的急救效果！
只有单一成分的高浓度产品，才可以称为“原液”。高浓度的“原

液”其实就像是比较大罐的“安瓶”，对于肌肤来说都一样具有“急

救”、“对症下药”的效力！

原液神力，就是要 24 小时都保湿
保湿类原液的最爱用成分，莫过于最有效的玻尿酸；1 个玻尿

酸分子可以抓住其体积 400-1000 倍的水分，若一次擦上 0.5cc 的

1% 高浓度的玻尿酸原液，就可以帮肌肤网住 2~5g 的水分，前提

是须先补充 2~5g 的水分在脸上，足够让肌肤撑上全天 24 小时都

不干渴！

百搭的保湿原液，让所有护肤效果 SUPER UP
玻尿酸保湿原液的分子稳定且温和，可以混入任何产品中调和

后使用，而不引起不良反应；加入保湿原液会让产品的保湿力大幅

提升，尤其玻尿酸同时也是种优良载体，因此可以同步提高肌肤对

水溶性活性成分的吸收度！

TIPS1 小方法分辨真假玻尿酸！
市面上很多产品自称含高浓度玻尿酸，但其实是用高分子胶来

增加浓稠的触感；利用手边唾手可得的“食盐”，就可以让离

子性的高分子胶（假玻尿酸）现形啰！把食盐撒入浓稠的精华

液中，如果精华液的流动性突然变高了，那你买到的就很可能

是“号称”高浓度的玻尿酸产品啰！

TIPS3 顺序很重要，
先美白，后抗老，最后保湿
如果一次想要搭上多种精华液，那就要依照分子的大小来

决定肌肤吸收的顺序；建议依照美白→抗老→保湿的顺序

来使用，才能让肌肤有效吸收利用。

TIPS2 玻尿酸原液的浓度上限
玻尿酸原液 1% 的浓度通常就是极限了，因为玻尿酸原来其实

是粉末状的，超过 1% 的玻尿酸溶液，会黏稠到搅不开，根本

无法使用。

全方位提升肌肤含水量

霓净思玻尿酸保湿原液

30ml / 320 元

高浓度双分子玻尿酸，长
时间维持高含水量

可单独或调和使用，全面
提升保湿力及吸收度

单纯高浓度有效成分，温
和无刺激，敏感肤质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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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行武夷山，满目奇峰峭壁，碧水丹山。下榻在私家园林，呼吸着清心润肺的空气，品
缕缕茶香，私享一片养生天堂里的温润时光。

慢行武夷山 寻觅养生天堂
Slowly Walking down Wuyi Mountain to 

Look for Health Paradise

Walking down Wuyi Mountain, you can see steep 
cliffs, green mountains and blue water. Staying in a 
private garden, breathing the fresh air, taste the tea 

and enjoy private healthy heave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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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素有“碧水丹山”、“奇秀甲东南”之美

誉。四季皆有美景，其山川景色随阴晴风雨变幻莫测、

瑰丽多姿。这里的自然风光独树一帜，尤其以“丹霞地貌”

著称于世。三十六峰、九十九岩，满是重重叠叠的山峰、

形态各异的怪石，奇幻百出。赏武夷山美景之精华，非

九曲溪莫属。烟雨濛濛的日子，乘一排竹筏泛舟九曲溪，

山色倒映在清澈的水面。顺流而下，观两岸奇峰峭壁，

听脚下流水潺潺，山水间、森林里，都觉得如梦似幻，

如痴如醉。“不临溪而能尽九曲之胜”说的是武夷山第

一胜地天游峰。它独处群峰，云雾弥漫，山巅四周有诸

名峰拱卫，三面有九曲溪环绕。登峰四望，白茫茫的烟云，

弥山漫谷，宛若置身蓬莱仙境，遨游于天宫琼阁。

人间仙境武夷山，还是一处被保存了 12 个多世纪的

景观，拥有着一系列优秀的考古遗址和遗迹，包括建于

公元前 1 世纪的汉城遗址、大量的寺庙和与公元 11 世纪

产生的朱子理学相关的书院遗址。这里也是中国古代朱

子理学的摇篮。自秦汉以来，武夷山就为羽流禅家栖息

之地，留下了不少宫观、道院和庵堂故址。武夷山还曾

是儒家学者倡道讲学之地。

如今想要探寻这座历史名山，已并非难事，乘坐刚

刚开通的合福高铁，一路奔向这片山水美景之中。2015

年 6 月 28 日正式开通运行的合福高铁（合肥－福州）又

名合福客运专线，是京福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沟通

华中与华南地区的一条大能力客运通道。武夷山北站、

武夷山东站是距离武夷山最近的站点，随着列车员的温

馨到站提醒，也把一份秀美的景致带到你的身边。

这里有稀有、绝妙、独特的自然景观，山不高、景

点集中，有山可游有水可玩。漫步道路平缓、景色优美

的漫游道，或是乘竹筏沿溪漂流，亦可于溪畔尽情呼吸

赏景，感受历史人文。在武夷山，养生和慢生活已经深

入到了每个角落。这一点，在武夷水庄可以深切地体会到。

武夷水庄是武夷山少有的集高档住宅、星级酒店、养生

会馆、健身休闲区域为一体的综合房地产项目。北美风

格的建筑，融合武夷山的地域特色，人和阳光，人和环

境的完美互动，营造休闲养生、健康高雅的生活方式和

社区文化。建筑与景观的巧妙结合，是武夷水庄的另一

大特色。别墅依地势而变，围合式私家花园设计，引入

中国古典私家园林的意境，步移景异，曲径通幽，私享

一片趣味盎然的山水美景。花园旁溪水萦绕，亲水平台、

码头的精妙布置，尽情享受着亲近自然的愉悦美感。在

武夷水庄酒店享受一段悠闲的度假时光，或者乘坐电动

小船到自家别墅或在环绕园区水道游玩。人性化、舒适度、

自由度的生活空间与建筑空间的和谐统一，只有居停武

夷水庄，才能感受得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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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女峰——无限精彩

瑞士少女峰 (Jungfrau)是世界知名的雪山，将阿雷奇冰川壮丽景色尽收眼底。
少女峰是阿尔卑斯山脉中最壮观的山峰之一，这里有传奇的齿轨云霄火车，
有纵横雪山之间的空中索道，有风景绝美的观景台，有翡翠般的高山湖泊……
今年瑞土少女峰铁路 (the JungfrauRailway) 携手宇舶 ( Hublot) 主办的一
场特殊比赛，由牙买加飞人阿萨法·鲍威尔与全球顶级越野滑雪运动员达里奥·科
洛尼亚在欧洲屋脊少女峰进行一场雪道滑雪和短跑的百米冲刺对决，展现了

少女峰的别样精彩！

瑞
    士

Swiss Jungfrau—Boundless Wonderful

Swiss Jungfrau is a world-famous mountain, which has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magnificent Aletsch Glacier. Jungfrau is one of the most spectacular mountains 
in Alps, which has the legendary sky train, cableways among snow mountains, 

observation deck with beautiful scenery, mountain lake like a jade... This year the 
JungfrauRailway and Hublot host a special game together. In this game, Jamaican 

flying man Asafa Powell and the world's top cross-country skiing athlete Dario 
Cologna will have a final match of ski trail and sprint in Jungfraujoch-Top of 

Europe, showing another flavor of Jungfr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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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少女峰 (Jungfrau) 是世界知名的雪山，将阿雷

奇冰川壮丽景色尽收眼底。少女峰是阿尔卑斯山脉中最壮

观的山峰之一，风景秀丽的山峰把伯恩（Bern）州和瓦

莱 (Valais) 州隔开，也是欧洲最高峰之一。海拔 4,158 米

(13,642英尺 )，横亘 18公里，这座被称为阿尔卑斯山“皇

后”的山峰，远望宛如一位少女，披着长发，银装素裹，

恬静地仰卧在白云之间。另外，这一地区已于 2001 年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因而吸引着更多的

瞩目。早在 1996 年这里就启用了欧洲最高的观景台及瑞

士最高速的升降机，在海拔 3571 米的斯芬克斯观景台，

游客可以观赏到阿尔卑斯山壮观的全景图。

少女峰 (Jungfrau) 山顶常年被冰雪覆盖，而山下

却绿草茵茵、风景秀丽，是欧洲著名的旅游和户外运动

的胜地。从瑞士知名雪山艾格、门西和少女峰的脚下

开始，中间部分是气宇轩昂的冰川，向东一直延续到

芬斯特腊尔霍恩峰 (Finsteraarhorn，4274 米 ); 向西

Jungfrau—"Queen" Peak in the Alps

一直包含了莱奇河谷部分地区 ; 向南则包括了比奇峰

(Bietschhorn) 和多个河谷。在少女峰上还可以看到全

长 22 公里的欧洲最高的阿雷奇冰河，总之这是一个极

其迷人的旅游胜地，到少女峰观光，是一次到欧洲之巅

的神奇之旅。

少女峰 (Jungfrau) 齿轨火车，又叫云霄火车，这是

欧洲海拔最高的火车站，海拔高度为 3454 米。这条铁路

是由“瑞士铁路之父”之称的阿道夫 •居耶尔 -泽勒倡议，

于 1896年至 1912年兴建的，竣工当年 8月 1日通车，

乘坐齿轮火车上山有两条路线，建议上山下山各选用一

条路线。站在号称“欧洲屋脊”的少女峰上，阿尔卑斯

山山脉中最让人惊心动魄的全景图就可以尽收眼底，一

览无余，阿尔卑斯山中最长的冰河，长 23.6 公里，覆盖

面积达 117 平方公里的雄奇的阿来奇冰河。天气晴朗的

日子，甚至能看到远在法国境内的 Vosges 雪山及远在

德国境内的黑森林。

少女峰——阿尔卑斯山“皇后”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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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少女峰百米冲刺
7 月 10 日，海拔 3，454 米的瑞土少女峰之巅，一

片茫茫白雪间，铺起了整洁的黑色赛道。白色的跑道线

一直延伸向远方，与视野尽处浅蓝色的雪峰相接。

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正在等待发令声响起。站

在跑道另一端的是越野滑雪运动员达里奥·科洛尼亚

(Dario Cologna) 和短跑健将阿萨法·鲍威尔 (Asafa 

Powell)，他们要在欧洲屋脊少女峰进行一场雪道滑雪

和短跑的百米冲刺对决。发令声响了！人群骚动起来。

冰雪世界中，两道矫健的身影掠过——科洛尼亚在雪上

飞驰，而鲍威尔则在跑道上奔跑一一分秒必争的角逐赢

得众人一片喝彩！

这是瑞土少女峰铁路 (the JungfrauRailway) 携手

宇舶 ( Hublot) 创造的一场史无前例的跨界极限赛事。出

生牙买加的阿萨法·鲍威尔是前百米世界纪录创造者，全

球短跑史上排名第四的短跑健将，2008 年北京奥运会及

2009 年柏林世界田径锦标赛荣获4 x100 米接力赛冠军。

达里奥·科洛尼亚是全球顶级越野滑雪运动员之一，他曾

三次荣获 Crystal Globe 大奖，更被赋予“Swissof the 

year 2012”以及 2013 年最佳瑞士运动员称号。

为纪念国际田联钻石联赛 40 周年，瑞士少女峰铁路

与宇舶将这场与众不同的国际赛事提升至全新“高度”！

科洛尼亚与鲍威尔乘飞机穿越瑞士阿尔卑斯山脉最美的

三座山峰一一一吱格尔峰 (Eiger)、莫希峰 (Monch) 和

少女峰 (Jungfrau)，最后降落在海拔 3，454 米的欧洲

屋脊少女峰，受到现场瑞土女子 4x100 米国家队的热烈

欢迎。其中包括瑞士最优秀的短跑女将穆金加，坎邦德

吉 (Mujinga Kambundji) 及其 4x100 米队友们，以及

瑞士著名摔跤选手基利恩·威戈 (Kilian Wenger)。

接下来，两位运动健将在特殊的 100 米竞速挑战赛

中，展现了他们最擅长的运动技能，并表现出他们共同

的信仰一一力量，坚强、耐力、毅力以及技巧。此外，

在赛前的热身中，短跑冠军鲍威尔还与来自瑞典的青少

年运动员和瑞土女子 4 x100 米国家队表演了接力赛，亲

自指导青少年运动员百米赛的技巧。

这样的对决表演成分为主，最后两人几乎同时冲过

终点，名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少女峰记录这样一次精

彩无比而又具有特殊意义的活动！

Final Sprint in Jungfr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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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最美观景台——哈德昆
  瑞士是一个欧洲中部国家，它没有海界是一个山地

国家，海拔高度平均 1350 公尺。而瑞士最美观景台坐

落在因特拉肯 (Interlacken) 小镇北面的哈德山上——

海拔 1322 米的哈德昆 (Harder Kulm)。乘坐因特拉肯

火车东站附近的缆车只需 8 分钟便能上到海拔 1322 米

的观景台。这片鬼斧神工般的平台好像是大自然特意

为了游客而建造的，站在这里不仅能与壮丽的少女峰

(Jungfrau)、艾格峰 (Eiger)、僧侣峰 (Monch)遥遥相望，

还能将“上帝最美双眸”图恩湖 (Lake Thun) 和布里恩

茨湖尽收眼底，以及闻名遐迩的小镇因特拉肯，壮丽的

雪峰，碧蓝的湖水，美丽的小镇，就如一幅天然画卷铺

展在你眼前。

格林瓦德 - 菲斯特空中索道
格林瓦德 (Grindelwald) 位于瑞士伯恩中部，因

特拉肯 (Interlaken) 区内的直辖市，是少女峰的著名

滑雪区，也是欧洲登山者最爱的度假山城之一。拥有

独具特色、壮美秀丽的阿尔卑斯山景观。六人座的空

中索道位于格林德瓦村山谷的向阳面，由格林瓦德冰

川村通往海拔 2168 米的菲斯特。全欧洲只此一家的

菲斯特飞椅，可以欣赏到最美的景致，乘上菲斯特飞椅，

将感受到如飞鸟般在空中翱翔的兴奋和快感，以每小

时高达 84 公里的速度在 800 米的高空中“飞行”。

以高山湖泊珍珠著称的巴克普湖也是最令人喜爱的徒

步旅行地之一。

巴克普湖
   巴克普湖 (Lake Bachalp)，高山湖泊，少女峰地区

最美的湖泊。巴克普湖 (Lake Bachalp) 是一个面积为

8.06 公顷 (19.9 英亩 ) 的湖泊，区域接近瑞士伯恩高原

格林瓦德 (Grindelwald) 中的菲斯特 (First)( 可以乘电缆

车到达 )。巴克普湖 (Lake Bachalp)海拔 2265米 (7431

英尺 )，被一个天然堤坝分为两部分，其中较小的部分比

另一部分低 6 米 (20 英尺 )。 

游船游览图恩湖
阿尔卑斯山脉的北侧边缘，伯尔尼高地的中心，

风景如画的图恩湖 (Lake Thun) 静卧其间，因环境优

美，被誉为“上帝的左眼”。绵延秀丽的山峦，一望无

垠的村落，图恩和因特拉肯充满魅力的城镇环绕在图恩

湖 (Lake Thun) 周围。图恩湖 (Lake Thun) 以其绝佳

的微风颇受风帆爱好者的喜爱。在图恩湖 (Lake Thun)

上巡游也是游客放松的一种别样体验，当你尽情享用一

顿美妙的午餐，或者轻啜一杯美酒，甚至只是沐浴在甲

板上的灿烂日光中时，你的目光将会扫过引人注目的湖

畔，浪漫的乡村，庄严的古堡…一直到艾格峰、僧侣峰

和少女峰，这绝对是你到瑞士因特拉肯旅游时不可错过

的一大享受。

Best Viewing Deck in Switzerland 
--Harder Kulm

Greenwald--Pfister Cableway

Lake Bachalp

Lake Thun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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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访一座城市，下榻一个酒店，总是
有很多种选择的理由，或是商务便利，
或是度假，或是它的个性打动你。上
海凯世精品让你重温一段邻里关系，
弥漫着艺术与怀旧的气息。
而波特曼丽思卡尔顿则一贯诠释绅士
淑女式的服务准则，经典而又不失新
意。青岛海尔洲际则将滨海城市的商
务度假范儿演绎得精致。

There are always a lot of kinds of reasons 
for visiting a city and choosing a hotel, 
for business facilities, or for holiday, 
or for the impressive personality. 
Shanghai Cachet Boutique, the high-
quality will make you feel the harmony 
in a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All the 
settings are filled with art and nostalgic 
atmosphere.

Hotels
 with 
Personality

文 Leo  图 各酒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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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凯世精品酒店的艺术氛围，我认为是比较亲切

的，不矫揉造作，一切水到渠成，该时尚地标融合市中

心上世纪 20 年代的历史建筑而设计，呈献极具个性化的

服务以及本地最新资讯，浓郁的艺术气息在你不经意之

间自然地流露。

酒店已经过美国知名时装设计师 Jay Godfrey 的一

番初步改建，作为品牌重建的一部分，一楼增设了迎接

客人的互动旋转式“艺术画廊”，三楼大堂将开辟新的

活动场所，高科技的泰诺健健身房和经过升级的房间设

施也将全部就绪。2015 年内也于酒店二楼拉开全新餐厅

的帷幕。凯世精品酒店前身为上世纪 20 年代的石墙古老

建筑，可俯瞰上海主要的南京西路商业购物街，与豪华

百货商店、餐厅及精品店比邻而居。阿迪达斯三叶草的

亚洲旗舰店也进驻同一栋大楼，反映出该地段浓郁的时

尚气息，吸引了英国著名歌手 Rita Ora 等一众国际知名

人士慕名而来。酒店位于繁华的吴江路步行街拐角处的

显眼位置，距离张园仅咫尺之遥，这个历史悠久的石库

门广场上餐厅酒吧林立，是上海最具人气的晚间娱乐新

去处。酒店楼下设有 2 号线南京西路地铁站，可轻松到

达全市各个区域。

能够打动客人的还有个性化服务和充满设计师情调

的舒适感，满足全球眼光独到的顾客要求。房间设施贴

心周到，每间房间均配备储备齐全的小厨房，为老顾客

而设的 iPod 个性化播放列表，以及众多免费的附加增值

服务，确保你在入住期间乐享无忧。

闲暇的时候，你可以上到酒店三楼，这是顾客专属

的大堂酒廊，供应免费的全自助美味自助早餐，包括现

制鸡蛋、鲜榨果汁和现磨咖啡，免费下午茶，晚间鸡尾

酒欢乐时光及 24 小时大堂吧供应软饮料。置身其中颇为

随意，如同在自己的家一般。

有空的时候逛一逛酒店的艺术画廊，酒店通过与领

军本地画廊合作，为整座酒店策划并展示了一系列当地

艺术家创作的当代艺术作品和装饰品。一楼是一个数字

艺术墙体装置的创意画廊空间。入住的时候你还可免费

获赠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门票，并通过客房提供的相

关资讯了解上海有趣的文化活动。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全新的凯世精品指南

（Cachet Boutique Compass）项目进一步为顾客

提供一系列有趣的本地游览路线、量身定制的摩托车

旅游攻略、观光胜地、艺术展资讯以及餐厅预定和推

介服务。其项目内容将随四季交替以及市内的最新动

态而不断更新。

地址：中国上海市南京西路
931 号
邮编：200041

Tips

枕着艺术入梦
PILLOW DREAM OF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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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岛人文气息浓郁的老街区感受传统，或是在海

滩感受纯净海景，这些都是在青岛必不可缺少的体验项

目了，而奥帆中心则增添了动感之美，下榻青岛海尔洲

际酒店，坐拥奥帆美丽海滨，帆船与游艇咫尺之遥，此

为体验青岛动感的一面。

置身在酒店内，开阔的视野让人丝毫没有压抑感，

随处便能望见窗外的海景，颇有些地域的错觉，这还是

都市内的酒店么？如此让人心境大好起来。酒店 422 间

奢华风格的客房及套房，均拥有醉人的海景或跃动的城

市风景，房内的布置很贴心，42寸液晶电视、博士（BOSE）

DVD/CD 家庭影音组合，给你带来家的感觉，也为光影

爱好者提供便利。

闲暇之余造访位于酒店二十一层的洲际行政贵宾廊，

美丽的奥帆中心优美海景尽收眼底，这里还提供丰富的

自助早餐、精致的下午茶点以及多款顶级香槟和鸡尾酒。

要上一杯香槟品酌着，看一本好书，即可打发一个闲适

的下午。

在酒店足不出户，便可享受美食之旅，日餐与国际

美食云集，更有创新的官府菜，体现了老青岛特色。品

香苑全日餐厅可欣赏奥帆中心优美海景，品种繁多的国

际自助餐及海鲜美食、日式美食、精品烧烤带你享受饕

餮美食，是全家聚餐、体验温馨时刻的最好去处。

天下一品 尚膳·茗坊中餐厅位于酒店二层，既传承创

新官府菜，又体现原汁原味的青岛当地美食。明焰扒房

只提供岛城最棒的牛肉，带你享受饕餮美食。专业友好

的服务团队将带你品尝世界精品葡萄酒，为你的美食之

旅增添意想不到的乐趣。晚上可以去伦吧酒吧 & 雪茄吧

打发时间，这里是岛城唯一一家集雪茄吧和音乐酒吧为

一体的多功能场所。品尝创意鸡尾酒，享受现场乐队的

激情演出，让你整晚舞不停。伦吧专业雪茄吧还提供正

宗古巴雪茄，你还可享受各种经典小吃。

作为拥有得天独厚位置的青岛海尔洲际酒店，更是

商务之余造访这座美丽城市的首选了，毗邻的奥林匹克

帆船中心是青岛旅游新地标 , 酒店周边餐饮、购物、娱乐

场所鳞次栉比，与久负盛名的帆船和游艇体验仅一步之

遥，亦零距离纵览青岛壮丽城市海岸线。

坐拥奥帆美丽海滨
EMBRACING BEAUTIFUL SEASIDE IN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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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用“重返”这个词来作标题，实

在是因为上海波特曼丽思卡尔顿酒店的吸引力

大，这个一直以绅士淑女精神服务客人的酒店，

经典之余更是创新不断，那份弥足珍贵的服务

品质让人尊敬。在这里你的每一天都会很充实

且精彩。

下榻行政楼层，由专人直接带往入住的客

房内进行登记服务，缩短等待的时间。位于酒

店 43楼的行政酒廊，无论你是商务还是旅行，

需求都能得到解决。24 小时开放的酒廊让你尽

情俯瞰城市壮丽景色和建筑群，以及充满生机

的景色。它包括了自助餐区、酒廊、一个图书

馆及一间会议室。雅致的室内设计及装潢 , 你

可以悠然地在酒廊内品尝美酒或享用由厨师团

队精心炮制每日六次的餐饮选择。 

睡到自然醒后，可以从马天尼早午餐开

始活力的一天，上海波特曼丽思卡尔顿酒店

马天尼早午餐由两位餐饮方面的“艺术大师”

领衔携手打造，宴餐厅主厨 Bradley Hull 定

制出缤纷诱人的美食选择 , 而上海调酒界的新

星 Henri Bakker 凭借着他的特色鸡尾酒也倍

受赞赏。除了能够品尝到品种繁多的一系列国

际化的早午餐菜肴和亚洲美食之外，马天尼、

香槟以及葡萄酒的畅饮又为早午餐体验锦上

添花。

若是有商务会议，酒店的每一位绅士淑

女也会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为每位与会者及公司

会议团队呈现最难忘的经历。当你慢慢步入申

宴会厅之前，能够真实地感受到豪华的西班牙

砂岩大理石搭配上优雅线条的地毯，走廊那独

具中国特色上等的灯笼装饰以及每层楼独具匠

心的直线型电子艺术品带来的独特视觉效果。

打开申宴会厅那金属质感的皮质大门，首先抓

住眼球的就是螺旋形的墙体与香槟色的立体线

条，绝对会让你的脑海中涌现一幅喷薄而出的

水流在墙面延伸的中国画。

午后悠长，可以约上好友，或是商务客户

品尝精致的下午茶。这里的下午茶一贯保持饮

茶文化和茶道传统，精心准备的菜单上有品种

繁多并配有精美茶点的各式经典下午茶可供你

挑选，还有优雅的摆放于三层银质茶点架上的

各类美食 , 诸如甜点、三明治、烤圆面包、传

统中国小吃。

最后以一个独特的青籁水疗结束忙碌而又

充实的一天。从机体恢复疗法到奢华面部美容

疗法，青籁水疗将带你进入一个全新升级的水

疗体验，让你感受到回归自然和宁静的身心平

和。青籁水疗拥有 3 个豪华理疗室，装修风格

着重突出了宁静的环境主题并结合了当代中式

装修和设计风格。在喧嚣的都市中，最缺的不

是雀跃鸣啼，不是茂密无垠的丛林，而是怡然

自得的乐活态度和精致品位的健康生活以及一

种自然的方式，在这里，你无需刻意而为，也

无需诸多禁忌。

重返波特曼
RETURN TO POR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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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你的体验灵感
MOTIVATE YOUR EXPERIENCE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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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威斯汀推出客房优惠服
务，无论是商务出行，还是家
庭亲子游，都有合适的选择。

Tips有时候对一个酒店的印象也很讲究眼缘，即第一

眼的感觉，这也体现在酒店的细节上，能让你如浴春

风，心境大好。青岛威斯汀即是如此，没有太多的

繁琐色调，简洁自然、流线型装饰以及柔和的灯光，

恰如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的性格，干净通透而不失底

蕴。如此一来你便爱上它，就算是离开了也会有重返

的念头。

那些激发人灵感的因素不是矫揉造作就能达到的，

先从步入酒店客房来讲，设计师的出发点以人为本，一

切均为启发宾客的灵感而设计，充满了发现新奇的元素，

客房不再只是一个冰冷的下榻睡觉之所，它是可以成为

一些互动性的，或是激起入住者好奇感的。那标志性的

威斯汀天梦之床 ®，让你尽享一夜酣眠，达到最佳状态。

亦配备高雅装潢及先进设施，包括高速互联网接入，40

寸液晶纯平电视，专用的 iPod 数码埠确保你的数码装备

始终保持连接，这些对于都市潮人来说非常受用。而商

旅者势必会用得上客房内的办公用品，那宽敞的办公区

域配上大办公桌、人体力学座椅和咖啡机，让你如临办

公场景，在工作中更加事半功倍。豪华的大理石浴室以

玻璃门分隔出不同区域，包括装有热带雨林花洒的淋浴

间。其他威斯汀特有天梦用品包括威斯汀白茶浴盐、芦

荟乳液、舒适浴袍和拖鞋。所有设施与服务只为确保宾

客充分休息，恢复活力。

闲暇的时候，可以上到此城最高的行政酒廊，位于

54层的酒廊视野极佳，不仅可以俯瞰青岛繁华都市景观，

也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如游戏娱乐、高速网络接入、豪

华早餐、鸡尾酒时刻与更多生动体验。酒廊内设有会议室，

是商务会谈的绝佳私密场所。 

这里的一天都有不错的安排，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到

社交的愉悦，每天傍晚在大堂举行入暮仪式，你可以认

识新朋友的同时，从味道、影像和声音感受青岛的独特

地域情怀。当然也可以去室内恒温泳池放松身心及增添

活力。Westin WORKOUT® 健身中心设施齐全，属于世

界级品牌的健身设备包括跑步机、动感单车、自由调节

重量器械、心扉训练器，或带上运动垫，利用普拉提或

瑜伽解除压力。

探索美食向来是让人充满期待的，知味标帜餐厅供

应营养丰富的创意美食。中国元素耳目一新的粤菜和用

传统方式烹饪的中式佳肴愉悦宾客的味蕾，同时设有 10

间独立包厢为宾客提供聚会或者宴请的独立空间。晚上

大堂吧的鸡尾酒、现泡咖啡或当地特色茶艺则可提升感

官享受，彻底放松身心。作为体验青岛茶文化的最佳地点，

茶吧不仅提供本地崂山绿茶、中国传统茶叶，你亦可在

此享受威斯汀金茶。

若是繁忙的商务或是旅行结束，回到酒店，可以去

体验一下这里的天梦水疗，此为山东区域独一无二的威

斯汀天梦水疗 (Heavenly Spa by WestinTM)，融合古

代中式疗法和现代水疗概念，在静谧祥和的水疗中心焕

发身心活力，享受舒适的石蜡足部和手部护理、芳香精

油按摩、幻彩面部护理等。

商 务 精 选： 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以前台最优房价预订威
斯汀客房，全方位满足你的商
务出行：
享用单人自助早餐
中国元素餐厅商务套餐一份
免费高速互联网接入及无线网络
免费使用，威斯汀健身中心及
室内恒温泳池
免费使用酒店地下停车场

家庭乐享：预订威斯汀豪华客
房三天两晚，丰富你在青岛的
家庭玩乐体验，发现奇趣之旅：
一份儿童旅行手册以及当地活
动指南
享用每日双人自助早餐
一晚双人自助晚餐
自助午餐七折优惠
0-5 岁儿童免费用餐，6-12 岁
儿童乐享 88 元自助餐
天梦水疗身体按摩五折礼遇

妙趣玩乐的亲子活动：蛋糕手
工 DIY、石头彩绘、涂色及幼
儿沙画、亲子瑜伽、亲子游泳
以及小小厨师
免费高速互联网接入及无线网络
免费使用，威斯汀健身中心及
室内恒温泳池
免费使用酒店地下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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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巴黎代表浪漫，巴西永远热血，伦敦有始终散不去
的迷雾，印象中的普吉岛永远是沉醉的蓝天，绵白的沙
滩以及澄澈得足以漫进心里的海水，如果你还企盼有所
殊遇与悸动，那么请你到 Iniala 来，赶赴一场漫艺术，
慢生活的绝美盛宴。

漫艺术，慢生活
Iniala

INIALA—ROMANTIC ART, SLOW LIFE

Just like Paris represents romance, Brazil is always 
enthusiastic, and London has fog all the time, Phuket in my 
mind always has intoxicating blue sky, cotton-white beach 
and clear seawater. If you also want something special and 
exciting, then please come to Iniala and attend a perfect feast 
of romantic art and slow life.



旅居

下一站，“卢浮宫”
或许，你曾惊叹于卢浮宫的无数瑰宝，欣赏过孕

育了西方美学、科学、艺术的希腊帕特农神庙，但是是

否有一瞬间，你曾动念与艺术品相拥而眠？ Iniala 就

将这一美好梦想为你实现。漫步在这里，每一栋居所

都是一件艺术品，每一处家居用品也都沾染艺术的气

息。Iniala 海滨度假别墅分别是由名曰“暹罗”（Villa 

Siam），“比安卡”（Villa Bianca）以及“珍藏”（The 

Collector’s Villa）的三栋尊贵奢华的别墅（每栋别墅

包含三个套房）和一间顶级豪华套房组成，居所摒弃传

统酒店单调设计理念，而选用全球知名建筑大师极尽各

自设计才能，本着“跳脱平庸”的设计理念，将每一个

房间赋予迥异风格，每一处空间倾注艺术精粹。

受泰国传统文化以及佛教文化启发，本国设计师

Eggarat Wongcharit 设计了暹罗别墅。三间套房各自风

格独特，其中莲花套房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佛教四大自然

元素：风，水，火，土。静观，墨绿色的荷叶衍生于雪

白墙壁直至天花板，落地玻璃窗外，安达曼海上孕育的

关于梦想，曾有人这样告诉我，“我想要一份简单

的工作，设计师，木匠，养蜂人都好，但不论贫穷或是富

裕，始终不改初心的只有旅行。”良辰，美景，猎奇，新

际遇，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在于寻找未知的自己，作为一

个始终对世界和远方上瘾的人，我说，旅行的初衷在于回

归本真的自己。

细数一个个远方，当你想到普吉岛的时候，你脑海里

是怎样的一幅构图呢？是布满俏皮脚印的细白柔软沙滩 ?
和风吹拂下不断涌向天际线的薄荷色海水？是掩映于浓郁

森林下的隐秘小岛？还是乘风破浪的冲浪少年，小麦色皮

肤的少女？抑或是正宗泰式 SPA，辛辣美食？试想一下，

有这样一处居所，它能够满足你以上所有想象，并且还能

将这一体验推向极致，它就是普吉岛 Iniala海滨度假别墅。

Iniala 海滨度假别墅矗立于安达曼海的纳泰海滩，这片海

滩地处印度洋东北部的一片边缘海域，海滩宁静怡然，令

人心醉神往，据说，这里还是美国娱乐界名媛金·卡戴珊

的心头好。

Sojourn
Next Stop, “Louv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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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风旋而灌进室内，恍惚中，荷叶好似舞动于素净屋顶

这泓清泉，心情也跟着荡漾开来，不规则茶几与秋千式

的悬挂沙发颇有几分童趣。绘有古老花纹的坛子任意摆

放也不显得突兀。另外两个连体套房的设计灵感得益于

附近的攀牙湾，设计师以茧为主题，贯穿两个房间。层

叠的柳条从墙角蜂拥着向上攀爬，仿佛奔腾的暗流。巨

大的藤蔓裹挟着床、沙发与顶上的暗流自然衔接，相信

设计者已将一切都是自然的垂青与馈赠这一概念表达淋

漓尽致。走进 SPA 室，满眼的金黄填充了你所有的视觉

空间，设计师将寺庙的元素寓于设计，还将佛教经文译

成英文刻于墙壁。580 平方米的开阔空间，融合自然元

素的房间，SPA，泳池，置身其中，方可尽情与自然互动。

不同于暹罗别墅这栋泰式建筑，西班牙建筑师

A-CERO 为比安卡别墅带来更多欧洲元素。这套建筑由

两个巨大的贝壳形套房和一个以俄罗斯套娃为设计理念

的套房组成。贝壳形套房的独特之处在于看似是有人刻

意将屋顶向一面弯曲围合而成的空间。房屋的正面是落

地玻璃墙面，宁静海景一览无余。傍晚时分，落日的余

晖跌落进巨大的玻璃墙面，又将门廊的木质地板拓染得

更加潮红。天花板的流线型条块行云流水，搭配房屋的

曲线设计，室内家具也衍生出曲线韵味。两套贝壳形套

房享用一个室外游泳池，泳池由房屋之间间距逐渐延展

至房屋正面的开阔空间，将两座房屋很好隔离开来，又

让水将二者联系起来，可谓设计师的匠心独运。夕阳西下，

室内灯火次第开启，池水俨然一面巨大镜面，镜面以暗

蓝天空为背景，将建筑物衬托得妙不可言。俄罗斯套娃

套房应该是为有着少女心的旅客专门设计。床头凹进去

的套娃形象，套娃形状的吊椅，还有设计师痴迷的各种

色彩明丽的摆设，趣味十足。

珍藏别墅含有三套风格迥异的套房。分别取名“独

享”（The Owner’s Suite）、“木艺”（Carpenter’s 

Chamber）、“香闺”（The Boudoir）。独享套房设

计风格简约时尚，移步盥洗室，青色纹理在大理石地板与

墙面上悠然游走，墙面玻璃柜内陈列耐人寻味的陶瓷艺术

品，顷刻间，你一定会质疑设计师是否错将博物馆搬进了

盥洗室。木艺套房，我将它理解为原木的艺术。层叠的纹

理墙面，木质床，在这里，所有的木质都不再沉闷，它们

在雕刻师的手下栩栩如生。香闺套房一改独享套房的明丽

与木艺套房的自然，大量采用深色调，深绿色、黑色、金

色糅合成了具有浓郁宫廷风的神秘气息，大胆而感性。

作为 Iniala 海滨度假别墅的顶级豪华套房，

PENTHOUSE 可谓精妙绝伦。这一建筑是由来自英国的

著名建筑师Graham lamb担纲设计。这套建筑集未来感，

超现实主义，感性于一身。进入房间后，居者好似踏进永

恒的撒哈拉沙漠，不同之处在于绵柔的沙粒换成了松软厚

重的金黄地毯。一座精致泡池嵌于这片“沙丘”顶端，像

极了沙漠中的绿洲。圆形沙发契合了围坐的概念。球体抱

枕与天花板上的饼形设计遥相呼应。傍晚，在室外泳池徜

徉，于夕阳下品一杯美酒，放空一段情绪，怡然自得。

在 Iniala海滨度假别墅，童趣岛是孩子们的小天地。

Iniala 特意邀请来自美国的 Christ Jones 打造了适合各

个年龄层孩子的神秘乐园，担心孩子来到这里无处可去？

大可不必，神奇的树屋、山洞，孩子心仪的各种玩具，

这里应有尽有，还有专人看护。交朋友，体验室内野营，

即使是旅行，你的孩子一样也不会落下。



珍馐

你 与 极 致 之 间 只 差 一 个

Iniala
Iniala 除了建筑物的绝美设计感， Aziamendi 餐厅

的“极致之选”餐单也是该酒店的极尽奢华之所在。餐

厅由来自西班牙的米其林三星厨师 Eneko Atxa 担任主

厨，“极致之选”臻选全球珍奇食材烹制而成，每一道

饕餮大餐都需要厨师精选全球当季最新鲜时蔬，体验一

番，便是一趟全球美食之旅。法国生蚝配海蓬草及番茄冻，

牛肝菌片配煎蛋泡沫，油浸鳕鱼头和金枪鱼腩，神户牛

肉……只有你想不到的佳肴，没有他们做不了的珍馐。

美食还需美酒配，不懂得何种美酒配何种美食？没关系，

餐厅已为你的美食搭配好最适合的美酒，极富层次感的

“Green Thai”是Aziamendi餐厅的特色，世间独一无二。

由厨师现场切片的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搭配 2009 年的

彼得麦克莎当妮，回味无穷。法国鹅肝辅以 1961 的予

厄高地园甜白葡萄酒，更是人间难得的美味。

除了与美食相称的美酒，Aziamendi 餐厅还会提供

由世界首席品酒师 Fabien Etienne 为你挑选顶级红酒的

服务。相信称得上极致用餐体验的菜单为数不多，但“极

致之选”绝对算是一个。

私享

给自己最好的奖赏
生活中总有忙不完的工作，无数个应酬，而旅行则

恰如其分地成为自己最好的奖赏。泰国顶级 SPA，走出

居所，跃向泳池，眼前是一碧万顷的海洋，私人专享游

艇，比基尼、影院，是你疲惫不已时的休憩，健身、瑜伽、

普拉提，是你放松时仍坚持的自我管理。

Iniala，每一处居所都力求完满与极致，每一道美食都

极尽诚意。在这里，你有一所房子，它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Delicacy 
An Iniala’s Distance 
B e t w e e n  Y o u  A n d 
Perfection

Enjoy Private 
The Best Reward for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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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间被一点点驱散。阿玛瑞的礼物多多，晚餐前服务生

又送来一盒巧克力，有三种颜色和口味，晚餐后回到房

间，夜床已经铺好，而且床上又多了一份礼物，是酒店

的 SPA 精油和一份香氛，住在这样的酒店，想心情不好

都难呀 !
房间中央的白色大床诱惑着你的身体，而多达八个

大大小小的靠枕和头枕更是让人情不自禁地想投入它们

的怀抱。放松自己，让阿玛瑞给你一个曼谷最舒适的夜晚，

给你一个曼谷最香甜的美梦。

THAI ON 4 是酒店最著名的一个餐厅，提供精致

的泰国菜，餐厅顾问是 78岁的Khun Srisamorn女士，

她曾担任泰国皇室的御厨，所以菜品的品质自然是非常

不错。今晚餐厅为我们准备了九道菜的大餐，看看菜单

都让人激动，而各道菜品也没有让我们失望：凉拌的柚

子鲜虾酸甜可口，食材的新鲜度令人赞叹 ; 泰餐的典型

代表冬阴功汤也隆重登场，地道的泰式酸辣味让我们的

味蕾立刻兴奋起来 ; 白绿黄红四色米饭不仅颜色鲜艳，

口味丰富，搭配咖喱鸭肉片，更是令人胃口大开。

如果预算充足，建议入住曼谷阿玛瑞的行政楼层，

可以欣赏曼谷市中心高楼林立的繁华景色，更有每天下

午 5 点到 7 点的 Happy Hour，可以尽情品尝美酒和精

致小食。

曼谷水门阿玛瑞酒店是位于曼谷市中心的一家五星

级奢华酒店，紧邻 Central World、 Gaysorn Plaza、

Siam Paragon 等曼谷最热门的大型商场和购物中心，

位置绝佳。酒店精心打造的住宿及休闲环境为客人带来

繁华中难得的一片安宁。

从拥挤而喧嚣的 Petchburi 大街进入曼谷水门阿玛

瑞酒店的大堂，仿佛一下切换到了另一个世界，突然到

来的开阔和安静让人有些猝不及防，四层楼高的大堂让

你的压力完全释放，而大堂中央几个超大的沙发更是客

人放松的绝佳选择，几个老外甚至直接躺在上面聊天，

完全把阿玛瑞的大堂当成了普吉岛的海滩 !
进入房间，空间相当宽大，虽然是商务酒店的格局

与布置，但床头金色泰国风格图案的木雕给房间带来一

股浓郁的泰国风，而浴室隔断的推窗设计增加了房间的

趣味与居家氛围，少了一些商务酒店的呆板，多了几分

温馨和柔情。

茶几上摆放着欢迎水果和巧克力，果盘鲜艳而精致，

一个青苹果，一个红苹果，一个绿橘，加上两颗荔枝，

组成了一个优雅的造型，再加上点缀在上方的金黄色花

朵，这样的一个欢迎果盘谁能不喜欢呢 ?
入住没多久，服务生专门送来一瓶气泡水，还贴

心地送上两片冰镇的柠檬，新鲜欲滴，曼谷的暑气不经

繁华中的安宁
曼谷水门阿玛瑞酒店

Tranquility in Prosperity 
--Amari Watergate 
Bangk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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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欣是位于泰国班武里府的一个著名海岸城市，在

曼谷南方约 200公里。华欣不像曼谷、芭提雅、普吉岛、

苏梅般名声在外，却因其得天独厚的海滨胜景福泽了泰

国皇室贵族，并在此地修建了避暑行宫。实际上，华欣

是泰国开发最早的海滨度假胜地。华欣的海安静得没有

脾气，绵延几公里的半月形海滩上，簇拥着各式豪华五

星级酒店，每个酒店后面都是清水白沙，给人错觉这是

私家海滩。

美丽的热带海滨总少不了舒适的度假饭店，华欣有

极佳的住宿选择，如果你想在旅途中享受到真正的轻松

与快乐，那没有比华欣阿玛瑞酒店 (Amari Hua Hin) 更

合适的选择了。

Amari Hua Hin 酒店是 ONYX 酒店集团旗下历史最

悠久的一家连锁酒店。ONYX 酒店集团是亚太地区领先

的酒店管理公司之一，已经在行业内超过 45 年。Amari 

Hua Hin 酒店坐落于华欣一处金光闪闪的海湾附近，这

个度假胜地在一个田园诗般的花园中给你提供体贴的住

宿条件。

进入 Amari Hua Hin 的大堂 , 凉爽的空调将路途上

的炎热驱散一空 , 服务生的笑脸、冰凉的毛巾、爽口的欢

迎饮料，让人一下放松下来。大堂面积并不是很大，但

空间相当的高，整面墙用蓝色的百叶风格木板装饰，穿

插几个修长的白色展柜，展柜里摆放了各种当地特色的

饰品，在传达精致设计的同时给客人居家的亲切和休闲

感。

客房的设计则是走简约自然的风格，没有繁复的色

彩，也没有累赘的装饰，床、桌、沙发、酒柜，一切都

以合适的尺寸站立在合适的位置，但一个桌脚的弧度、

一片沙发的布料、一个酒柜柜门的雕刻、墙上的一幅小

画，都在无声地传递着客房设计的用心以及用材的优良。

房间的阳台可以让你细细品味海风，而宽大的窗户提供

了充足的自然光线。

如果你想在旅途中享受到游泳带来的清凉与快乐，

那没有比华欣阿玛瑞酒店更合适的选择了。俯瞰酒店的

38 米的超大游泳池，从浅蓝到深蓝的马赛克在水下编织

了一幅海的画面，围绕泳池的绿树、草坪、红色的太阳伞，

不用下水游泳，只欣赏这一幅风景就已经非常惬意了。

在华欣阿玛瑞发现 Breeze SPA，其中的乐趣和轻

松在等待你。让你从日常生活的劳累中恢复一个平和的

身心状态。一个安静的房间和一个优雅的疗程，完美的

放松和恢复。可以选择一个签名的情绪疗法——梦幻，

宁静，焕发青春，活力和精力充沛，酒店每一个精心挑

选的身体治疗或按摩技术无不让客人感到心情愉悦和彻

底的放松。

Coral Lounge 大堂吧，可以和朋友或家人享受一

杯极好的咖啡，茶或一杯葡萄酒，与此相匹配的可以选

择小蛋糕、点心或开胃的新品。

毗邻游泳池的 Reef Deli & Wine Lounge 餐厅也是

用餐和休闲的好去处，无论是在装饰精致的室内和紧邻

泳池的室外 , 都可以享受到精致的美食和休闲的氛围。 

Reef Deli & Wine Lounge 餐厅提供特色的混合烹饪菜

品 , 同时还汇集了琳琅满目的旧世界和新世界葡萄酒。离

开太阳一会儿 , 享受简单的最爱 , 搭配你选择的年份，吃

奶酪和冷盘时分享一瓶葡萄酒 , 享受一个属于你的真正的

假期。

乘坐电瓶车，只要不到十分钟，就可以到达酒店的

Shoreline Beach Club, 在这里可以欣赏华欣一望无际

的海平线，虽然是石滩，但一样有凉爽的海风、柔情的

浪花和浪漫的日落，和着轻柔的音乐、摇曳的烛光，在

皎洁的月光下，品尝丰盛而精致的美食，啜一口微醺的

红酒，Amari Hua Hin会给你留下一个永难忘记的夜晚。

Amari Hua Hin

华欣阿玛瑞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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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心之境，为悦己“榕”

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叫嚷着渴望追逐霓虹闪烁，渴望车水马龙的忙碌生活。
终于有一天，双脚开始不停穿梭于水泥森林间，身影没入川流的人群，却
也觉得少了孩童时代的自在随性。有那么一刻，和大多数旅行者一样，我
们都曾渴望逃离都市，渴望沉淀因忙碌而焦灼的内心，渴望磅礴的海洋。

FOLLOW YOUR HEART AND SATISFY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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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海岛控来说，普吉岛的安达曼海是你一

生不得不去的地方。沙子的绵柔，海水的幽蓝明澈，椰

树随温煦的和风娇嗔地摇摆着，这里的一切都与美好有

关。而与这份美好有着完美契合度的还有那位于邦涛湾

海岸线上的人间绿洲——悦榕庄。

借着喀斯特地貌的神奇，珊瑚礁的瑰丽，以及距离

普吉岛国际机场仅 20 分钟车程的绝佳优势，悦榕庄的兴

建可谓为普吉岛锦上添花。

走进普吉岛悦榕庄，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与别墅和

水有关的悠长故事。一眼望去，一座座传统泰式建筑风

格呈现眼前，而透过干净的玻璃窗，奢华的内部装饰不

言而喻。这里共建有 135 幢别墅，包括专为情侣们量身

打造的豪华别墅，让推开门便可跃入泳池的梦想即刻实

现的泳池别墅，遗世独立的心静轩别墅，还有可以满足

你一切想象的双卧房泳池别墅和豪华双卧房泳池别墅构

成了一场绘声绘色的别墅盛宴。

步入庭院，私人泳池，室内外淋浴，丛生的花草中间，

木质休闲甲板和可以同爱人一同分享的露天按摩池跃然

于开阔空间，与传统酒店相比，这里少了那份故作威严，

更多的是与自然相辅相成的灵动。还有 24 小时恭候你吩

咐的专属管家，一切都完美得恰到好处。

漫长的旅途，为追逐美景而遭遇的舟车劳顿，既然

来到了 Spa 王国，何不给自己来一场绝妙的 Spa 之旅？

悦榕 Spa 心静轩堪称泰国健康养生的遁世之所。550 平

方米独享空间，设计者将前卫的现代设计感寓于传统泰

式建筑，恢弘却不失精致。这幢建筑起名心静轩一点也

不为过，高墙与各式树木簇拥着别致的庭院，潺潺流水

穿过，而户外 Spa 亭恰似行于清涟上的扁舟。巨大的植

株外是另一个世界，而这里，听得见的只有热带雨林的

拔节生长和细水长流的禅意。在这样一个近乎极致的私

属秘境，和着香薰精油的迷迭芬芳和胡姬花的斗艳，阿

育吠陀和康健活动的体验令人叫绝。每一次的 Spa护疗，

都仿佛是将身心全权交付于自然，畅快淋漓。别墅不仅

有宽大的室内空间，室外空间亦是宽阔舒心。浮于私人

涉水池上的卧室凉亭抓人眼球，配备嵌入式按摩池的无

边泳池也给了居者仰望寰宇星空的绝佳空间。傍晚时分，

烧得血红的云将倩影留在远处的泻湖上，葱郁的花草会

随着轻柔的晚风摇曳。举起相机，无法停歇，因为时时

处处皆风景。

光有美景怎么行？毕竟美食才是吃货们梦寐以求的

福利。无论你是想在别具一格的特色餐厅尽享美味，还

是就着东南亚风光体验美食，都可以得到满足。辛辣泰

式料理，地中海风情，即便你是最挑剔的美食家，也会

倍感满意。

而作为繁忙的上班一族，难得的假期，除却赏美景，

品佳肴，健身、休闲、娱乐丝毫也不能懈怠。悦榕庄为旅

者准备了健身中心，潜道泳池，蒸汽桑拿室，18 洞的高

尔夫球场，当然，若你是海上项目爱好者，你也可以扬帆

出海或是海上冲浪，体验激情一刻的刺激感。除此之外，

这里不时会有新人举行浪漫的婚礼，海誓山盟的甜蜜誓言

大概只有在这样旖旎的景致里才显得更加情真意切。

有人说，食物用于果腹，美景带来当下的视觉享受，

而所有感官和身心因旅行所体会到的欢愉会永存。相信

这份欢愉也是悦榕庄倾其所有想要带给每一位旅者的礼

物。城市生活的纷繁还会继续，而悦榕庄为你精心准备

的闲适与恬淡一直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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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浙江安吉 JW 万豪酒店总经理赵刚先生

T：Travel&Leisure

Z：浙江安吉 JW 万豪酒店 总经理 赵刚先

生

浙江安吉 JW万豪酒店于 2015年 4月 18
日盛大开幕，坐落于安吉县凤凰国际高尔夫球

俱乐部内，拥有 228 间风格典雅奢华设备齐

全的客房以及套房，是浙江省安吉县首家国际

品牌酒店。5 分钟即可到达国内第一家 Hello 

Kitty 主题公园，15分钟可达竹博园。

T: 浙江安吉 JW 万豪酒店作为国内第一家

JW 万豪品牌的度假村，接下来您对它有哪些

期待？会推出什么特色活动吗？

Z: 浙江安吉 JW 万豪酒店作为 JW 万豪品

牌在国内的首家度假村酒店，选址于此，因其

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区位优势。相信酒店

的入驻会带给这座上海和杭州的后花园新的活

力和契机。

对于喜爱高尔夫球运动的客人来说，酒店

更是理想之所。坐落于安吉县凤凰国际高尔夫

球俱乐部内，浙江安吉 JW 万豪酒店有着得天

独厚的优势。凤凰国际乡村俱乐部为 18 洞高

端锦标级山地高尔夫球场，由国际一流的设计

师Michael Huedzan，博士Dana Fry等专业

团队精心打造。无论是球场的地形、布局，还

是这里令人叹为观止的竹林自然风景，都能让

客人尽享挥杆的乐趣。接下来我们将推出更多

的餐饮推广活动，将地道的粤菜和改良的本地

美食带给客人全新的餐饮体验，同时也会更多

面向本地市场，带给本地的客人们独一无二的

高端精致的用餐、婚宴、寿宴及各种活动的体

验。同时我们也会推广亲子游以及高尔夫度假

套餐以更好地满足家庭出游及高尔夫球爱好者

的度假需求。而作为安吉本地唯一一家国际品

牌的高端酒店，依托“美丽乡村”的名片以及“金

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的资源优势，我们也为

上海及杭州的企业提供了一个高端的会议场所。

T: 我们了解到，您先后在香格里拉、喜达

屋等国际品牌连锁酒店任职，拥有丰富的国际

品牌酒店管理经验，您觉得浙江安吉 JW 万豪

酒店所带给您最大挑战是什么？

Z: 我本人先后在万豪集团有 10 多年的工

作经验，而这是万豪集团在中国开设的第 11
家 JW 万豪酒店，也是 JW 万豪品牌首次进驻

非主流城市，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而挑战与机遇是并存的。非常感谢业主公司，

将 JW 万豪品牌引进了安吉这个经济如此活跃

的地区。依托着丰富的自然及人文资源，安吉

的经济正在蓬勃发展，旅游业也呈现着不断上

升的发展态势。作为首家进驻安吉的国际品牌

五星级酒店，我们为安吉带来的是高端的服务

业产品，也带动了整个安吉的服务行业，促进

良性发展，也成为了安吉旅游业的名片。酒店

邻近上海和杭州，兼顾商务与休闲需要，最重

要的是悠闲放松与激发灵感的首选目的地。因

此，我们要做的是，把酒店推向全国乃至国际

市场的同时，把安吉也推向市场。

T:时下真人秀节目正当红，如极限挑战等，

节目里酒店占有很大比重，安吉 JW 万豪酒店

的酒店设施和地理位置都非常适合，有想过和

真人秀节目合作吗？还是已经在准备了？

Z: 安吉作为全国第一个生态县并被联合国

人居署授予“联合国人居奖”的“中国美丽乡村”，

其自然及文化资源和民俗民风本身对各种电影

电视节目有着非常的吸引力，之前也是《卧虎

藏龙》会选择在此拍摄的原因。将来如果有这

样的机会，我们非常愿意配合相关节目组的拍

摄活动。

T: 您爱好广泛，平常最爱做哪些运动？

Z: 我个人比较擅长的运动有羽毛球、乒乓

球和台球，最近正在积极练习高尔夫球。近水

楼台先得月，这么棒的场地不能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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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化的现实
“Romancing Reality”（浪漫化的现实）是 3.1 

Phillip Lim 2015 年秋冬的主题，从品牌最新的广告大

片就能看出 3.1 Phillip Lim 将反传统的崭新手法在广告

中融合得淋漓尽致。这一次 3.1 Phillip Lim 第二度与著

名艺术摄影师 Viviane Sassen 合作，再次围绕品牌在

日常中找寻美感的愿景，创作一系列影像，与 2015 年

秋季系列的主题“Challenge the System”（打破常规）

遥相呼应。Phillip 和 Viviane 远赴以灵性生活改写“快

乐”定义的不丹，当地的人和事在镜头前展现丰富的面

貌，成就出一个独特的广告企划。撇除发型、化妆、服

装造型等人工修饰，令影像显得更真实。镜头前的主角

包括从当地挑选的不丹女孩，是没有任何模特儿经验的

普通人。朴素的影像透过Viviane的镜头染上浪漫色彩，

跟镜头下的故事同样美丽。

秋天发挥文艺气质的最佳季节。从服
装的厚度到剪裁，各大牌之间虽变换
不同，但不约而同地赋予了秋冬新品

的文艺气质。

秋冬新品
晋级的文艺范

文 Gia  图 各品牌提供

Romantic Reality

NEW AUTUMN 
AND 

WINTER PROMOTION

Autumn is the best season to play a 
literary and artistic style. From the 
thickness of the clothing to clipping, 
different brands present big difference, 
but the presentation artistic temperament 

is the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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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之下的火焰
用“冰之下的火焰”来形容 Roger Vivier 罗杰·维

维亚 2015-2016 全新秋冬系列恰如其分。

凯瑟琳·德纳芙在电影《白日美人》中的角色是

Roger Vivier 罗杰·维维亚新一季的创作灵感。德纳芙在

剧中无可挑剔的日间装扮，搭配漂亮优雅的配饰，令人

目眩神迷。全新系列既强调对于创新的渴望，表现手法

又十分柔和；看起来优雅经典，但又具备感官上的冲击。

秋冬新品里，Prismick Fringes 流苏系列延续

了 Prismick 的几何图形剪裁，用充满七十年代复古风

情的山羊皮流苏，为罗杰·维维亚先生创作的拼贴图案

注入了崭新活力。Sphere 球形跟系列让女士无论是

白天还是夜晚都能轻松驾驭多种场合。这款标志性的

鞋履灵感来源于罗杰·维维亚先生 1953 年为 Marlene 

Dietrich 玛琳·黛德丽打造的“Tango Boule”高跟鞋，

它象征着优雅与精致。

Fire under the Ice

左上  Brunello Cucineli 2015 秋冬款

左下  Bally 手提箱

右上  Bally 2015 秋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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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腕上的军事航空
Bell & Ross 柏莱士的故事始于 20 世纪。当法

国钟表制造商遇上德国航空仪器制造商，注定要缔

造不凡历史。Bell & Ross 柏莱士的使命是要创作、

设计及生产独特且功能完备的专业时计，即使在最

严苛的环境中，仍然可堪信赖。Bell & Ross 柏莱

士汇聚了瑞士军事及制表传统，创造出极具标志性

的高效能专业时计，迎合满足腕表爱好者的最高要

求。

Bell & Ross 柏莱士时计深得飞行员、航天员及

拆弹专家等专业用家、制表大师、工程师及设计师的

赞赏信赖，汇聚精湛制表传统及技术，舍弃浮夸，专

注于设计出类拔萃的精准时计。

Bell & Ross 柏莱士时计符合军方严格要求，得

到多个专业军方机构的认可及信赖。Bell & Ross 柏莱

士曾是法国拆弹分队、法国海豹突击队、法国海军航

空兵等军方和执法机构的指定时计供应商。

Bell & Ross 柏莱士是军事制表领域的雄狮，品

牌的信誉建基于清晰显示、防水性能、卓越功能及精

确准绳四大原则，符合军方严格要求，展示腕表制作

的独到精髓。柏莱士时计系列的 5 大表壳，代表着航

空史上不同阶段的技术革新及风格演进。

Bell & Ross 柏莱士制表厂设于瑞士“钟表山

谷”La Chaux-de-Fonds，一直秉承瑞士高级制表的

工艺及优良传统。每一枚 Bell & Ross 柏莱士时计，

在每个制作程序均经过细心检测，并以象征环球优质

保证的 “Swiss Made”标志为傲。

硬汉 or 绅士 
点睛在腕表

腕表里面有不少设计元素带有“硬汉派”的色彩，如百年灵的航空计时系列，
IWC 万国的机械师系列，柏莱士的军事航空元素等等。与之相反，也有不
少品牌更突显文艺绅士般的内敛与柔情，例如萧邦、宇路表或凡尔根。当你
需要根据场合在硬汉和绅士之间选择的话，一款适合自己的腕表真的可以扮

演点亮通身的压轴配搭。

文 Gia  图 各品牌提供

Military Aviation on the Wrist

GENTLEMAN OR TOUGH 
FOCUS THE WRIST WATCH

In Wrist watch design, there were a lot of elements with the color of the “tough 
guy”, such as the Breitling’s Navitimer series, the IWC Ingenieur Family series, 
Bell & Ross aviation elements and so on. In contrast, there are also many brands 
trying to show the gentleman's restraint and tenderness, such as Chopin, 88RDR or 
Vulcain. When you need to choose according to situations between being the tough 

guy or a gentleman, a suitable wrist watch can really play a finale supplement.

开篇表款为 Bell & Ross
柏莱士 Vintage WW1 
Edición Limitada 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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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 8的名义，关注时代本身而绝非腕表历史”

是 88 RUE DU RHONE 宇路表的品牌宣言。宇路表联

合创始人兼 CEO Pierre Bernheim 先生致力于制作极

具活力的个性并植根于悠久的日内瓦制表历史中的腕表，

宇路表所做的并不仅仅是填补奢侈腕表种类的空缺。

宇路表很看重腕表品牌背后所包含的文化性，这种

文化为品牌颇为传奇的命名里便可见一二。日内瓦市中

心有一条著名的购物街 Rue du Rhone（罗纳大街），

这条囊括了众多奢侈品店铺的街道是日内瓦的著名地标。

而在这条繁华的购物街上，自古以来只有 87 号门牌和

89 号门牌，独独没有过 88 号门牌，没有人知道这是为

什么，反而令“88”这个数字在罗纳大街上神秘异常。

来自日内瓦的制表品牌“88 RUE DU RHONE 宇路表”

便撷取了这种传奇，以此闻名的街道和“88”这个空白

且神奇的号码牌为其命名，这一点也很具特殊意义，并

符合品牌定位：既拥有奢侈品的气质又区别于传统意义

上的奢侈品，它可能更亲和、更注重设计感。

说起 88 RUE DU RHONE 宇路表或许很多人

还有些许的陌生，而提及瑞士著名制表大师蕾蒙威

（Raymond Weil）先生想必大家都会如雷贯耳，

88 RUE DU RHONE 宇路表便是由 Raymond Weil
先生的外孙 Elie Bernheim 和 Pierre Bernheim 两

兄弟于 2012 年创建的独立制表品牌，尽管只有短短

两年多的历史，它已经是两届巴塞尔国际钟表珠宝展

（Baselworld）的座上之宾，并在名表争奇斗艳的 1 号

馆 A88 展位脱颖而出，彰显品牌打造著名品牌标签方面

的心思与决心。

对 话 宇 路 表 联 合 创 始 人 兼 CEO Pierre 

Bernheim 先生 让你更了解宇路表

Q: 宇路表是一个较新的品牌，您认为宇路表的市

场优势是什么？

A：宇路表秉承着瑞士流传数世纪的精密制表工艺

及技能，在产品的生产及组装过程中精益求精，对于腕

表材料、零部件、制表师的严格挑选及不断完善，使其

成为名符其实的“瑞士制造”。宇路表在坚持瑞士经典

的制表工艺的基础之上，致力于打造都市、个性的表款，

兼备奢侈品的优雅与完美，在符合瑞士最高质量标准的

同时，保持着亲民的价格。

Q：宇路表近两年的发展愿景是什么？

A：宇路表虽然是个非常年轻的品牌，但它的品牌

响力是不容小觑的，截至 2015 年，品牌将向超过 35
个国家和地区提供高品质的瑞士腕表，并持续扩大产品

范围。

Q: 宇路表很注重文化效应，特别是和电影方面的

合作比较多，能具体说说吗？

A: 确实是这样，想让大众更了解我们的品牌，就必

须投入到社会活动中。宇路表对电影产业的非营利投入

已经成为了品牌文化核心，表达对电影事业的热爱的同

时，扶持更多的新晋电影人。宇路表作为英国电影和电

视艺术学院奖（BAFTA）与迈阿密国际电影节（MIFF）

的官方合作伙伴，在尽力支持电影产业。我们的腕表体

现着好莱坞的魅力与时尚，而迈阿密国际电影节则为我

们精致、充满活力的产品提供了完美的展示平台。

经典推荐

宇路表 ENCOUNTER 腕表 

这是一款充满力量、强烈现代风格的腕表，非常适

合当下最具流行与时尚意识的人。ENCOUNTER 大胆

地使用了 45 毫米黑色 PVD 不锈钢表壳，表现出强烈的

个性与风格。整块腕表由一个 5 石的 Cal.15 石英计时

机芯驱动。黑黄图纹的表盘上有金丝工艺的 8 点时标、

银色刻度，以及 6 点位的小秒针、9 点位 30 分钟计时

盘与 3 点位的 10 小时计时盘，6 点位双日历窗等功能。

表盘及表身的黑色也与 8 形指针的明亮黄色形成强烈的

视觉冲击。ENCOUNTER 的表带是黄线缝制的黑色鳄

鱼纹压花橡胶表带，搭配黑色 PVD 不锈钢制针扣，并

具有 50 米防水功能。

神秘的艺术先生

Mysterious Art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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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见老牌绅士品格
Vulcain 凡尔根腕表绅士具备很多老牌绅士的品

格，例如悠久的制表历史，优雅的外观设计，最重要的

是它很有故事并口碑良好。早在 1858 年凡尔根所属的

Ditisheim 家族便进军制表工业，于瑞士制表工业摇篮纳

沙泰尔 (Neuchâtel)山区建立制表厂，并旋即以三问报时

怀表、天文台表及计时表等优秀时计作品备受注目，其后

于芝加哥、巴黎等地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中扬名国际。 

1947 年 Vulcain 推出第一款机械闹铃腕表，装配后

来成为制表传奇的Cricket蟋蟀闹铃机芯； 有“总统表”

之称的 Vulcain Cricket 闹表成为美国数任总统的爱表。

这当中也有些小故事：20 世纪 40 年代，Cricket 机械响

闹表推出。一位美国白宫的摄影师拥有一只。在一次工作

期间，这位摄影师的手表开始响闹起来，由于声音嘹亮，

引起了杜鲁门总统的兴趣。其后他便购买了同一款式的闹

表。从此，多位美国总统上任时，瑞士驻美国大使大都会

Peek Gentleman's Character

经典推荐

50s Presidents’ 自动上链响闹腕表

50s Presidents’ 自动上链响闹腕表结合五十年代

风格及时代感之余，更将优雅格调、精美造工与卓越时计

性能兼容并蓄。50s Presidents’ 自动上链响闹腕表备有

银色、炭灰色或黑色表盘设计，玫瑰金或精钢表壳，钻石

抛光时标与纤长的 3、 9、12 数字甚有怀旧气息；12 时

位置的品牌名称及 V 字标志跟下方的 Automatic 字样布

局有致，表盘外缘有精美分钟刻度，6时位置有日期窗口。

向总统呈献一只响闹手表。1960 年，尼克松还写信给手

表的生产厂家，称赞其响闹功能的品质。 机芯是由一个

按钮控制两个发条，2 点钟位置设有功能转换开关按把，

可以控制闹铃声响启动关闭及停止，按把压到最里档可调

整闹铃时间，拉出可调整时、分针，压回时可上发条，前

转是上闹铃发条，后转是上一般时间发条，设计独特；此

外后底盖外加装了一层带有小洞眼的盖子（共鸣箱）增加

共振性，使声音更加响亮，充分达到“闹铃”的效果；声

音清脆悦耳，类似蟋蟀。

2012 对 Vulcain 来说是非比寻常的一年。这一年

里品牌重整旗鼓，打造腕表新系列。品牌以传奇的手动

上链 Cricket 闹铃机芯技术为基础，缔造多项技术研发

的新成就，包括设计及研制全新的自动上链 Cricket 闹

铃机芯。Vulcain 以瑞士尼洛克 (Le Locle) 为基地，致

力写下品牌历史发展新一页。 

50s Presidents’ Pegasus 飞马掐丝珐琅响闹

腕表限量系列

Pegasus 是希腊神话中的白色双翼神马，也是凡尔

根 50s Presidents’ Pegasus 腕表的灵感来源。

由飞马衍生的图像元素非常丰富，尤其是从古希

腊陶器及图画以至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可见一斑。50s 

Presidents’ Pegasus 飞马掐丝珐琅响闹腕表限量 18
枚，于中国市场率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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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潘婷乳液修护润发精华素

全新潘婷独创 IDS 智能损伤捕捉科技，蕴

含 PRO-V 维他命原配方，深入渗透至发芯，

为发丝注入能量粒子，更智能捕捉发丝隐藏受

损部位 , 使秀发内在强韧，外在柔亮，轻盈不

油腻。潘婷新一代护发素，开启黄金护发新标准。

2. 希思黎黑玫瑰珍宠滋养精华油

全新黑玫瑰珍宠滋养精华油，将玫瑰、木

兰和天竺葵精油融为一体，同时富含山茶籽油、

梅子油与海藻精粹，散发馥郁芬芳，可调理、舒缓、

净化肌肤。跨越年龄界限，专为各类娇嫩脆弱肌

肤设计。20岁以上的干性肌肤，由于环境因素

而变干缺水的中性肌肤以及缺少油脂的熟龄肌肤

均可使用。每日早上或晚上在涂抹日常护肤品之

前，取 3至 7滴涂于洁净的肌肤上，舒缓肌肤，

为后续护肤做好准备，亦可单独使用。

3. 欧舒丹蜡菊赋颜御龄精华面膜

以自然界 7 种至尊抗老活颜因子，交融

于最新抗老科技之中而成就了抗老护肤的新

法宝。它这是欧舒丹蜡菊赋颜御龄系列中第

六位重量级至尊抗老成员（该系列包括蜡菊

赋颜御龄精华水 / 精华面霜 / 精华液 / 精华

眼霜 / 精华油 / 精华面膜），专业革新的按

摩手法，令再忙碌的时光也能在家畅享“家

庭御龄脸护 SPA”，7 重驻颜功效跨越时光

界限，卓效滋养抗老，缔造紧致、Q 弹、饱

满、紧实的青春肌感。

4. 曼秀雷敦男士能量醒肤精华素

维他命 C+ 玛咖因子迸发非凡醒肤力，崭

新粒子技术可把珍贵的抗氧化玛咖和高渗透性

维他命 C 封存在柔软粒子内保存更佳功效，

使用时轻轻一按，粒子即时释放醒肤能量，有

效击退倦容，焕发活力光彩。高渗透性维他命

C 能渗入肌肤，深入发挥作用，唤醒健康、明

亮、通透肌肤，控油更保湿。

5. 泊美保湿柔滑眼霜

海藻糖和山毛榉芽精华可充分滋润肌

肤，提高肌肤自身产生水润的能力，是一

款柔滑亮泽、全面保护水嫩眼部肌肤的保

湿眼霜，使容易出问题的眼部肌肤变得有

弹性。添加植物倍水润复合成分，清淡的

花香在膏体延展开时倍觉舒缓眼部皮肤。

产品通过眼科医生测试与过敏测试，温和

无刺激。

转眼又到换季时节，新一轮的秋燥从头发毛躁和肌肤干燥中完全现形。秋燥
需要滋润静养，全身都不例外。这一季替换掉夏日清爽控油的保养品，在秋

天这个进补的时节，抓住机遇，滋养全身不能停。

开启初秋养护模式
文 Gia  图 各品牌提供

1

2

3

4

5

OPEN EARLY AUTUMN MAINTENANC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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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麒麟影业在上海举办了新片发布会，多部重
量级大片浮出水面，之中融括了好莱坞与亚洲的电影人。
其中，由范冰冰、皮尔斯·布鲁斯南、罗莎曼德·派克主
演的《日月人鱼》备受瞩目。除去影片制作团队的名气
与国际巨星的加盟，好莱坞投资模式和制片新系统的应
用均赋予了《日月人鱼》更高的电影制作标准，而这一

切，与麒麟影业 CEO 庞洪先生是密不可分的。

Interview with Kirin Pictures CEO Mr. Pang Hong- 
A Practitioner of Hollywood Movie Mode

 好莱坞电影模式的渐行者
专访麒麟影业 CEO 庞洪先生

In June, Kirin pictures held a conference in Shanghai, a 
number of films came to the surface, and among them, The 

Moon and the Sun starred by the Fan Bingbing, Pierce 
Brosnan, and Rosamund Pike atrracted people’s eyes. 
Despite of the film production team with international 

famous stars, Hollywood investment patterns and 
production application of the new system are given The 

Moon and the Sun higher standard of film production, and 
all this owes to Kirin pictures CEO Mr. Pang Hong.

文 Gia  图 本刊编辑部

《旅游休闲》杂志主编肖杨女士与麒麟影业CEO庞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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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ely International 
Scan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with 
Hollywood

Since the movie “Painted Skin 2”, Kirin 

pictures have faded from the audience’s sight 

more than two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Kirin pictures CEO Pang Hong did not stop, 

he associated with Hollywood producer, 

focused on front-end industrial chain layout, 

and built the fantasy movie The Moon and 

the Sun by the fifth generation "007" starring 

Pierce Brosnan and Fan Bingbing. The film 

preparation has started since 2010, and last 

over five-year. This year it will be globally 

released. Audiences are looking forward to 

it.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solid practice of 

Hollywood film production mode opens the 

deeper film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lthough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elements in international films largely rise 

gradually, the Chinese actors’ showing and 

the percentage of the elements are still less. 

“Chinese elements” is far from rising to the 

point of “Chinese culture”. That how to make 

the Chinese elements play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production, and have the 

comparable ability to Hollywood production 

are the goals of CEO Pang Hong’

Kirin pictures’ new film The Moon and 

the Sun is probably a tentative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Global revenues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 are important, but the more 

important is to grasp the Hollywood film 

production process and commercial operation 

system, together with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a's film market, then to establish a new 

industry standards- “producer cent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velop of New System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the 
Investment

Completion Guarantee are the key 

words for Pang Hong. Completion Guarante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unds in the 

Hollywood film industry to ensure that 

security. It is a kind of financing guarantee in 

video products, and to ensure that investors 

have investment in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s can conform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ior agreement of content and form. It 

plays a role of bridge among publishers, the 

producers, and the investors. Ultimately it 

guarantees the shot and release film complete 

as scheduled to reduce the investment risk.

Completion Guarantee is the investment 

of The Moon and the Sun. He thinks that 

this system is very necessary at present for 

Chinese movies. The film industry cannot 

boom without investment, and Completion 

Guarantee is a link to ensure that capital 

security. He said, “so why now I want to 

become a Hollywood producer. This center is 

made, including the Completion Guarantee, 

which is to use the financial to control the 

risk, and to use the system to make us have a 

standard of the budget and a reasonable use 

before shooting. So I hope all the investors 

put the money on this standard in place 

ahead of schedule. In this way, they can 

better grasp the quality, progress. Then 

we can finish on time. I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investors to, at the same time also to a 

smooth finish of the film.”

《旅游休闲》杂志主编肖杨女士与麒麟影业CEO庞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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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电影《画皮 2》之后，麒麟影业已淡出

观众视线两年多。在蛰伏的这段时间里，麒麟

影业 CEO 庞洪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与好莱坞

联合制片，专心布局产业链前端打造了由第五

代“007”皮尔斯·布鲁斯南和范冰冰主演的魔

幻电影《日月人鱼》。该片自 2010 年筹备，

历时五年制作，将于今年全球公映，备受观众

期待。可以说，这部扎实践行好莱坞制片模式

的影片，开启了更为深入的中美电影合作之路。

尽管近几年中国元素在国际大片中逐渐上

升，但无论演员的参演时长抑或是中国元素本

身的露出所占的比例仍旧是偏少的，“中国元

素”还远没有上升到“中国文化”的程度。如

何能让中国元素在合拍片中占有“大梁”的比

例，并拥有与好莱坞媲美的制片能力，这是麒

麟影业CEO庞洪追求的拍片目标。他说：“电

影是文化的一部分，电影是比较相对综合、高

端的，高品质的。”而好莱坞代表了电影制片

的至高水准，因此从好莱坞制片中学习是发展

中国电影业的一个快捷途径。

麒麟影业投资的新片《日月人鱼》或许是

这些问题的尝试性答案。“这部电影与以往的

中美合作电影不一样，我们拥有全球版权，”

麒麟影业 CEO 庞洪说，“我们是这部电影主

要控投方，享有在全球市场中的最大权益。海

外发行由派拉蒙、环球等三家好莱坞公司竞标，

最终派拉蒙胜出。派拉蒙给予《日月人鱼》在

北美市场非常优厚的待遇，承诺美国上映首日

3000块银幕同时放映，达到了与《复仇者联盟》、

《阿凡达》同样的标准，这是中国主投的电影

第一次在北美市场获得如此重视的待遇。”

对于这部电影来说，获得全球收益和艺术

成就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以此掌握好莱坞电

影制作流程和商业运作体系，结合中国电影市

场现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制片人中心制”

的行业新标准。庞洪是从国企电影制片厂出来

的制片人，所有拍电影的流程和环节对他而言

都是熟悉不过的，用他的话来讲“从剧本的选

择，演员的甄选，导演的选择，包括最后拍摄、

制作环节，后期发行、宣传，国内、国外，包

括你还要审查、审批，你都要知道哪些能过，

哪些不能过，红线在哪里，黄线在哪里，绿线

在哪里，你都要清楚。”或许这样一个全能的

电影制片人本身就是降低投资风险的保障。

庞洪还透露，麒麟影业的未来发展会利用

更多的金融与科技力量。例如麒麟影业与量子

云签订合作协议，计划将先进的量子云技术引

入电影特效制作，为观众带来更加炫目和震撼

的视觉效果。在金融方面，麒麟影业还与硅谷

天堂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启动了海外并购

基金，在资金积累和制作技术两方面为电影制

作提供双重助力。庞洪善于挖掘与拓展资源，

也期待和媒体之间有资源上的互动，他认为与

《旅游休闲》杂志在未来也有紧密合作的可能，

多渠道的碰撞会让资源运用的更得心应手。

放眼国际 
与好莱坞的合拍与博弈

“麒麟之夜”活动现场庞洪先生与著名影星范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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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新系统
确保投资安全

“完片担保”（Completion Guarantee），是庞

洪话中的关键词。完片担保在成熟的好莱坞电影产业中

是保证资金安全性的重要环节。它是一种影视方面的融

资性担保产品，保证投资人所投资的影视产品能够符合

前期约定的内容和形式要求，在制作商、投资商和发行

商之间起到桥梁作用，最终保证影片按计划顺利完成拍

摄并上映，降低投资风险。

完片担保也是庞洪投资《日月人鱼》采用的投资方式，

他认为“完片担保”制度目前对于中国电影是非常必要

的：电影业的腾飞离不开大量的投资，完片担保是保证

资金安全性的一个环节。他说“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我要

做好莱坞的这种制片人，中心制，包括完片保险，就是

要用他的金融，就是要用他的风险的把控，就是要用他

的机制，来让我们在拍片前，就应该有一个标准的预算，

有一个合理的使用途径，所以希望所有的投资人是在开

机前，这个标准上把这些资金提前到位，我们才能开拍，

这样子呢，才能更好地把握拍摄的质量、进度，还有包

括我们能按时的完成，这是对投资人更好地负责，同时

也是让我们影片有一个顺利的完成。”

庞洪介绍，在美国银行体系中有一个白名单，体现

贷款人的诚信等级。在名单上的人才具备完片担保的资

格，而他便通过运作《日月人鱼》这个项目，让自己的

名字出现在这个白名单上，成为第二个入榜的华人。

实际上，完片担保制度在中国的推行却很难，与好

莱坞有秩序的电影制片流程不同，国内最有可能形成阻

碍的是电影制作没有标准化，庞洪早年在电影制片厂也

经历过因为投资方面的问题而不得不去四处筹钱的尴尬。

庞洪介绍道，“好莱坞有剧本写作软件，格式统一，剧

本拿到手，多少个主要演员、多少场戏、多少特效场景，

需要花多少钱就一目了然”。与此相比，本土的剧本则

标准不一，因此在“完片担保”之前，剧本创作软件的

“本土化”需先行。因此，庞洪和他的制作团队在摸索

中、见习中开发了一套能跟中国结合的标准管理软件——

影梦 EPR，庞洪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电影梦，这也是影

梦的命名来源。

至此，《日月人鱼》标志着中外电影合作进入了

新的高度，也开启了中外电影合作的新模式，学习好

莱坞模式和中国电影业的未来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目前的电影人应该做的，就如同庞洪说的一样，一

步一步来。

“我觉得看到好莱坞，

看到国际上这种拍片的模

式，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应

该去学习一些优秀的，好的

东西，来往下传承，而取消

和去掉我们身上的糟粕”。

《 日 月 人 鱼》（The Moon 
and the Sun） 根 据 Vonda N. 
McIntyre 同名小说改编，由
肖恩·麦克纳马拉执导，Laura 
Harrington 编剧，皮尔斯·布
鲁斯南、范冰冰等主演。 该
片将美人鱼的神话传说与路
易十四的宫廷故事结合到一
起，讲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为了得到长生不老的奥秘，
而将美人鱼囚禁在凡尔赛宫
的故事，除了国际巨星的加
盟，影片后期的美术与特效
都非常有看点。该片预计今
年内上映。

Tips

麒麟影业“未来之路发布会”新片计划启动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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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皮尔法伯中国公关总监 Diana Chen 女士首先为各位媒体朋友讲解了

环境污染与肌肤问题的关系，例如：雾霾季来袭，污染物极易在毛囊口处堆积，从而

引起毛孔堵塞；极细小的污染物进入到角质层深处甚至毛孔中，愈加影响敏感皮肤屏

障功能，同时可能导致干燥、暗沉、老化，肌肤问题继而接踵而来。上述种种可能产

生的肌肤问题需要温和且有效的洁面产品帮助解决，以保持肌肤的健康与美丽。

针对肌肤护理的第一步——清洁，雅漾皮肤学护肤研究室全新推出了净柔洁面摩

丝，可温和清洁敏感肌肤，每日早、晚两次使用，令肌肤瞬间清爽洁净、重焕健康光彩！

该款洁面摩丝运用创新泵压式包装设计，仅需轻轻一按，细腻丰富的摩丝质地即

可带来超细致绵密的盈润泡沫，无需双手揉搓起泡。不仅能柔和清洁面部及眼唇部肌

肤的彩妆及不洁物，更富含雅漾活泉水，帮助肌肤舒缓抗刺激。另含独特的保湿因子

令肌肤柔软水润不紧绷。所含谷氨酸成分还可有效平衡油脂分泌，令肌肤去除油光、

立现动人光彩！使用时仅用指尖取适量摩丝轻柔在面部直接打圈即可，即使娇嫩的眼

唇部肌肤也同样适用！其成分精简，适合所有肤质类型的敏感肌肤。

使用雅漾净柔洁面摩丝深层清洁肌肤，再搭配可有效抗污染、抗 UV、强化增强

皮肤屏障的雅漾日间隔离乳。三重隔离防护系统层层递进：维生素 E前体强效抗氧化，

改善并增强皮肤屏障；复合日光过滤系统，稳定且有效，全面阻隔 UVA 和 UVB；雅

漾活泉水及泪液膜保湿仿生系统，为肌肤瞬间舒缓补水，持久润泽保湿。净柔洁面摩

丝搭配日间隔离乳，带给敏感肌肤最全面、安心的日间防护。

肌肤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规避紫外线的伤害及空气污
染、敏感、辐射等越来越多元的“肌蚀”源。特别是当雾
霾季来袭，敏感肌肤面对烟雾、粉尘、PM2.5 等复杂的外
界侵袭，本就脆弱的屏障防御功能日渐变差。因此，全面
的清洁防护对于敏感肌肤的护理至关重要！皮肤学护肤品
领导品牌雅漾在上海、北京等 8 个城市分别举行了新品发
布会，全新推出至柔洁肤产品 - 雅漾净柔洁面摩丝！

至柔洁肤   绵密泡沫
— 雅漾净柔洁面摩丝新品上市

● 至柔泡沫洁肤，肌肤立现清爽洁净光彩！

● 全方位安心防护，有效抵御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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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 发之创新

50 多年来，馥绿德雅甄选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植物精油和植物精华。这些稀有、珍贵的活性成分，

芬芳馥郁，拥有卓越的头皮护理及美发效果。在净化、舒缓头皮、头发的同时，令秀发宛若新生。

50 年 护发专家

1957 年以来，馥绿德雅原创了一套独特的护发方法。先检测头皮的健康，然后根据诊断结果度身定

制护发方案：调理头皮 /深层清洁 /韵泽养护。馥绿德雅多方面呵护头皮和头发健康，令秀发闪耀动人光泽。

50 年 感官盛宴

1957年以来，馥绿德雅不断推陈出新，研发出乳霜质地发膜，以及蕴含精油颗粒的洗发露。产品功效显著，

质地独特，色泽诱人，更有植物的怡人香氛，护理头皮及头发的同时放松身心，带来愉悦的感官享受。

纵观品牌历史，馥绿德雅以其在提取植物精油与精华方面的非凡造诣闻名遐迩。 馥绿德雅品牌利用

植物王国的无限资源呵护着头皮的健康与头发的美丽。

珍稀且极为宝贵的天然植物精油及精华，是真正的活性成分浓缩液。 它极易被头皮吸收，并渗入头

皮深层，直接作用于毛囊及其周围区域。

Mr. Rene Furterer从中精挑细选出十二种具有功效性和芳香效果的植物，深入研究这些植物的作用，

并找到最自然的提取方法 ( 蒸馏萃取法 ) 以确保最大限度保留植物属性的纯正度及完整性。

Mr. Rene Furterer 始终根据功效甄选植物精油，搭配植物精华以达到完美的护发及美发功效。

稀有且独一无二的配方，基于对馥绿德雅产品自然属性的深刻了解，及深入研究研制而成。

来自法国的奢侈护发品牌馥绿德雅在 8个重点城市（上海、北京、大连、沈阳、成都、广州、长沙、武汉等）启动了今夏头皮抗敏新品 -馥绿德

雅舒缓修护精华露的系列媒体分享会，吸引了来自 10多个城市的二百多家媒体及多位圈内明星达人老师，带来了大家渴望已久的舒缓与冰爽！

此季，馥绿德雅迎来了舒缓清润系列的第三位成员：馥绿德雅舒缓修护精华露，作为敏感头皮的即时救星，可有效为头皮全面抵御 PM2.5、压力、

染烫以及吹风造型带来的损伤，且涂抹后更立即感受无与伦比的清凉与舒爽！气氛热烈的分享会现场，皮尔法伯中国公关总监 Diana Chen女士为在

场的媒体嘉宾们充分展现了新品的特性，并带领大家一起亲身感受产品的即时舒缓、瞬间降温效果，引发了媒体们的热烈的讨论与互动。

■   馥绿德雅舒缓修护精华露

如同面部肌肤一般，头皮也会出现种种不适。由于敏感肌肤目前在世界各地愈发常见，故易受刺激和多发敏感已经成为头皮的首要健康问题。

事实上，雾霾、压力、染烫、吹风造型都是造成头皮瘙痒的主要原因。如粉尘、PM2.5 等。这些污染物在毛囊口处长时间堆积后若得不到及时的

清洁，即可容易引发多种头部敏感症状：瘙痒、紧绷、灼热、刺痛。如果长期不清理这些堆积在头皮上的污染物，更会堵塞毛孔、引发毛囊炎症，

严重的甚至会导致脱发。因此，全面而及时的清洁防护对于敏感头皮的护理来说至关重要。

作为舒缓清润系列的第三位成员，馥绿德雅舒缓修护精华露的上市进一步完善了为敏感头皮定制的独特护发三部曲：

√ 第一步：调理头皮 -1 号精油

√ 第二步：深层清洁 - 舒缓清润洗发露

√ 第三步：韵泽养护 - 舒缓修护精华露（无需水洗）

- 分析头皮发质状况

全面且准确的头皮发质诊断，是个性化头发护理的前提。

- 拍摄高清实时影像

放大 200 倍的高像素镜头摄影，在 IMAC 电脑上呈现立体影像。

- 专业诊断定制护理

结合头发现状、实时拍摄影像对头皮发质状况进行全面准确的诊断分析。

馥绿德雅品牌历史

皮尔法伯植物专家 

头皮发质诊断

“敏感头皮，清爽一夏”
馥绿德雅舒缓修护精华露全新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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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对艺术情有独钟，北京诺金酒店是不错的觅

食地。作为文化艺术奢华新地标的 “诺金”品牌首家旗

舰店，来自于繁盛的明朝的设计定能让你眼前一亮。酒

店将明代文人文化和现代艺术生活方式巧妙结合，是中

国传统经典与现代社会发展完美融合的作品。

在悦尚全日制国际自助餐厅开启世界美食之旅。体

验北京星级酒店中面积最大的自助餐台及开放式厨房，

新鲜绿色的食材，来自意大利、希腊、法国、韩国等十

个国家的诺金厨师团队打造的世界级品质的地道风味佳

肴。随明代探险家郑和，品鉴卓越一流的烹饪技巧，品

味琳琅满目的国际饕餮，体验热情好客的中式礼遇。

唯周末与美食不可辜负！悦尚周末飨宴，精选来自

意大利、挪威、日本等地纯净无污染的新鲜肥美。来自

日本可持续鱼场的吞拿鱼全程冷链运输，由日本、法国

等地厨师精心烹制的阿拉斯加龙虾，来自冰岛、西班牙

的鲭鱼、明虾……佐以精选白酒，带来最鲜美的享受。

“禾家”的点心是必吃的。大幅墙面艺术品，汲取

徐渭大写意和泼墨的画风。地道传统的粤菜及 30 余种

港式点心，以最原始形态呈现经典佳肴。在缘亭，诺金

特制经典中西式甜咸小点衬托千年茶香，感悟一流品茗

之道。酒店大堂吧，邀两三闺蜜享受热带水果挞、司康、

现烤诺金招牌马卡龙……在享用美味的同时，感受诺金

原创文化的音乐律动，远离都市繁忙，享受堪称完美的

每日一刻。

世界美食的巡味之旅

之
味

秋
食

秋天，没有春的蓬勃生机，没有夏的热
烈欢快，秋之味，在平淡里芬芳。一桌
家常菜，弥漫着浓浓的家的温馨；“自
然天成”的美食，回归食材本来的味道；
艺术范儿十足的地标，巡味世界美食；
丛林秘境之中，享受私人的用餐时光。
食秋之味，让人心旷神怡。

World Food Tour Trip

Food of 
Autumn

文 岳沙  图 各酒店提供



把有机农场里的新鲜食材搬上餐桌，不仅是对美食

原汁原味的追求，更是一种可持续的环保计划。在三亚

香格里拉度假酒店，品味“自然天成”的美食，365 天

不间断奉上本地新鲜食材。

副行政总厨陈师傅，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海南人，他

负责采购当地海南岛新鲜的水果、蔬菜和海鲜。陈师傅

还从当地养殖厂购买放养的家禽，新鲜牛肉和猪肉。他

希望更多的客人能知晓他们食物的来源，并充分享受美

食的原汁原味。

在厨艺舞台，每天都会品尝到种类丰富的“自然天

成”的美食，如用本地蔬菜和水果制作的鲜榨果汁，手

工菠菜拉面配牛肉汤，以及本地土鸡蛋煎蛋等。午餐和

晚餐，客人还可以享用营养丰富的养生煲，其食材均取

自本地有机农场。

品尝“自然天成”的美食，可以到酒店的两家特色餐

厅——熹餐厅和康提奇餐厅，这些美味菜肴包括新加坡辣炒

蟹、蒜蓉蒸扇贝、烤鱼配海岛香料及香蕉舒芙利。在享用美

味的同时，也能感受可持续发展的环保计划带来的舒心体验。

“自然天成”

的可持续美食计划

Natural Sustainable 
Food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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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味道叫做“家”
天高云淡，秋阳杲杲。家人围坐在一起，精心搭配

的家常菜肴端上桌，一边享用着健康的美食，一边聊着

生活琐事，弥漫在周围的，是浓浓的家的味道。

一道道看似简单的家常菜，汇成了中菜的源头。

当人们食遍了山珍海味，最怀念的还是儿时妈妈做菜

的味道。作为中国家常菜之经典的“瑞家菜”，一直

传承着“家”的味道。

天伦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推出“瑞家菜”秋季菜单，

甄选秋季应季食材，精心搭配凉菜、热菜、主食、

汤羹和甜品等 40 道秋季家常菜肴，以家常美食开

启“瑞家之秋”。天伦旗下五星级酒店近百位南北

厨艺高手，多年精心研制。每季 40 道精品家常菜

汇集了南北风味。严格遵循星级酒店健康养生的烹

调理念，新鲜的食材，健康的烹饪，五星级的品质。

“瑞家菜”寓意祥瑞和谐，代表天伦“家文化”的

传承。

这一季，“瑞家菜”精选新鲜的菌菇、荠菜、凉瓜、

脆笋、山药，以及鱼虾、鸡、鸭、猪肚……经过煎炒烹煮、

百味调和，搭配花样营养谷物呈上餐桌。无限量零点菜单，

在五星级酒店尽享“家”的味道。

Taste Called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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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寺庙林立、景色绝美的柬埔寨，开始一段充满惊

喜的冒险吧！精致的文怡舍 (Heritage Suites Hotel) 
用其独特的豪华露营文化探索之旅提供最优质的度假休

闲享受。置于梦幻的丛林秘境之中，帐篷外的走廊四周

被盏盏油灯和点点烛光环绕，唯美浪漫。

为了体验更加完美的旅程，还可以选择前往遗迹餐

厅 (Heritage Restaurant) 就餐。遗迹餐厅位于酒店夹

层楼面，环境优雅静谧。厨师长 Vibol Boun 先生曾是

柬埔寨第一波厨师风潮的代表人物。 他将柬埔寨料理与

西方烹饪相融合，用其独特烹饪手法创造出深受人们喜

爱的爽口佳肴。 

如果近期来餐厅，还能品尝到滋味无穷的一系列新

菜品，如淋有新鲜香料的烧烤袋鼠切片，口感鲜嫩，搭

配上红酒、杜松子和沙拉三明治酱。而以青柠和茴香腌

制的烤鳄鱼排配以黑胡椒酱、青酱意大利面和法式炖菜，

也是一大美食享受。

如果你认为酒店的用餐场所仅限于此夹层楼面，

那就错了。Vibol 主厨每个星期二晚上都会在游泳池

旁举办烧烤芝士火锅。一边享用美食，一边欣赏当地

特色仙女舞 (Apsara dance)，最是惬意。约上亲爱

的她 \ 他在泳池旁的凉亭里享受私人就餐时光，温馨

浪漫。

丛林秘境里的美食探秘

Food Exploration in the Jungle



LIFE          | Spa DestinationsS

非试不可的
SPA

下榻一个酒店或是度假村，水疗往往
是不可缺少的体验项目，每个酒店与
度假村都有各自的特色，由此还可以
感受品牌文化的不同魅力。

文 LEO  图 各酒店提供

压题图 / 普拉湾丽思卡尔顿酒店

No Refused 
SPA

Staying in a hotel or resort, spa is 
an indispensable experience project; 
each hotel and resort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which can also make 
people feel the different charming of 
brand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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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世甲米
甲米这个地方风光独好，遗世独处在泰国南部，是

隐世逍遥度假的好去处。而坐落于普拉湾的丽思卡尔顿

隐世精品度假酒店则为下榻者提供了隐世的最佳选择。

作为丽思卡尔顿集团旗下首家隐世精品度假酒店，坐拥

安达曼海迤逦的海岸线。普拉湾度假村代表了一种隐世

脱俗的生活态度，为客人们创造珍贵而地道的异国体验：

想象一下置身在世界上最僻静的角落，身处于拥有 54
间单卧房并自带独立游泳池与无敌海景别墅的精品度假

酒店的感受吧。

普拉湾在泰语里是“山与海相遇之处”的意思，因

为它依偎在洁净的白沙海岸与石灰岩壁之间。皇家安达

曼海别墅是皇家别墅群（共有 6 个别墅）里的珍宝，室

内设有 2 × 3 米的豪华大床、室外室内双式热带雨林花

洒浴、私人超大游泳池和独立阳台，即可饱览美不胜收

的安达曼海美景，又能俯瞰精致的别墅花园。

今天的话题是水疗，这里的水疗充满了爱意。爱之

旅将从水疗服务开始，专人指导爱侣们如何为对方做身

体磨砂与去死皮，并教授日后在家中互相进行简单放松

按摩的方法。然后，爱侣们一同分享令身体深度放松的

香薰浴。水疗体验的最后，是由普拉湾度假村接受过专

业训练的水疗技师亲自为爱侣们进行净化身心灵的理疗

服务。当夜幕降临之时，爱情故事将继续展开：爱侣们

在度假村的 Sri Trang 餐厅中享受私人晚餐，欣赏安达

曼海及其周边珍奇岛屿，一幕千载难逢、美轮美奂的景色。

烛光晚餐后，爱侣们返回别墅里，用美酒庆祝永恒的爱情，

或在落日余晖中，泡在满是玫瑰花瓣，被香氛萦绕的浴

缸中，感受长久不熄的浪漫火焰。在普拉湾度假村里，

除了水疗、美食和浪漫氛围以外，爱侣们可以在环抱甲

米的自然美景中，寻找到让自身暂时舒缓下来的诸多美

妙时刻：与爱侣畅游或浮潜，参加烘焙课程，学习泰式

舞蹈或瑜伽，还可以去探访周边的原始雨林、静谧的海滩、

清澈的瀑布，以及不胜枚举的美景。

Reclusive Kra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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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金茶之旅理疗
话说以茶融入 SPA 的有，但不多，而像诺金酒店

的茶 SPA 则在原材料上极为讲究。诺金茶之旅理疗项目

以诺金特色之一茶为灵感，茶叶选取产自武夷山诺金茶

基地的武夷岩茶，属半发酵的青茶，其中含有丰富的茶

多酚，在为你带来全身心的放松舒缓的同时，可帮助消

除有害自由基，洗掉油脂，使皮肤柔软光滑，起到抗衰

老、抗辐射舒缓肌肤的作用。第一步，“岩茶泡浴”，

在清新淡雅的茶香中，沉静思绪，缓解疲劳，开启宁静

舒适的诺金特色茶之旅。第二步，“磨砂裹肤”，诺金

特色的茶磨砂粉及裹肤护理，使用特制的精油海盐，搭

配武夷岩茶茶粉，经岩茶汤特别调配，制成体膜膏，在

磨砂的过程中打开身体的每一个毛孔，充分吸收体膜膏

内营养成分。第三步，“身体按摩”，诺金特色身体按摩，

根据身体经络走势，配合推、按、捏、揉等手法，以柔软、

轻和之力，促进血液循环，增加皮肤抵抗力，通过经络

的传导来调节全身，增强机体健康，重拾活力。

作为诠释中华传统生活方式的酒店，诺金SPA从《黄

帝内经》四季阴阳变化规律中获得启发，根据四季变化，

春夏振阳，秋冬滋阴，编制出诺金皇牌水疗项目，助力

人每天的动力源泉——精、气、神，刺激感官，洁净身

心灵魂。SPA入口设有多功能艺术花园，可作沉思冥想、

平静心绪的领域；诺金 SPA 所使用的精油和香氛，其灵

感来源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融合东西方的理疗技术，

采用纯天然高质原料和特殊中草药提炼而成。特制精油

可转化凝固为蜡烛、乳液和身体香膏，多效合一。其中，

按摩蜡烛经高温燃烧后，将其液体均匀倒至身体却无丝

毫热烫感，只带给身体无限的温暖并有利于滋润身体干

燥部位。

诺金水疗中心的特色护理——诺金暖木特色按摩，

结合武术元素和亚洲传统养生之道，调和阴阳，使你在

放松与冥想的状态下恢复元气。在护理开始之前，护理

师将引导宾客热身和放松，进行 10 分钟的拉伸和有节

奏的呼吸运动，然后使用温热的白蜡木武术棍，配合特

别调配的排毒美肤精油，以滚动、揉搓、点压等方式按摩，

深层放松肌肉，刺激淋巴循环，达到舒缓、排毒之功效，

固本培元。

体验护理时，耳闻以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水部”

为理念而创作的诺金 SPA 专属音乐专辑——《水韵揉

香》，享受全方位的放松。训练有素、细致贴心的理疗

师将带来令人回味无穷的尊崇水疗体验。

NUO Tea Journey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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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至真、至纯与至净
自瑰丽酒店开业以来，已成帝都都市潮人生活的理

想聚集地，下榻、精致美食无一不是亮点，如今瑰丽酒店

水疗品牌Sense® 也进驻了，这是继墨西哥、加勒比地区、

纽约等地的 11家瑰丽酒店之后的另一Sense 水疗中心。

Sense 水疗中心崇尚至真、至纯、至净的理念，与

大自然同步平和宁静地呼吸吐纳达到身心祥和安逸。步

入水疗中心，便可感受到源于大自然的安逸及祥和。泳

池上方的高耸穹顶形玻璃屋顶，是北京众多奢华酒店中

独有的。无论是其精致的天然竹制织品，还是其优质的

有机精油都将 Sense 水疗理念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各

式风格及各式元素完美糅合映射于倒影池中尽显一片宁

静安逸、自然和谐，为每位宾客奉上尽享身心充分放松、

远离喧嚣的上乘之选。 

Sense 水疗理念，不但将精良的本地原材料与当地

文化中经典的健康及美容方法完美融合，为宾客提供天

然而至纯至净的水疗体验；还将惬意的中国元素与现代

气息完美结合，让室内充满悠闲之感；此外，纯净天然

考究的专用水疗产品、招牌式的理疗服务也为宾客全方

位精心营造出舒缓优雅的氛围，个性化、定制化帮助宾

客放松身心、解除疲劳，达到身心祥和安宁。

“至真、至纯、至净”的水疗理念延伸至水疗套房。

在 11 间水疗服务室之中，有五间水疗套房，每间面积在

65 至 91 平方米之间，宽敞明亮的空间为选择在此过夜

的宾客提供了极致奢华的身心体验。其设计融入了露天

阳台以保证宾客无时无刻与自然同步呼吸吐纳、感受身

心的至纯至净，露台周围配以生机勃勃绿意盎然的繁茂

绿植，营造出一种自然亲切的感觉，令宾客内心更为和谐。

值得一提的是 Sense 水疗中心所使用的产品，

包括来自欧洲的优质品牌纤蔓绮丽（Germaine De 

Capuccini），以及中国本土品牌巴颜喀拉（Bal Yan 

Ka La），后者产品均以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精髓及中

草药学为理念，使用珍贵有机作物特制而成。部分理疗

服务，所使用的原料也体现了亚洲的文化特色，比如珍珠、

金子、藏红花以及翡翠。除此之外，Sense 水疗中心还

提供全方位的高端科技设施。特制的 Gharieni 理疗床

配有 LED 荧光棒，可转换成奢华的水疗桌，用于色彩

理疗。配置顶级 Technogym 设备的健身房以及瑜伽室

等保健设施则按照客人的健身所需精心打造。

Experience the True, the P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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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美高美国际酒店
Orient MGM International Hotel
参评奖项

2015最佳新开业酒店

东方美高美国际酒店是青龙湖国际

生态新城中的首个项目，酒店位于

北京丰台区永定河以西的王佐镇。

作为中国 政 府承办“世界 种 子大

会”的会址，酒店拥有温馨舒适的

362间客套房，窗外山景、湖景和花

园景观，令人赏心悦目，随时令宾客置身天然氧吧。呈现古典与现代融

合之美的中西餐厅与酒廊，令宾客尽享国内外美味与文化。设施完善的

高标准会议场地，可容纳1400余人的大宴会厅，适宜举办户外婚礼的万

亩草坪，丰富多彩的娱乐健身设施，外加专业、热情的款待之道，东方美

高美国际酒店，是您旅游度假、商务会展、学术交流、举办家宴聚会和各

种活动的明智之选！

电话：010-8388 5555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王佐镇山湖路9号 

4北京瑰丽酒店
Rosewood Beijing
参评奖项

十大奢华酒店

最佳设计酒店    最佳行政酒廊

北京瑰丽酒店拥有283间客房，坐落

于北 京 朝 阳区中心 位 置，正 对 京 城

地标—中央电视台，瑰丽品牌在中国

的第一家酒店。酒店设有六间餐厅和

酒廊，包括怡庭餐厅(Bistrot B)、怡

庭大堂吧(Bistrot B Lounge•Bar)、

赤时尚火锅餐厅(RED BOWL)、休闲酒吧 -魅 (MEI)、乡味小厨中

餐厅(Country Kitchen)和龙庭私人宴会中餐厅(The House of 

Dynasties)。酒店的会议及宴会场地占地近3,350 平米，包括一间无柱

式大宴会厅及具住宅风格的会议与活动场所丽府(Pavilion)。首次于亚

洲亮相的Sense™水疗中心设有室内泳池、健身房、瑜伽室等设施，另

尊贵的行政廊瑞阁(Manor Club)为客人提供优雅的专属礼遇。

电话：010-6597 888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

北京华彬费尔蒙酒店
Fairmont Beijing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最佳行政酒廊    最佳餐厅

北京华彬费尔蒙酒店25层

地标性双塔建筑由天桥连

廊连接起来，光线自然明

亮的空间内设有众多现代

中国艺术品，不仅为酒店

带来空间感，也为朝阳中

央商务区的中心地带增添

了一丝优雅。222间客房

及套房传统与现代中国风格完美融合，室内落地窗的设计将嘈杂都市隔

离，堪称城市绿洲。时尚个性的餐饮概念包括精致时尚的亚洲风味餐厅

8悦以其京城最好的北京烤鸭及寿司吧而闻名。屡获殊荣的牛排坊——

刃扒房被誉为北京最佳牛扒房。费尔蒙金尊行政楼层位于酒店20层，是

在天桥连廊上实现的专属特色服务。提供私密入住手续办理，升级设备

设施，专用礼宾服务以及费尔蒙金尊行政酒廊特权。

电话：010-8511 7777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永安东里8号

1 3
恒大酒店集团成立于2007
年，其首创的独特“N+1”

酒店业态模式是在充分借鉴

国际知名酒店运营经验基础

上的创新和突破，是整合全

球资源后对中国酒店业发展

趋势的探索和先导。

恒大酒店集团目前高标准运营广州恒大酒店、重庆恒大世纪旅游城（恒

大酒店）、清远恒大世纪旅游城（恒大酒店）、增城恒大酒店、天津恒

大世纪旅游城（恒大酒店）、武汉恒大酒店、成都恒大世纪旅游城（彭

山恒大酒店）、成都恒大世博中心（金堂恒大酒店）、天津恒大世博中

心（东丽湖恒大酒店）等多家豪华五星级酒店。2015年启东恒大世纪

旅游城（恒大酒店）、南京恒大酒店、南昌恒大酒店等项目也将陆续开

业。

电话：4008 408 006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78号恒大中心34层

2

2015年度旅游大奖评选酒店展评
恒大酒店集团
Hengda Hotels & Resorts
参评奖项

最佳酒店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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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绿地万豪酒店地处黄

浦区的卢湾地带，是商务

和休闲的理想选择。酒店

28层的行政酒廊有着空前

且壮观的黄浦江、世博园

及城市美景。大堂吧提供

种类丰富的饮料，小食及

茶饮。城市节奏是酒店的

全日餐厅，宽敞明亮的落地窗设计。“红”日式料理提供物超所值的日

式家庭风格料理，以及中式炒饭和经典面条。酒店顶层设有一个上下二

层、设计现代的“玉”酒吧，灵感来源于2 1世纪的生活方式，尤其是

上海人十分典型的将传统与现代融合的都市生活。酒店1600平方米的

宴会会议设施，其中包括一个无立柱的大宴会厅和10个多用途的功能

厅，能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

电话：021-5318 8888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江滨路99号

8

天津泰达万豪行政公寓，

位于滨海新区核心区，毗

邻商务区，国际学校，国

际连锁超市，泰丰公园以

及泰达热带植物园。购

物中心与商场近在举步之

遥，高尔夫球场咫尺可

见。公寓拥有12 间单卧

房，64间一居室，29间两居室，8间三居室，1间首长套房。地道雅致

的装饰，独立的卧室、客厅及办公区域，设施完善的厨房，宽敞的楼层

布局，健身中心及商务中心，管家服务等，为您留住家的感觉。公寓提

供完美设施与优质服务，营造舒适惬意的居家般住宿体验，轻松满足国

际旅客种种需求。时尚的公寓住宿与优质的酒店服务完美结合，堪称极

为理想的各种短期和长期住宿之选。

电话：022-6570 9999
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29号

莆田秀屿假日酒店 
Holiday Inn Putian Xiuyu
参评奖项

2015最佳新开业酒店

莆田秀屿假日酒店作为秀屿区首

家高端国际品牌酒店，拥有310间

舒适的客房，包括4层行政楼层和

36间套房。整体现代简约风格的

客房为您带来愉悦的睡眠体验。

所有客房均配备宽带及无线高速

网络、睡枕选择菜单、独立的空调

调节系统和供热系统、配备“热带

雨林”花洒的干湿分离淋浴间。酒店同时提供非吸烟客房及无障碍房间。

酒店独具吸引力之处是临近妈祖家乡、湄洲岛、南少林寺等众多著名旅游

景点，与2015年即将落成的土海湿地公园更是咫尺之遥，皆为您近距离

感受历史文化名城魅力，亲近自然，带来愉悦之享。

电话：0594-593 2222
地址：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108号

上海宏安瑞士大酒店
Swissôtel Grand Shanghai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上海宏安瑞士大酒店将商务、购物和

文化集于一体。坐落在市中心高端大

气的静安区，酒店离著名的南京西路

数步之遥，那里云集顶级的办公楼宇

和高档购物中心，包括久光百货、恒隆

广场、芮欧百货和拥有众多奢侈品旗

舰店的嘉里中心。由中国艺术家杨九生先生描绘的静安区地图街景的艺

术作品悬挂于酒店大堂，极富视觉冲击，更为酒店增添了些许上海风韵。

酒店 467 间设计现代的客房和套房为宾客提供6种房型选择，全都配备

免费的客房内无线网络，其他的设施和服务也迎合了当今商务和休闲旅

客所需。除了设于27楼的行政酒廊，酒店还提供无烟房及供行动不便人

士专用的无障碍精选房，所有的客房都能欣赏到上海迷人的风光。

电话：021- 5355 9898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1号

6

7天津泰达万豪行政公寓
TEDA,Tianjin– Marriott Executive Apartments
参评奖项

最佳酒店式服务公寓
5 上海绿地万豪酒店

Shanghai Marriott Hotel Luwan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最佳婚庆酒店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最佳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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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西坡山乡度假
Moganshan Hillside Village Resort
参评奖项

最佳精品酒店

西坡山乡度假，隐匿于莫干山竹林深

处的一座传统村庄内。酒店将一些闲

置的乡村建筑保留下来，通过改造，

保有并传承了过往岁月的痕迹和温

暖人心的温度。山乡别墅的中心是开

放式的客厅，加上独立的庭院设计、

用旧木与竹子等回归本源的材料打造的客房、正对山林的观景露台，筑

就了一个温馨又充满故事的度假小屋。在西坡，每个人都认定服务是一

种创造力。同时希望，串联莫干山的优质环境，探索山乡生活可被感知、

体验、触摸的部分，传承并推动当地文化的发扬，努力营造不同于酒店

的归属感和人情味。让每一位西坡的客人都拥有一段难忘且独特的体

验，引领创造多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

电话：0572-8830 666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镇劳岭村岭坑里

12上海浦西洲际酒店
InterContinental Shanghai Puxi
参评奖项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上海浦西洲际酒店位于上海市中心, 10
分钟车程便可到达南京西路、静安寺、人

民广场，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方便到

达城中热点商务及旅游目的地。酒店拥

有上海浦西地区首屈一指的会议与宴会

场地，以及综合性会议设施，总面积高达

3,125平米。包括一个750平米的豪华宴会厅、四个380至480平米不等的中

型宴会厅、一个450平米的剧院厅以及7间中小型多功能厅。配备现代化的

视听设备和辅助设施。酒店专业的服务团队，全套秘书服务的商务中心，为

不同规模的会议和宴会活动提供灵活多样、细致周到的服务。此外，酒店拥

有风格各异的餐厅，包罗粤菜、川菜、日餐、日韩式涮锅及国际风味自助餐，

汇集各国风味臻餮，融汇欧陆精粹，提供丰富多样的用餐选择。

电话：021-5253 9999
地址：上海市恒丰路500号 

水舍·上海南外滩
The Waterhouse at South Bund
参评奖项

最佳精品酒店

水舍酒店由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旧兵营

改建，外墙保留了原有的砖墙、水泥天

花板和锈蚀钢柱，历史的斑驳沧桑以精

心打造的方式随意呈现。设计团队的设

计理念着重于新与旧的融合，原有的混

凝土结构被保留下来，并加入大量的耐

候钢，隐喻着这座位于黄浦江边运输码

头的工业背景。而对原建筑进行的第四

层加建，不仅与江上往来的船舶产生共

鸣，更为建筑本身赋予了历史与本土文

化的背景。酒店的总体设计理念是充分

糅合内外空间，注重公共区域与私人包

厢协调；不管是在公共区域还是在私人包厢，客人都能真实地感受到水舍

的与众不同。

电话：021-6080 2988
地址：上海黄浦区毛家园路1-3号（中山南路505弄老码头旁）

9 11
上海外滩英迪格酒店毗邻

黄浦江畔，坐拥浦江两岸

传统与现代并蓄的秀丽风

光。酒店携手世界知名酒

店设计公司赫希贝德纳联

合设计顾问公司汲取南外

滩人文精华，完美融合

了黄浦江、十六铺码头、

外滩、浦东建筑群这四大现代与传统共存的本地元素。酒店接待区域充

斥着各种有关码头的元素：锈迹斑斑的椭圆大型陈设犹如船只烟囱，在

LED灯饰的点缀下，成为酒店接待区的标志；从旧时十六铺遗留下的黄

包车与老式自行车被喷漆上明亮的色彩，装点着酒店大堂；另一件“实

物艺术品”则源于一艘退役的上海江轮，经过拆卸重组之后，摇身变作

贯穿过道的铁皮墙，用艺术的形态真切还原了当地的历史。

电话：021-3302 9999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585号

10

上海外滩英迪格酒店
Hotel Indigo Shanghai on the Bund
参评奖项

最佳总统套

最佳酒吧



135・TRAVEL&LEISURE

厦门朗豪酒店毗邻全新购物中

心万达广场。为了给宾客打造

最 为 惬 意 舒 适 的 睡 眠 体 验 ，

每 间 房 间 均 备 有 朗 豪 标 志 性

静夜睡床。入住酒店最高两层

「乐」贵宾客房的宾客，能专

享The Langham Club贵宾会

的完善服务。768平方米的无

柱设计大宴会厅，是举行大型会议和宴会的首选。26楼的星愿厅更是

厦门最高的活动场地，饱览市内景致和海景。朗豪咖啡厅供应环球美食

自助餐，明阁则有地道中式佳肴，大堂吧提供招牌英式下午茶与各式美

酒。酒店独有的「川」身+心水疗中心环境宁谧，全面护养身心。健身

中心配备先进的训练器材，更有室内恒温游泳池享受畅游之乐，拥抱明

亮的自然光线，细赏轻松柔和的音乐。

电话：0592-602 9999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68号

哈尔滨万达索菲特大酒店坐落于中央商

务区，是您体验豪华享受的首选。酒店

拥有 322 间客房，包括 1 间总统套房，

2 间部长套房，27 间行政套房及豪华

套房，248 间行政豪华客房及豪华客房

和 44 间高级客房。索菲特的用餐体验

和酒店高雅之风在这里完美结合 ,“聚”

餐厅提供亚洲和国际美食；“意”日式

餐厅提供日式铁板烧及正宗日式料理，

是当地食客认可的最受欢迎的餐厅；

“酷”酒吧提供特色鸡尾酒；“魅”大

堂吧完美的休闲区域，提供各式美点。

在曼妙繁华簇拥下，那些在商务或度假旅途中的旅行者们可尽情享受奢

华私谧时光，体验一种全新的酒店文化。

电话：0451- 8233 6888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68号

太原富力铂尔曼大酒店
Pullman Taiyuan
参评奖项

最佳新开业酒店

最佳餐厅

太原富力铂尔曼大酒店坐落于拥有2,500
年历史的太原。酒店279间宽敞现代的客

房和套房，设计引入现代都会的时尚概

念，为客人提供了舒适愉悦和安静私密的

休憩、放松及工作空间。酒店完备的会议

和活动设施包括2,000平方米的室外草坪

花园以及一间可容纳800名客人的豪华大宴会厅。酒店内的尚·西餐厅，提

供全天候服务；在以铁板烧及烧烤为特色的炫 铁板·烧烤，客人们可以边

欣赏厨师的现场烹饪边享用复合口味的融合美食。此外，酒店内的宴·中餐

厅提供精致的粤菜和山西本地美食，并设有10间布置极具现代风格的包

间。晚餐之后，客人可前往悦酒廊放松休息，那里有种类繁多的饮品以及

小食选择。

电话：0351-4178 888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晋安东街7号

14

15哈尔滨万达索菲特大酒店
Sofitel Wanda Harbin
参评奖项

最佳餐厅
13 厦门朗豪酒店

Langham Place, Xiamen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作为“诺金”品牌第一家旗舰

店，被誉为文化艺术奢华新地

标的北京诺金酒店, 以中式、奢

华、现代、绿色为核心理念, 尊

领客人感受始终如一的中华待

客之道。酒店位于北京丽都商

圈，靠近望京、燕莎等重要商

业区，毗邻798艺术区。438间超大空间客房及套房，为客人提供舒适

的睡眠环境。诺金重要标志之一的茶亭及6间独具风格的餐厅及酒吧，

带来奢华美食体验。2500平米室内会议及宴会总空间提供全方位宴会

及会议服务。诺金邀请当代著名艺术家曾梵志为品牌名誉艺术顾问，为

诺金量身创作四件作品，体现了诺金对艺术的不懈追求与热情。

电话：010-5926 888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甲2号

16 北京诺金酒店
NUO Hotel Beijing
参评奖项

2015最佳新开业酒店

最佳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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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 Hotel Experience ReportS

罗马素来都是一个与战争和艺术有关的古老城市。

它是历史长河中关于“凯撒们”和“尼禄们”的世界，是

一首充斥着权力与战争的凯歌，不管你是自在的沙发客或

者背包客，又或者只是短暂停留的匆忙旅人，罗马从来都

不会令人失望。这里曾孕育乡野，庄园，作坊，浴场，这

里曾有露天授课的教师，沉迷于公共朗诵会的贵族。如今，

你眼前的罗马是鲜活的，丰满的，是一座可以居住的恢弘

博物馆。

由于欧洲人对于历史建筑的热爱，在罗马，一切你

看得见的历史建筑物都可以被称作是艺术。时尚的威尼托

大街两旁，波各赛美术馆，西班牙台阶，咖啡馆鳞次栉比。

当然，最引人入胜的建筑当属巴廖尼女王饭店（Regina 

Hotel Baglioni ）。这座瑰丽建筑不仅拥有雍容华贵的外

观，曾经，这里也与萨瓦公国著名的玛格丽特女王有着不

解的历史渊源。

充满强烈时代感的外墙线条流畅，放眼望去，与

整条街的建筑相映成趣。色彩明丽的墙壁与风格独特

的陈设构成了经典复古的内部装饰。奢华的大理石大

堂气势磅礴。酒店设有 95 间客房，23 间套房和一间

顶层客房。穿过长廊，走进具有浓郁装饰艺术风格的

套房，浓浓的欧洲宫廷风豁然呈现于眼前。巨大的穆

拉诺玻璃吊灯，绘有精致花纹的方形地毯，色彩饱满

的壁画都会令你欣喜万分。还有那置于桌角的中国瓷

器娃娃，亦或是散发淡然幽香的插花，都会让你倍感

宾至如归。躺在松软的床上，静听古老欧洲的城市喧嚣，

夜幕翻滚着涌进馨香的街道，捧一杯咖啡或是鸡尾酒，

在阳台上俯瞰整个罗马城，昏黄的路灯次第亮起，在

暗蓝星空的映衬下，汇成一条橘色河流，在热情的歌

舞声中奔向远方。

除了风格迥异的房间设计，酒店还拥有全罗马最前

卫的餐厅——The Brunello Lounge & Restaurant。融

合了典雅意大利风格和前卫现代感的餐厅内部装饰如同地

中海的美食一样秀色可餐。此外，餐厅还设有专用独立入

口，可直接通往威尼托大街。罗马的景色固然令人心醉神

往，但酒店水疗中心也分外幽静怡然，享受一次舒适的按

摩如同亲临自然。

千百年来，经过历史的洗礼与沉淀，罗马风韵依旧，

即使进入时光深处，即使安妮公主与乔未说出口的爱情与

现实交错，那些你与罗马相遇后的点滴会封存为记忆，恒

久流长。

安妮公主于罗马邂逅记者乔，他们一同走过公主心心念念的竞技场，
骑着摩托车穿过威尼斯广场，来到位于万神庙附近的科斯梅迪圣母
教堂，又体会了“真言之口”。——这是我第一次遇见罗马的样子。
很多年过去，罗马依旧，目睹兴衰与繁盛，收藏经典，收录市井生
活，成为了我心目中永恒的蒙马特。

于时光交错处，遇见你
MEET YOU IN THE PLACE OF TIME STAGG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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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白山国际度假区内 , 

凯悦酒店提供了很多唯一

性的服务：独一无二的黄

金地理位置 , 宾客可以零

距离从凯悦酒店专用滑雪

屋直接进入滑雪场，出门

即可到达汉拿山温泉会所、

长白山大剧院、电影院、大歌星、特色餐饮街及购物区等黄

金商业地带。金秋，来长白山凯悦酒店开启精彩纷呈的回

归自然之旅，自由探索长白山凯悦酒店奇悦套餐，详情垂

询或预订请致电酒店预订部。

近日，即将于 2015 年第四

季度盛大开幕的亚龙湾首家

智能度假酒店——三亚亚龙

湾迎宾馆 (Palace Resort)

任命 Kim B. Andersen 先

生为酒店总经理。安德森先

生将全面负责三亚亚龙湾迎

宾馆的开业筹备及开业后的运营管理工作，致力于带领酒

店全体同仁为宾客带来超越想象的无忧假期及全新的现代

科技入住体验。安德森先生表示：“三亚亚龙湾迎宾馆位

于亚龙湾核心区域，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我们的品牌核心

理念是激情、艺术、奢华、惊喜、关怀和优雅，时尚现代

的科技设备及富有艺术气息的氛围将打造亚龙湾首家‘智

能型’度假酒店，通过为客人提供惊喜奇幻、超越想象的

优质服务，努力实现成为奢华度假酒店领导品牌的愿景。”

拥有 20 年酒店管理经验的

薛强 (Mr. Mansell Xue) 先

生，曾于多家国际连锁五星

级品牌酒店任职，在天津喜

来登大酒店前厅部开启职业

生涯，自 2010 年起，分别在

天津海河悦榕庄，柳州丽笙

酒店和天津泛太平洋酒店担

任市场销售总监，有着多品

牌的管理经验及丰富的新开

业酒店管理经验。薛强先生

作为北京万豪酒店市场销售

总监，定能秉承万豪品牌发展战略和经营理念、凭借其丰

富的新开业酒店的经验，带领团队使刚完成硬件设施升

级改造的北京万豪酒店再创佳绩！

第十届北京国际商务及会奖旅游展览会（CIBTM）已于 8

月 5-6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拉开帷幕。CIBTM 是由

励展旅游展览集团举办的全球会奖专业系列展会中专门

针对中国及亚洲市场的商业平台，两天展期内以最经济、

高效的商业模式为买卖双方提供直面潜在客户、拓展商

业资源以及巩固联系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2015 年是

CIBTM 在北京举办的第十周年，展会将推出更多精彩看

点。今年，有近 400 家国内外顶级的供应商参展，此外，更

有许多新进的国内外优质供应商确认参展。 除此之外，

今年还有多家国内外知名保险企业高调亮相 CIBTM。

CIBTM 作为首个推出“旅保结合”概念的商务及会奖旅游

展会，旨在更好地迎合中国保险用户出境的保险及救援的

需求，为企业及旅行社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产品。

为加强家长们对儿童口腔健康的重视和关注，

口腔护理领导品牌飞利浦 Sonicare 就“宝贝护

齿学问大考验”发起全面调查，并特邀北上广三

地牙医专家针对父母遇到的各种孩子刷牙问题

进行专业的解答和建议，帮助父母们对孩子乳

牙问题建立全新的理解和认知。针对儿童洁牙

护齿方面的众多问题，飞利浦潜心研发全新升级

Sonicare For Kids 儿童声波震动牙刷，领先的

儿童净齿观念也受到众多口腔界医生专家的一

致推崇和赞誉。

北 京 上 东 今 旅 酒 店 携

手美璟 婚礼 私 人订制、

Dinafaire 婚纱、爱町喜

品、爱结网等联合举办以

“今旅誓言”为主题的户

外花园婚礼秀。百余对准

新人们在饭 店宁静惬意

的花园中零距离观赏当

下流行美轮美奂的“今旅

誓言”系列室内婚礼秀。

婚礼秀当天，酒店的屋里

香中餐厅还向到场嘉宾

们展示了其新近推出的

四款 2015 年喜宴菜单。

饭店为准新人们推出 2015-2016 年田园婚礼、优雅婚礼、

梦幻婚礼和神圣婚礼四款贴心婚宴套餐。准新人当日与酒

店签约可尊享多重优惠。

大 连凯 宾 斯基饭 店近

日宣布德国人文恺（Kai 

Winkler）被任命为新

任总经理。文恺先生拥

有 20 年的酒店工作经

验，管理过位于德国、

奥地利、捷克和土耳其

等国的多家豪华五 星

级酒店。曾经在立鼎世

酒 店集团成员 之一 的

布拉格布拉格宫酒店

和凯 宾斯基慕尼黑机

场酒店担任总经理。在

掌管大 连凯 宾 斯基饭

店之前，他是土耳其博德鲁姆的豪华度假酒店—凯宾斯基

巴巴罗斯海湾酒店的总经理。

日前 Worldhotels | 世尊国

际酒店及度假村隆重宣布，

备 受 期 待 的 新成 员 北 京 天

伦王朝酒店现已加入其全球

独立酒店网络。北京天伦王

朝酒店是一家服务设施齐全

的五星级酒店，位于北京市中心的王府井大街，紧临拥有

600 多年历史的圣约瑟夫大教堂，是王府井大街地标性

的建筑。Worldhotels | 世尊国际酒店及度假村亚太区行

政副总裁 Roland Jegge 表示：“北京天伦王朝酒店坐

拥黄金地段，提供度身定制的周到服务，全心全意为客人

创造难忘的体验。Worldhotels | 世尊国际酒店及度假村

对于与仙妮蕾德集团现有的合作关系倍感自豪，对于北京

天伦王朝酒店的加入也感到十分荣幸。”

日前由 Northstar Travel Media

会议集团旗下《M&C China 商

旅圈》杂志主办“2015 中国旅

游业界奖——商务类”的投票

评选活动，在京圆满落幕，旅游

业界精英汇聚一堂。活动现场，

包括酒店、目的地、航空 / 租车 / 邮轮及服务机构在内的 49

项大奖的评选结果新鲜出炉。本次评选自 6 月 1日启动以来，

由 500 余家企业参与。经过企业报名、专家评选、网络投票

等方式，历时两个月，经过激烈的竞争，公正、公平的评选，“2015

中国旅游业界奖——商务类”评选榜单盛大揭晓。颁奖盛典

中，Northstar Travel Media 执行副总裁及会议集团出版

人 David Blansfield 首先发表了欢迎致辞，并向获奖企业

表示祝贺。

中国大饭店任命

张景洲先生为行

政总厨，他将负

责酒店各个餐厅

厨房事务并带领

厨师团队为宾客

奉献精美佳肴。

来自马来西亚的

张景洲行政总厨，至今已拥有 21 年的酒店从业及厨房管

理经验。多年来，他与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共同成长，职业

足迹遍布新加坡、菲律宾、广州、北京等地，将“香格里拉”

品牌所蕴涵的真诚承诺付诸实施，并为客人提供超值的优

质产品和服务是他的一贯宗旨。

品茗食 饼赏月，福 禄

安康悠享。北京歌华

开元大酒店极具特色

的 2015“元悦”系列

中秋月饼已全面上市。

“元悦”是开元酒店

集团创新开发的中秋

月饼品 牌，包含开 元

通宝（潮月、新月、经典）、开元玉玺、开元臻宝等产品。产

品充分融合了开元礼仪文化，赋予了开元月饼更丰富的品

牌价值，每一款都能收获如潮好评。

“2015 中国旅游业界奖（商务类）”
颁奖盛典在京圆满落幕

三亚亚龙湾迎宾馆任命
Kim B. Andersen 先生为酒店总经理

长白山凯悦酒店推出奇悦套餐
为您定制专属假期

世尊国际酒店及度假村北京增新成员

“花好元悦”伴您度佳节

2015 年北京国际商务
及会奖旅游展圆满闭幕

2015“今旅誓言”婚礼秀

北京万豪酒店最新任命

北京中国大饭店
新任行政总厨

大连凯宾斯基饭店
新任命总经理

飞利浦全新升级
Sonicare For Kids 儿童声波震动牙刷

海飞丝让精彩还能从“头”奋斗
炎 热夏季，使 头 皮 形成温 暖

潮湿的环境，头屑的罪魁祸首

马拉色菌大 量 繁 殖，导 致 头

皮油腻瘙痒、头屑反复出现，

甚至出现红肿、脱发等头皮“过

劳”症状。海飞丝全球专家团

老师建议，除调整心态之外，

还需用心挑选适合自己的产

品，海 飞 丝怡神冰 凉 型去屑

洗 发 露能去除多余 油 脂，散

发清爽香气，帮助头皮脱离“过

劳”。海飞丝丝源复活头皮净

化头皮 头发 按 摩 膏，配以 正

确的按摩方式，便能自然轻松地使头皮处于更健康的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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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护发素领导品牌—潘婷，携

手韧性女神高圆圆，与全国数百

位权威媒体、嘉宾共同见证新

一代潘婷润发精华素的隆重上

市。活动场地建造成全球最大

护发素瓶身，潘婷护发素之光

点亮全球！新一代潘婷润发精

华素，拥有全新潘婷独创 IDS 

智能损伤捕捉科技，更智能捕

捉发丝受损部位，靶向精准修护，

并形成无间断保护层全面呵护

秀发，让秀发始终强韧柔亮！挑战吹拉染烫护发极限，开启

黄金护发新标准！

拥有 154 年历史的墨尔本杯赛

马嘉年华将于今秋在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的弗莱明顿赛马场

隆重上演。于每年 11 月第一个

星期二举行的墨尔本杯，被誉

为世界最负盛名、最具影响力

的赛马节之一，这一场令澳大

利亚举国瞩目的赛事不仅是世

界一流骑手和赛马师的竞技场，

各界名流趋之若鹜的社交场，

更是时尚人士展示个性和魅力

的舞台。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最大的重头戏之一，莫过于奖

金价值高达 620 万澳元的阿联酋墨尔本杯比赛（3200 米），

作为澳大利亚体育赛事中奖金最高的比赛以及世界上奖金

最高的障碍赛，每年都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赛马选手竞相

参与，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全球赛马盛会。

百事特别从年轻人喜欢的六

大流行文化领域中汲取灵感，

倾力打造六款突破性限量“挑

赞罐”。百事用独特的方式打

破“罐”性，在色彩上突破了

经 典百 事 蓝。除了白蓝相 间

的“科技罐”延续经典色，其

他 五 款“ 挑 赞 罐”大 胆 融 入

2015 年春夏时尚潮流色彩与

元素向经典挑战。此次罐身图

案设计特别契合当下年轻人

最关注的六大跨界领域：音乐、电影、科技、运动、设计和

创业。百事更邀请了十二位最具“LIVE FOR NOW”精

神的年轻人，把他们的挑战故事和挑战宣言“写进”了挑

赞罐，让他们每个人来讲述自己的挑战故事，激励年轻人

突破自我勇于挑战。

全球领 先的存储解决

方案提供商希捷科技公

司日前在北京亮点设计

中心举办希捷中国 20

周 年 庆 典 倒 计 时 100

天活动，同时发布了专

为周年庆典定制的限量

版移动硬盘。希捷科技全球硬盘及存储系统运营高级副总

裁庄镜发先生、希捷科技全球副总裁暨中国区总裁孙丹女

士出席了此次发布会仪式，并一同揭开了限量版产品的面纱。

希捷中国 20 周年限量版移动硬盘可根据用户选定图案和

文字加以铭刻，将通过京东独家发售，提供 1TB 和 2TB 的

容量选择。

针 对 客 人 的 不

同 口 味 需 求，

御 海 棠 全 日 餐

厅 行 政 总 厨

Bernard 精 心

准 备 了 西 式 与

亚 式 两 款 套 餐。

西式套餐包含 6

道精致菜品，可

品 味 阿 拉 斯 加

蟹、龙虾、鲍鱼、

鱼子酱、澳洲牛

肉等顶级食材烹制而成的至尊美食；亚式套餐中可享受

鱿鱼海鲜卷、泰式银鳕鱼、椰浆饭、氤氲着浓郁椰香并祝

福彼此和如琴瑟的马来西亚特色甜品“漠漠渣渣”。

希捷发布 20 周年限量版纪念硬盘

第 155 届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盛装登陆

新一代潘婷润发精华素  
开启黄金护发新标准

三亚御海棠豪华精选度假酒店
全新推海岛旸桥浪漫晚宴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KOLON SPORT 2015 秋冬新品发布

跨界趣搭，让艺术渗透生活 
百事倾情打造限量“挑赞罐”

韩国的顶级 户外

品 牌 KOLON 

S P O R T（ 可

隆）近 日 发 布 了

主 题 为“What 

Are We Talking 

A b o u t ? ” 的

2015 秋冬系列。

本 季 一大亮点变

化之一，是通过品牌创意总监 Jean Co lonna 的精致

设计，以高端科技为基础，将“E x t re m e, Tre k k ing , 

Trave l”系列的户外服饰直接应用为生活方式化的休

闲装束。这种符合现代人休闲时尚的整体搭配，不仅满

足了消费者的需求，更呈现了一份惊喜。本季 KO LO N 

S P O RT 新品体现了“新新世界”、“ 矿质聚变”、“虚

拟之城”、“图形游戏”和“摩登之旅”五个设计主题，

这些主题在兼具实用性的同时不失设计感，打破了自然

与都市的传统界限。

三亚文华东方酒店联手法国著名

的倡导自然疗法营养师 Liliane 

Israel 共同打造健康营养美学精

选。秉承她别具匠心的 Wellness 

Gastronomy™ 理念，酒店水榭

全日餐厅与倚洋中餐厅近日推出

美食菜单，旨在将健康明智的饮

食选择与愉悦的用餐体验完美结

合。Liliane 与酒店厨师团队一同

量身定制的健康营养美学精选，

将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及有益酶

类的绿色新鲜食材进行巧妙地搭配与组合，通过去繁就简

的烹饪手法，最大程度地保留食物本身的营养物质。

三亚文华东方酒店
推出健康营养美学精选

roseonly 的 第 一

家 实 体 店 2013 年

9 月 9 日落户北 京

三里屯太古里北区，

两 年 不 到 的 时 间

里，玫 瑰 的 芬 芳 漫

溢到大江南北十多

个城市，这个夏天，

roseonly 国 贸 商

城 店 与 SKP 店 同

时开业，roseonly

实 体 店 总 数 增 至

20 家，标志着品牌

高速发展的全新里

程。roseonly 北京

国贸商城店与北京

SKP 店延续品牌一贯风格，切入式店门以及全新设计、

反复调整的装饰线条，都是为了以更加华丽的欧式风格

迎接笃信真爱的伴侣们步入爱情的殿堂。最值得一提的

当然是店内近 6 平方米的步入式花房，保持着恒定的温

度与湿度，玫瑰绽放其中，为高端鲜花爱好者们营造出

了一个静谧与舒适的尊贵体验空间，在这里，可以尽享

“roseonly 诺誓”与其姐妹品牌“love roseonly”的

馥郁魅力。

roseonly 再绽京城，盛夏玫瑰狂想曲
roseonly 北京国贸店、SKP 店开业

这个九月，维也纳少年

合唱团将再访北京嘉里

大酒店，带来真正的天

籁之音，让音乐爱好者

再次大饱耳福。欣赏美

妙歌声前，酒店精心烹

制的三道美味也同样不

容错过！

2015 年 9 月 24 日，星期四晚 6 点  二层大宴会厅

每位人民币 588 元，含精选葡萄酒、啤酒及软饮无限畅饮

维也纳童声合唱团之夜

日前 佳 能（中 国）

有限公司在北京举

行喷墨打印机新品

发布会，宣布 推出

四 款“三 高”喷 墨

一体机产品。“三高”

即“高颜值、高品质、

高便捷”的产品特

性。新品包括单反照片一体机腾彩 PIXMA MG7780、时

尚照片一体机 MG6880、易趣照片一体机 MG5780 和

实用无线一体机 MG3680。此次发布的“三高”新品全部

为中国家庭打印应用而推出，旨在为广大家庭用户提供品

质便捷打印的同时，带来美好的家庭生活。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发布机型中首次在MG7780 机型上推出香槟金色款，

更有无线直接连接打印功能，成为本季新品的突出亮点。

佳能发布“三高”喷墨打印机新品

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饭店

VIC Bistro 推出全新概

念晚餐特色零点精选，

北京总厨林杰，法籍大

厨米克联手印度特厨库

玛共同打造 VIC Bistro

的全新晚餐环球特色零

点精选！北京胡同料理，纯粹的法国 Bistro 佳肴，以及地

道的东南亚美食荟萃齐聚VIC Bistro。此次晚餐的概念调整，

源自于大厨林杰、米克及库玛的创意灵动。延续了 Voyage 

of International Cusine 国际美食餐厅的理念，“巡游”品

味世界各地美味，感受各地饮食风尚，从北京到巴黎，沿途“停

留”在孟买、曼谷、吉隆坡。各国在美食上所呈现的民族

底蕴在 VIC Bistro 可以全情领略！ 

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饭店推出环球特色晚餐
零点精选 —— VIC Bis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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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完美的世外桃源”是每一个旅行者的梦想。现在，

实现这一梦想的魔盒已经打开。起源北美的 T-BOX® 可

移动的变形金刚房屋全面登陆中国。T-BOX® 是一种可移

动的、像变形金刚一样的、有思想的，并装载着都市人诸多

生活细节的旅行盒子，俗称“变形金刚”的房子。T-BOX®

移动房屋颠覆了传统的造房模式，整体全部在工厂集成

制造。具有轻 质、环保、模 块 化、可靠、高效、安全等特

点。一千零一夜 ® 集团 CEO 兼首席品牌建构师韩凯州介

绍，T-BOX® 移动房屋最重要的特色和优势是—环保。

T-BOX® 可移动房屋首先解决了土地环境保护的问题，无

须土地硬化、地基等基础建筑，可以在保证土地复耕的同

时实现房屋及配套设施的快速同步建设。其次解决了水循

环问题，运用全球减少自然保护区环境污染最有效的微生

物降解水处理技术，将雨水、自然水等收集，微生物降解

直接净化水源，处理后的水达法定排放标准，实现水源净

化自循环，生活废水“零”污染直排。且无需铺设大型排水

管道，极大节约成本。更重要的是，T-BOX® 采用了工厂

集成生产工艺，全流水线工业化操作亦可保证酒店快建，

在 72 小时完成单个房屋安装，180 天缔造一个全功能野

外度假酒店体系，有效避免工程建设对环境的二次污染。

一种新的低碳度假模式
T-BOX® 登陆中国

最近全球酒店预订专家 Hotels.

com™ 好订网发布第四期《中国

游客境外旅游调查报告 2015》，

揭示了持续稳步增长的中国境外

游市场对全球旅游业及酒店经营

者所带来的巨大商机。2014 年，

中国境外游人数首次超过 1 亿达

1.07 亿人次，增幅为 20%，根据

Hotels.com 好订网的最新年度

调查，高科 技 拥趸、年 轻 一 代以

及更多富裕的游客成为增长人群

中的主力军。Hotels.com 好订网大中华区市场总监在报告还强调了酒店经营者在迎

合中国游客对于讲中文员工、中文旅游导览及中文网站需求方面的重要性。

Hotels.com 好订网发表
《中国游客境外旅游调查报告 2015》

走 进 上 海 柏 悦 酒 店，城 市 的 五 光 十 色

便瞬间被抛诸脑后，感受到巧思匠心的

精美布置，那是上海柏悦酒店特别携手

DNA 婚礼记举行的 “爱的方程式——

2015 上海柏悦酒店婚礼展 ”。极具中国

式私人住宅风格的“沙龙”位于酒店 86

层，171 平方米的宴会厅妆点成为城中最

独特的婚礼场所，以巧思匠心的几何花

艺设计、精致考究的餐具摆盘、通透窗外

整座城市的迷人景致，为新人与宾客们

呈现了婚礼现场的精美布置与巧妙心思。

93 层的宴会厅展示了的婚礼仪式礼堂、

婚宴宴会厅与午后、宴前鸡尾酒会的典

雅气氛。

游匣 15 是戴尔公司最新推出的 15 寸游戏本，经典的黑

红撞色外观，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顶级配置让游戏体

验畅爽无界，预留的 M.2 SATA 固态硬盘插槽，可以轻松

升级至双硬盘，将 DIY 精神进行到底，内置大容量锂电池，

续航时间最长可达 7 小时 51 分， 搭载 Intel 高性能四核

处理器，NV GTX 960M 4GB GDDR5 独显， 最高配

置 4K 触控显示屏，带来全新感官体验，支持 M.2 SATA 

SSD 固态硬盘扩展…… 彪悍性能，谁与争锋！ 

戴尔推出 15 寸游戏本

2015 上海柏悦酒店婚礼展

威斯汀发布全新“活力运动”
瑜伽视频教程
中国悠季瑜伽联合创始人

尹岩，担任威斯汀品牌亚

太区健康生活大使期间，

将威斯汀品牌的六大健康

要素完美融合于瑜伽课程

中，为威斯汀健康潮注入

更多新理念与新选择。通

过“活力运动”瑜伽视 频

的广泛 推广，瑜伽教程汲

取简单的瑜伽动作，与威

斯汀六大品牌健康理念相契合：舒畅身心（Feel Well）、高效工作（Work Well）、活力

运动（Move Well）、营养美味（Eat Well）、酣然好梦（Sleep Well）和妙趣玩乐（Play 

Well）。

即 将 于 10 月 12 日

在上海世茂皇家艾美

酒店举办的中国邮轮

峰会（CruiseWor ld 

China）。此次为期一

天的峰会活动将汇聚

数以百计的旅行社业

者和邮轮产业领军人

物，邮 轮产业高管 及

分销伙伴有机会深入

交 流 沟通，分享彼 此

的深知灼见及进一步拓展业务。此次峰会的主要赞助商包括嘉年华集团、挪威邮轮控

股有限公司和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

世界三大邮轮巨头高管将出席中国邮轮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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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本关于“潜水”的旅游类图书，作者从专业的潜水知识出发，表现潜水的各种

乐趣，展示海洋世界的独特魅力。面向日益增长的“潜水”爱好者，展现“潜水”与海

下摄影的无穷吸引力。本书对作者“潜水”及水下摄影的经历进行了全面展示，并涉

及潜水装备及器材、国外潜水胜地简介等，潜水爱好者可以从中共同体验“水下世

界”。同时，本书还介绍了必须掌握水下运动技巧、装备操作等潜水知识。

《爱上潜水》

作者：王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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