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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 the beauty of integration
马来西亚 融合之美                

马来西亚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幸会绮丽的自然风光。大地上

浓浓的植被五彩斑斓，数不清的珍奇动植物，道路两旁繁花似锦，

绿草如茵，椰树高耸，棕榈硕壮，宛如进入一个热带花园，让人目

不暇接，无处不是美丽迷人的景色。古老的、现代的、东方的、西方

的……马来西亚各式建筑和谐并存，互相映衬，在古旧婉约的小巷

中漫步，一抬头不远处就是摩天大楼，新旧建筑风格精巧地融为一

体。不少建筑物用红、橙、黄、绿、青、蓝、紫等各种颜色做外墙，在

充裕的阳光下，色彩缤纷。

Feature 世界休闲地

016 Malaysia, an advantaged country, boasts gorgeous scenery: 
colorful dense vegetation, countless rare animals and plants, 
blooming flowers and flourishing grass, towering cocos and 
palms. An avalanche of fascinating attractions in the tropical-
garden-like nation will make it difficult to appreciate all of 
them. Ancient, modern, oriental, western buildings stand 
harmoniously and set off each other. Wandering in the antique 
and delicate alley, you will find modern skyscrapers which are 
incorporated ingeniously with ancient buildings from time to 
time. Quite a few buildings are colorful on their exterior walls-
-red, orange, yellow, green, cyan, purple and so on. They get 
more attractive in the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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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nesia_travel 印尼旅游部

无论如何，
另一个世界总是值得拥有
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你会感到是时候让自己全身心放松。摆脱掉日常
繁琐的事务，重启生命的按钮。停一停，让烦恼飘散。重新和地球建立联系，
享受我们独特的放松方式。融入自然，随心选择：无尽的山峦，无限的海滩，
闪耀的城市，历史的传奇。别再犹豫。当每个人都疲于生计，让我们来欢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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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 纯美的梦幻天堂054 Maldives， The Pure Paradise

Travel 旅游

漫步法国后花园078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f France

马尔代夫是上帝在印度洋上的杰作，无限延伸的碧海蓝天，海平

线与Dhoni船之间的完美弧线是马尔代夫对旅人心灵的召唤。隐

逸于马尔代夫的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 (Jumeirah Vittaveli)设计

精美，各式美轮美奂的独立水上别墅中，伴着大自然的变幻带来

非凡的体验。下榻其中，犹如自由的海鸟一样栖息于水上世界，临

水而居，看清波荡漾、夕阳绚丽、星光灿烂，携手家人体验传统海

钓，浮潜。这里是梦开始的地方，在阳光充足的时光中开启超乎想

象的精彩旅程。

A masterpiece of God in the Indian Ocean,the Maldives 
are the perfect escape for tourists, with boundless sea 
and sky that curve into the horizon. Enveloped by the 
sea amidst private islands, Jumeirah Vittaveli features an 
exquisite design. The splendid private villas stand  above 
the water, and coupled with the beauty of nature, will 
bring you a truly fantastic experience. These villas offer 
an experience like no other, where guests can experience 
the peaceful views that have only the seabirds over the 
water, taking in the limpid waves and gorgeous sunset -- 
they can even try traditional sea-fishing or go diving in 
the serene oceans.

您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位骑士或者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公主? 

那么卢瓦尔河谷城堡群就属于您，从索米尔(Saumur)到南特

(Nantes)，这些城堡分布在气势磅礴的卢瓦尔河沿途。

您渴望呼吸到带有海水味道的空气? 大西洋近450公里长的沿海

地带从拉博勒海湾(Baie de La Baule)一直延伸至莱萨布勒-多

洛讷(Les Sables d’Olonne)。活跃的渔港、适合全家人出游的

海水浴疗养地、未经开发的小海湾、长长的金色沙滩， 这片沿海

地带拥有如此之多各不相同的热闹地方!

Have you ever felt you were a knight or a princess? If you 
have, the Loire Valley is your cup of tea.  These castles, 
from Saumur to Nantes, are located along the magnificent 
Loire River. 
Do you desire to breathe the air with the flavor of sea? 
There is a 450-km seaboard along the Atlantic from baie 
de La Baule to les Sables d’Olonne. Active fishing port, 
thalassotherapy suited to family travel, undeveloped 
coves, long golden beaches. This coastal areas have so 
many different and lively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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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尝鲜季 开启巡味之旅 

西子三千096

Taste new-- begin your food-hunting journey

Thousands of beauties

悦榕庄 褪尽铅华 

088 Banyan Tree Resorts
Return to original simplicity

一直以来，世人经常将榕树荫下当作寻求心灵平静与内在

的处所。在悦榕庄，你所得到绝不只是一个奢华的房间，更

是无与伦比的度假体验。它低调不张扬，却更好地诠释了奢

华和浪漫的关系。每一家悦榕庄都是唯一的，在不同的地域

文化中创造出融合自然的栖息之所。让每一个离开的人，就

如经过一场洗净铅华的洗礼！

All the time, people always take the shadow of the 
banyan tree as a place looking for peace of mind and 
inner space. When you live in banyan tree resort, 
you will not only get a luxury room, but also enjoy 
an incomparable holidays. It is subtle rather than 
obvious, but to better interpr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xury and romance. Each banyan tree 
Resort is unique, they will be different in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n to create a fusion of natural 
habitats. It makes each people return to original 
simplicity when they leave, just like experiencing 
a baptism which washed off the appearance of the 
secular.

灵感迸发 开启别样时光之旅

舌尖铭记的海上之旅

120

124

A spurt of inspiration, a brand-new journey 

Mouthwatering Sea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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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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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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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我们的读者俱乐部，还有可能获得我们为你精心准备的超值奖品！

 Travel Around The World,and
 ENJOY LIFE 

行走世界，享受生活    

奖品微博上公布。

投稿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0327-0332室（100050）电话：010-83169752/83169722   邮箱：travelleisure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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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 EDITOR'S LETTER

那一片海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

海，或是在梦里，或是在眼前，或是

在记忆中，或是在下一个旅程的某处。

她可以给你无限大的想象空间：你可

以想象她的宁静，月光之下，万籁俱寂，

水面的万点银光如梦如幻，那些关于

海的传说纷至沓来，有伤感的，也有

幸福的，百转千回，剪之不断；你也

可以想象她的绚丽，每一个水波都是

风情万种的女子，有光滑如玉的肌肤，

也有摇曳生姿的线条，她们舞动着，

缠绕着，令人晕眩却又甘愿沉溺其中。

她是色彩的魔术师，只需要一点点光，

她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变化出深蓝、浅

蓝、灰蓝、浅绿、墨绿、甚或难以描摹的青色、紫色……，更妙不可言的是所有这些颜色都能彼此和谐相处，色调的深浅、

色块的大小，相互之间的呼应、对比，虽然在时时变幻，却始终拿捏得恰到好处，在瞬间与永恒之间游刃有余。

兰卡威、马尔代夫、塞舌尔……，随便一个海岛的名字，都会是某个人萦绕于心的梦想。有人把它们定义为浪漫爱

情必不可少的见证，有人把它们定义为心灵的庇护所，人们愿意把悲伤、快乐、孤独、思念、期待、承诺等所有的情感

和愿望交付给这些海岛，椰林树影，碧水白沙，就算一个在感情上伤到骨髓的患者，也会在这里慢慢康复，让生命重新

钻出泥土，尝试新的生长。

掬一捧清凉的海水，让她从你指间滑落，坠跌到你赤裸的双足，再沁入绵软的白沙，你可以细品她的流动、她的温度，

告诉她你等了她多久；或者，撑一片白帆，出海，开始心灵的旅程，伸开双臂去迎接海风，你的呼喊有海浪在唱和，这一刻，

你是海上最美的风景。

THAT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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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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ANNUAL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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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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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酒店集团     

最佳商务酒店     

最佳度假酒店     

最佳新开业酒店   

十大奢华酒店     

最佳精品酒店     

最佳设计酒店     

最佳亲子酒店     

最佳娱乐度假胜地 

最佳餐厅         

最佳酒吧          

最佳行政酒廊     

最佳总统套       

最佳SPA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最佳海外酒店     

最佳旅行目的地    

最佳邮轮          

最佳小型豪华邮轮  

最佳游艇俱乐部    

最佳航空公司联盟    

最佳航空品牌      

最佳头等舱        

最佳商务舱         

最佳航空服务奖    

最具环保理念奖     

最具贡献航空奖

    

最具影响力汽车品牌   

最佳豪华汽车品牌  

最佳环保汽车      

最佳旅行伴侣    

最佳户外品牌      

十佳高尔夫球场    

Best Hotel Groups
Best Business Hotels
Best Resort Hotels
Best New Opening Hotels
Top 10 Luxury Hotels
Best Boutique Hotels
Best Design Hotels
Best Family Resorts
Top Entertainment Resorts
Best Restaurants
Top Bars
Best Executive Lounges
Best Hotel Presidential Suite
Best Spa
Best MICE Hotel
Top Overseas Hotels
Best Travel Destinations
Best Cruise Line
Best Small Luxury Cruise Line
Top Yacht Club
Best Airline Alliance
Best Aviation Brand
Best First Class Cabin
Best Business Class Cabins
Best Airline Service Award
Best Eco-philosophy Award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Aviation Award
Most Influential Auto Brand
Top Luxury Auto Brand
Best Eco-friendly Car
Top Travel Companions
Top Outdoor Brands
Top 10 Golf Courses

《旅游休闲》《旅游休闲 GOLF》旅游休闲网  共同举办

 
年度旅游大奖

3 月起火热  
报名中！

2016

聚
焦
旅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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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年
大
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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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马来西亚

文图  沈越    部分旅游局提供

融合之美

马来西亚

The Beauty of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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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 an advantaged country, boasts gorgeous scenery: 
colorful dense vegetation, countless rare animals and plants, 

blooming flowers and flourishing grass, towering cocos 
and palms. An avalanche of fascinating attractions in the 

tropical-garden-like nation will make it difficult to appreciate 
all of them. Ancient, modern, oriental, western buildings 

stand harmoniously and set off each other. Wandering in the 
antique and delicate alley, you will find modern skyscrapers 
which are incorporated ingeniously with ancient buildings 

from time to time. Quite a few buildings are colorful on their 
exterior walls--red, orange, yellow, green, cyan, purple and so 

on. They get more attractive in the sun. 

马来西亚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幸会绮丽的自然风光。大地上浓
浓的植被五彩斑斓，数不清的珍奇动植物，道路两旁繁花似锦，绿
草如茵，椰树高耸，棕榈硕壮，宛如进入一个热带花园，让人目不暇接，
无处不是美丽迷人的景色。古老的、现代的、东方的、西方的……
马来西亚各式建筑和谐并存，互相映衬，在古旧婉约的小巷中漫步，
一抬头不远处就是摩天大楼，新旧建筑风格精巧地融为一体。不少
建筑物用红、橙、黄、绿、青、蓝、紫等各种颜色做外墙，在充裕

的阳光下，色彩缤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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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马来西亚

Although it had been late into 

night when we arrived in 

Kuala Lumpur, the capital 

of Malaysia, we still felt 

suffocated by the heatwave. Despite the 

fatigue of the long journey, we cannot wait 

to appreciate the Petronas Twin Towers 

under the moon. 452m-tall, 88 floors, it is 

the tallest construction with two buildings 

connected. In the evening, the skyscraping 

building are lighted wholly, making it 

exceedingly beautiful. 

The Petronas Twin Towers was made by 

Malaysia’s Petronas with 2 billion ringgit. 

Lofty and grand, it presents the proud of 

Malaysia. It, with the height of 451.9m, 

broke the 22-year highest record of Sears 

Tower in Chicago, America, turning it into 

the uniquely tallest building. It consists of 

two independent towers connected by an 

annex: one for the business of Malaysia’s 

Petronas, the other for rent. Between 

the floor 41and 42 sets up a 58.4m-long 

and 170m-above-the-ground overbridge, 

making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two 

buildings more convenient. 

The air-hallway is the tallest overbridge 

above the street across the world. Standing 

there can overlook the busiest scene of 

Malaysia. In the tower locate Malaysian 

top-class stores, which all sell branded 

products. The price, naturally, is the 

highest. There exists the largest classical 

symphonic odeum of Southeast Asia-- 

Dewan Odeum. 

As wind lowers grass, 
cattle and sheep appear.

Perhaps we stayed in the city too 

long, so our hearts were touched 

by the original vigor of the 

nature on the way to Seremban, 

the capital of Negeri Sembilan. Outside 

the window, scattered cattle and sheep 

were grazing leisurely, as if we also backed 

to the most carefree age. 

Malays there are so fond of animals that 

when they stay close to these animals, you 

Petronas Twin Towers in Kuala Lumpur 

serves as both the comprehensive office 

building of  Malaysia’s Petronas and a 

good place to look over Kuala Lumpur. 

The design style of Petronas Twin Towers 

showca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ty: 

young, moderate, and modernized as well 

as demonstrate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he 

landmark building. 

马来西亚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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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feel their friendly eyes and dependence 

on humans. After stepping into a local 

manor house, you will see innocent-eye 

elks, greedy ostrich, brave gamecocks, 

proud peacocks and handsome horses. 

They seem to be a small zoo.

After close contact with animals, you can 

taste local food such as fresh rambutan, 

mountain durian, coconut cake. Many 

people will fear Durian’s hitting their 

head when having sweet durian under the 

durian tree. However, the suzerain said 

with a smile, their durian tree was perhaps 

able to recognize human beings and that 

their mature fruit never hit anyone. 

After the local food, pilaf was the best 

choice so as to keep up with five-meal-one-

day pace of Malays. We had considered 

pilaf easy to hold, only to find it a real 

challenge for the fingers. With a little 

carelessness, the soft rice will slide through 

your fingers. While Malays have their 

traditional rituals for pilaf: women with 

three fingers, men five fingers. If you 

cannot hold pilaf with right hand as locals 

do, you will lose all of your friends, because 

the left hand represents dirtiness and the 

right hand, cleanness in their beliefs. 

I have been to many islands, and 

have been fancied by various unique 

natural scenery. However I never 

had such experience: once I open 

the hotel door, I can see monkeys playing 

in the trees. At that moment we were so 

close to each other. They projected curious 

eye contacts on me, and I fondled them 

with my eyes again and again because of 

their innocence and cuteness.

Be f o r e  c o m i n g  t o  P u l a u 

Perhentian, I have never had 

such experience of living so 

close to the nature. It was 

as if you were not on a travel, but in the 

plots of Robinson Crusoe, adventuring 

with the hero. You may never heard of 

Pulau Perhentian before, or traveling here 

has not been a part of your plan. What I 

want to tell you is, after seeing its sunrise 

tranquil as an idyllic story, and its sunset 

spectacular as the polar lights, you will be 

hooked.

Every night, just before falling into sound 

sleep, I can always hear the symphony of 

nature, making the night everything but 

lonely, as if I were sleeping in a tent in the 

forest.

Pulau Perhentian, Malaysia has not been 

advertised in China, so most tourists 

are from Europe and Chinese can barely 

be seen. As for accommodation, Pulau 

Perhentian owns hotels of all levels from 

three stars to five stars. The best hotel in 

Pulau Perhentian is a native one called 

Pulau Perhentian. The number of rooms 

are limited in this hotel, so you have to 

book in advance. If you still cannot get a 

reservation, you can book a dinner and try 

the seafood pasta or Bubu’s special fried 

rice. They will give you great appetite.

Compared to other islands, 

Pulau Perhentian lay more 

emphas i s  on  the  we l l -

be ing  o f  i t s  e co log i ca l 

environment. Local people hope tourists 

can avoid putting on sunscreen in case 

they hurt some fragile bionts in the sea. 

If you ask me what fun you can have 

on Pulau Perhentian, renting and boat 

and snorkeling would be a good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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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sing turtles, clownfish or even sharks 

will all be incredibly fun. Of course, 

for those who enjoy sea-fishing, Pulau 

Perhentian is somewhere you never want 

to miss.

LEGOLAND 

Being the first Lego themed park 

in Asia, Malaysia LEGOLAND 

cost over 200 million dollars, 

covering 30 hectares and 

owning over 40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There is also a Miniland, where world 

famous scenic spots including Singapore 

Merlion, Angkor Wat, Taj Mahal and so 

on are built in a 1:20 scale, by over 25 

million Lego blocks. In the Imagination 

Area, tourists can build their own Lego 

land by themselves. Here is a fantastic 

world filled with endless joy. Legoland 

Malaysia will be the most exciting stop in 

your trip to both children and adults.

 

Penang, also known as "Pulau Pinang", 

one of the thirteen states of Malaysia, is 

on the northwest of the western Malaysia. 

Located along the Strait of Malacca, the 

city was divided by Penang Strait into 

two parts: Penang and Seberang. Adjacent 

to Kedah, it borders on Perak on the 

south. Komtar is the landmark building 

of Penang. George Town is an important 

port of Penang and the third largest city 

of Malaysia after Kuala Lumpur and Johor 

Bahru. While Penang Island is a turtle-

shaped island, stretching 24 kilometers 

from north to south and 15 kilometers 

from east to west and covering an area of 

285 square kilometers. Lying off the Malay 

Peninsula, the island is green and vigorous 

with forest coverage rate of 30%, hailed as 

“Emerald in Indian Ocean," "Pearl of the 

Orient”; in Seberang stands broad plains. 

Penang was found by Wright, 

a navy colonel in 1786, when 

he, on behalf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received Penang 

jurisdiction after he promised Kedah and 

Sudan that Britain would protect Kedah 

from the invasion of Kajangala.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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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ght arrived there, it was still a sparsely 

populated island. A story goes like this: at 

that time, Wright shot nuggets to inland 

with artillery in order to encourage workers 

to develop the island together. 

Fishing in Kedah

The barn of Malaysia-- Kedah 

o f  no r thwe s t e rn  Kua l a 

Lumpur. Kedah, close to 

Thailand, is located on the 

southeast of Langkawi, the north of 

Penang.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stop of transportation 

in northwest of Malaysia. It also focuses 

on agriculture, offering inviting idyllic 

scenery. Alor Setar, the capital of Kedah, 

is both the administration center of the 

government and royal residence. 

We drove to a fishing wharf of Alor Setar 

and took a yacht to coastal waters of the 

Strait of Malacca for exploring the fishes 

there. The Strait of Malacca, 1080km-

long, was named after ancient city of 

Malacca. As the key passage between 

Pacific and Indian Ocean, it leads to 

the Andaman Sea on the northwest and 

connects the South China Sea on the 

southeast. 

The ride on the yacht lasted for 2 hours. 

On boundless sea, the wind, having 

messed up our hair, was so cool that it 

was able to blow away all our troubles of 

the year. Overlook the horizon, you will 

find the sky and water in the same color. 

Look at the bottom of the ship, you will 

see splashed waves. Our yacht, one of the 

few ships on the sea, was loaded only the 

driver, a local guide as well as three of us. 

Gallop on the sea seemed to escape from 

the land and bring us to the a paradise. 

After our arrival at the fishing waters, the 

sea, as tranquil as a mirror, reflected our 

hopeful cheeks. A local fishing guide took 

out the fishing rod and the prepared bait 

and began our first fishing. 

Offshore waters of Kedah 

b o a s t s  r i c h  f i s h i n g 

resources, and, coupled with 

advantages of sea water and 

wind direction, is suited to seabed fishing. 

Put the fishing rod right, take drinks and 

snacks and enjoy the pleasant occasion. 

Truly, after a little while, deep-sea grouper 

and Giant trevally were captured. Sailors 

clapped and cheered excitedly. Later, we 

caught various seafood in different colors. 

Such experience was awesome!

Mackerel feast
Despite lingering pleasure in fishing, we 

were led by the the guide to a small fishing 

village named Central Town. That was a 

good season for Mackerels’ travel. Green 

hands in fishing as we were, we were 

addicted to fishing as it were and kept the 

fishing rod in hand all the time. Mackerels, 

one type of migratory predatory fish, are 

ferocious and swim fast. With razor-sharp 

teeth, they often hunt small fish in groups. 

Many anglers have mixed feelings about 

Mackerels. Love to Mackerels is in that 

they are of high edible value while hate 

against them is because they often cut the 

lines with their sharp teeth, thus making 

anglers suffer. 

During the trip, fortunately, 

we came across the tide 

and captured a large adult 

Mackerel, which, literally, 

was a visual feast for we fishing green 

hands. The guide said, besides the long 

coastline for sea fishing, there were also 

a number of natural reservoirs in Kedah. 

Jungle perch and giant snakehead, the 

majority in the reservoirs, hunt for food 

from January to July. Muda Reservoir and 

Morris Reservoir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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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拥中国首都中央商务区心腹的优越地理

位置，置于财富 500 强企业及全市首屈一指的

办公大楼之间，紧邻东方广场、世贸天阶等世界

级购物中心及标志性历史地标如紫禁城、天坛

及天安门等。北京华彬费尔蒙酒店（Fairmont 
Beijing）无疑成为中国最顶尖的五星级奢侈品酒

店之一。

由世界著名建筑师 Paul Tange 精心设计的

这幢雄伟的 23 层地标性双塔建筑，由过街天桥

连通起来，以示对古老的中式城门之怀念。客房

及套房的室内设计由新加坡 LTW 设计公司精心

打造，将传统与现代中国风格完美融合，而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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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ar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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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t）也被誉为北京最佳牛扒房。迷

人惊艳的香槟吧（Champagne Bar）供应各类

精选香槟、优质葡萄酒及特色鸡尾酒。

坐落于天桥之上的蔚柳溪水疗（Willow 
Stream Spa）是一片宁静的净土，在此可尽情

地享受水疗放松及健身解压体验。设有 12 间私

人护理套房，提供现代西式及传统中式护理和技

巧之选，并采用 Aromatherapy Associates 等

屡获大奖的国际知名品牌产品。 
设计灵感源自北京传统民宅、可容纳 200 

位宾客的专属会议空间，为宾客打造私密环境，

并设有高端商务会议及活动设备金鱼胡同会议室

（Gold Fish Hutong）及气势恢宏并可容纳 300 
位宾客的多功能剧场。所有会议室均设有高端商

务会议及活动设备设施，私人定制服务及特殊餐

饮享受。

费尔蒙金尊坐落于酒店过街天桥上的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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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包括免费全套早餐、英式或中式下午茶、精

选创意点心以及晚间鸡尾酒。

都市里的优雅下榻地

为了给您提供多样化的入住体验，我们为您提供“费
尔蒙时光 – 入住越久，节省越多”的礼遇。连续入住
2 晚及以上，享 8 折优惠；入住 3 晚及以上，享 7 折优惠。
预订电话：86 10 8507 3700
预订电邮：bei.reservations@fairmont.com
或登录官网进行预订：www.fairmont.cn/beijing/
( 北京华彬费尔蒙酒店对此推广保留最终解释权 )

of the reservoirs. The former boasts jungle 

perch while the latter, large-sized giant 

snakehead. For it was already October, 

the rainy season, we hoped to hunt other 

types of fishes in summer next time. 

Malaysia Airlines 

Malaysia Airlines is the 

national airline company 

of Malaysia and one 

of the largest airline 

companis in Asia. It can be traced back 

to 1937. Malaysia Airlines, with a signal 

of kite, has sent travelers to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carrying national proud and 

hope. Malaysia Airlines put 380 passenger 

planes into service in July, 2012. It began 

to exercise the plane-improvement plan 

from 2010. The history of their airplanes 

now is shorter than 6 years. 

The VIP lounge of Malaysia Airlines 

in 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Airport 

launched a new  laksa diner. Four flavors 

of laksa will be introduced in turn weekly, 

including curry laksa, laksa of Johor 

Bahru, Penang and Sarawak. Every flavor 

is unique. Curry laksa is made up of curry 

soup, chicken, shrimp, soak beans, bean 

sprouts, mint leaves and other ingredients. 

Laksa of Johor Bahru, from southern 

Malay Peninsula, is made up of full-

bodied fish soup, bean sprouts, long beans, 

cucumber slices and the seasoning of spicy 

sauce. Laksa of Penang has been awarded 

top 50 of global food by CNN. Rice 

noodles is boiled with sour and hot fish 

soup trimmed with the fragrance of ginger. 

They are served with pineapple, cucumber, 

onion, pepper and mint and shrimp paste. 

Laksa of Sarawak, featured by Borneo, is 

made up of rice noodles boiled in spicy 

coconut milk broth and served with slices 

of fired eggs, shredded chicken, shrimp 

and par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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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
马来西亚的首都，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城市，有“世

界锡都、胶都”之美誉。西、北、东三面由丘陵和山脉环抱，

巴生河穿城而过。

抵达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时，虽已深夜，却依旧能

感受到股股热浪扑面而来，没来得及顾上一路的奔波与

疲倦，马不停蹄地去欣赏月色朦胧下的双子塔。世界上

最高的两座相连建筑物，塔高 452 米，共 88 层，夜晚

时分，这座高耸入云的建筑物通体发光、灯火辉煌，美

得让人睁不开眼睛。

双子塔是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用 20 亿马币建成

的，巍峨壮观，气势雄壮，是马来西亚的骄傲，它以

451.9 米的高度打破了美国芝加哥希尔斯大楼保持了 22

Kuala Lum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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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最高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型建筑。

它是两个独立的塔楼并由裙房相连，一座是马来西亚国

家石油公司办公用，另一座是出租的写字楼，在两座主

楼的 41 和 42 楼之间有一座长 58.4 米、距地面 170 米

高的天桥，方便楼与楼之间来往。

吉隆坡国油双子塔的设计是经由国际性的比稿，最

后决定采用著名的西萨佩里建筑事务所提出的构想。整

栋大楼的格局采用传统回教建筑常见的几何造型，包含

了四方形和圆形。

吉隆坡国油双子塔是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的综合办公

大楼，也是游客从云端俯视吉隆坡的好地方。双子塔的

设计风格体现了吉隆坡这座城市年轻、中庸、现代化的

城市个性，突出了标志性景观设计的独特性理念。

连接双子塔的空中走廊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过街天

桥。站在这里，可以俯瞰马来西亚最繁华的景象。双子

塔内有全马来西亚最高档的商店，销售的都是品牌商品，

当然价格也是最高的。塔内有东南亚最大的古典交响音

乐厅——Dewan 古典交响音乐厅。

马来西亚国家皇宫

国家皇宫坐落在吉隆坡的一座小山丘上，原是一位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商人的私人住宅，售出后经过改建，

成为现在的国家皇宫，为现任国王的办公与休息的住所。

墨黑的铁门衬以金黄色作为装饰，典雅大方，严肃

中透出高贵。铁门两侧的门洞中，各有一名哨兵站岗，
右页下图：英姿飒爽守护皇宫的
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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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长枪；在门洞中的哨兵，身穿红色制服，

黑色长裤，胯下骑一匹黑色高马，威风凛凛，

吸引了无数镜头。

皇家雪兰莪锡器厂

Royal Selangor 创立于 1885 年，是世

界闻名的精品锡器，是由雪兰莪 (Selangor)
州的一个杨氏华人经营起家的，他制造的锡器

因纯度高，工艺精美而销往世界各地。

传说雪兰莪的苏丹到澳洲去旅行，有很多

人都向他夸奖雪兰莪的杨氏锡器，苏丹这才知

道，自己的州因锡器而这么有名，于是回国后，

就封杨氏锡器为御用品，杨氏锡器也改名为皇

家雪兰莪。

十号胡同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些国家具有

民族融合性，那“大马”一定罗列其中。

马来西亚共分为三大种族——华人、穆斯

林、印度人，很难想象这三个习性、信仰完全

不同的民族，竟在这片土地和乐地相处了百年，

并且彼此尊重。

但也正因为文化上的差异，使得马来西亚

渲染上了一种独特的魅力，在饮食方面第一次

让我感受到别样的惊喜，不管是华人的肉骨茶、

印度人的手抓饭抑或是穆斯林的椰浆饭都别有

一番风味。

蔡澜极力推荐马来西亚的美食聚集地，十

号胡同的经营模式就像美食中心那样，各种美

食都有摊位，你在摊位上买好了东西就自己找

地方坐下来吃，不用走多远的路就能够吃到所

有好吃的东西。最出名的当属肉骨茶，炒粿条

和鱼丸，粉条炒得晶莹剔透，诱人不已，好吃

到不行；肉骨茶也是非常棒，香喷喷的骨头泡

上略带草药的浓浓汤汁，营养又健康。

左页上图：拔地而起的寺庙颇为壮观

左页下图：享誉全球的皇家雪兰莪锡器
手工工艺



蔡澜极力推荐马来西亚的美食聚集地，
十号胡同的经营模式就像美食中心那样，
各种美食都有摊位，你在摊位上买好了
东西就自己找地方坐下来吃，不用走多
远的路就能够吃到所有好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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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海而建的 Resort 风景如画，是度假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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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城市森林里待得实在太久了，在去往森美兰

州首府的芙蓉市，内心竟被大自然的原始气息感动，看

着车窗外散落的牛羊正在悠闲地低头吃草，仿佛又回到

了那个最无忧无虑的年纪。

这里的马来人民极其喜爱动物，以至于在与这些动

风吹草低见牛羊

As Wind Lowers Grass,
Cattle and Sheep Appear

物亲密接触时，你能感受到它们友善的目光和对人类的

依赖。在步进一位当地人的庄园后，还能看到睁着无辜

大眼睛的麋鹿、贪吃的鸵鸟、勇敢的斗鸡、傲娇的孔雀

及潇洒的骏马，俨然一个小型动物园。

在抚摸完小动物后，你还可以吃到新鲜的红毛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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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榴莲、椰糕等一些当地食物。当站在榴莲

树下，吃着甜美的果肉时，很多人都会心有

余悸，生怕榴莲砸到头，然而，庄主却微笑

着说，他们的榴莲树似乎会认人，果实在成

熟时从未有砸到过人的事件。

尝完小点后，为了跟上马来人民一天吃

五顿的步伐，手抓饭成了一个最好的选择，

原本以为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却发现手抓饭

其实是一个考验手指力度的最好项目，稍不

留神，那白糯糯的米饭就会从你指缝滑走，

让你白抓一场。而大马人民在吃手抓饭时，

也有他们自己的传统礼仪，女性一般以三根

手指抓饭，男性则可用五根手指抓饭。如果

你不能入乡随俗用右手抓饭吃，很快就会没

朋友，因为在他们的信仰里左手代表污浊，

右手代表洁净。

夕阳渐渐西下，将与芙蓉市告别，但这

份拥抱自然及猎奇的手抓饭体验，是一辈子

都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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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许多海岛，也曾喜悦于各种未

见过的自然景象，却不曾有过这样的体

验，一打开酒店的门就能看到猴子在树

上撒欢的情景，我与它在这一刻如此之

近，它在好奇地探寻我，而我却因为它

的懵懂、可爱，一遍又一遍地打量着它。

在未去停泊岛之前，我从未感知过，

可以与自然靠得那么近的住宿体验，好

似你并不是在旅行，而是跌进了《鲁宾

逊漂流记》里，与主人公一起并肩冒险。

也许停泊岛的大名你未曾听过，抑或是

还未曾想涉足这里，但我想说，若你看

过它如浪漫感人般的日出，及如北欧国

家极光般的日落，一定会舍不得离开这

梦的彼岸海蔚蓝
Blue Sea in the Dreamland 

里。

每个夜晚，在就要沉沉睡去前，总

能听到那一段自然交响乐，让这个夜晚

不再寂寞，如同睡在驻扎森林里的帐篷

中。

马来西亚停泊岛由于目前还未在

华宣传，岛上的客人大多来自欧洲，在

这里几乎很少看到华人。而在酒店选择

上，三星到五星俱全，在岛上最好的一

家酒店是马来西亚本土品牌，名为 Bubu 
long beach resort，但因为这家酒店房

间数量有限，必须得提早预订才有房，

若还是订不到的话，可约个晚餐尝尝这

里的海鲜意大利面、Bubu 特色炒饭，

绝对会令你食指大动。

不过比起其他海岛，停泊岛更为注

重生态环境，这里的人们希望客人们尽

量可以做到不涂防晒霜，避免去伤害一

些海底里比较脆弱的小生命。在停泊岛

上该怎么去玩？租船浮潜是不错的选择，

不管是追着海龟、小丑鱼或是鲨鱼都是

无可比拟的乐趣，当然喜欢海钓的朋友

也绝不容错过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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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宫崎骏创作天空之城灵感来源于此

在海上餐厅用餐是很棒的人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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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kawi

兰卡威
“兰卡威（langkawi）”一词是由古马来语中的鹰（lang）和强壮（kawi）

合成的，鹰塔也就是兰卡威的标志。鹰塔建于 1996 年 10 月，塔高 45 米，

红褐色的老鹰站在石塔上，张开着巨大的翅膀，桀骜不驯的傲然姿态，仿

佛下一秒便要冲上云霄，展翅翱翔，令人震撼。巨鹰那凛冽傲然的姿态，

象征着兰卡威就像展翅高飞的老鹰一样，未来的经济更加蓬勃发展。

大自然的宠儿

马来西亚古典文学将这座岛描述为毗湿奴的坐骑、神鸟揭路荼的休息

地。关于这座岛屿有许多传奇故事，其中 Mahsuri 的故事脍炙人口——被

诬不贞的公主在愤然就死之前对这座岛屿发出了诅咒。为了证明她的清白，

她的身体里流出了白色的鲜血，将兰卡威的沙滩染成了白色。

街上随意走走，便可看见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在这里融会贯通、落地

生根。

“大自然的宠儿”说的应该就是兰卡威了。这里的热带雨林、湖泊沙

滩等都被保护得极为完整，干净纯粹，风景秀丽。红树林喂老鹰，绝对是

不容错过的非凡体验。海岸边的滩涂上满是齐齐整整的红树林——这里是

马来西亚红树林面积最大的地方，树根盘根错节，在退潮时全部显露了出来，

在那郁郁葱葱的林间，还时常能见到当地特有的长尾猴。

出海前我们专门准备好喂食老鹰“诱饵”，当快艇驶入红树林时，几

本页上图：码头上停泊着色彩斑斓的游艇

当地人正在制作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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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卡威度假海岛位于马六
甲海峡，槟榔屿的北方，
是马来西亚吉打州最大的
一组岛屿，地理位置近泰
国。由 104 个石灰岩岛
屿组成，涨潮时就会变成
99 个小岛。
出行必备：高倍数防晒霜
和防蚊虫液。

Tips

百只老鹰在头顶上方盘旋，一时间竟然觉得空气凝结，

气氛庄严又肃穆，场面颇为壮观！

很好奇“诱饵”是什么？ Bingo ！没错！就是鸡皮

~ 鸡皮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一闪一闪的，老鹰会以为

大鱼出没，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俯冲猎食，那画面绝

对帅你一脸！

当然，来了兰卡威，怎能不潜水，看看这清澈见底

一望无际的海平面，恨不得立马跳下去跟五颜六色的热

带鱼，色彩缤纷的珊瑚亲密接触！

倘若你还觉得意犹未尽，回到岛上，当地的美食保

证令你食指大动，吃到停不下来。马来小吃、海鲜大排档、

印度咖喱……. 应有尽有的美食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真

是逼得人选择困难症发作！享用完美食，逛街可是最一

举两得的运动了。兰卡威是世界著名的免税自由港，商

品价格很有吸引力，很多的东西比其他地方要便宜三分

之一，甚至一半，非常划算，可以肆意大胆地买买买。

巴迪布是马来西亚一种色泽鲜艳、质量上乘的布料，

因其质地柔软舒适，图案多样而深受当地人和游客的追

捧。近年来，经商者们更在布上加入各种大胆鲜明的图案，

如花卉、蝴蝶、人物等等，更为巴迪布增添一份时尚大

气和高贵典雅，因此更受人们的喜爱。

雕刻画是马来西亚一种传统工艺品，以渔民、农村

生活背景为题材，用纯手工雕刻，加以五颜六色渲染而成。

各种图案惟妙惟肖，十分生动逼真，雕刻画同时也是大

受游客欢迎的旅游纪念品之一。

剁手党必知：

1. 最好多准备现金，以备大肆杀价，很重要。

2. 兰卡威烟酒免进口税，价格低，若想购买，则需

在此停留超过 48 小时以上，才能携带 1 盒烟和 1 瓶酒

出境。

3. 蜡染世界闻名，可以看到蜡染艺术家是如何将一

块布精心设计并制成一件艺术品的。展厅里还有许多其

他的马来西亚艺术品，都是很不错的纪念品。

4. 满山遍眼的巧克力，来自世界各国，非常便宜，

走过路过，千万不能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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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画是马来西亚一种传统工艺品，以
渔民、农村生活背景为题材，用纯手工
雕刻，加以五颜六色渲染而成。

当地人正在现场制作手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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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乐园
亚洲第一座乐高主题乐园，这个耗资 2 亿多美元的马来西亚

乐高乐园，占地 30 公顷，有超过 40 种游乐设施；还有用 2500
万个乐高积木拼造而成的 Miniland，将世界著名景观以 1:20
等比缩小，包括新加坡鱼尾狮、吴哥窟、泰姬陵等。另外还有

Imagination 园区，让游客动手创造属于自己的乐高乐园。这是

一座充满无限乐趣的精彩世界，无论对于大人或是小朋友而言，

马来西亚新山乐高主题乐园，都将会是旅程中拥有最多欢乐元素

的地方。

马来西亚乐高主题乐园占地约 9.3 万多坪，园内设有超过

40种的游乐设施、表演与景点，主要分成七个主题园区，有入口处、

乐高城、小人国、探险之地、幻想乐园、乐高王国与乐高技术园

区。园内有许多可爱的大型人偶都是以乐高积木堆砌而成，让人

忍不住一直按下相机快门，像是位在厕所门口捧着马桶的老爷爷、

拿着调色盘的画家，或是包着头巾的马来西亚妇女等，都非常具

有特色，园区共有 1.5 万个乐高模型，估计采用超过 5000 个大

小不等的乐高积木所组成。 
继乐高乐园（Legoland）杀入马来西亚新山，Hello Kitty

乐园也开幕啦 ! 马来西亚的 Hello Kitty 乐园是日本领土以外永久

式官方授权的主题乐园，内里的设施应有尽有。这座 4 层楼高的

综合大楼除了集合来自日本Sanrio 公司的明星家族，包括吉蒂猫、

Lego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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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乐高主题乐园位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伊斯干达特
区，Hello Kitty 乐园位于柔佛海峡的普特日（Puteri）
海港。
门票：Hello Kitty 的门票是 75 马币。出示 Legoland
的 门 票， 还 可 以 额 外 9 折！ 如 果 买 Kitty 乐 园 和 Big 
Club 一起的票，是 110 马币。乐高乐园 12 岁以下儿童
票为 35 美元，成人票则是 44 美元，多次进出的年票则
是成人 85 美元、儿童 68 美元。

Tips

美乐蒂等，还有小恐龙邦尼、托马斯火车头、巴布建

筑师、企鹅家族哦！而且邻近乐高乐园（Legoland），

一日可以玩齐两个新场呢 !
Hello Kitty 乐 园 分 为 9 大 区 域， 包 括 游 乐 场

与旋转大茶杯、冒险迷宫、Café 和纪念品店，而

身为粉丝的你以下 3 个部分绝对不能错过：Hello 
Kitty’s House 顾名思义是 Kitty 的家，里面的客厅、

睡房、洗手间及厨房全都有她的踪影；在 Wishful 
Studio 可以亲手打造纪念品，例如曲奇、珠宝制作

和美甲沙龙；来到 Purrfect  Stage 就可以欣赏到

Kitty 和她的朋友在舞台上的精彩演出。

上两图：乐高乐园里各种各样的有趣玩具

下两图：Hello Kitty 乐园掠夺无数少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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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
槟城亦称“槟州”，马来西亚十三个联邦州之一，

位于西马来西亚西北部。位于马六甲海峡的整个槟城被

槟城海峡分成两部分：槟榔屿和威省。吉打州为邻，南

部与霹雳州为邻。光大为槟城著名地标。乔治市是马来

西亚槟城重要港口，是首都吉隆坡和新山市之后的全

国第三大城市。槟榔屿是一个龟形小岛，南北长 24 公

里，东西宽 15 公里，面积 285 平方公里。与马来半岛

隔海相望，全岛绿意盎然，植被苍翠，森林覆盖面积达

30%，被誉为“印度洋上的绿宝石”、“东方明珠”；

威省区则有宽广的平原。

引人入胜的历史

槟城是于 1786 年，由 FRANCISLIGHT 莱特海军

上校所发现的。莱特上校是在答应吉打苏丹，英国将保

护吉打免于揭罗的侵略后，代表东印度公司接收槟城的

管辖权。当莱特抵达时，这里还是人烟稀少的岛屿。有

故事流传，当年莱特以大炮将金块射近内陆去，来鼓励

工人协助开发这片土地。

他将该岛重新命名为威尔斯王子岛，事因征得这座

岛屿时，适逢王子的生日。他很快地将乔治发展起来，

不久，他亦占取了郊区大陆的一片土地，后来被称为威

省。莱特将乔治市发展为免税港口。这座原本荒无人烟

的岛屿。在莱特的带动之下，其人口于世纪之交竟然多

达一万人。

1805 年，槟城成为孟卡的臣属地，它过后被升级成

为第四印度殖民政府，拥有和马德拉斯及孟买相同的行

政结构。1826 年，马六甲及新加坡的管辖转移到槟城，

海峡殖民地成立。经济发展非常迅速，1816 年乔治市设

立了东南亚第一所以英文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当时从国

外大量引进劳工，也把他们的文化及传统一并带入，造

就了槟城现有的独特景色、遗迹和本土风情。今日的槟城，

已经是一个反映东西方独特情怀的熙熙攘攘之大都会了。

古迹得以完整的保留使槟城首府乔治市于 2008 年 7
月 7 日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的

荣誉。

Pen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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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桥

支撑着姓氏桥的木板承载不了如织的人流，换过一

次又一次，河滩的淤泥包裹着水上高脚木屋的支持物，

已经看不清为何物，可风雨过后，夕阳依旧。游人比肩

的姓氏桥你看不到当年求生的心酸，华人在异域是勤勉

团结的组群。虽然已经是景点，虽然有着华人不懈的坚持，

但在城市扩张的建设发展之路上，硕果仅存的也就姓王

桥、姓林桥、姓周桥、姓陈桥、姓李桥、姓杨桥和杂姓

桥这几座了。

最佳季节

6 月—9 月是槟城旅游的最佳时节，白天虽炎热，但

午后有阵雨，晚上会有季风吹拂，十分凉爽，最适宜外

出观赏迷人的景色，或是逛街购物也是相当不错的。槟

城的年均气温在 27 摄氏度左右，每年的 10 月—12 月

是雨季，全年的雨量充沛，4 月—5 月的气候非常炎热。 
但如果有商务活动的话，最好是每年的 3 月—11 月，因

为大多数马来西亚商人于 12 月到次年 2 月休假。圣诞节

及复活节前后一周不宜前往，同时也应避开穆斯林的斋

月和华裔人的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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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打垂钓
马来西亚米仓——吉隆坡西北部的吉打州。吉打州

临近泰国，位于兰卡威东南方、槟城北方，交通便利，

是马来西亚西北部的运输重地，同时也是一个以农业为

主的州属，处处呈现出怡人的乡村景色。吉打州的首府

是亚罗士打（Alor Setar），也是州政府办公之处及皇族

居住地。

我们驱车来到亚罗士打的一个渔港码头，又坐游艇

到马六甲海峡的近海考察这一海域鱼类资源。马六甲海

峡，全长约 1080 公里，因沿岸的马六甲古城而得名。是

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要道。西北端通往安达曼海，

东南端连接南海。 
游艇航行了两个小时，茫茫的大海一望无际，海风

吹乱了我们的头发，清爽的好像带走了一整年的烦恼。

远望天边，天水一色；近看船底，浪花飞溅。海上的船

只不多，游艇上除了我们仨人，只有一个驾驶员和一个

当地的导游。在这样的海面上飞驰，好像要逃离陆地，

通往世外桃源。

到达了垂钓海域，海面几乎风平浪静，宛若一面镜子，

映着我们充满期待的脸庞。当地的海钓向导，熟练地拿

Fishing in Kedah

马

六

甲

海

峡

槟 城

吉打港

锡县

华玲

黑术山

日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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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鱼竿，准备好鱼饵，首先抛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竿。

吉打州附近的海域垂钓资源丰富，加上海水、风向

等因素都适合作沉底钓鱼。把鱼竿安置好，拿出饮料和

点心，享受惬意的时光。果然一小会儿后，深海石斑、

牛港参陆续被“擒”，船员们兴奋地拍手欢呼！后来陆

陆续续，又钓到许多不同种类的海鲜，五颜六色，这感

觉简直棒极了！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满载而归。作为

稻米之乡，吉打州的糯米饭决不能错过。这一天的晚餐，

我们有肥美的鱼蟹，醇厚的咖喱，清香的蔬菜和可口的

香草辣椒糯米饭。海钓了一整天，这一顿晚餐格外香甜。

马鲛盛宴

垂钓的乐趣意犹未尽，导游陪同我们来到了一个叫

央镇的小渔村。这个季节正是马鲛出没的时机。刚学会

钓鱼正是最上瘾的时候，技术不够娴熟，却放不下手里

的鱼竿。马鲛属洄游掠食性鱼类，性凶猛，游速极快，

牙齿似刀刃般锋利，常成群结队追捕小鱼为食。很多海

钓者都对马鲛有爱恨情结，爱的是马鲛食用价值高；恨

的是马鲛那锋利的牙齿，常会剪短钓线而令钓者蒙受损

失。 
这一趟我们非常幸运地赶上了潮水，收获了体型较

大的成年马鲛，这对于初学钓鱼的我们简直是视觉盛宴。

导游介绍说，在吉打，除了有超长的海岸线外可以出海

作钓，州内还有很多大型的自然水库。鱼种以水马骝和

多曼为主，每年的 1 月—7 月为它们觅食的最佳季节。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慕达水库和莫里斯水库，前者主要以

水马骝为目标鱼种，后者主要是大体型的多曼。这一趟

我们来的时候是 10 月份的雨季，期待下次在夏季用鱼饵

寻找更丰富的鱼种。 本页图：跟随当地导游出海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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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航空
 马来西亚航空是马来西亚国家航空公司，也是亚洲

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发展历史可以追溯至 1937 年。

风筝是马航的标识，几十年来，马航搭载着马来西亚的

国旗和风筝飞往世界各地，承载着国家的自豪与希望。

马航于 2012 年投入运营空客 380 客机，自 2010 年开

始实施全方位的机队更新计划，目前机队年龄低于 6 年。

马航以吉隆坡为枢纽，并于 2013 年 2 月 1 日正式

加入“寰宇一家 oneworld”航空联盟，航线网络可通达

全球 150 多个国家的 1000 多个目的地，注册成为马航

Malaysia Airlines

Enrich 常旅客会员，即可尊享寰宇一家联盟的更多礼遇。

马航进入中国市场已有 40 多年的历史，在大中华区，拥

有北京、上海、广州、厦门、香港及台北 6 个航站，每

周提供近百个直飞航班从大中华区飞往马来西亚，方便

接转全球目的地。马航旗下的子公司——飞萤航空，主

要运营马来西亚国内及与泰国、印尼、新加坡之间的航线；

另一家子公司——飞翼航空，主要运营东马沙巴、砂拉

越之间的航线。此外，马航旗下品牌的 Golden Holiday
黄金假期提供酒店、旅游配套预订等一站式服务。

马航一直致力于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并将于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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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推出全面升级的 A330—300 商务舱座椅，为乘客提供

集工作、娱乐和休息于一体的多功能豪华私属空间和舒

适飞行体验。此外，马航位于吉隆坡国际机场的贵宾休

息室（Golden Lounge KLIA）全新推出叻沙餐吧 (Laksa 
Bar)，提供四种口味每周轮换；商务舱旅客可以品尝到

荣获 SKYTRAX 最佳空中招牌菜的“沙爹”，还可尊享

“Chef-on-Call”点餐服务；经济舱旅客仅需支付 70 马

币即可享受“MH Gourmet”餐食升级服务，有六种精

美菜肴可供选择；旅客还可通过 MHupgrade 产品享受

自主定价升舱服务；行李方面，马航头等 / 商务 / 经济舱

旅客可分别享受50kg/40kg/30kg的免费托运行李限额。

空中盛宴   品味经典

商务舱：搭乘马航商务舱指定航线的旅客可以尊享

“Chef-on-Call”点餐服务，只需在航班起飞 24 小时前

登录马航官网或致电马航办事处即可提前点选心仪的空

中美食，Chef-on-Call 菜单汇合了东方、西方及马来传

统美食，提供多达十余种菜肴选择，满足乘客不同口味

的需求。

经济舱：搭乘马航经济舱的旅客可以享受“MH 
Gourmet”经济舱餐食升级服务，只需支付 70 马币即

可将机上供应的普通餐食升级为“MH Gourmet” 美食

家经典菜肴，提供红焖牛脸、碳烤羊柳、蓝带鸡胸、嫩

煎对虾、照烧鳕鱼和椰香牛肉 6 种精致菜肴备选。

此外，马航“On Air Celebration” 空中欢庆礼遇

为乘客提供生日、纪念日、蜜月和新婚 4 种类型的蛋糕

预订服务，只需支付 250 马币即可随心定制。

舱位升级 安享舒适

马航近期推出全新产品 MHupgrade，为旅客提供

自主定价的升舱机会。持经济舱或商务舱确认机票的旅客

将在购买航空公司机票之后的 24 小时内收到 Plusgrade
发送的邮件，告知下一高舱位等级的可用座位，旅客将

受邀通过 MHupgrade 系统提交报价。

叻沙餐吧 味蕾诱惑

马来西亚航空位于吉隆坡国际机场的贵宾休息室全

新推出叻沙餐吧。四种口味的叻沙每周轮换推出，包括

咖喱叻沙 、新山叻沙、槟城叻沙以及砂拉越叻沙，每种

口味都极具特色。

咖喱叻沙由香咖喱汤搭配鸡肉、鲜虾、豆泡、豆芽

和薄荷叶等食材制成；新山叻沙来自马来半岛南部，由

浓郁的鱼汤搭配豆芽、长豆、黄瓜丝等食材制成，并佐

以香辣酱；槟城叻沙曾经获选 CNN 全球美食前 50 名，

姜花香味四溢的酸辣鱼汤煮制的米粉，搭配菠萝、黄瓜、

洋葱、辣椒和薄荷等食材并佐以虾酱；砂拉越叻沙充满

着婆罗州特色，由香辣椰浆肉汤煮制的米线搭配煎蛋丝、

鸡肉碎、鲜虾及香菜等配料烹饪而成。

右页上图：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服
务非常细致周到

右页下图：飞机餐都是马来西亚
当地特色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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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国家，拥有着

国际水准的迎宾服务，先进的城市设施以及保

存完好的各民族传统习俗和优质的文化遗产。

无论你走在马来西亚的任何地方，你都会发现

自己被好客的人民、多元的文化、丰富的饮食、

美丽的自然环境围绕着。稳定的汇率更使得马

来西亚成为旅游性价比很高的目的地。马来西

亚的酒店、食品、饮料和其他的度假产品也都

拥有着高质量和实惠的价格，就连奢侈品在马

来西亚的价格也是非常划算的。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多元种

族、文化和信仰的特征，正显示出马来西亚的

魅力所在。即使是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

族依然保留着各自的文化传统。虽然各民族拥

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大家能和睦共处。我们

共同塑造各自的文化遗产来宣传马来西亚，各

个民族都创造出了美丽的建筑物，独特的文化

节日和美味可口的菜肴。 处处可见的 Shopping Mall

马来西亚购物节的走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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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起伏的山峦，热爱奔腾的河流，热爱双脚丈量过的土地，热
爱空气好到发甜的小城，热爱明眸皓齿的姑娘，热爱笑容纯真的
婴孩，热爱你吻我时不知道该放在哪里的视线，热爱每一次出发
与抵达的自己。随手拿起佳能 EOS 70D 记录那转瞬即逝的美景，
与友人一起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便是生活。在影像的世界里，
我认真爱着每一处被时光雕琢过的角落。

I love rolling hills and galloping rivers; I love the land that 
I set foot on and the town with sweet air; I love pretty girls 
and innocent babies; I love you being shy when you kiss me 
and every me when I leave and arrive. Take Canon EOS 70D 
to record the fleeting scene and begin a journey whenever you 
want. This is life. In the world of photos, I deeply love every 
corner weathered and carved through elapse of time. 

时光雕琢的角落
of  Time

Corners
Carved through Ela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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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EOS 7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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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radise in a 
Natural Reserve 
自然保护区中的乐园 

清得仿佛可以漫进心里的湖水，柔风踮起脚尖将绿

色林海推向远方，慵懒的叠嶂落满白雪和倦怠的云朵，

无论是身体力行还是用眼睛抚摸，澳大利亚都是一个让

人欲罢不能的国家。遇见沃根谷（Wolgan Valley）是在

一个睡眼惺忪的清晨，险峻的悬崖峭壁和肆意生长的林

木将它与外界隔离开来，轻薄的雾盘旋着在山谷游荡，

仿佛在和看风景的人做着拙劣的捉迷藏游戏。

峡谷坐落在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大蓝山 (Greater Blue 

Mountains)，被两座国家公园环绕，是一处私有保护区

和野生动物保护区。虽属于闹市之外的静美世界，但实

际上距离悉尼只有不到三小时的车程。沃根谷有着悠久

的历史。沃根河穿绕山谷砂岩，形成这座神奇的峡谷，

这里也曾是达尔文进化论的灵感之源，草原一直从高耸

的砂岩悬崖脚下延伸到茂盛的森林，悬崖峭壁与山谷底

部的平缓曲线形成鲜明对比，沿着如画的风景，蜿蜒曲

折的河流前行，所抵达的东部尽头就是 One&Only 沃根

谷水疗度假中心的所在地。

EOS 70D
焦距：56mm
光圈：8
曝光时间：1/250s

EOS 70D
焦距：90mm
光圈：2.8
曝光时间：1/125s

EOS 70D
焦距：200mm
光圈：4.5
曝光时间：1/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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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 EOS 70D 拍摄澳大利亚的沃根谷景色，

轻便的机身让我在长时间拍摄的过程中没有太大负

担。清晨的沃根谷弥漫着流动的薄雾，我选了一个

较低的拍摄位置，利用 EOS 70D 可翻转的屏幕，

成功地将眼前薄雾环绕的群山全景收入镜中。拍摄

到的照片画质清晰，晨雾都层次丰富地呈现出来 。

旅游摄影分享

这座由阿联酋航空一手打造的六星级度假村是这片

荒野之地中不为人知的美丽。度假村不仅坐拥一片无与

伦比的迷人景色，也曾载誉无数。它获得了世界首个零

碳度假认证，也是澳洲第一家以野生动物及保护区为基

础的奢华度假村。大蓝山世界遗产区的国家公园拥有绝

美风景，袋鼠们在前方跳动，拿起手中的 EOS 70D，它

约 7 张 / 秒的高速连拍功能，让我捕捉到了袋鼠连续的

表情和动作，方便之后挑选最理想的瞬间。这里还有将

奢华与环保相结合，为游客打造的顶级住宿通通满足你。

走进这片灵杰之地，晨曦中的度假村氤氲着犹抱琵

琶半遮面的娇嗔之美。萦绕着的薄雾仿佛精致的纱衣，

少顷，跃跃欲试的朝阳使得“纱衣”渐渐退去，度假村

才显露出它灵秀的面庞。一座座独栋小木屋好似这片神

奇峡谷中的神来之笔，原木外墙结构和有着斑斑锈迹的

铁皮屋顶将时间抚摸过的痕迹暴露无遗。朴素简约的外

表下包容着精致考究的内装。花岗岩壁炉让你很难联想

到它酒店的本质，仿佛只是一处恬静的私人幽居。

EOS 70D
焦距：18mm
光圈：10
曝光时间：1/25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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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S 70D
焦距：35mm
光圈：8
曝光时间：1/100s



53・TRAVEL&LEISURE

驰骋沃根谷，沿途呼吸新鲜空气，湖泊的碧波倒

映着葱茏美景，静雅清新。EOS 70D 可以在机身内选

择使用 7 种滤镜效果，使照片更加丰富有创意。在旅

行途中，我通过 EOS 70D 内置的 Wi-Fi 功能，把相机

内的图像轻松传输至智能手机，将唯美风光及时分享

给朋友和亲人。

旅游摄影分享

Explore the Wolgan Valley
探索沃根谷 

到了沃根谷，你能享受到的绝不仅仅是极致住宿，

还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视觉盛宴。沃根谷的绝妙自然风光

倒映在超大的室外泳池，任谁都会被这景致醉心。半开

放式的全景室内泳池也能独享美好视野，天窗淋浴间仰

头就能细数梵高式的星空。想要保有隐私，每间独立式

度假套房都配备了独立的露台和游泳池，让你无论在何

处，都能自在徜徉。门廊上的摇椅是我最爱的设置，结

束一天的酣畅淋漓，躺在这里，看柔风亲吻云霞，看云

霞追逐日落，仿佛这场出走是一期一会，也是一生一世。

入住这样的度假中心，大概永远都无法寂寞。做一天云

游的侠客，骑马游林。选好适合自己的骏马去沃根谷骑行，

沿途观赏优美的山丘、溪流和山脊。在马背上进行拍摄，

相机的对焦能力至关重要，按下 70D 的快门，高速对焦

准确地帮我捕捉到眼前的美景。我们参加蓝山生态狩猎，

体会捕猎的惊心动魄；又或许，尽情享受一场生鲜有机

的美味才是当务之急。

既然是度假，怎能不来一次舒心的 Spa 之旅呢？沃

根谷度假村的 Timeless Spa 不仅使用天然草本护肤品，

最重要的是 Spa 就设置在丛生的林木之中，呼吸着天地

间最为洁净的空气，耳听丛林中的鸟语啁啾，万物的暗

自生长，将整个身心交付于自然，这才是 Spa 的真谛。

匆匆行走，短暂停留，每一段旅程，我都竭力用影

像记录，生怕错过任何美好，或许，所有美好都根植于

我们的内心，就如同这美好的旅行一样，我们要做的，

便是享受此刻当下，用影像记录每一处美好，用虔诚的

心珍藏所有被时光雕琢的角落。

EOS 70D
焦距：70mm
光圈：6.3
曝光时间：1/5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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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美的梦幻天堂

aldives M
马尔代夫

The Pure  Paradise

A masterpiece of God in the 
Indian Ocean,the Maldives are 

the perfect escape for tourists, with 
boundless sea and sky that curve into the 

horizon. Enveloped by the sea amidst private 
islands, Jumeirah Vittaveli features an exquisite 

design. The splendid private villas stand  above the water, 
and coupled with the beauty of nature, will bring you a truly 

fantastic experience. These villas offer an experience like no other, 
where guests can experience the peaceful views that have only the seabirds 

over the water, taking in the limpid waves and gorgeous sunset -- they can even 
try traditional sea-fishing or go diving in the serene oc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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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是上帝在印度洋上
的杰作，无限延伸的碧海蓝天，
海平线与 Dhoni 船之间的完美弧
线是马尔代夫对旅人心灵的召唤。
隐逸于马尔代夫的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 
(Jumeirah Vittaveli) 设计精美，各式美
轮美奂的独立水上别墅中，伴着大自然的变
幻带来非凡的体验。下榻其中，犹如自由的海
鸟一样栖息于水上世界，临水而居，看清波荡漾、
夕阳绚丽、星光灿烂，携手家人体验传统海钓，浮潜。
这里是梦开始的地方，在阳光充足的时光中开启超乎想
象的精彩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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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 over a magic world 

Come and fly with Qatar 

Airways to Maldives. The 

journey begins with the 

pleasant smiles of airline 

stewardesses. Qatar Airways's A330 

and Boeing B777 are all furnished with 

180-degree lay-flat seats in their business 

class. Every seat is equipped with an 

exclusive LCD screen. In your long-range 

flight,the airplanes provide provide an 

audio-video on-demand system (AVOD), 

called the Oryx One entertainment system, 

with more than 3,000 entertainment 

programs. Qatar Airways offers delicious 

dining options, including local dishes 

such as Arabian pancakes, cheese, smoked 

salmon and chocolate, along with juice 

and world-class champagnes and wines. A 

wealth of food is on your menu in the sky.

A comfortable flight is followed by a 

transfer at Hamad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Doha. This airport, which officially 

came to service in April, 2014, is the first 

airport able to accommodate the take-off 

and landing of any type of airplane in the 

world. The glorious, sail-like Emir Royal 

Terminal was inspired by the dhow of 

Arab countries in its exterior design. The 

incredible and comprehensive terminal was 

derived from the waves of Arabian Gulf. 

The crescent-shaped air traffic control 

tower soars to 90 meters in the sky.

There are a number of VIP lounges in 

Hamad International Airport, such as 

Al Safwa for Qatar Airways' first class 

passengers, Al Mourjan for business class 

passengers, the VIP first-class lounges for 

Qatar Airways' Privilege Club platinum 

members and "One World" Emerald card 

holders, and the VIP business class lounges 

for Qatar Airways gold and silver members 

and " One World " sapphire card holders. 

The five-star facilities and tourist service 

center will bring you top-notch airport 

experience around the globe.

Fall asleep with the 
singing sea

The Qatar Airways plane 

we took arrived at Male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the 

capital of Maldives. Then 

we took the Stealth iSpeed yacht of 

Jumeirah Vittaveli from the wharf of the 

airport. Sailing on the sea, iSpeed has a 

broad cabin, convenient Wi-Fi, as well 

as a bathroom, TV and air cond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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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ts can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freshen up so they feel elegant upon their 

arrival to the hotel, and can enjoy the 

pastries and the scenery offered by the 

yacht. After 20 minutes, the yacht sailed 

into the wharf of the hotel, and we were 

welcomed with a traditional Maldives 

Bodu Beru show.

Play in the waves and indulge in the 

luxurious paradise of the azure sea. 89 

villas of Jumeirah Vittaveli float above the 

beautiful Indian Ocean. Connected, yet 

delightfully separate, these villas offer a 

private, tranquil atmosphere. Whether on 

holiday, traveling with children or families, 

or celebrating a honeymoon, travelers 

are sure to be charmed by the peace and 

beauty of Jumeirah Vittaveli.Tourists are 

charmed either in their holidays,parent-

child travel or honeymoon.

Outside the windows of the Jumeirah 

Vittaveli villas you'll find a boundless blue 

sea,clean and soft sand beach,and thriving 

and tall palm trees. During the starry 

nights, let your imagination fly as the sea 

sings you into a dreamy sleep. Every villa 

and suite has large exclusive swimming 

pool, which leads to the sand beach and 

lagoon straight. There you can enjoy the 

world-class scenery of Indian Ocean to 

your heart's content. The sunrise- and 

sunset villas are all equipped with detached 

porch.

The rooms are bright and the outdoor 

shower is incredible. Private swimming 

pools and outdoor sunbathing beds line 

the wandering coastline and provide 

the perfect way for tourists to relax.

Thirty nine attractive villas with lagoon-

inspired swimming pools fuse exceptional 

design with exquisite patterns, providing 

a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for guests 

like no where else.Every villa is furnished 

with an exclusive swimming pool and a 

private walk way stretching to the seaside.

You may also lay on the sunbathing bed, 

surrounded by picturesque scenery and 

the warm sunshine. The villa we stayed 

in right near the beach featured two 

bedrooms, a swimming pool, a swing, 

and an outdoor bathroom - complete 

with shower facilities including a marble 

bath. The villa also featured an outdoor 

terrace off the bedroom so that we could 

appreciate the picturesque scenery of the 

Maldives with our baby.

Located at the side of the lagoon, seven sea 

view villas await guests, featuring a private 

outdoor terrace and beautiful design 

featuring traditional decorative crafts. A 

wooden ladder extends to turquoise lake, 

which is very romantic.

The spacious beach swimming pool suite 

is the perfect choice for guests to enjoy the 

precious family time. Each suite has two 

bedrooms and a swimming pool extending 

to the beach. Visitors can enjoy the clear 

water, fine sand , blue sky and white 

clouds while relaxing by the sea. Each suite 

has a top terrace with delicate layout for 

guests to relax upon.

When Sweet and 
Delicious Food Meets 
Magnificent Scenery

Four restaurants in Jumeirah 

Vittaveli assemble all kinds of 

dishes with so many delicious 

options prepared by the chef 

it is hard to choose from. Both the 

restaurant and the guest rooms provide 

menus for children. Delicate and delicious 

food plus beautiful scenery, make for an 

incomparable and pleasant experience. 

One can get a wonderful view of the 

beautiful Indian Ocean at Samsara, an 

Asian restaurant featuring a variety of 

flavors, that sits in modern style agains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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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nning outdoor terrace.

Visitors can enjoy the delicious foods in 

the Maldives 24 hours a day. We enjoyed 

dinner in the elegant atmosphere and 

feeling relaxed and carefree the entire 

time.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different 

cuisine offerings including a salad bar, 

buffet and a variety of delicious a la carte 

dishes. The main course and dessert are 

both freshly made by the cook and then 

served with creative Asian decoration. The 

restaurant also provides pizzas with flavors 

inspired by the Indian Ocean, such as tuna 

pizza, and is serving up some noteworthy 

barbecue as well. What’s more, the fresh-

caught sea fish cannot be missed.

It is indeed a romantic experience to dine 

in the hotel’s seaside MU Beach Bar 

& Grill and enjoy dinner on the beach. 

When a glow of the sunset dyes the 

distant sky and sea shallow orange, and 

the clouds make beautiful shapes as they 

float by peacefully in the sky. After sunset, 

the sky is filled with twinkling stars and 

becomes extremely dreamlike. Seafood, 

fish and steak from the chef's wonderful 

workmanship bring unforgettable 

memories to visitors. The entire experience 

helps guests relax,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during their stay.

What is also worth mentioning is that 

in the evening, visitors can feed the devil 

rays on the beach right next to MU, 

giving families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get close contact with these distinct 

creatures. Swarms of the devil rays swing 

their wide fins and thin tails, in the clear 

water waiting for feeding with their 

mouths making loud gurgling sounds in 

anticipation of their meal. Feeding devil 

rays is very interesting and serves as an 

unforgettable activity for children.

At night, dining at Fenesse, the 

elegant restaurant above the 

seawater in Jumeirah Vittaveli, 

is just like taking a gourmet 

food tour amidst the beauty of the Indian 

Ocean.

We savored the elegant French dishes in 

candlelight, while listening to the crashing 

waves in the Indian Ocean. The restaurant 

also has a superior wine cellar featur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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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 wine collection which can be reserved 

as a private dining room. French glass 

presents a glimpse into the kitchen where 

chefs are crafting delicious meals. Guests 

who like delicious Indian food can enjoy 

a delectable meal in Swarna where the 

environment is pleasant and visitors can 

enjoy the seaside scenery. In the evening, 

one can enjoy a leisurely wine tasting 

in BAR-EE and take in the intoxicating 

sunset.

Sweet and Vibrant 
Parent-Child Time

We experienced the rich 

and colorful activities 

with our baby in Kuda 

Koli Kids Club for 

children and youth in Jumeirah Vittaveli. 

Hotel staff take great care of children, with 

baby-sitting services open from 9 a.m. to 

11 p.m., allowing parents to enjoy time 

together during their stay.Indoor activities 

are not only interesting, but also full of 

edu-tainment.

Children can enjoy water sports, the island 

treasure hunt, cooking classes, painting 

on T-shirts and other arts and crafts.

At the same time, they learn about the 

sea creatures, flowers, art and the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 in after Maldives and 

take the courses about. 

There is a children's pool adjacent to Kuda 

Koli with experienced lifeguard stationed 

at all times, so parents can be at ease while 

their children play in the pool. In addition, 

in the hotel's Star Cinema, kids in Kuda 

Koli Kids Club can watch popular movies 

while enjoying freshly-made popcorn and 

endless fun.

Gift from the Sea

Those islands near Jumeirah 

Vittaveli boast a variety of 

unique underwater wonders 

and serve as a asource for 

pleasure that cannot be missed on 

vacation. Snorkeling, a fun and cool sport, 

is a must-do activity during your vacation 

in Maldives. All kinds of fish and marine 

creatures swim through the islands and 

reefs. The water temperature in Maldives 

keeps relatively stable throughout the year, 

thus making Maldives an ideal place for 

snorkeling. Best Dives, a diving and water 

sports centre in Jumeirah Vittaveli, is 

accredited by th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Diving Instructors(PADI) and provides 

various courses and adventure training. 

We started our wonderful snorkeling trip 

on a sunny morning. After getting well 

equipped, we roamed free in the gorgeous 

ocean world exploring the mystery of the 

seabed and keeping close contact with the 

colorful marine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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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 over a magic world

飞越神奇的世界
带着一颗期待的心，携手宝贝一起乘坐卡

塔尔航空（Qatar Airways）的航班踏上前往

马尔代夫的旅程。步入机舱，空姐的微笑让人

舒心。卡塔尔航空空客 A330 及波音 B777 客

机商务舱均配有 180 度全平躺座椅，每个座椅

均配有独立液晶电视显示屏。伴随的长途飞行，

机上配备功能独特的视听点播娱乐系统——

Oryx One 机上娱乐系统。该系统内含 3000
多部（种）影视娱乐节目供选择。卡塔尔航空

的餐饮精美丰盛，汇聚了风味菜肴、阿拉伯薄

饼、乳酪、烟熏三文鱼、巧克力、咖啡、果汁

以及世界各地精选的香槟及葡萄酒等，各种美

味在万米高空的味蕾上跳舞。

我们很享受飞行的过程，与宝贝一起走

进家庭影院的奇妙世界。飞机上先进的 Oryx 

One 娱乐系统使宝贝可以体验热带雨林的神秘

或是骑上魔法南瓜车重访灰姑娘的童话世界，

还可以观看更多寓教于乐的精彩电视节目。在

A350、A380 和 B787 客机上还可以体验全球

领先的双屏界面，宝贝可以尽情享受双重娱乐。

携婴儿同行的父母还可以获得特殊盥洗包，包

括纸尿裤、婴儿餐具、水平和柔软的玩具，非

常贴心。卡塔尔航空为儿童提供了充足的机上

空间，享受天空中最宽敞的经济舱座椅以及安

静舒适的睡眠环境，儿童有足够的空间吃饭、

睡觉、伸展和玩耍，尽情享受旅途上的乐趣。

舒适的飞行后我们在多哈的哈马德国际机

场（Hamad International Airport） 转 机。

2014 年 4 月正式投入运营的哈马德国际机场

是世界上第一座可以起降任何商用机型的机

场。气势恢宏的“帆灵感”埃米尔皇家航站楼，

外观设计灵感源自阿拉伯国家沿海的独桅帆

船。美轮美奂的综合航站楼，外观设计灵感源

于阿拉伯湾的海浪。90 米高的空中交通管制塔

高耸入云，建筑呈新月造型。以“水滴”为主

题的公共清真寺拥有直径达 50 米的玻璃穹顶

和 36 米高的光塔，数千个 LED 灯为其提供照

左页图上：卡塔尔航空商务舱。

左页图下：卡塔尔航空机上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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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流光溢彩，璀璨照人。

哈马德国际机场设有多个贵宾休息室，如面向卡塔

尔航空头等舱乘客的 Al Safwa 头等舱贵宾休息室；面向

卡塔尔航空商务舱乘客的 Al Mourjan 商务舱贵宾室；面

向卡塔尔航空贵宾俱乐部白金会员以及“寰宇一家”绿

宝石卡持有者的头等舱贵宾休息室以及面向卡塔尔航空

贵宾俱乐部金卡、银卡会员以及“寰宇一家”蓝宝石卡

持有者的公务舱贵宾休息室等。五星级便利的设施及旅

客服务中心带来全球顶级机场体验。

广阔的高级购物空间是全球购物狂的血拼之地。琳

琅满目的 70 多家购物点覆盖了全球知名品牌、大众时

尚产品、电子产品及各类美食。其中的 Pulse、Bumble 
Tree、Junction、Boulevard 和 GMT 是免税商店。近

期四家全新的 Coach、MontBlanc、ALMOTAHAJIBA
和 HUGO BOSS 精品店正式开幕。此外，机场还设有

一家 Godiva 巧克力主题店，全新的方式打造，如巧克

力喷泉等。世界顶级甜品师 24 小时为顾客服务。哈马德

国际机场还汇聚了各式美味餐厅以及 30 多家咖啡店，让

旅途上的时光无比惬意。

哈马德国际机场南北区的 200 多间客房，让旅客充

分放松身心，以充沛的精力开启下一段旅行。搭乘卡塔

尔航空的航班并入住机场酒店就可以提前 12 小时托运行

李。机场有美术馆般的完美体验，各类展览，世界艺术

家和当地文化团体的精彩演出让我们大开眼界。在特别

活动区域内还有为乘客打造的最先进的互动式娱乐体验。

我们的宝贝非常喜欢哈马德国际机场航站楼内的室

内儿童活动室，室内的电视、玩具、互联网、小型游乐

设施和攀爬架等为宝贝们打造了一个趣味无穷的游乐园。

机场内配置了家庭洗手间，方便照顾儿童，避免了家长

带儿童去与他们性别相对的洗手间带来的不便。分布在

航站楼各个方位的哺乳间配备水、奶加热器和更换尿布

台，旅客可以享受私密舒适的哺乳环境。因为我们携带

儿童，可以提前登机。我们提前选择了一个靠窗的座位，

对于儿童来讲，从万米高空俯瞰即将前往的马尔代夫是

一件令他们惊叹的事。

右页图从上到下：

哈马德国际机场 Al Mourjan 商务
舱贵宾室；

Al Mourjan 商务舱贵宾室；

Al Mourjan 贵宾休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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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 asleep with sea singing 
聆听海声入梦

我们乘坐的卡塔尔航空客机抵达了马尔代夫首都马

累的易卜拉欣 • 纳西尔国际机场（Male International 
Airport），从机场的码头乘坐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 
(Jumeirah Vittaveli) 的 Stealth iSpeed 游艇飞驰在广阔

湛蓝的海洋中。iSpeed 船舱宽敞，无限 Wi-Fi 快速便捷，

还配备浴室、电视、空调等设施。旅客也可以稍作梳洗，

以优雅洁净的姿态抵达酒店。游客一边品尝着游艇上的

点心一边驰骋于绝美的风光中。20 分钟后当游艇驶入酒

店的码头时，传来马尔代夫传统 Bodu Beru 鼓声热情地

欢迎我们。Bodu Beru 早在 11 世纪由阿拉伯半岛的贸

易商带到马尔代夫，如果想学习，酒店可以为宾客及在

儿童俱乐部提供为孩子准备的 Bodu Beru 击鼓课程。

踏浪而至，寻找隐藏在湛蓝深海中的世外桃源。卓

美亚维塔维丽酒店 (Jumeirah Vittaveli) 的 89 栋别墅矗

立于美丽的印度洋上，相连却又独立分开，有最私密僻

静的居住环境。在这里能真正感受到遗世而独立的宁静。

“Vittaveli”一词含有多重优美寓意，可诠释为“宽阔的

空间”和“永恒的光辉”等，正如这座岛屿一样。空间

是一个人们渴求但难以拥有的重要而奢侈的东西，“永

恒的光辉”则代表了酒店能够不断绽放令人欣喜的光芒。

无论是活力四射的假期，还是欢乐温馨的亲子游或是甜

美的蜜月，都能体验到非凡的魅力。

下榻于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的别墅中，窗外无尽的

玻璃蓝色的辽阔大海、洁白细腻的沙滩、葱翠高大的棕

榈树装饰点缀着周围的美景，晚上在满天繁星下，任思

绪飞扬，沉醉在天堂般的幻境中，在海声中慢慢入眠。

酒店每间精致的别墅和套房，均配有私人大型泳池，直

通沙滩及环礁湖，饱览印度洋一流的壮丽景观。海滩泳

池日出 / 日落别墅设有宽敞的客房，室内设计更是令人惊

叹，还可直接通往白沙海滩和感受印度洋的清澈海水，

无数美景让所有客人流连忘返。在“L”形私人泳池恣意

徜徉，享受悠然自得的美好时光；躺在专属 Sala 日光浴

浴床上感受阳光的抚摸，舒缓疲劳、放松身心。露天浴

室设有大理石浴缸、秋千和更衣区，可在此享受独特的

半开放式淋浴体验。尽情享乐一天后，躺在舒适的豪华

特大床上安然入睡，为一天画上圆满的句号。

39 栋灵秀的礁湖泳池别墅将非凡设计及美丽的室内

布置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营造了无可比拟的舒适环境。

左页图：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

右上图：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双
卧海滩别墅外观。

右下图：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双
卧海滩别墅主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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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栋别墅均拥有独立泳池和延伸至海边的私人平台。还

可以慵懒地躺在日光浴床上欣赏如诗如画的美景，感受

温暖阳光的轻抚，放下心绪。奢华雅致并配备私人泳池

的豪华海景套房邻近主岛，仅能乘坐快艇到达。这里是

华丽、舒适、私密的人间天堂。套房采用两层设计，提

供能想象的一切舒适体验；宽敞的空间营造出极致自由

之感。独特的露台坐落于平台之上，由错层实木阳台构成，

可饱览奇妙清澈的礁湖水域。透过精致的起居室玻璃地

板，欣赏魅力无限的水下生物；或日落前沐浴在温暖的

阳光下，享受惬意时光。

我们入住的海滩泳池双卧别墅布置精美、空间宽敞、

氛围私密。次卧配备双床、套房内浴室和冰箱，并与阳

台相通，为儿童提供舒适环境。主卧设有待客区和书桌。

宽敞的露天浴室与主卧连通，户外淋浴和大理石浴缸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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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庭院花园区域中。卧室的独立浴室连接至室

外露台，我们与宝贝在这里观赏马尔代夫的如

画景色。位于清澈礁湖边的 7 栋豪华海景泳池

套房以传统多尼 (Dhoni) 工艺品作装饰，设有

独立的户外露台，错落有致的木质阶梯一直延

伸至蓝绿色的湖水之中，浪漫至极。宽阔的海

滩泳池套房是宾客享受珍贵家庭时光的完美选

择，每间套房均设有两间卧室和一座通往沙滩

的泳池，在这里享受水清沙幼、蓝天白云的美

好海边时光。每间套房均有布置精美的顶层露

台，宾客可以在这里远离烦嚣。

双卧海滩套房分为上下两层，布置精美、

空间宽敞、私密平和，提供优质服务，是家庭

入住的完美选择。24 小时私人管家服务可满

足宾客的任何需求。可以在独立待客区、露台

或私人泳池欣赏梦幻般的夕阳美景，远离喧嚣

与烦恼，舒缓身心的疲惫。海滩套房可直接通

往白沙海滩感受印度洋的清澈海水，无数美景

让人流连忘返。每一层都设有豪华卧室和浴室，

恋人和家庭可在此共度美好时光，留下珍贵回

忆。泳池日出美景水上别墅采用壮观气派的设

计风格，坐落于印度洋水晶般清澈的水域上。

透过客厅的玻璃地板，欣赏迷人的水下世界，

或在别墅附近欢快潜水，体验奇幻的海洋之旅。

悠闲地躺在别墅的豪华客厅长椅上，或在私人

无边际泳池恣意徜徉，舒缓身心，享受极致放

松体验。别墅坐拥优越的地理位置，宾客可纵

享岛上日出的绝美景致，饱览迷人的天空美景。

透过明亮的落地窗，将美景尽收眼底；在私人

甲板上，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清新舒畅；或使

用户外淋浴，在放松身心的同时开阔眼界。

在 卓 美 亚 维 塔 维 丽 酒 店 (Jumeirah 
Vittaveli) 时刻都能感受到惊喜，浪漫的晚餐后

可以在热带岛屿天堂的星光电影院观赏电影，

影院的座椅是在沙滩挖凿而成，这里每个月都

会举行户外电影夜活动。闲暇时在高科技水上

健身房体验各种挑战运动，达到身心平衡的健

康状态。一边使用高科技设备进行锻炼，一边

欣赏印度洋秀美迷人的全景，畅享健康愉悦的

健身体验。还可以在设施完备的健身中心和 24 
小时健身中心参加免费私人训练课程，为健身

计划注入新的活力。此外，海滩训练选择、循

环训练和伸展课程帮助我们以最适合自己的方

式保持充沛活力。想要恢复精力的人士则可选

择私人和团体瑜伽课程。清晨，欣赏着瑰丽的

海上日出，海鸥啼鸣入耳。当温暖的阳光沐浴

着每一个角落，轻柔湿润的风带来海洋的问候。

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的私人厨师和管家在我们

的别墅中准备好专属早餐，开启精彩的一天。

左页图顺时针方向：马尔代夫的浪漫夕阳；

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的露天瑜伽；

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双卧海滩别墅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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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Sweet and Delicious Food 
Meets Magnificent Scenery

当香醇美味邂逅壮丽美景
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 (Jumeirah Vittaveli) 的四间餐

厅荟萃了各式菜品，由酒店大厨精心烹饪的每一道菜肴

都令人难以取舍。酒店的餐厅及客房用餐菜单都为儿童

提供餐单。享受精致美味的同时，用马尔代夫的绝美风

光佐餐，度过无与伦比的惬意时光。

可以饱览印度洋美景的 Samsara 位于现代风格设计

的露台之上，用餐环境优美，仿佛置身天堂。结合了不

同风味的亚洲餐厅，每天 24 小时都可以享受到结合了传

统经典的亚洲风味或马尔代夫风味的美食。我们在优雅

氛围中享受晚餐，心情变得轻松畅快。有多款不同的餐

饮选择，包括沙拉吧、自助餐及单点菜色，主菜至甜品

都是由厨师实时鲜制，再以亚洲式创意摆设上菜。这个

餐厅也提供印度洋风味披萨，如金枪鱼披萨，玛格丽特

披萨等，碳烤食品也是一大特色。此外，新鲜捕捞海水

鱼也是不可错过的美味。

傍晚在酒店的海边烧烤吧 MU 享受海滩晚餐是一种

浪漫的体验，当夕阳的余晖把遥远的天空和海面染成了

浅橘色，飘浮在天边的云朵还在变换着身姿，夕阳过后，

闪烁的星光洒满天空，梦幻至极，我们在这里尽情宠爱

着身心。可以随意挑选新鲜烤制的菜品，坐在阿拉伯功

能厅风格的舒适座椅上悠闲享用。多汁的龙虾、红鲷和

鲜嫩的高级牛排均烤至最佳成色与口感，新鲜热辣，滋

滋作响，令人食指大动。酒店大厨的出色手艺烹调成的

海鲜、鱼和牛排，带来难忘记忆。饱餐一顿后，在海滩

酒吧品尝鸡尾酒，海浪轻柔的拍打声松弛紧张的神经。

恰到好处的柔和烛光使人能够饱览整个天幕的繁星——

这壮丽完美的一刻让人在思考生命和感叹宇宙奥秘之余，

更回想起适才所品鉴美食的妙处。值得一提的是，傍晚

时分可以和家人在 MU 烧烤吧旁边的沙滩上喂魔鬼鱼，

和它们来一场亲密接触，成群的魔鬼鱼在澄澈的水中摆

动着宽大的鱼鳍和细细的尾巴，活泼地游动着，嘴里发

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等待着喂食。喂魔鬼鱼是儿童的最爱，

非常有趣。

晚 间 在 卓 美 亚 维 塔 维 丽 酒 店 雅 致 的 水 上 餐 厅

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的 Samsara 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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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esse 中用餐犹如在大海上展开一场美食探索之旅，在餐厅可以饱览

印度洋与星空的壮美。餐厅风格优雅现代，每张餐桌都提供私密的就餐

体验。可抛下尘世一切烦恼，沉浸在地中海美食无尽的色香味中。我们

在烛光下品尝着优雅的法式菜品，每道菜肴都使用源自当地的最新鲜食

材，每一道餐点都是这座岛屿迷人风光的绝佳展现，印度洋的涛声阵阵。

餐厅还设有收藏丰富的特大酒窖，此酒窖可供预订作私人用膳饭厅。落

地镜面玻璃设计“开放式”地展示了烹饪诱人佳肴的厨房现场情况。

喜欢印度美味的宾客可以在 Swarna 餐厅享用精致美味，这里环境

宜人，可以观赏到滨海风光。傍晚在酒店的 BAR-EE 悠闲地品尝美酒， 
欣赏醉人的日落全景。种类齐全的酒吧供应特色鸡尾酒，带来绝佳的清

爽感受，让人尽享放松一刻。可在池畔休憩徜徉，或懒洋洋地躺在豪华

客厅长椅上享受惬意时刻，欣赏周围梦幻般的迷人景致。饮品种类丰富，

为宾客提供一系列别具风格的鸡尾酒，摄人魅力不逊色于这座岛屿本身。

酒店的温馨的“设计餐饮”营造舒适休闲的用餐体验。清晨，在私

人海滩看着太阳缓缓升起时，在光彩夺目的天空下享受一顿美味可口的

早餐唤醒了味蕾；啜饮一口冰镇香槟后，谛听海边浪涌时的舒醉之声。

享受清凉的水族晚餐时，可以把脚趾浸泡在主池流水中同时享受度身定

制菜单的盛宴美食。白色亚麻餐布营造了餐厅优雅基调，在星空下、烛

光中，享受专用侍者用餐服务。傍晚享受私人海滩烧烤，从私密和幽静

的海滨位置中选择一处欣赏傍晚夜空与日落之绝美景色，在私人厨师和

侍者服务下慢享海滩烧烤。浪漫晚餐是携手爱人来此的宾客不可错过的

体验，妙不可言的精致烛光晚餐、甘醇的冰镇香槟伴着令人沉醉的美景。

同时，宾客的别墅会被点缀满花朵，并在回房的时候立即能享受管家准

备好的浸浴。

从左到右顺时针：马尔代夫的梦幻黄昏；

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可以延伸至海边的平台；

傍晚时分可以和家人在 MU 烧烤吧旁边的沙滩上喂魔鬼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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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et and Vibrant Parent-
Child Time
温馨活力的亲子时光

波光粼粼的印度洋紧密环绕着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

酒店丰富多彩的亲子娱乐活动引人入胜，全家可以体验

岛上秀美的自然风光，度过别样的亲密时光。携手宝贝

静静漫步于面朝大海的小径中，或在碧波荡漾的印度洋

海面上猎奇探险，体验浮潜、皮划艇运动、帆板运动和

潜水运动惊险刺激，尽情体验马尔代夫的精彩。

我们与宝贝在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的 Kuda Koli 儿

童俱乐部和青少年俱乐部体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在这

过程中酒店的服务生会全程照顾好儿童，这项保姆看护

服务从每天早上 9 点开放到晚上 11 点，父母可以享受私

人时间。游戏室内的活动不但有趣而且寓教于乐。孩子

们同时可以享受水上运动、岛上寻宝游戏、烹饪课程、

脸部彩绘、T 恤绘画、手工艺、了解马尔代夫的海洋生物、

花卉、艺术和当地传统文化以及初级救生员或水中安全

课程等，让宝贝们大开眼界，其中制作 Pizza 的课程很

受儿童和父母的喜爱。椰子油制作也吸引了很多宾客，

制作椰子油用的椰子就生长在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周围，

非常自然新鲜。这里独特的马尔代夫风格手工椰子油是

由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的泰丽丝水疗中心团队制作的。

家庭儿童泳池毗邻儿童及青少年俱乐部，有具备经验的

救生员驻守，儿童可以安心在此自

由玩耍。此外，在酒店的星光电影

院中，Kuda Koli 儿童俱乐部的孩

子们可以边看受欢迎的电影，边享

受现做的爆米花。在田园诗歌般的

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中，还有一系

列与当地特色文化相关的活动适合

孩子游玩，如骑自行车沿海岛的“海

风”小道骑行等，趣味无穷。

静谧的午后，我们在卓美亚维

塔维丽酒店的泰丽丝水疗中心享受

了一系列疗程。泰丽丝水疗中心的

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 Kuda Koli 儿童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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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秉承光与空间元素，让宾客享受一片纯净并产生共鸣。

护理所用的材料在当地通过传统方式获得，确保万物中生

命愈合的能量得到尊重，并通过特有的产品和护理传递给

客人。卓有经验手法纯熟的理疗人员以传统和其他多种方

法舒缓了身心的疲惫。深层组织按摩和净化肌肤的面部护

理等呵护为我们带来身心愉悦的放松之旅。专业水疗师提

供特色护理服务，让全身畅享重归自然的奢华体验。水疗

中心为每一位宾客都花费了周到的心思，特设供一家大小

共享天伦的疗程。蜜月期新婚夫妇和情侣可以享受浪漫沐

浴和情侣水疗，浪漫的空间让情侣彻底放松，尽享温馨私

密时刻。“Aaila 时间”水疗就为家庭

宾客设计，“Aaila”一词在马尔代夫

语中就代表着家庭。这一水疗为家庭客

人以水疗的方式享受和启发自我。酒店

更与 ila 水疗品牌携手合作，设计出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

独有的招牌疗程。而 ila 的“Beyond”旅程则提供 12—

16 岁的青少年了解水疗乐趣的机会，为孩子们的人生带

来裨益。水疗中心有母女和父子理疗可选择，如可以享

受合家欢和亲子理疗套餐，90 分钟的“母女”可可与蜂

蜜理疗套餐，含有蜂蜜与优格乳面膜、手脚可可护理等

理疗服务。90 分钟的“父子”理疗套餐，使用酒店自制

的有机橄榄油为宾客进行护理。在特殊的节日，酒店会

根据节日主题制定护理疗程，比如圣诞节期间会推出儿

童迷你按摩。在活力的一天后，在此与家人共享宁静的

幸福时光。

本页图：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
Kuda Koli 儿童俱乐部丰富多彩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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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vor from the Sea

来自海洋的宠爱
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附近的岛屿拥有各种独特的水

下奇观，是度假时不可错过的享乐胜地。浮潜是来马尔

代夫一定要享受的一项有趣而又酷爽的活动，岛屿和珊

瑚礁之间游动着各种鱼类和海洋生物。马尔代夫的水温

一年四季都相对稳定，也使得这里成为浮潜的理想之地。

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的“Best Dives”潜水和水上运动

中心获得了专业潜水教练协会 (PADI) 认证，提供多种多

样的课程及探险训练。我们在阳光充足的上午踏上了精

彩纷呈的浮潜之旅。穿好装备后，我们自由遨游于绚丽

的海洋世界，探寻海底的神秘，与缤纷的海洋生物亲密

接触。

在夕阳西下之际是享受海钓之乐的最佳时机，我们

乘坐与海水同颜色的马尔代夫传统的渔船——Dhoni船，

带着孩子去海钓。Dhoni 船的前端呈曲线形向内弯曲，

很有特色。马尔代夫的海钓方式很特别，钓鱼工具是线，

耐心的潜水员教我们和孩子们海钓的方法。戴上手套，

防止用来钓鱼的线划伤手。将鱼食套在鱼钩上，开始放

线到深水区，等待的过程中用自己的手指仔细感触水下

机灵的鱼是否在咬钩，你会感觉这条鱼线是通向海底的

神经，很快一条橘红色的鱼被钓了上来。在马尔代夫这

个富饶的水域里，稍稍用上一点运气，就有机会捉到漂

亮的鱼。在海钓时，我们享用着船上的美味，橘黄色的

阳光使辽阔的天空和海洋多了几分柔情，迷人的美景壮

丽无边。

左页图：卓美亚维塔维丽酒店附近的海底生物

右页图：乘坐马尔代夫渔船去海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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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you witness for yourself--instead of 
watching from a screen--shoals of grey whales 
that have traveled a long distance to find a 

shelter,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almons that 
don’t have a way home, bald eagles on winter 
migration dancing in the wind, six-gill sharks 

from mysterious waters parade along the coast, 
you will find the answers on your own by being 

one of them, one of the life circle that never 
stops. You can feel mother nature’ wilderness 

and strength, cruelty and tenderness, broadness 
and subtlety…Every single thing in the world 
follows the clock of our maker. We live and we 
die, we gather and we separate, we take and we 
give up. Going through the four seasons with the 
migration pace of wild animals will bring you 

new perception for life.

生命的

Seasonal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Scenery 

四季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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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成群的灰鲸万里跋涉寻觅安身之所，当千万条鲑鱼踏上没有归
程回乡路，当越冬迁徙的白头海雕在苍风中劲舞，当来自神秘深
海的六鳃鲨巡游海岸，你将亲自见证答案——不再是隔着屏幕远
观的看客，而是成为它们中的一员，成为那生生不息的轮回中的
一环，感受大自然的野性与力量，残酷与温情，博大与精妙……
世间万物无不紧跟着造物主的时钟流转，生死有时，聚散有时，
取舍有时。跟着野生动物迁徙的脚步，一起走过四季，相信你会
对生命有更多感悟。
名称：Kokanee salmon at Cariboo Falls near Likely 5-1226  来源：Destination BC   摄影师：Blake Jorge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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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Grey Whale: the great 
traveler

春 | 灰鲸：了不起的旅行家
灰鲸堪称动物王国最伟大的旅行家。它们每年都要

在墨西哥外海的繁殖区与夏季栖息地阿拉斯加之间游一

个来回，迁徙距离长达 20,000 公里。每年 1 月，灰鲸

家庭在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半岛（Baja）温暖平静的泻

湖生产并哺育幼崽。但这片暖水域中食物匮乏，所以待

幼鲸成长到拥有迁徙的能力时，鲸群便沿着海岸线一路

向北，踏上前往阿拉斯加白令海峡的觅食求生之路。

这场由觅食主导的迁徙规模浩大，每年约有 2 万头

灰鲸加入迁徙的队伍。经历一整个食物匮乏的冬季，它

们必须在路上补充能量，温哥华岛克拉阔特湾（Clayoquot 
Sound）遍布着沙滩、海湾和滩涂，成为了鲸群停下来

休息饱餐的好地方，同样也为游人提供了赏鲸的好时机。

每年 3 月至 4 月是托菲诺（Tofino）赏鲸的黄金时期，

整个赏鲸季则会一直持续到 10 月。

灰鲸的迁徙缓慢而安静，鲸群每小时只行进 3—5 公

里，它们浅浅地潜游在水表，当你乘着赏鲸船出海，透

过清澈的海水，就可以看到这些巨大的身影默默潜行而

过。每隔 30—50 秒，灰鲸们会冒出水面呼吸，喷出的

水雾在空中掩映出氤氲的彩虹，它们偶尔也会扬起尾鳍，

拍起水花一片，整个过程慢得让人舒服，像一支轻摇浅

唱的古典乐。灰鲸的迁徙常以家庭为单位，如果一家子

中有出生不久的幼鲸，还能看到母鲸托举起小鲸，帮助

其浮上水面呼吸的温情画面。

每 年 3 月 末， 在 沿 海 的 托 菲 诺、 尤 克 卢 立 特

（Ucluelet）和整个太平洋沿岸国家公园（Pacific Rim 
National Park），都会举行盛大的太平洋沿岸鲸鱼节

（Pacific Rim Whale Festival），这一为保护灰鲸而设

的节日已有 29 年历史，今年即将迎来第 30 届。早春的

空气带着湿润温暖的气息，人们熙熙攘攘地涌向海滩，

摩肩接踵，笑容满面，满怀期待地欢迎这些来自大海的

新老朋友们。除了灰鲸，虎鲸、座头鲸也是这里的常客，

节日期间还会举办海洋知识讲座、童趣互动、美食节、

原住民文化研讨会等活动。

名称：灰鲸艺术品   来源：Tourism Vancouver Island    摄影师：Marnie Re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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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Six-gill shark: 
mysterious guest

夏 | 六鳃鲨：神秘的来客
深海作为那些古老神秘生物的最后一片栖息地，

承载着许多人类的好奇与幻想。每年仲夏之际，宏比岛

（Hornby Island）便会迎来一批来自深海的神秘客人。

六鳃鲨（Six-Gill Shark）体长 3—5 米，有的甚至更长，

它们诞生于恐龙的时代，堪称“海洋活化石”。六鳃鲨

平时很懒，大部分时间都待在 1.6 公里以下的深海，但

每到 7—8 月便会准时出现在宏比岛沿岸的海湾。这些神

秘来客行色匆匆，反复徘徊逡巡于陆架和峭壁之间，到

了时间就一个接一个地离开，来年又会回来，年复一年。

六鳃鲨迁徙的确切原因至今尚不清楚，海洋学家推测它

们是为了到浅水中觅食和求偶。

位于乔治亚海峡（Strait of Georgia）的宏比岛可

能是地球上唯一能与六鳃鲨一起安全潜水的地方，每年

仲夏之际六鳃鲨的巡礼是潜水大咖们最不容错过的高潮。

六鳃鲨本性并不好斗，除非被故意激怒，否则不会攻击

人类，即使如此，跟这些庞大而优雅的深海顶级掠食者

一起巡游，还是十分惊心动魄的。如果你有幸邂逅一条

六鳃鲨，通常会看到它像巡视自己领土的国王一样，不

急不徐地沿着珊瑚礁逡巡，它明亮的祖母绿眼睛好像在

看着你，但实则漠不关心，你甚至可以静静地跟着它游

上一会儿，这些漫无目的的海洋贵族似乎不介意多一个

临时的随从。

宏比岛也是各种奇异生物的聚居地。这里的水下峭

壁深达 75 米，生活着巨大的鳕鱼、鹅毛状的海鳃、太平

洋大章鱼、狼鳗、海葵等。海面的礁石上则时不时有憨

态可掬的海狮集会，呼朋唤友晒着太阳，一派悠闲。

名称：与六鳃鲨共潜   摄影师：Cheryl Young

名称：宏比岛   来源：Destination BC / Stay & Wander   摄影师：Maurice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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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亚当斯河鲑鱼洄游   来源：Destination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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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umn. Salmon: solemn 
and tragic wanderer
秋 | 鲑鱼：悲壮的游子

当加拿大进入“枫”情万种的秋天，当嫣

红与橙黄的色彩爬上树梢，自然界最为壮丽的

野生动物迁徙也正在上演。每年 7—10 月，成

千上万条鲑鱼离开北美太平洋，长途跋涉上百

公里，回到出生地 BC 省的淡水河流中产卵，

它们的鳞片由银白变为猩红，将水道染成一条

条瑰丽耀眼的红毯，非常震撼人心。

BC 省内陆的亚当斯河（Adams River）
是众多鲑鱼的目的地，这是世界上路程最长，

也是最易观赏的洄游路线之一。在罗海布朗省

立 公 园（Roderick Haig-Brown Park）， 人

们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红鲑礼赞”（Salute 
to the Sockeye）主题活动，迎接一年一度归

家的鲑鱼们。你可以在音乐与艺术营造的浪漫

氛围中，看鲑鱼冲过重重艰难险阻，完成奇迹

般的生命循环。数千年来，一代又一代鲑鱼逆

流而上，对家乡的记忆成为最精确的导航，世

世代代镌刻在它们的基因之中，指引它们踏上

这场没有归途的生命旅程。大部分同伴或在途

中力竭死去，或成为沿途棕熊、白头鹰等掠食

者的美餐，只有千分之一的幸运儿能够到达水

草丰美的故乡，在河底的沙砾卵石中成功繁衍

后代，最后长眠故土，而新的生命亦即将在此

开始。

除了在河岸上赏鲑，其实还可以跳入河中

与鲑鱼“亲密接触”，以完全不一样的视角见

证鲑鱼洄游的壮观场景。“世界鲑鱼之都”坎

贝尔河（Campbell River）是唯一能体验鲑鱼

浮潜的地方，这里洄游的鲑鱼数量庞大，河水

不深不浅，能见度高，且沿河遍布着许多适宜

的入水点。穿上潜水服和救生衣，在橡皮筏的

引导下顺流而下，你会无比真实地感受到自己

就是那大迁徙队伍中的一员，金色的阳光丝丝

缕缕投入水底，静静漂过彩石铺就的河床，湍

流激荡卵石发出汩汩之声，数千条的鲑鱼逆流

而上迎面而来，又与你错身而过，你就像洄游

的鲑鱼一样，在浅滩中休憩，躲避垂钓者的圈

套，为远处交通工具的轰鸣而惴惴不安……唯

有亲身经历，方能真正领会那一往无前、向死

而生的精神。

Winter. Bald eagle： 
fearless partner

冬 | 白头海雕：无畏的侠侣
在滑雪胜地惠斯勒附近，斯阔米什以北的

小镇布拉肯代尔（Brackendale）是闻名于世

的“白头海雕之都”，每年冬季 11 月至次年

2 月，会有数以千计的白头海雕从北美各地启

程来到这里，捕食河中洄游的鲑鱼。越冬迁徙

期间，白头海雕比平时更爱社交，因此常常能

目睹群雕集会的壮观场景。据记载，这片天空

一天之内曾聚集了多达 3,769 只白头海雕。平

静的冬日，在向导的带领下乘皮筏沿切卡穆斯

河（Cheakamus River）漂流，是赏雕的最

佳方式之一。云霭低垂在针叶林间，空气是松

香和鲑鱼的味道，上千只白头海雕聚集于此，

时而威风凛凛地站在树梢，时而像战斗机一样

俯冲至河面捕食鲑鱼。这是白头海雕的世界，

苍凉寥廓，雄奇壮美，与我们截然不同，又息

息相关。

凭借灵敏的视力和听力，白头海雕在一公

里外便能锁定猎物，它们舒展 2 米多宽的巨翼，

优雅地盘旋巡视，振翅从高空以 160 公里的时

速俯冲，四指成钩迅速将水中的鲑鱼抓起，整

个捕食过程仅在短短一瞬间完成，自然界顶级

猎手对力与美的诠释令人惊心动魄。掠夺是它

们的天性，一旦有一只白头海雕捕获猎物，便

会引来群雕追逐争抢，数只白头海雕在空中滑

翔，急转，骤升骤降，穿林越野，不啻于一场

华丽炫目的高空杂技。然而在这弱肉强食的残

酷法则之下，隐藏着意想不到的温情。白头海

雕是世间少有的忠贞鸟类，雄鸟与雌鸟一旦结

为夫妻，便终身相伴直到死亡将它们分开。隆

冬时节，雄鸟与雌鸟一起衔来树枝和干草修筑

鸟巢，有时还会在空中追逐嬉戏，比翼双飞，

耳鬓厮磨，默契非常，让人为之动容。

严寒、环境污染、人类的侵扰，世上有太

多东西阻碍着白头海雕的生存，然而它们却无

所畏惧。力量、自由、不朽，这是白头海雕的

生命之歌。

名称：白头鹰    来源：Sunwolf    摄影师：Robert G C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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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法国后花园 
Have you ever felt you were a knight or a princess? If you have, 

the Loire Valley is your cup of tea.  These castles, from Saumur to 
Nantes, are located along the magnificent Loire River. 

Do you desire to breathe the air with the flavor of sea? There is a 
450-km seaboard along the Atlantic from baie de La Baule to les 
Sables d’Olonne. Active fishing port, thalassotherapy suited to 

family travel, undeveloped coves, long golden beaches. This coastal 
areas have so many different and lively places!

　您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位骑士或者
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公主 ? 那么卢
瓦尔河谷城堡群就属于您，从索米
尔 (Saumur) 到南特 (Nantes)，这
些城堡分布在气势磅礴的卢瓦尔河
沿途。
     您渴望呼吸到带有海水味道的
空气 ? 大西洋近 450 公里长的沿
海地带从拉博勒海湾 (Baie de La 
Baule) 一直延伸至莱萨布勒—多洛
讷 (Les Sables d’Olonne)。 活
跃的渔港、适合全家人出游的海水
浴疗养地、未经开发的小海湾、长
长的金色沙滩， 这片沿海地带拥有
如此之多各不相同的热闹地方 !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f France

图 法国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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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tes, a futuristic 
city with long history
南特  一座极具
未来感的历史之城

南特 (Nantes) 是一座适宜生活的水城和绿荫城市， 
它拥有一段辉煌的历史。从数年前开始， 这座法国西部

地区之都的发展就堪称名副其实的一帆风顺。南特与圣

米歇尔山 (Mont-Saint-Michel) 相距 2 小时车程， 是一

座彻底被艺术征服的城市 ! 
探访南特的最佳方式就是沿着地面划出的一条绿线，

它引导漫步徜徉的人们通往建筑、艺术、文化及历史领

域的胜地。在遗产方面，费多岛 (île Feydeau) 上建于

18 世纪的精美建筑、南特大教堂及布列塔尼公爵城堡都

将为您带来惊喜。

在卢瓦尔河岸边， 您可以爬到机器岛 (Machines 
de l’île) 的大象或者大蜘蛛身上， 由它们带领您闲逛一

圈 ! 无论白天黑夜，南特的市中心都热闹非凡，例如：保

留中世纪氛围的犹太街区 (quartier de la Juiverie) 和布

菲街区 (quartier du Bouffay)， 以及极具节日氛围的新

场所香蕉仓库 (Hangarà Bananes)! 在购物方面， 各家

商店的橱窗和招牌倍增吸引力， 集大成之地是著名的波

莫雷廊街 (passage Pommeraye)。
欣赏以卢瓦尔河口湾为背景、 在露天展览的 30 件

艺术品。每年夏季，南特之旅 (Voyageà Nantes) 活动

都为这条感性而且诗意的城市游览线路带来特别的活力。

届时，一批艺术家和设计师、园丁和厨师、 DJ 和涂鸦，

南特变得比平常更加令人称奇。 请记住今年的活动日期

是 7 月 1 日至 8 月 28 日 !

法式生活艺术
从桑塞尔 (Sancerre) 到南特 (Nantes)， 途经图赖讷地 (Touraine) 和安茹地区

(Anjou)， 卢瓦尔河谷的各个葡萄园区盛产卓越的葡萄酒， 它们凭借丰富多样性和独特

性而引人注目， 例如： 索米尔 - 尚皮尼红葡萄酒 (Saumu—Champigny)， 萨夫尼耶

尔白葡萄酒 (Savennières)， 麝香白葡萄酒 (Muscadet)，等等。白葡萄酒、红葡萄酒、

桃红葡萄酒，这些丰富多样的优质葡萄酒都出自悠久的酿酒传统。

葡萄园旅游之路通往分布在卢瓦尔河谷的各个葡萄园以及酿酒公司和葡萄酒博物

馆。每个葡萄园在一年四季都推出众多致力于展示园区酿造的美味葡萄酒的活动。其中

一些活动专门以葡萄酒为主题 ( 交易会，巡游，行会活动，等等 )，另外一些活动则与

了解酿酒工艺、品尝土特产、游览景点、艺术活动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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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year-old Le Mans
勒芒，6000 年的历史

勒芒市中心隐藏着一件瑰宝： 金雀花古城 (Cité 
Plantagenêt)。古城的名字源自英国的金雀花王朝，该

王朝的创建者——日后的亨利二世就生于勒芒。在成为

英国国王之后， 亨利二世离开旧省曼恩 (Maine)， 他

的儿媳纳瓦尔的贝朗热尔 (Bérengère de Navarre，狮

心王理查的妻子 ) 定居勒芒并且管理勒芒城及其周边地

区。 纳瓦尔的贝朗热尔还建造了莱波修道院 (abbaye 
de l’Épau)，这座修道院是法国最后的几座熙笃会修道

院之一。

金雀花古城如今依然充满活力。每年夏季的吐火怪

物之夜 (Nuit des Chimères) 活动上，狮头、龙尾、羊

身的吐火怪物形象以及各种投映的图案为大街小巷和古

迹正立面带来活力。

谈到萨尔特省就不能不提及家喻户晓的勒芒 24 小

时耐力赛 (course des24 Heures du Mans)。届时著

名的福特车队将回归赛事， 与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还

有奥迪、丰田、保时捷等车队。2016 年，值得期待的还

有勒芒老爷车比赛 (Le Mans Classic)，它堪称勒芒 24
小时耐力赛的回顾比赛。从今年开始，喜爱保时捷品牌

的人们将聚集在保时捷体验中心 (Porsche Experience 
Center)。该中心内还有保时捷运动驾驶学校 (Porsche 
Sport Driving School)， 这是该品牌在法国开设的唯一

驾驶学校。

萨尔特省是您忘却时光并且暂别日常生活小住一段

时日的理想地点。 在受到保护的多样化自然区域， 游

客们可以乘船沿着萨尔特河顺流或者逆流游览， 同时尽

情享受水波的抚慰， 人们还可以探访一批卓越的秘密

花园，也可以在金雀花古城的中世纪小巷漫步徜徉。 得
益于萨尔特省南部的卢瓦尔河流域气候的影响，萨尔特

省拥有一片葡萄园区以及一种深受欢迎的知名葡萄酒： 
雅斯尼耶尔葡萄酒 (Jasnières)。每年 9 月在卢瓦河谷

(Vallée du Loir)举办的葡萄园—葡萄酒远足日(journées 
Vignes Vins Randos) 活动上， 大众将再次品尝到这种

葡萄酒。

贝尔塞森林 (forêt de Bercé) 占地 5400 公顷，是

法国最广阔的橡树林之一。这片森林获得“卓越森林”

（« Forêt d’exception»）标志，为人们呈现它的各

种自然奇观，例如：树龄在 350 年以上的园圃乔林区

(Futaie des Clos)，另外还有埃米蒂耶尔源泉 (Sources 
de l’Hermitière) 及其百年树木，用这些树木制作的酒

桶深受酒农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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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stal city Les Buhler - 
d'Olonne
多洛讷
一座位于海边的城市

旺代省的沿海地带在法国和欧洲都是一个知名的旅

游目的地，它拥有 250 公里长受到保护的海岸区域， 其
中海滩长 140 公里。这里质量极优的可以游泳的海水以

及缓坡沙滩确保出游的全家人体验乐趣并且保证他们的

安全， 人们在旺代省可以度过完美的假期。 旺代省是各

类水上运动爱好者们的钟爱之地。

莱萨布勒—多洛讷 (Les Sables d’Olonne) 是旺

代省的一座海水浴疗养地，它的声誉得益于它的细沙大

海滩 (Grande Plage)， 以及每 4 年举办一次的家喻户

晓的从奥洛纳港口 (Port Olona) 出发的旺代环球帆船赛

(Vendée Globe)。莱萨布勒—多洛讷全年都是一座充满

活力的城市，是开展水上运动 (Sports Nautiques) 不容

错过的目的地。如果您希望探访遗产，请务必在莱萨布勒—

多洛讷的小巷漫步徜徉，这些遗产堪称城市历史岁月的鲜

活见证，例如：昔日的船东大宅，18 世纪的住房，风格

各异的海水浴疗养地别墅，渔民小屋等。 

努瓦尔穆捷岛

努瓦尔穆捷岛 (île de Noirmoutier) 对于热爱大自然

的人们而言是一个海水浴疗养天堂： 覆盖小岛三分之一



82・TRAVEL&LEISURE

TRAVEL            | TravelS

面积并且带有蓝色光泽的盐田，被风吹动的温热沙丘，

带有冬青砾、野草莓树、海松香气的芳香林下灌木丛等。

谢兹树林 (Bois de la Chaise) 内坐落着一批努瓦尔

穆捷岛的典型大别墅，它们是美好时代 (Belle Epoque)
和“海水浴”活动的见证。一条通往努瓦尔穆捷岛的水

中道路，4 公里长的古瓦路 (Le Gois) 是欧洲最长的水中

道路。它只有在低潮时才能被看见。

普瓦图沼泽地 ( 绿色威尼斯 )

昔日是海湾的普瓦图沼泽地 (Marais poitevin) 是人

类塑造的最美风景之一。距离沼泽地若干链 ( 一链约合

200 米 ) 的一些风景优美的小村坐落在梅尔旺—武旺林

地 (Massif forestier de Mervent-Vouvant) 周围。普瓦

图沼泽地绵延 112000 公顷，由交织在一起的运河及大

自然风景构成。 许多小船恭候您并且带您探访这片“绿

色威尼斯”的“水路”。如果您愿意，在白蜡树的树荫

下， 由船夫驾驶的传统平底小船将带您一直游览到迈勒

泽 (Mai lleza is) 的沼泽地修道院 (abbaye du Marais)
的宏伟大门前。

旺代省的榉木山主题公园

榉木山主题公园是一个极其独特的主题公园。在超过

50 公顷的百年森林中， 游客可以体验从古罗马时期迄今的

独一无二的时光之旅。 在榉木山城堡的原生林中， 场面宏

大的表演呈现一连串堪与最伟大电影媲美的特技 ( 每天最

多有 60 场表演 )，在各场演出之间，游客和家人或者朋友

可以一起体验众多探险及探索发现活动。　

“最后的威武”(« Le Dernier Panache») 是榉木山

主题公园制作的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表演。这场新的表

演全部由榉木山主题公园的工作团队制作， 灵感源自真实

事件，营造一段真实、动人、英勇壮烈的故事。观众被带

入一个融合了真实与虚拟布景的环境中， 他们将关注一位

法国海军军官令人难以置信的命运。继古罗马人、维京人、

猛禽、火枪手、一战士兵这些主题之后，观众将了解 18 世
纪从美国战争到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英雄。 上演这场演出的

大厅面积7500平方米，它堪称一件技术和创新领域的瑰宝， 
尤其是旋转的观众看台， 它能够让观众看见布景的变换并

且在移动中关注情节。移动中的观众如同在电影院一般沉

浸在一次壮观的电影之旅中 ! 

榉木山主题公园于2016
年 4 月 2 日开放
大 公 园 门 票 (Billets 
Grand Parc)： 每位成
人 32 欧元起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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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Baule Bay
拉博勒海湾

从巴黎乘坐高速火车经过几个小时即可抵达拉博勒

海湾 (La Baie de La Baule)，它从 2012 年起入选“世

界最美海湾俱乐部”(Club desPlus Belles Baies du 
Monde)。

首先从住宿开始， 它极佳体现了这个度假地的悠久

接待传统：无论您寻觅的是一家豪华酒店、一家精品酒店、

一套出租公寓，还是一间民宿客房， 您肯定能找到适合

您行程的完美住所。

若想摆脱日常生活的所有压力， 最好莫过于享受海

水浴疗养。 这项活动从 19 世纪开始就在拉博勒海湾度

假地开展。拉博勒海湾度假地是海水浴疗养领域的先驱， 
它拥有一个能够欣赏到海景的海水浴疗中心。

在拉博勒海湾度假地的中心，广阔的海滩堪称各种

运动的舞台并且能够令人留下最美的回忆， 这里可以开

展即兴足球赛、 沙滩排球赛、 蹦床运动，还设置有青少

年海滩俱乐部。在一天当中最安静的时刻，海滩迎来驾

驶沙地帆车、骑马或者打马球的人们。避风良好的拉博

勒海湾让人们可以在非常安全的条件下开展海上活动。

这里还举办多项帆船比赛。

高尔夫球爱好者在拉博勒海湾度假地备受宠爱：凭

借一个总共 45 洞并且建在优美环境中的高尔夫球场、 
一个卓越的高尔夫俱乐部、 一个靠近大海的练习中心， 
拉博勒高尔夫球场 (parcours de Golf de La Baule) 成

为欧洲最好的同类球场之一。

拉博勒海湾度假地在夏季自然是各种活动密集举办， 
然而， 它在全年都会组织或者承办众多艺术及体育活动。 
拉博勒海湾度假地每年都迎来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体育

赛事。参加国际马术障碍赛 (Concours International 
de Saut d’Obstacles) 的世界最优秀的骑手最先开

启比赛季，之后，从 6 月开始，拉博勒海湾停满前来

参加国际群龙帆船锦标赛 (Trophée International des 
Dragons) 的帆船， 这是运动帆船领域不容错过的赛事。

拉博勒海湾度假地的魅力还在于它拥有距离大海

不远的自然遗产资源。2000 公顷的盐田，19000 公顷

的布里耶尔沼泽地 (Marais de Brière)，320 公顷隶属

海岸保护所 (Conservatoire du Littoral) 的自然区域， 
111 公 里 的 海 岸 地 带。 盖 朗 德 半 岛 (Presqu’île de 
Guérande) 如同一幅多姿多彩的马赛克拼贴画。　

布里耶尔沼泽地 (Marais de Brière)

探索布里耶尔沼泽地的最佳方式就是乘坐一条平底

驳船， 多家游船公司都推出这种方式的导览观光活动。

请您在凯里奈特 (Kerhinet) 小村驻足停留， 这座受到保

护的小村拥有一些茅草屋， 游客可以在此了解当地人的

昔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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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原是一座有山有水的韩国城市，处于整个朝鲜半岛的中心地
区。它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是一座以“孝”和城郭
闻名的城市，它的每一个角落都遗留着历史悠久的文化遗迹。
也是京畿道的道厅所在地。它的文化空间丰富而齐全，每年都

会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

Suwon is a South Korea city with both mountain and water.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the Korean Peninsular, it has a long history and brilliant culture, and is famous 
for the morality of “filial” and city walls with time-honored cultural heritage left 

in every corner. It is also the provincial capital of Gyeonggi Province with abundant 
and comprehensive cultural space where various activities are held every year. 

 韩国水原印象
I

文 禹庆平    部分图片 于杰

mpression on Suwon 
of Sou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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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y and brilliance of the
imperial palace of South Korea

韩国皇城宫阙的辉煌与灿烂
水原华城是当年正祖为了表现国王的权威和自己的

孝心及首都南部的军事防御而建造的大规模城郭，是韩

国城郭史上保存最完整的城郭。华城行宫，就是过去国

王在战争中避难，或休息娱乐，或祭祀先王时，在地方

为国王的下榻而修建准备的宫阙，是正祖大王访问临近

的王陵，暂时下榻的地方。外观规模雄伟庞大，华丽非凡，

在众多宫阙中获得的评价最高。

水原华城入口大门两边有很多的树木，但有一棵绝

对是不能忽视的，据说它是历史悠久起死回生的百年老

树。进入正宫可以看到用沙土搭成的地图，通过地图可

以看到华城的全貌。

华城行宫不仅有很好的历史价值，还是《大长今》、

《树大根深》、《拥抱太阳的月亮》、《屋塔房王世子》、

《王的男人》等热播影视剧的拍摄基地，随着韩国电影《逆

鳞》的热映，“玄彬热”席卷整个亚洲的同时，电影画

面里出现的华城行宫也是让我们记忆犹新，所以好多游

客都是慕名而来。

韩国的宫殿，论规模和华丽，虽比不上中国的宫殿，

但从建筑式样和颜色搭配方面还是有着自己的民族特色

在里面。而对于中国人来说 ; 有一点总会感到特别的亲切，

就是韩国的古建筑的匾额上用的可全是汉字。尤其是在

异国他乡如此有威严的建筑上，内心不免升起一种自豪

感！

水原华城一定要去华宁殿看看，在韩国至今留存下

来的国王画像数量不多，而于 1801 年，纯祖为了纪念其

父亲正祖的孝心，在华宁殿供奉正祖的画像。华宁殿是

朴素、高品位的朝鲜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供奉画像的殿堂。

在行宫内，还可以看到很多坛子，一定觉得很奇怪，

不免让人想起韩国的泡菜坛子，泡菜可是韩国人生活当

中的必备品，每顿饭都离不开的辣白菜，或许就是从那

个时代传下来的习惯 !
如果是在夏季，可以体验“与月光同行”。以华城

行宫为中心，沿着城郭行走，月光皎洁，草香弥漫，有

一种坐着时光机器回到朝鲜王朝时代的感觉。不仅可以

聆听月光守护者吟诵的诗歌和讲解，还可以边享用甜美

茶点边欣赏传统戏剧。

本页图：水原华城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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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jingak on the 38th parallel
三八线上的临津阁

去韩国旅游，有一件事总是让人不能平复。那就是

三八线上看朝鲜一方的山河土地，本来一家的山河如今

分成两家，兄弟姐妹天各一方。北纬38度线，也就是“三八

线”一条横穿朝鲜半岛中部极为普通的纬线，将朝鲜半

岛和民族分为两半。中间隔着 4 公里的“非军事区”。

我们抵达的当天，正值南北进行“喊话”，所以只

能远观，无法离“三八线”更近，门口站着一位老妇人，

旁边的小牌子上写着，“同意南北朝鲜合并的请签字”，

看样子已不是第一天站在这里，当细问原因时老妇人开

始抹眼泪。在和平年代看到这一幕终归是令人难以接受

的。

临津阁广场一角的望拜坛，是在南北战争期间，约

有 1000 万韩国人流落在北方，所以每到农历春节，在朝

鲜有离散亲属的韩国人，可以来这里举行纪念活动。不

远处摆放着一台破旧生锈、遍体弹痕的蒸汽火车头，横

卧在铁轨上叙述着沧桑历史， 铁栅上系满了各地游客的

彩色丝带，是人们寄望以后再也不要发生战争，永远和平。

据韩国的资料介绍，朝鲜人民现在的生活水平很低，

对面的房屋和村庄都不那么现代化。从三八线上展出的

数据对比，两边的生活水平确实存在着差距。在临津阁

展望台上看临津江对面，临津江再过去一段距离就是朝

鲜的地盘了。借助望远镜的话能清晰看到朝鲜那边的风

景。把镜头拉近的时候，能清晰看到朝鲜的村庄如在眼前，

展示出的是令人惊讶的另一种祥和的宁静。

每天在固定的时间，从临津江火车站开出到江对面

都罗山火车站的火车，尖锐的汽笛声和轰隆轰隆的铁轨

声音好像在警示着人们什么。都罗山火车站就是这段铁

路的尽头，因为旁边就是朝鲜国界了。

电子产业的辉煌历史

三星创新博物馆是韩国规模最大的电子工业史博物

馆，按照电子产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展示，让人

感觉仿佛是时光旅行， 这里展示着早期的爱迪生电灯、

最早的蓄电池莱顿瓶、真空管收音机和电视机、最早的

手机等代表了电子工业史革新的史料和趣闻。不仅如此，

还可以了解到三星电子的历史和最新技术，特别是在“智

能家居”试演空间，可以观看到展示未来生活面貌的未

来技术影像。
左页上图：

临津阁上寄予和平的彩色丝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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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cious restaurant in Suwon
水原的美食餐厅

水原排骨、烤全鸡、血肠是水原的三大本土特色美食，

让人唇齿留香的水原排骨，家喻户晓的血肠城还有水原

的另一块金子招牌烤全鸡街。都是在水原我们不可错过

的美食。

提到水原，排骨自然首当其冲。享誉国内外的水原

排骨和其他地区相比，块大料足，肉质鲜嫩，肉汁丰富，

味道口感非常好。在幽幽的炭火上烤着吃，口中充满着

原汁原味的肉香和喷香的口感，让你完全享受到水原调

料排骨的真正滋味。

水原池洞市场小吃街内有 30~40 年传统的血肠饭店

汇聚在一起的血肠城，这里的血肠、血肠汤、辣炒血肠

牛肠、酱猪蹄都是不错的选择。选用新鲜上选的食材制

作而成，无异味，口感纯正，很多外地人也慕名而来。

从八达门出发，沿着水原川行走，能看到飘来肥美

香味的一条小街，这是水原著名的烤全鸡街。数十年来，

继承传统的多家专门烤全鸡店都聚集在这里，尤其是晚

上时，排队的人会特别的多。它的特点在于将整只鸡放

入铁锅内煎炸，口感更加酥脆。

《来自星星的你》女主角千颂伊一句“初雪天，怎

么能没有炸鸡和啤酒”，于是“炸鸡”成为了近来网络热词，

也成为许多人的“必吃品”。其实在韩国，人们平时就

挺爱吃炸鸡、喝啤酒的，特别是有值得庆祝的事情时。

特别感谢：
中关村智慧旅游创新协会（ZTIA）：旅游创业创新记录 & 服务者、社会活动家、

中国最大的旅游创业 NGO——旅游创业家协会创始人张德欣被推选为首任会长。
米线用车：一家境外中文接送机专车和包车服务提供商。现已开通 100+ 国家，

9000+ 城市接送机服务，同时将陆续开通 70+ 国家，600+ 城市的包车服务。此次
中国媒体访问韩国水原华城之行用车全程由米线用车提供。

完美的下塌地：

REVE BOUTIQUE HOTEL

REVE 在法语中象征着“梦”“希望”。位于水原市中心，

为量身打造的水原市厅旁边的商界人士的休息精品酒店。

可以选择根据个人喜好摆脱原有宾馆千篇一律的统一设计，

具备自由高级的多样的设计客房，周边的京畿道文化殿堂、

野外音乐堂、艺术公园、罗蕙锡一条街等散步路线和大型

百货公司、商场、电影院、餐馆云集。



88・TRAVEL&LEISURE

TRAVEL            | TravelS

 悦榕庄 ,褪尽铅华
Banyan Tree Resorts

Return to original simplicity
一直以来，世人经常将榕树荫下当作寻求心灵平静与内在的处所。
在悦榕庄，你所得到绝不只是一个奢华的房间，更是无与伦比的度
假体验。它低调不张扬，却更好地诠释了奢华和浪漫的关系。每一
家悦榕庄都是唯一的，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中创造出融合自然的栖息
之所。让每一个离开的人，就如经过一场洗净铅华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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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jiang is Lively, you can stay 

all night; Lijiang is quiet, you 

can sit and daze in the sunny 

courtyard for a long time. The 

ancient city is full of love and adventure, 

which carrying full affections and 

emotions. Perhaps soft feelings of small 

bridge over the Old Town in Lijiang made 

people Meditate in silence, or different 

styles bars made people feel passionate 

at night. Whether it is the blue sky and 

white clouds, snow capped mountains 

trickle flow, smoke people, or styles bars, 

all creatures are leisurely and comfortable, 

which will make you definitely look for 

her, the Banyan Tree Lijiang is crazy about 

her. Come to Lijiang, to meet yourself, 

to forget the past, to walk through the 

ancient city, to feel flowers and trees in 

quite time, so that a meter of afternoon 

sunlight will shine into the softest place 

in your heart. In this land filled with 

enthusiasm and smile, every encounter 

contains a story.

This is a beautiful alone, alone to the 

old town, it existed but not like the 

ancient city-Lijiang so complex, simple 

and quiet. Green tiles on the shining sun, 

the wind slowly branches. quivering old 

man walking on the road, would slowly 

fill the most soft place in your heart. The 

ancient city under the foot of snow capped 

mountains, the history of the Tea-Horse 

ancient Road Town, the ancient Naxi folk 

houses well-proportioned. The clear spring 

water flows all year round, the people 

come from all directions. Square Street is 

All the time, people always take the shadow of the banyan tree as 
a place looking for peace of mind and inner space. When you live in 
banyan tree resort, you will not only get a luxury room, but also enjoy 
an incomparable holidays. It is subtle rather than obvious, but to 
better interpr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xury and romance. Each 
banyan tree Resort is unique, they will be different in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n to create a fusion of natural habitats. It make each people 
return to original simplicity when they leave, just like experiencing a 
baptisms which Washed off the appearance of the secular.

still busy, smooth stone road seems to be 

able to see the old downtown. You can see 

Naxi words everywhere, that is the breath 

of the town, smoke curling up, let a person 

feel the breath of life, here is the beam 

River ancient town.

A Pilgrimage of heart
Shangri-La is located in Diqing, the 

northwest of Yunnan Province, Diqing 

means "auspicious place" in Tibetan. 

This place is surrounded by snow capped 

mountains, cohabitation between God 

and men, where shows strange sight of 

coexistence of Tibetan, Lisu, Nu, Dulong 

and other multi-ethnic;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Lama religion, Christianity, 

Catholicism, the original religion.

Secret Luxury Tibet 
House
The most peaceful place hidden in a 

remote valley in Tibet, Shangri-La is called 

an earthly paradise. British "Guardian" 

Once commented: in this piece of land, the 

air is also contained quiet, hypoxia seems 

to make people like living in a dream. 

The reality of Shangri la, which is the 

same as described in the novel, beautiful 

and peaceful, away from the dust of the 

downtown, fills with harmony.

Holy snow mountain of Sharilas, deep 

canyons, flying waterfall, quiet lakes 

surrounded by forest, wandering flocks 

and herds in the beautiful prairie, clear sky 

like a mirror, magnificent temples. Here 

is the holy land of religion, Paradise on 

earth. Here, the sun and the moon will live 

in your heart. Such beautiful scenery is 

full of history, the residence which can the 

perfect combine the scenery and story will 

definitely be exited. They have their own 

unique perspective, to present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f Shangr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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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cy  Encounters -styled 
romantic

丽江是喧嚣的，你可以彻夜狂欢；丽江是宁静的，

你可以坐在洒满阳光的院落发呆良久。这座充斥了爱与

奇遇的风情古城，承载着满满的情意与感性。也许是丽

江古城内小桥流水人家的柔软风情让人在静谧中沉思，

抑或是夜晚风格各异的酒吧让人激情张扬。

无论是蓝天白云，雪山潺流，炊烟人家，还是风情

酒吧，闲适的一切生物，这一切怎能不让人为她张望，

邂逅纳西式的浪漫

丽江悦榕庄 为她痴狂。来丽江，遇见自己，遗忘过往，漫步古城感

受闲适光阴里的一花一木，让午后的一米阳光一下子照

进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在这个洋溢着热情微信风光无限

的土地上，每一次的邂逅都蕴含着一个故事。

世界上只有很少的地方，清晨可以如此惬意地醒来，

如同时空穿越般，回到古代，住进一段历史的华章。除

了蔚蓝的天空中装点着几丝棉絮般的白云外，床的对面，

就是皑皑的玉龙雪山。而我们所穿越的地方，便是丽江

悦榕庄。

说到悦榕庄品牌，每一家都会结合当地风情，做到

独一无二。漫步在丽江悦榕庄，似乎穿梭在历史的长廊

中，视觉被传统的中国元素及超前的时尚设计感充斥着。
左页图：时尚前卫的白云餐厅，
感受味觉和视觉的双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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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套客房都是独立式的纳西风情的别墅。每套别墅都

可以欣赏到玉龙雪山的山顶，犹如一条玉龙躺在白云中。

而中心的湖与塔，映衬着雪山。在夜晚的时候，这一汪

水更是如此柔软地抚平人们的疲倦。

每一栋别墅都透露出浓郁的纳西族风情，五彩石及

纳西族灰砖。传统的灰瓦铺就的纳西式现代弯屋顶，传

统的民居壁画，浅红色的围墙，给人一种温暖度假的感觉。

既有中式的院落感，又能感受到酒店尊崇感，从门洞望

过去，一条纵贯线一般串联了所有景色，而六角景观亭

坐落在中央。

玉龙雪山的雪峰在阳光的辉映下美得犹如海市蜃楼

一般。如此美景，让人不由自主地想静思一番，让身心

陶醉在这一刻的宁静之中。

饱览美景过后，美食是必然的选择。可以在怀旧优

雅的白云餐厅享用中餐，可以在时尚前卫的中餐厅享用

世界各地的美食。临睡前，来文海吧听场现场音乐会，

吃些小点心，喝杯睡前饮料，应该是最惬意不过的了，

当地的特色曲目，久唱不衰的西方音乐等。

夜晚的悦榕庄是安静祥和的古典情怀，一盏盏灯散

落在道路的两旁，或镶嵌在墙体里。映衬着两侧的绿树，

就像一个美丽的村庄一样，一家一户的人们，各自在家

悠闲地聊着天。

右页上图：舒适典雅的阅读室；花园别墅外的迷人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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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m River ancient town- 
beautiful then getting old

这是一座独自美丽、独自老去的古镇，它不似丽江古城

那么拥挤繁杂，淳朴而宁静地存在着。青瓦上熠熠的阳光，

那枝丫间徐徐的风。古道上颤颤而行的老人，都会将你心里

最柔软的地方慢慢地填满。

雪山脚下的古城，历史上茶马古道的重镇，古老的纳西

民居房舍错落有致。清澈的泉水终年流淌，人们来自四面八

方。四方街依旧热闹，平滑的石板路仿佛还能照见往日的繁

华。随处可见的纳西文字，是这小城的呼吸，袅袅升起的炊烟，

都会让人感到生活气息，这里就是束河古镇。

进入束河古镇，你可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

一个类似于大研古镇四方街的广场，它是古镇的中心，长宽

不过 30 几米，有五条道路通向四面八方，每个方向都会有

一条深巷通向古镇的各处。

广场四周都是店铺，古老的木板门，暗红色的油漆，店

铺前被磨得黑亮的青石板，带着些许岁月的痕迹，脚下斑驳

的石坡路面，被马蹄人流深深地踩进了历史。周围的老人闲

坐拉着家常，束河古朴的自然本色完美呈现出来。站在广场

中心，细细品味纳西民族由游牧向农耕，再走向城市的痕迹。

想要寻找“龙泉”，就得沿着束河街向北走，一路上就

可以看到一股清流在街道上穿行流淌，汩汩有声。约两三百

米，就会看到这溪流的源头——“九鼎龙潭”，它依山傍水，

所以龙泉潭的水格外地清澈透明，清澈得让人想弯下腰掬一

捧来喝。

在龙泉潭的旁边建有北泉寺。寺内陈设与古城其他寺院

没有什么区别，就像一个普通的纳西小院落，倒是源边临水

一角，有一个“三圣宫”楼阁，为传统四合院，里面供奉着

皮匠祖师。这是束河人的骄傲，因为束河出了很多制皮的能

工巧匠，同时也是重要的皮毛集散地。                                                                                                                                       
一般人来到束河，只是厌倦丽江的轻浮以后，在这里回

归自然。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是西南风光一时的木氏土司

王朝的真正发源地。青龙桥的桥门经过数百年风雨的洗刷使

它变得斑驳苍老，却不失它的英雄气势和厚重感，站在这里，

恍惚间可以听到，疾驰的马蹄声音在青龙桥上回响。

独自美丽，独自老去的束河

束河古镇

左页上图：束河古镇

左页下图：古镇的街道，平滑的青石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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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ilgrimage of heart

 香格里拉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迪庆。迪庆，

藏语意为“吉祥如意的地方”。在这个雪山环

绕，人神共居的地方，有着藏族、傈僳族、怒族、

独龙族等多民族共存和喇嘛教、基督教、天主

教、原始宗教和谐共存的奇特景象。

探访原住藏民

来到这里，一定要去当地原住藏民家里去

看看。喝上一杯藏族人献给客人的迎宾用的香

浓的酥油茶 , 感受藏族人民的热情好客。深入

探访藏式建筑，如何根据妇女穿戴的服饰来判

断她是结婚了还是正在寻找自己的心上人。

欣赏如画的村庄和起伏的牧场 , 看村中姑

娘表演精致的编织技艺 , 把毛纺织成长线 , 然
后织成珍贵的毯子和冬天穿的防寒的衣服。看

妇女在田地里耕作 , 与草地上悠闲的牦牛、马、

绵羊和猪贴身而过。

一场心灵的朝圣之旅
纳帕海

纳帕海是香格里拉最大的草原。5 月，草

原方吐嫩芽，而纳帕草原已是绿草萋萋 。6 月

伊始，各种野花竞相开放，茫茫草原，琼花瑶

草争奇斗艳。成群的牛羊随草海起伏，如在海

中沉浮。茫茫原野，四处是“风吹草低见牛羊”

的草原美景。西面的石卡、时卡、辛雅拉三大

雪山俏然挺立。雪山、草原、牛羊组成了大西

南的塞北风光。

秋冬来临，草原一片金黄，远山如黛，皑

皑雪峰倒映于湖泊之中，这一季节，黑颈鹤、

黄鸭、斑头雁云集于此，在草丛中、水面上嬉

戏漫游，使广阔空灵的草原另具一番诗性画意。      

大宝寺

大宝寺，是迪庆境内较为著名的佛教圣地，

位于香格里拉县城东15公里处一座小山峦上，

海拔 3300 米。远远近近、四面八方的香客把

这里当烧香拜佛的圣地，这个圣地所蕴含的宗

教意味和秀美清幽的自然环境使香客神牵魂

绕。

松赞林寺

松赞林寺距离仁安悦榕庄仅需 30 分钟车

程，是云南省现存最大最为完整的藏传佛教寺

院，在整个藏区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现有

近 3000 位僧侣在寺院修行佛教与佛法。该寺

依山而建，外形犹如一座古堡，集藏族造型艺

术之大成，又有“藏族艺术博物馆”之称。

右页上图：松赞林寺有着“藏族艺术博物馆”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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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 Luxury Tibet House

世间最僻静的隐秘处所，潜藏在偏远的西

藏山谷中，堪称人间天堂的香格里拉。英国《卫

报》曾经评论道：在这片高地，空气中也含着

宁静，缺氧倒似乎让人如在梦境。现实中的香

格里拉确实如同小说里描述的一样 , 是一片美

丽祥和的地方 , 远离闹市的尘埃 , 充满世间的

和谐。

香格里拉那神圣的雪山，幽深的峡谷，飞

舞的瀑布，被森林环绕的宁静的湖泊，徜徉在

美丽草原上的成群的牛羊，净如明镜的天空，

金碧辉煌的庙宇。这里是宗教的圣土、人间的

天堂。在这里，太阳和月亮就停泊在你心中。

在这充满故事的美丽风景中，唯不可缺的是能

把故事与风景完美结合的住所，它们以各自独

特的视角，为我们呈现着不同角度的香格里拉。

仁安悦榕庄就是坐落在这座仙境之中，位

于中国云南省香格里拉中心的建塘镇。矗立于

海拔 3200 米的高原，四周环绕着山脉，山顶

覆盖了皑皑白雪，在山谷簇拥之下，令人如临

仙境一般。远离世间喧嚣，步入这绝美又祥和

之地。体验它平淡如水的景致，往前走是河谷、

草甸与村庄，往后走是扎葛山与大宝寺。

仁安悦榕庄是在中国所建设的第一个度假

村。经受风雪洗礼的藏式农舍见证了春、夏、

秋、冬四季的循环。这些原始的、具数十年历

史的农舍，是经过精心挑选及逐木的重新安置，

秉承忠于地方建筑原貌的宗旨，每一栋建筑都

可以反映地道的西藏文化。

然而每户农舍的背后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

事。复杂纷陈的木雕、炉烟袅袅的壁炉、宏伟

的梁柱及木制的阳台，实实在在地显示几代人

不足为外人道、千古留传的生活方式。

每个牧舍或小屋较低的一层，都拥有现代

化并具西藏风味的宽敞浴室。每间浴室都置有

手工雕制的木式浴缸，西藏地毯及完整布置，

僻静隐秘的奢华蔵居

仁安悦榕庄

让人深感备受宠爱。一天的旅途劳顿，疲惫了

的人们可以躺在露台或庭院里，叫一壶热姜茶，

懒懒地看草长莺飞、云卷云舒。虽没有在松赞

梅里看雪山那般震撼，倒也惬意。

在众多牧舍中别致出群的当属蒙古包。走

入蒙古包内，可以感受到岁月沧桑的变幻，四

周墙面是垂直于地面的立柱，而屋顶则是符合

自然与美学的穹顶构造。 
在幽居遁世和奢华的环境之间，屡获殊荣

的悦榕 Spa 为忙碌的都市人提供了优美的人间

仙境。融汇几个世纪前的中国阴阳五行及亚洲

传统精华。客人在踏进悦榕 Spa 的那一刻，便

会立即精神为之一振；此后能让自己沉溺在花

香、芳香油清香扑鼻的“仙境”中。仁安悦榕

Spa 设有三间标准双人护疗室以及两间具有泉

浴浸浴和淋浴设备的豪华理疗室。客人可随意

选择系列经典悦榕 Spa 护理疗程以及融合当地

喜玛拉雅技术的新式 Spa 按摩，例如热桂石疗

法以及仁安舒缓按摩。用上雕有西藏佛教神圣

mantras 及 8 种吉祥物的热桂石进行按摩，散

发出来的热力能洗涤疲劳，可以感受到彻底的

放松。

闲暇之余，可以享受到悦榕庄精心准备的

目的地晚餐，富有藏式特色的火锅或者烧烤。

约上三五好友，小佐一杯特制的青稞酒，把酒

言欢。送走天边的夕阳，点起熊熊的篝火，围

着篝火一起锅庄打跳，尽情享受传统藏族民俗

的乐趣。

这里是传说中的“回归的圣地”，可以遥

望雪山，体验真正的藏民牧舍，探寻那古老悠

久的传说，穿梭在雪山、河流、峡谷和田园牧

歌式的村落中，会令人沉浸在圣地的美景当中，

心回归到最初的地方。
美丽的藏居，清澈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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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舒适的休息室

颇具蒙古特色的帐篷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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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子三千个，群山已失高；峰峦成岛
屿，平地卷波涛”——郭沫若老先生曾
在 1963 年的《百花齐放》中咏赞千岛
湖的风光旖旎。

“Thousands of islands standing as beauties, making the mountains bow; 
great waves roll in, making ridges and hills islands.” -- Mr. Guo Moruo, 
famous litterateur in China once wrote this poem All Flowers Bloom Together 
to praise the splendid scenery of the Thousand-Island Lake in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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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国浙江省杭州西郊淳安县境内，有一世界上

岛屿最多的湖，因其拥有1078座翠岛而被取名“千岛湖”。

它与加拿大渥太华西南 200 多千米的金斯顿千岛湖、湖

北黄石阳新仙岛湖并称为“世界三大千岛湖”。

千岛湖东距杭州 129 千米、西距黄山 140 千米，是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后花园，也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森林公

园，是“黄山——千岛湖——杭州”名山名水名城国际

黄金旅游线上的著名风景区。千岛湖中大小岛屿形态各

异，群岛分布有疏有密，罗列有致。群集处形成众岛似

连非连，湖面被分隔得宽窄不同、曲折多变、方向难辨，

形成湖上迷宫的特色景观，更有百湖岛、珍珠岛等千姿

百态的群岛、列岛景观；岛屿稀疏处，湖面开阔、深远、

浩渺，宛如海面。湖湾幽深多姿，景色绚丽多彩。

在这有着“中国第一秀水”之称的千岛湖畔，坐落

了一座风景秀丽的度假酒店——绿城千岛湖喜来登度假

酒店。酒店依山傍水，249 间客房和套房皆可饱览千岛

湖碧水蓝天、葱郁怡人的花园与秀丽的叠翠山峦。客房

设计大方时尚、空间宽敞舒适，配有超柔软的定制床垫

喜来登甜梦之床（Sheraton Sweet Sleeper ™），夜晚

可酣然入睡。

最棒的是，顶楼总统套房面积 1470 平方米，配备

超大豪华泳池和阳台，可俯瞰迷人壮观的千岛湖全景。

在风景优美的空中花园中呼吸来自森林的新鲜空气，一

边欣赏碧波绿水的湖景，一边享受难以言喻的轻松惬意。

眺望远方，岛岛相邻，炊烟袅袅升起，像是幅泼墨山水画，

笔锋浓淡辉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夕阳。

西子三千
文图 沈越 部分酒店提供

ofTHOUSANDS 

BEAU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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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众不同的美味

只凭借一道特色菜就征服了一众吃货的味蕾，那就

是稳坐天王宝座的招牌菜千岛湖野生大鱼头。因为《舌尖

上的中国》，千岛湖的大鱼头从此声名鹊起。所谓“好山

养好水，好水养好鱼”，它们主要摄食水生浮游动物、花

粉等天然食料，无需投喂，自然生长，完全不使用化学合

成的鱼药、激素、生长调节剂，在水质不受污染的天然环

境下，生长出的肉质细嫩，口感纯正，富含多种人体必需

的高蛋白、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的生态有机河鱼。千

岛湖的大鱼生长周期长达七年以上，所以纯生态、无污染、

高营养。在这个春意盎然，万物复苏的季节，让我们赶快

来尝尝鲜吧！

龙山岛是千岛湖中心湖区最大的岛屿，以人文景点

为主，岛上建有海瑞祠、石峡书院、半亩方塘、钟楼等。

从东码头上岛后能看一个宽大的台阶通向山顶，前端是一

座牌坊，上有“龙山”两字，据说此牌坊原系南宋年间淳

安人方逢辰高中状元后皇上所赐。

游玩千岛湖主要是坐游船登岛游览，景区按照游船

线路为中心湖区、东南湖区，有固定的线路和岛屿景点，

不仅湖上风光秀美，湖中每个岛的景致都各有特色。

中心湖区和东南湖区是游览的重点，二者都紧靠着

千岛湖镇，中心湖区包括梅峰岛、渔乐岛、月光岛、龙山

岛、猴岛、神龙岛，其中梅峰岛是登高览胜的绝佳地点。

东南湖区以黄山尖景色最好，在山顶可以俯瞰众多岛屿天

然排成“天下为公”四个字，来到这里不妨找找看。

上岛游览要在镇上的码头坐船，目前已经实现游船

公交化，中心湖区游船线路：上午梅峰岛—渔乐岛—龙山

岛，下午渔乐岛—龙山岛—月光岛；东南湖区线路：黄山

尖—天池岛—蜜山岛。各湖区游程大约四五小时，而由于

船班时间冲突，无法在一天内游玩两个湖区，可在当天购

票时办理隔日游手续（10 元），这样第二天游玩时购买

船票即可，无需重复购买景区门票。若是想要去游船行

程里没有的岛屿，可以考虑包游艇，时间自由，豪华游艇

150 元 / 人。

除了观光景点，千岛湖也是个特别适合骑行的地方，

环湖公路边有自行车道，在一些星级酒店和镇里的咨询点

可以租车，有适合情侣、家人的双人、三人自行车，悠然

地吹风看景，别有一番乐趣。

采茶节
杭州市淳安县里商乡素有“百里茶乡、万亩茶海”之称，也是千岛湖著名茶叶“千岛玉叶”
的生产基地。开幕式当天，除了精彩的节庆表演，还开展了采茶能手、制茶能手、茶王评比
三项比赛活动，茶艺表演、游客免费“采里商茶、吃农家饭”活动和里商茶叶发展图片展也
缤纷登场。以后每年的 3、4 月间，游客可以住在农家，当一回地地道道的茶农，自到茶园采
摘茶芽、炒制成茶，然后品尝亲手采制的香茗。
时间：3、4 月间
地点：里商乡

九咆界山瀑节
节日期间可以观看专业人士的“瀑降表演”，也可以自己亲身体验一把“垂瀑冲凉”，烈日
炎炎下在清凉的瀑布里冲凉，别有一番滋味。
时间：7 月中旬
地点：千岛湖屏门乡上西村

Tips

绿城千岛湖喜来登度假酒店行政酒廊日落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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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鱼头

清新春菜

广东头啖汤

日落下午茶

每日精选新鲜黑亮、个大肥美的纯

天然野生有机鱼，慢火熬制成香浓

醇厚的纯正鱼头汤，汤鲜、肉嫩、

色味俱佳，且富含 17 种氨基酸和微

量元素，滋补养生，营养价值极高。

渔味轩的大厨们独具匠心，甄选当季最新鲜的时令素

菜，如春笋类，千岛玉叶，引春茶入菜，邀茶香入馔，

巧妙搭配，香味四溢。品尝这绿意盎然的春天，唤醒

您沉睡的味蕾，就在此刻。

头啖汤即第一口汤，讲究鲜美。

餐厅大厨从科学养生出发，顺应

四季之变化，为您奉上一道道美

味的养生汤品，一份份贴心的营

养关怀。

推门见流光溢彩，转身

遇隐世风华，这是千岛

湖岛上最美的下午茶休

闲时光。精致的点心搭

配咖啡或茶，幸福甜蜜

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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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is nothing but a journey.
有时旅行的目的是为了从熟悉的
地方去陌生的地方探索新奇；有
时是为了去享受最奢侈的宁静；
有时旅行的途中不是带了太多的
行李，而是带了太多的思绪；而
有时，旅行的目的只为一座心仪
的城市。此次，心之所向的是呼
和浩特。夜晚在飞机上俯瞰呼和
浩特，最耀眼的是一排排明亮的
路灯将这座规划整齐有序的城市
勾勒出来，靓丽迷人。万物复苏
的春天，在此开启心灵之旅。

Life is nothing but a journey. Our 
journey is aimed at sometimes 
exploring the unknown from a 
place that you are familiar to to 
a strange one; it is sometimes to 
enjoy the luxury of tranquility; 
it is sometimes overloaded with 
thoughts instead of luggage; it 
is sometimes only for a favorite 
city. This time, our journey is for 
Hohhot. Overlooking Hohhot on 
the plane in the evening, the most 
dazzling you may find is rows of 
bright street lights, which manage 
to paint an orderly stretched city. 
In the spring when all creatures 
come to life, why not begin your 
journey?

驰骋塞外青城
Galloping in 
a prairi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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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eting with the tranquil and 
beautiful night of Mongolia

邂逅蒙古静美的夜
最新开业的呼和浩特万达文华酒店（Wanda Vista 

Hohhot）赋予了青城更多的活力、时尚元素和国际化，

是万达酒店及度假村旗下的豪华酒店。我们乘坐呼和浩

特万达文华酒店的专车从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出发约 15 分

钟后轻松抵达酒店。酒店已经正式开通了 Apple Pay ！

步入酒店大堂，清新的芳香沁人心脾，酒店大堂热

情的工作人员身穿宝石蓝色的蒙古族服饰为我们献上了

雪白的哈达和加了香喷喷的炒米的热奶茶。大堂华丽的

水晶吊灯流光溢彩，背景墙是用手工编织的巨幅草原上

的蒙古风光图，缱绻的祥云浮游于天际，大青山下广袤

的浅绿色草原上点缀着白色的蒙古包，画风大气磅礴。

夜色降临，人声远去，万籁俱静的夜晚下榻在呼和

浩特万达文华酒店的行政豪华房，缤纷的欢迎果盘和马

头琴瞬间拉近了亲切感。棕色为主色调的私密空间处处

散发着奢华雅致的气息，宽阔的房间内装饰极富内蒙古

当地特色，将塞外草原、蒙古包、游牧民族的生活和传

统蒙古祥纹等民族元素完美地融入其中。通透的落地玻

璃窗打造开阔视野，将呼市迷人的繁华夜景尽收眼底。

夜灯灯罩用镂空的金属点缀着一圈蓝宝石设计成蒙古包

形，静夜发出暖黄的灯光增添了夜的柔和温馨，内心自静。

浅草色的地毯上点缀着大朵祥云的图案，奢华中流露出

一丝清新。内嵌宽屏液晶电视拥有国际卫星频道，免费

的高速有线与无线网络方便快捷。房间内配置了 PM2.5
空气净化系统，空气新鲜纯净。

左页图：呼和浩特万达文华酒店的大堂背景墙是用手工编
织的巨幅草原风光图。

右页左图：呼和浩特万达文华酒店梦幻般的泳池。

右页上图：呼和浩特万达文华酒店董事套房。

右页下图：在位于呼和浩特万达文华酒店二十一层的行政
酒廊可以享受每日自助早餐及晚间“欢乐时光” 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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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内摆放着中、英文版《礼记》，这部蕴涵着中

华民族智慧的经典著作为酒店增添了中式的古韵，在细

节处挥洒着东方温情。独立式浴缸和“热带雨林式”淋

浴设施设计精致，花洒的面积刚好包裹住全身，沐浴的

同时又有按摩般的舒适，配合天然植物成分的洗漱用品，

为身心带来舒缓的享受。

静谧的晚间时光，在舒适洁净的“万达文华之床”

中香甜入梦，“妙梦”助眠系列和睡枕菜单带来惬意的

睡眠氛围。贴心的服务有家的熟悉和悠然，入住期间，

每天会有服务人员清洁房间。机灵体贴的服务人员也会

了解宾客的生活习惯，把物品准确归位，非常称心。把

入住期间的事情交给他们非常安心。

酒店 220 平方米的总统套房华丽优雅，洋溢着时尚

风情和蒙古特色元素。宽敞舒适的客厅、餐厅及办公室

挥洒着贵气的风范。136 平方米超大面积的董事套房，

配备舒适的起居设施，套房内的摆设极具艺术气息。

清晨，阳光晒到自然醒，呼和浩特万达文华酒店精

致美味的早餐唤醒活力，开启精彩一天。以塞外美景为

呼和浩特万达文华酒店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赛罕区新华东街 26 号
电话：+86(0)471 5188888

Tips

灵感的美食汇全日餐厅提供包括烤全羊在内的地道蒙古

风味及环球美食，还有各式美如花一样的甜点愉悦味蕾。

我们在西域餐厅品尝丰富的中式与西式火锅，配以

优质牛羊肉、蔬菜、海鲜和丰富多样的各类酒水，西域

浓浓的豪迈与博大展现出来。酒店的总经理 Robert J 
Stautner 先生在这里款待了我们，他是德国人，从小在

荷兰长大。短短的会谈中总经理也带着几分幽默，他风

趣地说：“你们多吃一点吧，否则我就带走了。”总经

理坦言近期他计划去西藏旅游，他最喜欢去阳光充足、

有沙滩的地方度假。

品珍中餐厅凝聚粤菜与传统蒙古菜烹饪精髓，呈献

中式烹饪技艺。餐厅供应手抓肉，烤羊腿，羊杂等特色

地方美食。其中最大的万达厅可同时容纳 30 人就餐，直

径宽大的电动转盘中央是牧民在广阔的草原上安详的生

活场景，华丽夸张的灯饰让人瞬间就感觉此厅的不凡。

入住行政楼层的宾客可以在位于二十一层的行政酒

廊享受包括每日自助早餐及晚间“欢乐时光”等尊贵专

享服务，行政酒廊的装潢融合了当地特色 , 宾客也可以在

左页图顺时针方向：呼和浩特万达文华酒店西域餐厅；
董事套房；美食汇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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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博物院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27 号

开馆时间
9:00-17:00
16:00 停止入馆，周一闭馆

Tips

Representative of 
prairie majesty
演绎草原雄风

从呼和浩特万达文华酒店出发步行 5 分钟左右就到

达了内蒙古博物院，博物院成立于 1957 年 5 月 1 日。

以“草原文化”为主题思想贯穿全部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

形成“草原文化系列展览”，分布于博物院三个层面展厅。

二层“远古世界”、“高原壮阔”、“地下宝藏”、“飞

天神舟”四个基本陈列介绍草原文化的生成之地，景物

交融，栩栩如生；三层“草原雄风”、“草原天骄”、“草

原风情”、“草原烽火”四个基本陈列以板块串珠形式

展示草原文化从古代——近代——现代的纵向发展线条，

简明生动，通俗易懂；四层“草原日出”、“风云骑士”、“草

原服饰”、“苍穹旋律”、“草原华章”、“古道遗珍”

六个专题陈列以亮点聚焦方式呈现草原文化六大精彩之

此快速办理入住和退房。

午后沐浴着阳光，在略带蒙古风情的大堂酒廊细品

浅酌。大堂酒廊将自然的天光云影与室内环境合二为一，

各款经典美酒、软饮、雪茄带来世界各地的气息。高雅

的茶艺师奉上“茶之旅”，向风范卓越的宾客精心演绎

古老而神奇的饮茶之道。阳光在优雅的钢琴曲中轻轻浮

动，细品流连。

闲暇时在酒店的室内恒温游泳池中自由畅游或在设

施完备的健身房中打造优美的身体线条。酒店拥有呼和

浩特市高端的会议及婚宴场所，1344 平方米无柱式大宴

会厅配备了超大 103 平方米 LED 屏幕，4 个不同规模的

多功能厅，结合会议活动设施和专业体贴的一站式会议

管家服务，是举办婚宴、会议和各类大型活动的理想地点。

酒店的工作人员倾心奉上无瑕服务，提出全新的解决方

案，将青城中的饮宴之乐变成一场触动心灵的精彩盛事。

处，清新庄重，雅俗共赏。陈列多方位、多角度，纵横交错，

点面结合，从宏观到微观系统描述了内蒙古的完整形象，

个性鲜明，引人入胜。

步入“远古世界”，内蒙古自然古生物化石陈列其

中，展示着自三十亿年前到一万年前起落恢宏的内蒙古

远古生态环境巨大变迁，尤其突出中生代恐龙和第三纪、

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标本。其中的查干诺尔龙，身长 26
米，高达 12 米，体重逾 60 吨，是亚洲白垩纪最大的恐龙。

“高原壮阔”展出现今生存于内蒙古的动物与植物标本，

以东部森林、中部草原、西部戈壁沙漠的典型环境生物

为闪光点，引领观众走进内蒙古独特的自然生态世界。

三层的“草原风情”主要展出了近数百年来生活在内蒙

古地区的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满、回、朝鲜、

汉等八个民族的生产生活、文化艺术、风尚礼仪、宗教

信仰等风俗，积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草原天骄”

以成吉思汗和大元王朝为亮点，根据从蒙古族起源到蒙

元时代再到明清时期近千年的完整脉络，将蒙古民族的

聪明才智、辉煌创造和波澜壮阔的历史展示得淋漓尽致。

博物院中陈列的匈奴王金冠是镇馆之宝之一，主体

造型为一展翅的雄鹰，站立在一个狼羊咬斗纹的半球状

体上，俯瞰着大地。额圈由三条半圆形金条榫卯插合而成，

上有浮雕卧虎、卧式盘角羊和卧马造型，中间部分为绳

索纹。是目前国内发现唯一的匈奴贵族金冠饰。

内蒙古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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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Temple in Inner 
Mongolia—pilgrims’ paradise
大召寺 朝圣者的天堂

从呼和浩特市内开车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

达朝圣地：大召寺。由明代蒙古土默特部落的

首领阿拉坦汗于 1579 年主持创建，1580 年建

成，是呼和浩特最早兴建的喇嘛教格鲁派寺院，

康熙皇帝曾在此住过几日。大召的建筑格局是

典型的汉藏结合式，占地面积 3 万多平方米。

大雄宝殿是大召的精华，里面的释迦牟尼

佛是用纯银打铸而成，也是“大召三绝之一”，

大召寺因此还有另一个名字“银佛寺”。银佛

的左侧是过去佛燃灯佛，据说他在成佛时世间

光亮如昼。右侧是未来佛弥勒佛。两根龙柱，

是大召的又一绝。龙雕高达十米，外面用金粉

涂抹，内部是黄泥纸浆筑成，是明代留下来的，

距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了。这里的龙雕形神

兼备，气势磅礴，显示了明代龙雕艺术的精湛

技艺。墙壁上的壁画是用天然石色描绘而成的，

保存到现在还很清晰。前面的“九龙供桌”是

乾隆亲赐给大召的原物。屋顶上有 8 盏“珍珠

八宝灯”是当年康熙皇帝御赐的，有 300 多年

的历史，是用整块的檀香木镂空雕刻而成。

大召寺珍藏着许多历史遗物，如明宣德炉，

清康熙皇帝用过的龙凤孔雀伞，康熙皇帝的“万

岁龙牌”，清乾隆皇帝赐的鎏金财神，明清两

代唐卡以及宗教活动使用的各种法器、面具等

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

在天王殿，每年正月十五和六月十五，大

召的喇嘛都要举行“跳恰木”的活动，其目的

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前边的两根

旗杆是“晾佛杆”，在每年的正月十五，六月

十五，大召都要将寺内珍藏的一幅长 2 丈，宽

1.5 丈的“未来佛”抬出来挂在佛殿前展晾。

晾佛时，要在佛像前举行法会，众僧诵经祈祷，

演奏法乐，到会信徒顶礼膜拜、敬献哈达、布

施钱物等。晾佛既能让百姓瞻仰佛尊，淋浴佛

恩，又能使佛像防止虫蛀。

大召寺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玉泉区大召前街

蒙古大营
我们在呼和浩特市的蒙古大
营体验了地道的蒙餐，高挑
的蒙古包式建筑展示着地方
特色，略带咸味的奶茶是新
鲜熬制的，表面泛着少许油
花，羊血肠、奶皮、羊杂碎、
蒙古馅饼等非常正宗。享用
美味时，身着特色服饰的演
员们献上蒙古祝酒歌，悠扬
动听的马头琴声和绚丽的蒙
古歌舞，瞬间让人心中充满
了对大草原的向往。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新城区呼伦北路 27 号赛
马场院内

Tips

左上图：俯瞰大召寺

左下图：大召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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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rnal beauty 

Fine milk base 
under the green hills

千古颂美人

青山下的精品奶源基地

位于呼和浩特南郊 9 公里处大黑河畔的昭君博物院

将昭君文化展示得淋漓尽致。昭君博物院占地 132000
平方米，由匈奴文化博物馆、单于大帐、和亲宫、昭君宅、

“藏墨苑”书画展厅组成。昭君宅是将依照昭君故里建

造的。此外，和亲宫、“藏墨苑”书画展厅也都独具特色。

其中的昭君墓是 70 年代重新修筑的，墓高 33 米，

墓身呈台体状，墓顶建有一座凉亭，是一座人工夯筑的

大王丘，是昭君的衣裳冠墓。陵墓巍峨高耸，姿态雄伟。

远望呈青黛色。当地传说，每年“凉秋九月，塞外草衰”

的时候，唯有昭君墓上草色青青，因此，历代相传称为“青

冢”。墓地东侧是历代名人为昭君墓题写的碑文，西侧

是文物陈列室。登上墓顶，可看到连绵起伏的阴山山脉

横贯东西，也可以欣赏到呼和浩特市全景，颇为壮观。

我们来到了伊利集团·敕勒川精品奶源基地，了解了

伊利集团液态奶奶源。同时也在伊利草原乳文化博物馆

了解了中国北方各民族乳品食用、加工、开发与乳文化

的发展历史。

敕勒川平原，自古就是奶牛饲养的集中地。敕勒川

精品奶源基地的奶牛养殖规模将达到 15000 头，是集生

鲜乳生产、良种奶牛繁育、优质牧草种植、科技培训和

体验式旅游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牧场。这里设有专门

的饲料公司和专业的科研队伍，根据奶牛的成长情况进

行科学配餐，保证每头奶牛每餐的蛋白质含量。奶牛吃

的饲料都是选自优质牧草，经专业人员精心搭配，统一

供给。

敕勒川精品奶源基地拥有国际上最先进转盘式挤奶

与并列式挤奶设备，转盘挤奶设备可让 60 头奶牛同时进

行挤奶，10—12 分钟完成一次。设备上应用阿波罗牧场

管理软件，该系统对牧场内的每头奶牛生长实施全程记

录和监控，每头奶牛都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耳标和脚标，

时时向系统反馈奶牛的运动量和发情期等信息，建立一

个有效的奶牛情况数据库，帮助牧场开展良种奶牛繁育

工作。

昭君博物院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南呼清公路 9 公里处大
黑河畔

敕勒川精品奶源基地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土默特左旗马场院内

Tips

右上图：昭君博物院中的雕像。

右下图：昭君博物院中的匈奴文
化博物馆。

昭君博物院中的单于大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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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遁隐这片纯净之地了吗？习惯了大都市的车水马龙，厌倦

了街道上的熙来攘往。 更向往这片南国琼州，期待着倾听大海纯澈

的声响。酒店坐落在文昌市风光旖旎的铜鼓岭国际生态旅游区。景区

在海岛的最东部，群峰竞秀，奇岩异石，形成了一座幽邃迷人的海滨

石景公园；岭下海域广阔，五光十色的珊瑚礁，呈现出一个光怪陆离

的海底世界。这片纯净之地，与西面的文昌航天城交相辉映，期待着

给来这里度假的人们更多的惊喜。

下榻文昌鲁能希尔顿酒店，处处是迷人的景致，时时有暖心的惊

喜。譬如清晨去海边看日出，两旁是葱郁的椰子树，静静地躺在躺椅上，

徐徐的海风抚摸你的脸颊，温柔的海浪亲吻着你的脚丫，吸一口温润

的空气，感觉灵魂都被洗涤了。或者你更喜欢待在温暖舒适的房间里，

用咖啡机泡上一杯香浓的咖啡。在私人阳台，也能欣赏一览无遗的迷

人海景，感受一份度假的闲情逸致。你还可以远眺文昌卫星发射中心，

如果看到火箭升空的情景，那就尽情地去欢呼雀跃吧，当作为自己准

备的特别表演，给平静的假期增添一段难忘的回忆。

海南，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椰林树影，无不让人迷
恋。文昌，更是一个并不喧嚣，却很宜居的地方。阳光、
沙滩、海水、田园⋯⋯当你流连于此，用心的走进它，才
发现，“阳光东海岸上的明珠”的评价，对于文昌来说并
不浮夸。那会是一段无与伦比的度假时光，下榻在文昌鲁
能希尔顿酒店，与壮丽的南国海景，绵延数公里的银色沙
滩相邻而眠。

滨海航天城里的南国假期

电话：�⠕⠓ ⠕⠖⠕ ⠐⠎⠖⠖ ⠕⠕⠕⠕

地址：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紫微路 ⠏⠕ 号

Tips

睡一个懒觉，让南国风情在心底慢慢舒卷。起床后，慢悠悠地去

吃个早餐，開全日制餐厅早已为你准备下了天然有机、丰富多样的美

味佳肴。以健康、天然的新鲜食材烹制的各种烧烤、中式及东南亚特

色菜肴，当然不可错过。下午茶自然是不能少的，在铜鼓廊大堂吧下

沉式的空间，一边和朋友谈天说地，一边品尝国际和海南本地的特色

休闲单点菜式，更有壮阔的海景为伴，惊叹生活怎可以如此惬意。

再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健身放松，一次焕发活力的水疗，中西美食

带来的绝佳味蕾体验…随意安排，便是一段无与伦比的度假时光。

文昌鲁能希尔顿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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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巡味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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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time to change the old menu. In this season, 
your mouth also expects a entirely new journey. 
Whether it is refreshing Italian food, distinctive 
“tea meal”, or authentic Thailand food, they all 

have the flavor of spring. 

Taste new 
begin your food-
hunting journey

是时候换新菜单了。在这个尝鲜的季节，味蕾期待一场全新
的体验！无论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意式风情，还是别具特
色的清新“茶宴”，抑或是一场纯正的泰味之旅，都带着春

天的味道，挑逗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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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l the smell of the nature
品尝自然的味道

各方美食汇聚的北京城，从来都不缺少珍馐美馔。

在这样一个繁华的大都市里，品尝来自不同地域的美味，

更是一种极致的享受。

如果你更钟情粤菜，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的悦庭餐

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餐厅提供最具粤菜风格特色菜肴，

粤式餐厅悦庭厨师长亢京蓬师傅对于厨艺及美食有着极

高的追求。自 ⠏⠍⠍⠎ 年酒店开业之初，亢师傅一直致力于

传承传统粤菜烹饪技艺，为食客们带来道道珍馔。

在这个生机勃勃的春日，最适合回归自然。亢师傅

携其精英团队展现全新季节菜单。从鲜活海味到时令佳

肴，自然的味道在口中融合，触动每一处味蕾。精选菜

品包括桃胶椰汁炖官燕，黑松露香炒龙虾菘及炭烧澳洲

牛肋排等，一口清新入胃，让味蕾在大自然中肆意徜徉。

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悦庭餐厅
地址：北京市东长安街 ⠎ 号东方广场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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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reshing taste experience
“耳目一新”的味蕾体验

换新季，意大利主厨弗朗西斯科�塞纳（⠣⡏⠾⡋⡀⡂⡐⡀⡌ 

⠰⠾⡋⡋⠾）为花样罗马餐厅带来崭新菜品，为食客奉上“耳

目一新”的味蕾体验。在他的新菜单上，弗朗西斯科一

如既往地遵从“兼顾新鲜、创新与融合”的理念，保留

了经典，用自己的烹饪风格带来创新。

来自意大利撒丁岛的弗朗西斯科，拥有近 ⠏⠍ 年烹饪

经验，曾为多家豪华饭店品牌效力，屡获国际美食大奖。

对于弗朗西斯科来说，设计菜单仿佛是在创作一部小说，

这个创作最后呈现的故事则是他对家乡美食深深的热爱

之情。

弗朗西斯科的家乡盛产海鲜，他对海鲜的烹饪有着

独到的个人见解和家乡特色，一道蟹肉鞑靼，蟹肉裹着

蛋黄的鲜美，伴随着黑松露的浓郁香气，回味无穷。草

莓意式烩饭，新鲜的浆果和薄荷叶让这道意式烩饭给春

天带来一股小清新。将水果融合到米饭中，是弗朗西斯

科一个大胆创新之举。个性开朗的弗朗西斯科大厨总是

希望把自己对美食的热爱传达给每一位顾客，开心果松

仁小羊排，将其原始的鲜味发挥得淋漓尽致，肉滑嫩紧

致富有弹性。开胃菜中鹅肝双重奏，更具法式风情。撒

丁岛意面，简单却又惊喜重重。

“每个客人的口味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口味本身也

是会发生微妙的变化的。” 弗朗西斯科希望可以给大家

带来“耳目一新”的味蕾体验。

花样罗马意大利餐厅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 号，北京凯宾斯基饭店一层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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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hes with spring tea

引春茶入菜
春暖花开，燕歌莺语，阳澄湖风光旖旎、水天一

色。坐落在湖畔的阳澄湖费尔蒙酒店，又带了别样的

味蕾体验——引春茶入菜。新鲜的碧螺春，嫩绿隐翠，

清香袭人，以茶入菜，给味蕾平添缕缕清香。

生态农庄悦丰岛，位于阳澄湖费尔蒙酒店专属水

上公园内，占地 ⠏⠍⠍ 亩。农场为酒店提供最天然、

最健康的有机食材。碧螺春便来自这个农场。酒店厨

房团队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将碧螺春与菜肴结合在一

起，为食客们奉上别具一格的“茶宴”。

碧螺春虾仁，选用高邮虾仁，加入新鲜的碧螺春

茶叶，茶叶的清香和爽口的虾仁完美结合，清香甘甜，

是一种独特的享受。碧螺春炒鸽松，选用肉质肥美的

鸽子，将碧螺春茶、西芹、红萝卜、腰果作为配料加

入，使得这道菜的口感香脆。辣汁茶香白玉，将嫩滑

的豆腐，配以碧螺春茶香，再加一点辣汁，品尝起来

清甜爽口，别有一番风味。

阳澄湖费尔蒙酒店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马鞍山西路 ⠐⠓⠓⠕ 号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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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ey with authentic 
Thailand food
纯正泰式美食之旅

这个季节的三亚，不只有阳光沙滩，前往中国首家安纳塔拉度假酒

店，开始一段美妙的纯正泰式美食之旅。

在酒店的水岸阁泰餐厅，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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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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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一个清晨在酒店泰国籍厨师长 ⠠⡅⡂⡃ ⠰⠾⡆的陪伴下，前往当地集市亲自

挑选新鲜食材，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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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烹饪技艺。

冬荫功汤，是泰国一道富有特色的酸辣口味汤品。这道汤品在泰国

非常普遍，大小餐馆、普通人家常饮此汤，从而成为泰国菜的代表。在

水岸阁餐厅，酒店的泰国大厨使用香辣明虾汤，配蘑菇、 番茄、 青柠汁、 

辣椒及泰式香菜来制作这道经典菜式，酸酸辣辣的口味非常地道。整道

菜的制作需要 ⠎⠓ 种食材和配料，因此冬荫功汤口感丰富，五味俱全。

三亚半山半岛安纳塔拉度假酒店水岸阁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小东海路 ⠓ 号

Tips



113・TRAVEL&LEISURE

Dreamland of Spain
“圆梦”西班牙

想品尝纯正的西班牙美食，何必漂洋过海？就来西

安盛美利亚酒店，顶级的火腿，清脆的芦笋，西班牙特

色小吃，西班牙海鲜烩饭⋯⋯让你圆梦西班牙。

西班牙最不能错过的，当属火腿了。厨师选用顶级

伊比利亚火腿，将 ⠓℃的猪肉腌制放在冷冻室冷冻两个月

后供顾客食用，红红的肉片带着腌制出的西班牙风味，

再配上酸甜的面包，一定让你赞不绝口。另一个“王牌”

是西班牙海鲜烩饭。正宗的西班牙海鲜烩饭配着有医药

作用的藏红花，把春天的健康推到了顶端。一口口带着

鲜味的米粒，让春天的香味传达到每个人的胃里。

准备好开放你的味蕾了吗？为你奉上特色小吃拼盘。

在这里有西班牙特色“伊比利亚火腿”，黄金球，迷你

鹅肝和辣味小章鱼。咸甜辣香被小小的拼盘组合在一起，

相信你不会只流连于一种味道。

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那么在饮食上，你一定也

要下下功夫。来一份健康蔬菜沙拉，多种蔬菜混杂在一起，

扑鼻而来的是菜园子里的清香，满满都是健康的味道。

还有浓浓的蔬菜汤，各种蔬菜烩杂在一起，所有营养都

集中在这热腾腾的浓汤里，你一定会觉得这样的素食超

过了所有美味的肉食。

用一份特制巧克力，为你的美食之旅画上完美的句

号吧。据说，西班牙国王为了缓解嫁入法国皇室的公主

的思乡之情，特地制作了松露巧克力。这种美丽而色彩

鲜艳的甜品充斥着爱意，让品尝后的人都陷入幸福的意

境。

西安盛美利亚酒店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曲江池西路 ⠎⠓⠓⠓ 号

Tips



114・TRAVEL&LEISURE

LIFE          | New LuxuryS

Tasteful journey 

缤纷巡味之旅
缤纷多彩的 ⠑ 月，美食自然也不能单调。巴厘岛穆

丽雅酒店，穆丽雅度假村及别墅呈现别样 ⠑ 月美食，无

论是给妈妈的甜蜜惊喜，还是来自北海道的美味大扇贝，

或是⠰⡌⡉⡂⡆⡉海滨餐厅手工制作的西西里美食，穆丽雅都

可以满足味蕾追求！

在母亲节，给妈妈一份甜蜜宠爱。无论是“永远爱

妈妈”蛋糕，独家定制的巧克力包包，或是妈妈喜爱的

任何甜点，在穆丽雅甜品馆，你总可以挑到她想要的那

一份甜蜜。

来这里，不要错过广受欢迎的东星斑。本月八仙桌

中餐厅烹饪团队呈现由新鲜捕获的东星斑制作而成的美

味佳肴。辣豆瓣酱蒸东星斑，水煮东星斑搭配野生菌菇

以及非尝不可的经典港式煎东星斑，都将带来别样体验。

如果意犹未尽，不妨尝试一下⠰⡌⡉⡂⡆⡉海滨餐厅鱼子

盛宴，呈现融合甜蜜和海水咸香味的独特口感。或者江

户银日北海道扇贝，来自日本最北端岛屿的珍馐，呈现

天然美味。还有⠱⡅⡂ ⠠⠾⡃⡂自助餐厅泰式美味，以微辣的

绿芒果沙拉作为开胃菜，接着品尝正宗泰式炒米粉，以

芒果糯米等手工制作的泰式甜品作为餐后甜蜜音符。

巴厘岛穆丽雅酒店，穆丽
雅度假村及别墅
地址：⠧⡉⠋ ⠯⠾⡖⠾ ⠫⡒⡐⠾ 

⠡⡒⠾ ⠰⡂⡉⠾⡑⠾⡋⠉

⠨⠾⡔⠾⡐⠾⡋⠰⠾⡔⠾⡋⡄⠾⡋⠉ 

⠫⡒⡐⠾ ⠡⡒⠾ ⠕⠍⠐⠓⠐⠉ ⠟⠾⡉⡆⠉ 

⠦⡋⡁⡌⡋⡂⡐⡆⠾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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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ealth of food

World-class food --duck liver

花样美味

环球鸭肝主题美味

名扬四海、充满传奇色彩的大仓酒店品牌一直提供

最佳的住宿、美食及服务，其结合日式细腻服务与西方

酒店便捷设施的特色，深获高品位旅客的拥戴。如今，

已经是不少游客访澳的理想居停之所。

在这绚烂樱花盛开的季节，一定要品尝花样的美食，

才算完美。澳门大仓酒店大仓山里餐厅行政总厨独家烹

制的樱花午市套餐：近江蒟蒻蛋和炸蓬麸、 季节小菜、 

鲜豆腐皮、 蔬菜和元贝炸饼、三文鱼和三文鱼子饭、 京

都酱菜、 红味噌汤、 春季水果。

这个季节，给味蕾添点新意，赴一场环球鸭肝主题

美食之旅。广州天河希尔顿酒店行政总厨⠯⡆⡀⠾⡏⡁⡌选用

全球顶尖供应商 ⠯⡌⡒⡄⡆⡂ 的新鲜鸭肝，配以独特法式、 

意式及粤式料理食谱。

在意畔意大利餐厅，可以品尝到烤澳大利亚牛柳。

澳大利亚牛柳搭配香煎鹅肝，牛肉加肥肝，比纯粹牛肉

的营养更均衡、健康，加上甘笋仔、 芦笋、 土豆仔及黑

松露汁，使香味更浓郁。

无贰全日制自助餐厅，点上一份香煎鸭肝。主厨现

场烹饪，近距离享受鸭肝香气。随轩中餐厅，则准备了

鸭肝粒海贝芙蓉蛋，肥美鸭肝，搭配浓鲜海贝，再加上

嫩滑的芙蓉蛋，健康美味又营养。

相同的食材，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做法，享受不一

样的美味。

澳门大仓酒店大仓山里餐厅
地址：澳门银河�综合渡假城·澳门路氹城 

Tips

广州天河希尔顿酒店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 号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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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Resorts 太阳度假酒店，是印度洋地区首屈一

指的酒店管理集团。太阳度假酒店目前拥有并管理 5 家

奢华度假酒店，其中四家位于毛里求斯，分别是毛里求

斯 Long Beach 长滩度假酒店，Sugar Beach 糖沙滩度

假酒店，La Pirogue 爱舟度假酒店以及 Ambre 琥珀度

假酒店，另在马尔代夫有一座 Kanuhura 卡努呼拉岛。

四家酒店虽同位于毛里求斯，风格却各有特色，宾

客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度假酒店。再

者 La Pirogue 爱舟度假酒店与 Sugar Beach 糖沙滩度

假酒店毗邻，设施共享，令宾客的度假体验增倍。

Long Beach 长滩度假酒店是 Sun Resorts 酒店集

团旗下的五星级热带度假旅游酒店。长滩度假酒店拥有

毛里求斯酒店中最长最宽的沙滩，长达1300米，宽40米。

环境舒适雅致。度假酒店风格结合了都市情调与海最宽

岛特色，处处灵动却又和谐一致，气氛轻松闲适，设施

齐全。在这里，热情四射的都市生活与悠闲静谧的海滩

生活并存，相互包容而又各自不同，为宾客营造出两种

截然不同的生活气氛。活力自由的氛围使这座度假酒店

成为了毛里求斯独一无二的度假天堂。

酒店拥有一家中国餐厅，并配有中国厨师，为旅客

提供正宗菜肴，让您在旅行中也有宾至如归的用餐体验。

海洋水疗中心更令您忘却喧嚣，达到身心平衡。不仅如此，

阳光沙滩 尽享灵动假期

酒店内的健身中心及各类体育、休闲运动让您在度假之

余享受健康，动静相宜。傍晚时分在 Piazza 广场欣赏演

出，更或是在酒吧小酌一杯都能让您充分体验到毛里求

斯的热情夜晚。在长滩度假酒店，儿童也可以有自己的

一片小天地。天使少年儿童俱乐部为适龄儿童和青少年

开设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每天开放 12 小时。

在长滩度假酒店，您将无时无刻惊叹于其卓而不华

的奢华品质。

Sunshine&beach--
relaxing hol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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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喧嚣 
悠享精致的私人天堂

 Fay away
 from noisiness--
private paradise 

经过六个月的扩建翻修后，毛里求斯香格里拉度假

酒店重新开业，以全新的面貌和融合了拉突斯洛克丰富

历史文化及独特的精致毛里求斯岛屿风味的传奇亚洲款

客之道欢迎您的光临。

酒店坐落于葱翠岛屿国家东部的原生态海岸边，远

离喧嚣的人群，在宁静的 Trou d’Eau Douce 海湾的

一流海滩，邀您享受精致奢华岛屿的桃源生活和个性化

氛围。每间客房和套房均充满精致与时尚气息，现代创

意毛绒设计与高雅的当地岛屿风格完美结合，打造一处

与世隔绝、宛若明信片一般的波光闪耀、碧蓝通透的海

景天堂。伴随着定制化的体验、奢华的享受以及时尚餐厅、

酒吧和各种娱乐场所，以这片充满戏剧性的热带景观为

背景，毛里求斯香格里拉度假酒店已成为一个全新的热

点。

一个适合悠闲地躺在田园般的海滩，享受舒适水

疗护理的理想目的地，层出不穷的优惠活动为活跃的全

球旅行家带来欢乐的入住体验。清澈的海水吸引着充满

活力的海洋生物，刺激的水上运动和岛屿活动可根据宾

客的独特兴趣量身定制。距离度假酒店原始海岸不远处

即为两个天堂般的岛屿：Ilot Mangénie 岛，仅对香格

里拉宾客开放，设有时尚海滩俱乐部和岛屿管家；鹿岛

（Ile aux Cerfs），宾客可在由著名的前职业高尔夫球手

Bernhard Langer 设计的 18 洞锦标赛高尔夫球场一展

出众球技。

度假酒店独特的餐厅和酒吧供应各种国际美食，诚

邀美食家们在此展开奇妙的美食之旅。充满活力的氛围，

最前沿的理念与艺术完美结合，美妙的餐点仅是完整用

餐体验的一部分，每位宾客都可突破毛里求斯之前提供

的任何活动界限，欣赏独特的个性化狂欢与表演。

远离喧嚣，来到毛里求斯香格里拉度假酒店，体验

著名的当地传统，个性化的定制美食体验以及全面的健

康享受。度假酒店的全新、时尚及现代设计风格及自然

景观，使宾客们不由自主地沉浸在时尚、精致与传奇的

完美组合之中。

无论您是第一次来到这座恒久挚爱的岛屿目的地还

是再次回归，它一直都是您的私人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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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唯一一个国家按照葡萄

酒甜度来划分等级：

1. 优质高级葡萄酒

（Qualitatatswein mit Pradikat）

2. 高级葡萄酒（Qualitatswein 

b.A.）

3. 乡村餐饮酒（Landwein）

4. 餐饮酒（Tafelwein）

德国葡萄酒酿造业始于世纪初的罗马时代，最早的葡萄园发现

于莱茵河左岸。与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德国的葡萄酒酿造技术主

要通过早期的教堂和修道院传播。德国的葡萄酒发展史有两个重要

事件：Benetictine 传教士在莱茵高地创建了大教堂；西多会修士在

中世纪创建了著名的埃伯巴赫修道院。两个天主教堂都大力推广葡

萄园种植，参与到盈利的葡萄酒酿造行业，于 15 世纪达到顶峰。

葡萄酒产业的鼎盛时期是短暂的。17 世纪时，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接受德国啤酒。葡萄酒生产过剩，加上欧洲的 30 年战争，以及

葡萄园的归属争议，使得葡萄酒酿造业处于最低谷时期形势峰回路

转，宗教和政治权威们通过法令形式用雷司令取代了先前的诸多不

良品种，将雷司令推到前沿。

然而命运多舛，1775 年无法控制的气候状况导致葡萄收获延

迟，人们从过于成熟的葡萄中发明了“晚收”，进而演化为德国的

一种传奇葡萄酒，拥有无法比拟的成熟度、高雅度和均衡感。

今天，“雷司令的复兴”是指雷司令葡萄品种作为德国宝贵文

化遗产的复兴。雷司令风格多样，风采万千，将风土气息生动呈现。

它随时间的流逝而陈化，更具无与伦比的复杂结构、平衡口感和浓

郁芳香，让人流连忘返。

Connoisseur（歆飨贸易）是一家总部位于上海专做德国葡萄

酒的特许经销商，通过和德国博登湖的著名家族酒商 Georg Hack-

Hausder Guten Weine GmbH & Co.KG 合作，把该家族传承的

行业经验带入中国，并在欧洲牢牢把握产品的第一关。以日耳曼派

为主，罗马派为辅的产品类别和产品推广作为重点。

对于德国和中国的选择称为最常见的意识流做着比较，德国的

投资咨询行业稳定直白，如同每个项目都要走一遍逻辑，中国却有

着非常跳跃的意识流，每一天似乎都有着逻辑想象不到的机会。根

据现况为中国市场甄选了 8 家德国名庄作为中国独家代理经销品牌，

包括威瓦格酒庄（VDP）、奈沛格酒庄（VDP）、摩斯巴赫酒庄（VDP）、

莱布勒酒庄（VDP）、克劳斯酒庄、贝克酒庄、米歇尔酒庄和施耐

德酒庄，并且从行业的多项外围产品来打造 Connoisseur Club（赏

极），希望给更多爱酒之人带来愉悦的享受。

雷司令的复兴 文 沈越  

The rejuvenation 
of Ries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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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ona 维罗纳，在拉丁语中为“极其高

雅的城市”， 经莎翁巨著《罗密欧与朱丽叶》

问世后升级为世界爱城 , 成为众善男信女游历

意大利首选朝圣之地，一睹这对世上最为著名

情侣的故居，也暗许情定终身之爱人能白头偕

老， 如同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忠贞不渝。而今，

Verona 爱城—高雅之城，慷慨着她新的奉献，

来自城北瓦波山谷的 Amarone 阿玛罗奈红葡

萄酒—意大利人奉为酒王，及城西 Garda 加

尔达湖畔南岸的 Lugana 露甘纳白葡萄酒，是

近 20 年以来为外界发现最伟大的意大利葡萄

酒之一。世纪轮回，爱城 Verona 维罗纳又诞

生出一红一白举世闻名的葡萄酒，成为罗密欧

与朱丽叶新的化身，融为创世佳酿而给人愉悦；

如同远在东方梁祝神韵，化蝶比翼双飞，浪漫

卓越但更多惆怅。

而今，奔赴爱城 Verona 的人仍络绎不绝，

无论为寻爱示爱找一个美好的藉口，或为慰藉

Zenato Chateau

不安分的味蕾而奔向美酒之城 Verona，亲自

体验强劲回甘的 Amarone 阿玛罗奈红葡萄酒

或婉约绵长的 Lugana 露甘纳白葡萄酒；而我，

的确属于后者。非常幸运，在多年前，我独步

在Garda湖畔；在岸边众多精致的意大利餐厅，

我不经意地发现 Zenato Amarone（泽那多阿

玛罗奈红葡萄酒）都有非常好的陈列，询问餐

厅老板时，他们立即对此酒庄肃然起敬，觉得

我点此酒非常有眼光而且接地气 ; 原来，他们

都觉得 Zenato Amarone 心目中最能代表当

地风土典范代表，固守传统时（葡萄园和配置，

收割和晾晒），又融合当代工艺（法国小橡木桶，

每天给陈酿中的 Amarone 听 2 小时的歌剧），

最重要的是价格非常亲民，难怪 Zenato 家老

爷子 Sergio 在当时被尊为 Amarone 一哥。

葡萄酒是个非常美好而又奇妙的东西，

每年新酒快出厂时，如候鸟般的我，迫不及待

地赶回 Verona 城；到 Zenato 酒庄，与庄主

Nadia 和 Alberto 品鉴他们的劳动成果——新出

桶的 Amarone，他俩如小学生一样的忐忑，等

待着我对他们新作的评判，美好的是，都没有

让我失望过。他们兄妹的妈妈 Chiara 在一旁慈

祥地看着，老人家从来可能没有想到她和丈夫

Sergio Zenato 从上世纪 60 年代初的几公顷良

田起家，精耕细作，发展成为而今几百公顷的

世界名庄。子承父业，勤恳持家，靠天吃饭；

尊重上天，融入对土地的热爱，家族佳酿得以

传承，每每此时，我都获益良多。让我非常自

豪的是，在两年前，我把 Zenato 佳酿带回上

海，经过 SinoDrink 华饮同事们的努力，来自

北京、广州、成都、厦门等地的朋友们都能在

家畅饮来自Verona爱城的琼瑶玉液，围桌夜话，

把酒言欢⋯⋯待到今年春暖花开时，已和朋友

们相约 Verona 爱城，信步 Garda 湖畔，沉醉

Zenato 酒窖，多么美好的事情⋯⋯

泽那多酒庄
By SinoDr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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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日内瓦和巴塞尔钟表展上，惊艳亮相的全新表款，

总能俘获众多腕表收藏家的爱表之心。在延续传统工艺，

向经典致敬的同时，又融合现代风格，大胆创新。极致魅

力在腕间华丽绽放，是时候开启一段全新的时光之旅了。

格拉苏蒂

Lady Serenade

小夜曲腕表

关键词：独一无二 反差之美

格 拉 苏 蒂原创 小 夜曲腕 表 系

列 再 添 新 款：雅 致 黑 与 纯 洁

白为女性手腕增姿添彩。这一

系列的 每 一 款 腕 表 均以 独特

的 颜 色、装 饰 和 材 质 展 现 出

独一无二的惊世之美。今年，

Glashüt te Original 格拉苏

蒂 原 创 推 出 三 款 全 新 Lady 

Serenade 小夜曲腕表，采用

雅致的对比风格，以最赏心悦

目的方式彰显对比反差之美。

宇舶表

Big Bang 刺绣糖果骷髅腕表
关键词：欧根纱刺绣 时尚华丽

Big Bang 系列无与伦比的独特属性和技术优势使其成

为融合的终极象征。2016 年日内瓦展出的两个全新限

量系列——Big Bang 刺绣糖果骷髅腕表（41 毫米）和

Big Bang 刺绣腕表（41 毫米），将柔美自信的女性魅力

与前沿的创新科技完美融合。宇舶表连续第二年与圣加

伦的刺绣公司合作，为有格调的时尚女性呈现出终极华

丽的欧根纱刺绣全新腕表杰作。

浪琴表

黛绰维纳系列精钢玫瑰金钻
石女表
关键词：甜美生活 优雅柔和

浪 琴 表 黛 绰 维 纳 系 列 腕 表

（Longines DolceVita）自面

世以来，一直向全世界展现浪

琴表的现代优雅制表美学，并

以“Dolce Vita”（甜美生活）

为灵感，谱写一曲歌颂幸福生

活的赞歌。此次全新推出的精

钢玫瑰金表款，将几何线条与

柔和曲线互相结合，重新诠释

该系列表款，以增添现代优雅

与妩媚姿彩。

欧米茄

超霸系列 “CK2998” 限量版腕表
关键词：蓝色色调 传承精髓

欧米茄经典超霸系列 CK2998 腕表，推出全新限量版。

新款腕表再现诸多原型表款的标志性元素，同时更为年

轻一代在设计上带来更多惊艳创新之笔。该系列以突出

的蓝色色调先声夺人，三个小表盘、分钟刻度以及带有测

速圈的抛光陶瓷表圈均以蓝色呈现。腕表同时搭配蓝色

皮表带，表带两侧细致的米色缝线在细节处彰显品牌的

精妙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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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表

飞行员自动腕表 36
关键词：小尺寸 精妙优雅

全 新 飞 行 员 自 动 腕 表 36，是

IWC 万国表对飞行员腕表系列

的补充，对于青睐略小尺寸优雅

时计的爱表人士来说更具吸引

力。这款腕表的表壳直径 36 毫

米，是 IWC 万国表当前飞行员

腕表“梯队”中的最小表款。轻

轻转 动腕 表，阳光饰纹便会呈

现出动态的环形图案，散 发出

尤为独特的奢华质感。

伯爵

Altiplano 38 毫米腕表
关键词：极致纤薄 精湛的手工艺

极 致 纤 薄 的 代 表、Piaget 伯 爵

Altiplano 38 毫米腕表连续第五年

展现其登峰造极的艺术造诣。凭借

一双巧手，艺术工匠矢志让伯爵玫

瑰 (Yves Piaget Rose) 的动人美态

绽放于表盘之上。2016 年，Piaget

伯爵玫 瑰 园 将迎 来 两 项 手工 艺 新

猷——木质细工镶嵌和木质 / 珍珠

母贝细工混镶工艺，以及金雕工艺，

以此为三枚全新的 Altiplano 腕表

加冕艺术光环。

劳力士
蚝式恒动日志型腕表
关键词：蚝式表壳 防水象征

劳力士推出新款蚝式恒动日志型（Oyster 

Perpetual Datejust）腕表，表壳 41 毫米，

配备制表技术领先的劳力士 3235 型机

芯。新款日志型 41 腕表备有黄金钢及

永恒玫瑰金钢款式，此外还有多款表盘

以供选择。新款日志型 41 获得劳力士

2015 年奠下的顶级天文台认证，保证腕

表佩戴于手腕上能发挥顶级性能。

瑞士雷达表

HyperChrome 皓星系列 1616 腕表
关键词：超大尺寸 无惧探索

创新先锋 RADO 瑞士雷达表为 HyperChrome 皓星系列

再添力作，推出独具阳刚之感的超大尺寸 HyperChrome

皓 星 系 列 1616 腕 表 向 无 惧 探 索 的 勇 敢 精 神 致 敬。

HyperChrome 皓星系列 1616 腕表是对 RADO 瑞士雷达

表经典的 Cape Horn 合恩角系列的全新演绎，旨在纪念人

类勇敢探索南美洲岬角 400 周年。

积家

Reverso Tribute Gyrotourbillon
球型陀飞轮翻转系列腕表
关键词：高贵典雅 全新机械机芯

积家 Reverso Tribute Gyrotourbillon

球型陀飞轮翻转系列腕表，是积家 2016
年全新系列的卓越代表作品。此系列腕

表表壳轮廓高贵典雅，双面表盘也完美

展现了积家卓越出众的制表工艺；腕表

同时搭载非凡的 Gyrotourbillon® 球型

陀飞轮的全新机械机芯，透过全镂空的

背面表盘，腕表收藏者可一窥其精妙的

内部构造，领略无限精彩与惊喜。

瑞士美度表

Multifort 舵手系列探寻者多
功能计时码表
关键词：运动风尚 畅享探寻之旅

瑞士美度表推出全新 Multifor t

舵手系列探寻 者多功能计时码

表，该表款以勇于开拓创新为设

计理念，从外观风格到功能性设

置都极具先锋精神。坚固的不锈

钢 PVD 镀黑灰表壳配以低调又

不乏质感的棕色打孔牛皮表带，

这一独特的配色对美度而言也是

全新的尝试，可谓为多功能计时

码表注入运动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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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一开始就做旗袍吗？请简单介绍

一下你之前从事什么工作？

W: 其实之前做的行业和旗袍完全

不相干。我以前在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

院读的纪录片方向的编导专业，那时我

先后去了新疆、印度、墨西哥等地拍一

些反映当地文化的纪录片，感触颇深的

是在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看到世界文明

的发展史，长江流域显示为空白，其实

类似像良渚文明的玉器和城邦的体制从

精美程度上远超玛雅，但它却不为人知

晓，非常遗憾。不过，去年在大英博物

馆看到良渚的玉器时，真的热泪盈眶！

我相信总有一天长江流域的文明会被证

明和古埃及和两河流域一样璀璨。后来

我将拍好的作品给到博物馆收藏，杭州

的部分博物馆里至今还在播放我的作品。

T: 拍纪录片是件非常艰苦的工作，

需要常人想象不到的毅力，像是苦行僧

式的探求与追寻。这应该源于你发自内

心的热爱，那么又是什么契机促使你离开传媒行业，

创立 JL 的呢？

W: 虽然我热爱这一行，但学术性的纪录片需

要积累和受众基础，或许是因为对市场把握不定，

纪录片所产生的效益并不足以支撑起这项事业，再

者，不只是我个人的事业，家族的丝绸贸易也需要

变革，思虑再三我决定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谋求新

的发展。2008 年经济危机后，外贸行业开始变化，

文 沈越  图 受访者提供

人物介绍

汪佳莅，JL 品牌总监。JL 是“佳莅”首字

母的缩写，有高级西服定制、礼服定制、

旗袍定制三个系列。

JL 品牌融合西方高级定制与中国传统服饰

手工艺，既有大气雍容的立体剪裁，也有

精细耗时的中国刺绣；海外工作的经历和

丝绸世家的积淀，让 JL 品牌充满中西合

璧的妙趣。

JL 工作室在杭州武林路以及上海茂名南路

均有工作室及门店。

        ——专访 JL品牌总监汪佳莅

低成本的优势开始下降，开创新局面也就成了

我的使命，所以创立了 JL 品牌。

中国并非没有好的手工艺人，只是他们的

价值没有被重视，很多手艺几近失传。JL 希望

能发掘中国手工艺人的价值，复兴传统技艺，

例如我们会在礼服加入中国刺绣，这也是 JL

打开新市场的方法。我想等完成原始经济积累，

有更多沉淀的时候，继续拍纪录片，赠与博物

馆收藏，为记录人类文明做点事情。

T: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你的品牌？创立品牌

伊始，发生了哪些里程碑事件？

W: 杭州宏展贸易公司前身是杭州丝绸市

场的宏展商铺，于 1996 年开始从事丝绸加工

贸易。1998 年公司正式成立，主营业务为丝绸、

独守初心传承 
追寻匠人精神

T：Travel&Leisure
W：JL 品牌总监汪佳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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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贸易，是一家经营数十年的家族企业。旗

下 JL 工作室成立于 2013 年，JL 工作室由众

多设计师构成，其中复古女装以及高定旗袍尤

为突出。

2014 年法国设计师 Aurélie JIANG 加盟

JL 设计，她的设计以流畅的线条感表达出女性

的曲线美，其作品在 Champs-Elysées 有展

示出售。2015 年 JL 正式推出高定旗袍系列，

我们坚持每一件旗袍都是纯手工制作，每一卷

蚕丝线，每一颗盘扣，每一处细节无不体现匠

人之心。

T: 你们品牌只做手工旗袍吗？高级定制一

般哪个年龄层做的最多？

W: 不仅仅是做旗袍，我们还做衣服、手包、

丝巾、扇子、刺绣类的一系列手工艺等，主要

以苏绣和打籽绣为主，产品延伸到许多领域。

高级定制一般来说，每个年龄段都有，其

中三十至五十年龄段为主打，他们都是中式文

化的发烧友，推崇传统文化概念。

T: 你觉得传统旗袍的精髓是什么？

W: 我认为，旗袍的精髓在于它不仅仅是

一种女性服饰，它更是一种载体，时代变迁流

传下来的情怀。中国许多历史文化遗产被旗袍

完美地诠释，比如四大名绣，还有各种各样的

民族手工艺。这些传统手工艺被变成服装后，

可以更好地被人们接受和传承，也不容易被遗

忘。

当然，旗袍也会对行为举止约束，穿上

它会让姿态显得端庄典雅。旗袍合适与否，还

要看个人的修养，所谓的修养也就是一个人的

文化内涵，一个人的修养和文化内涵结合起来

就是她的性格，而旗袍也是有性格的，所有的

性格结合起来，就是适合你的。中国近年兴起

的旗袍定制行业与政治生态是有时尚趋势关系

的，重塑中国传统的服饰礼仪文化至关重要。

T:JL 对中国传统工艺的尊重令人感动。

高级定制一般都是面向社会名流，目前 JL 有

和艺人合作过吗？

W: 上个月金星穿着 JL 定制旗袍录过节

目，下周柳岩会到我们店里定制礼服。时尚不

是一小部分人的事情，JL 希望将高贵时尚的衣

着体验带给大众。

T: 目前市场上旗袍产品非常多，在设计方

面你是如何考虑的？

W: 每个人的设计理念都不一样，我觉得

要做好旗袍这样充分体现国民文化特征的服饰

的话，相关设计师群体要有更深更广的知识面，

这样的文化底蕴深厚又多元化。

T: 相较于别的品牌，你觉得你们品牌的核

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

W: 纯手工定制旗袍才能充分体现旗袍的

文化底蕴，从设计师到制版师、到绣娘和裁缝

都聘用有多年经验的老师傅。刺绣图案需要绣

娘耗时一个半月手工完成，也正是因为这样，

每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苏绣作为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有着悠长无声的岁月，娴静美好

的在作品上得以呈现。

T: 对于 2016 年，对于品牌或你个人，有

什么新的想法，或者展望？

W: 我计划自己参与到设计面料和款式的

工作中，把老的工艺面料加以改进符合时代特

征。希望能新开大型的旗袍体验馆，更好地推

广品牌，也期待更多的跨界合作。

T: 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这对你的事业

会有积极的影响吗？

W: 运动的话，我喜欢日式的击剑和攀岩；

此外我特别喜欢阅读，尤其是历史和哲学。阅

读可以让一个人精神的力量更加强大。一个人

的经历就是他的能量场，就能吸引到同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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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味觉的记忆比视觉更长久，那些美味佳肴永远是旅途中不
可或缺的。尤其是在海上的旅途之中，饱览蓝天碧海的同时，

又有美味珍馐相伴，才不失为一段完美的海上旅行。

It is said that taste memories last longer than visual 
ones, so delicious food are indispensable in a trip. 

Especially in a trip on the sea. Tasting delicacies while 
enjoying the scenery of green water and blue sky is what 

we call a perfect sea trip. 

舌尖铭记的

Mouthwatering Sea Journey 

旅上海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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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shanglao” (seafood 
hot pot) that arouses your 
“Chinese stomach”

与歌诗达邮轮�幸运号相伴的航行，是一趟

能被舌尖铭记的旅程。船上 ⠏⠑ 小时供应餐饮，

中西合璧的菜单定能满足你挑剔的味蕾。

幸运号上的意式美食皆出自意大利本土厨

师之手，每道菜都洋溢着正宗的欧式风情。披

萨饼底烤得薄脆可口，炉中的高温将芝士融化

出醇厚的香气；意面煮得爽滑劲道，多汁的番

茄让人想起地中海的明媚阳光。热爱海鲜的你，

也一定不会拒绝一顿丰盛的龙虾大餐，雪白弹

牙的龙虾肉带来微咸的海洋气息，伴碟的色拉

也有细心调配的清新口感。尊贵主厨晚宴更是

能满足你对宴会的所有幻想——衣香鬓影，幽

“海上捞” 唤醒“中国胃”
歌诗达邮轮·幸运号

暗烛光，觥筹交错，推杯置盏。服务生彬彬有

礼地铺开餐巾，锃亮的餐具摆放得错落有致，

色调和谐的摆盘令人食指大动，从前菜到甜点

无一不精致，处处彰显着厨师的用心。

尝遍了各式西餐，幸运号特设的“海上捞”

火锅也足以安抚你思乡的中国胃。新鲜食材一

字排开，红汤翻滚着诱人的泡泡，热气蒸腾中，

食物的香味渐次飘出，让人按捺不住要大快朵

颐。而当你需要一点温柔的慰藉时，也可以要

一碗简简单单的汤面，清淡的汤底蕴含着文火

慢炖的鲜美，窗外潮音细细，于海天之间享受

专属于你的深夜食堂。

用餐之余，亦可领略来自意大利的古典艺

术之美。米开朗基罗 ⠎⠖⠓⠒ 餐厅是船上最大的

餐厅，横跨两层甲板的开阔空间中足可容纳上

千人，配上辉煌明亮的灯光和金棕色的桌椅，

气势之恢弘磅礴令人惊叹。相比之下，拉斐尔

⠎⠖⠓⠒ 餐厅则较为优雅精致，柔和的氛围更适

合约会中的细语低喁。哥伦布 ⠎⠖⠒⠑ 餐厅以蓝

绿为主色调，光影折射间恍若海浪的波光粼粼。

桌上的航海图勾勒出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历史性

航线，沉沉的黄铜地球仪泛着微光，静默诉说

着大航海时代的征程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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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et gatherings on the sea

“家”的感觉，很多时候是围坐餐桌前，笑语欢颜

的温馨。而如今，你也可以在公主邮轮的臻享餐厅里，

重温这份温暖的记忆。屡获殊荣的世界名厨柯提斯�史东

打造的首家海上餐厅臻享（⠰⠥⠞⠯⠢）正式亮相红宝石公

主号。除了首家海上餐厅的称号，这家餐厅的特别之处，

就是“家”氛围的营造。招牌菜单以“分享”为灵感，

餐厅环境更加适宜交谈，让每一位客人享受到难忘的用

餐体验。

臻享餐厅更适合一场欢聚，无论是家人团聚，和朋

友畅谈，还是其他宾客的聚会，都将是一场难忘的用餐

体验。餐厅主打的家常菜肴美味诱人，菜单由柯提斯�史

东亲自操刀设计，鲜美的猪肉开胃菜，奶油焗龙虾配焦

糖莴苣，茴香回锅鸭腿，培根汁和帕尔玛干酪面包，意

大利宽面配阿拉斯加帝王烤蟹、红辣椒和香芹，以及松

露奶油焗土豆。唇齿间流淌着的不只是美味，更是“团聚、

分享”的欢愉。

海上的温馨欢聚
公主邮轮·红宝石公主号

这里的另外一个独特之处，就是欧式长形餐桌，其

初衷是希望鼓励宾客能与家人和朋友围坐在一起，共同

享用新鲜烹调的精美菜品。手工吹制并刻写了暖心短语

的华美玻璃吊灯，将宾客相聚的温馨夜晚点亮，打造温

暖如归、亲密无间的用餐体验。餐厅中还有以奢华切斯

特菲尔德簇绒皮革包裹的低背软垫沙发，以及柯提斯�史

东 私 人 收 藏 的 装 饰

古董，其中还包括他

精心挑选的摄影作品

和旅行纪念品，给宾

客以置身于家中的感

觉。如此舒适温馨的

用餐氛围，在其他邮

轮餐厅中非常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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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te the extreme 
delicacy of a lifetime 

一个半世纪以来，冠达邮轮一直堪称世界最著名的豪华

邮轮。古往今来，名流显贵都曾搭乘或参观过冠达邮轮。如今，

中国游客也将有机会体会这份荣耀，享受当今海上最为出色

的邮轮设施和多样化的休闲娱乐选择。⠏⠍⠎⠔年即将从上海盛

大起航的玛丽皇后 ⠏ 号，将为你圆梦。

玛丽皇后 ⠏ 号有着优雅的气质，兼具时髦的风格。这里

最大的一个餐厅，可供 ⠎⠏⠍⠍ 人同时就餐。豪华的用餐环境，

考究的装饰，当然少不了精致的美食。欧洲大陆各国、英国

和亚洲如中、印等国的饮食随时调换，⠏⠎ 天内不断变换花样。

在这里，你还可以感受到十足的文化味儿。所到之处，十步

之内，必有艺术作品。从浮雕、壁画、雕塑到油画水彩，完

全是一个艺术品陈列殿堂。其中有 ⠐⠍⠍ 多件是当代著名艺术

家专门为该轮所做的。登上这个极致豪华的海上度假村，将

是一场难忘的邮轮体验！

你还可以纵情沉醉于香槟和松露难以抗拒的味觉体验，

享受无可挑剔的白星服务，也可以在惬意的疗养池中，品味

人生的极致生活，在充满着英式的绅士风格中，在醇香的葡

萄酒中谈笑风生，晚上还可以在炫丽的舞厅尽情地舞动久违

的步伐⋯⋯品味极致人生！

品味人生的极致味道
冠达邮轮·玛丽皇后 2 号



沈阳万达文华酒店 
Wanda Vista Shenyang
参评奖项

最佳婚庆酒店

沈阳万达文华酒店地处浑南奥体中心核心地

带，奥林匹克体育场隔街相望，紧邻浑河大

桥。酒店拥有298间优雅客房和套房，客房最

小面积近50平方米；餐饮设施包括 “美食

汇”餐厅、“和”日式料理餐厅、“品珍”中餐

厅、大堂酒廊及红酒雪茄吧，将带领宾客畅游

美味世界。独享一层的1400平方米的室内无

柱大宴会厅，同时配备全城唯一的面积为120
平方米内置式高清LED，结合细致入微的殷

勤服务，使得新人享受一站式的尊崇体验。资

深的万达文华婚宴团队为准新人量身定制特色婚礼，并与专业造型及礼

服设计师共同探讨如何打造最富魅力的婚礼形象。

电话：024-3162 8888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营盘西街17-5号 

4天津香格里拉大酒店
Shangri-la Hotel, Tianjin
参评奖项

最佳婚庆酒店

天津香格里拉大酒店坐落于天津

河东区，紧邻地标性景观海河，酒

店与天津嘉里中心连成一体，是市

内唯一一家与大型购物中心相连

的国际品牌酒店。酒店304间海河

景观房，可全景俯瞰天津标志性欧

式风情建筑物以及河岸风光。酒店

拥有天津市内最奢华大气的婚宴场地和专业细致的婚宴服务团队。全城

面积最大的无柱式大宴会厅近2000平方米，挑高8.7米，也可分割成多个

小宴会厅，以满足不同客人的个性化需求。酒店大堂外的户外草坪连接香

宫中餐厅的私密包房，视野开阔的露台可一览城市天际景观，也成为新人

们举行浪漫室外婚礼的理想选择。 

电话：022-8418 8888
地址：天津市河东区海河东路328号

宁波香格里拉大酒店 
Shangri-La Hotel, Ningbo
参评奖项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2015年年初，宁波香格里

拉大酒店对部分客房设施

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宁波

唯一一家拥有300间双床

房的国际品牌酒店，其中

还有99间客房可以根据宾

客的需求随时转换成大床

房，再一次提 升了酒店在

会展奖励旅游接待方面的市场竞争力。拥有5000平方米的会议宴会设

施的宁波香格里拉大酒店，为会议组织者提供了完备、多样的场地和设

施，其中包括面积2000平方米、高8米，可同时摆放108桌中式圆桌的无

柱式宁波大宴厅，以及800平方米的会议前厅；还有可容纳中小型会议

活动的500平方米的甬城宴会厅，以及16个29—305平方米不等的多功

能会议室。

电话：0574-8799 8888
地址：宁波市江东区豫源街88号

1 3
北京嘉里大酒店位于京城中央商务

区的核心腹地，一应俱全的先进设

施、独特简约的设计与热情自然的

服务使其成为现代灵动生活的富集

之地。升级改造后的北京嘉里大酒

店共有客房485间。全新的嘉里阁

行政楼层客房秉承了嘉里商务酒店

的理念，提供诸多专用便利设施。

酒店所有客房于宾客入住当日免费

提供迷你吧内饮料与食品，这也是

嘉里品牌的一大特色服务。作为京

城首屈一指的酒店健身中心，嘉里健身是中央商务区一块隐秘的健康

圣地，是健身爱好者的天堂。作为北京最大的酒店儿童游乐场所，儿

童探险乐园为孩子们玩乐派对提供了多一份高品质的选择。

电话：010-6561 8833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号

2

2016年度旅游大奖评选酒店展评
北京嘉里大酒店
Kerry Hotel，Beijing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最佳酒吧



南昌凯莱大饭店位于南昌市中心美

丽的赣江之滨，得以静享“落霞与

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独

有美景。饭店拥有327间温馨典雅

客房，包括29间套房和2间残疾人

房，多种不同类型的客房可供客人

入住体验，包括高级城景、江景客

房，豪华城景、江景客房等。饭店

设有3个餐厅：西式自助品味餐厅

秉承凯莱集团的传统精髓，融合了

亚洲和欧陆烹调风格；精美的中式船餐厅为客人提供正宗粤式及本地菜

肴；味家法式铁板烧餐厅，集法式铁板和日式料理为一体的现代风格特

色餐厅。饭店有配备先进视听器材及完善的会议辅助设施的宴会厅多功

能厅，可举行大型宴会及会议。

电话：0791-8673 8855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沿江北大道39号

8

沈阳香格里拉大酒店地处

城市中央沈河区青年大街

（又称“金廊”）。酒店

拥有383间客房，客房设

计优雅，充满中国元素。

香格里拉专属豪华阁楼

层占据顶部5个楼层，以

及位于顶层30层的豪华

阁贵宾廊，客人可透过落地玻璃欣赏醉人的城市全景。夏宫供应正宗的

粤菜和东北菜，精致的菜品将地道的口味与现代摆盘完美融合。会议场

地占据2个楼层，面积达4026平方米。位于二层的无柱式大宴会厅面积

为1900平方米，其前厅面积600平方米、挑高9米、并设有落地玻璃景

观，堪称东北酒店业之最。此外，还有7间大小不同的多功能厅，其中

一间多功能厅与3015平方米的屋顶花园相连。

电话：024-2436 6666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15号

义乌万豪酒店
Yiwu Marriott Hotel
参评奖项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义乌万豪酒店坐拥城市最繁华的中央商务区CBD
内，咫尺首家国内4A级旅游购物中心——国际商

贸城，鸟瞰义乌最大的湿地公园，也是浙中地区首

家万豪酒店。酒店拥有281套全市首屈一指宽敞舒

适的豪华客房，推拉式卫生间浪漫又兼具私密性。

酒店园林环绕，服务贴心周到，让您在城市繁华中

享受一份宁静与舒适。酒店拥有1950平方米的奢

华会议空间。大宴会厅面积为800平方米，高达7米

的多功能豪华无柱宴会厅配备60平方米的巨型P4高清LED显示屏，并可

分为三个独立的中型宴会厅，是您举行隆重活动之首选；另设有7个中小

型多功能豪华会议室。还设有3个风格迥异的餐厅：大堂吧，都会尚膳全日

餐厅和万豪中餐厅，提供当地及世界各国饕餮美食。

电话：0579-8155 8888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路188号

长沙现代凯莱大酒店
Xiandai Gloria Grand Hotel Changsha
参评奖项

最佳餐厅

长沙现代凯莱大酒店位于长沙

市新兴的政治中心，以其完善的

设施与以客为尊的服务为宾客开

启高端酒店的新旅程。酒店拥有

共计330间装修豪华的客房及套

间，美轮美奂的城市花园景观让

您感受别具一格的入住乐趣。凯莱行政楼层专属的贴身管家及多项升级

服务，为您的商务差旅及休闲度假提供无限的惊喜。金松露餐厅是长沙

全城首家高档法式餐厅，这里不仅有精心烹饪的法式传统佳肴，还有铁板

烧让您感受富有现代感的创新料理，搭配优质窖藏葡萄酒，让您的味蕾

体验一场无与伦比的饕餮盛宴。它也是湖南省会长沙唯一一家设在五星

级酒店的高档法餐厅。

电话：0731-8870 8888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二段128号现代广场410004

6

7沈阳香格里拉大酒店
Shangri-La Hotel, Shenyan
参评奖项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5 南昌凯莱大饭店

Gloria Grand Hotel Nanchang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荆州万达嘉华酒店
Wanda Realm Jingzhou
参评奖项

最佳设计酒店

荆州万达嘉华酒店坐落于文化古城荆州的荆

沙两区交汇处，靠近保存完好的古城墙和壮

阔瑰丽的护城河。酒店建筑立面以简约的现

代风格为基调,强调线条的纵向分割特征。室

内以荆州的文化——礼、乐、雅、颂、诗、赋为

思路展开，用明快清晰的现代设计技巧进行

再创造，将此内涵贯彻到每个空间，色彩上以

关羽蟒袍上绿的颜色进行整体贯穿，给空间

上赋予了传统神韵。酒店拥有284间温馨典

雅、独具品位的客房与套房，“辣道”特色餐厅、全日餐厅和中餐厅汇聚了

世界美食精品，更有市内首屈一指的1150平方米无柱宴会厅，并配备了独

家超大LED显示屏幕和先进的视听设备，以及多功能会议厅。

电话：0716-409 9999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北京西路518号

12北京金茂万丽酒店
Renaissance Beijing Wangfujing Hotel
参评奖项

最佳设计酒店

北京金茂万丽酒店坐落于王府井

大街，毗邻天安门广场、故宫博

物院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共有 

329 间客房。酒店的建筑设计与

当地的历史风貌相结合，采用独

特而时尚的双翼式建筑设计，形

状如展开的书籍，西望皇城根紫

禁城连绵不绝的琼楼玉宇，东看王府井CBD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种

极致的时间与空间的对比，将历史与现代的转换尽收眼底。一进入大堂，

左侧一个直达天花板的书架展示古代典籍和艺术，承载着华夏民族的历

史，右侧为设计时尚现代的R Bar并配有LED屏幕，让生活风尚商旅人士

展开一段从古代到现代的时间之旅，实现从工作到放松的自然过渡。

电话：010-6520 8888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57号

呼和浩特万达文华酒店 
Wanda Vista Hohhot
参评奖项

最佳新开业酒店       最佳婚庆酒店

呼和浩特万达文华酒店坐

落于市内繁华商业地段，

在呈现国际化空间布局的

同时，将塞外草原、蒙古包

和传统蒙古祥纹等民族元

素完美贯穿于设计之中。

酒店313间装修现代、设施

齐全的豪华客房及套房为

您呈上大青山壮丽景色，尽显华贵气派。美食汇全日餐厅为宾客奉上地

道蒙古风味及来自亚洲、东南亚、欧洲等世界不同地域的环球美食。西

域餐厅上演中式与西式混合盛宴，另有多种口味的火锅供宾客选择，将

带来新鲜的口感和体验。酒店1344平方米无柱式大宴会厅配备了超大

103平米LED屏幕，4个不同规模的多功能厅，结合顶级会议活动设施和

专业体贴的一站式会议管家服务。

电话：0471-518 8888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华东街26号

9 11
北 京 华 彬 费 尔 蒙 酒 店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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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扒房堪称

北京最佳牛扒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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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东里8号

10

北京华彬费尔蒙酒店
Fairmont Beijing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最佳餐厅                                       

最佳总统套          最佳行政酒廊



芜湖万达嘉华酒店毗邻芜湖万达

广场商业圈，神山公园近在咫

尺，距方特四期仅15分钟车程，

距芜湖新高铁站、汽车站及南京

禄口国际机场芜湖城市候机楼仅

5分钟车程，距南京禄口国际机

场仅一个半小时车程。酒店设

计被赋予了徽州文化的余韵与内

涵，古今融汇的清新高品格装饰

令人耳目一新，将现代风格与徽

派古典元素完美融合。酒店拥有

设施齐全的280间客房， 4间新颖别致的餐厅，荟萃各种美肴飨馔。占

地1215平方米挑高9米的无柱式大宴会厅和3间可灵活分隔的多功能会

议厅，是您旅行下榻、商务洽谈、社交活动的理想之选。

电话：0553-830 8888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北京中路69号

16

唐山香格里拉大酒店位于

唐山市生态商业园区“凤

凰新城”，是商旅和度假

客人的理想选择。酒店拥

有301间豪华优雅的客房

及套房，内饰采用自然温

馨的色调，融入水墨画与

中式传统印花元素，酒店

另有34间设施完善的服务式公寓。香啡阁全日制餐厅采用当地新鲜食材

和纯正进口食材烹制出各种国际美食及街边特色小食。中餐厅唐凰阁供

应传统粤菜和地方特色美食。酒店拥有全市最大的宴会及会议场地，是

举办会议、庆典及活动的不二之选。酒店的香格里拉宴会厅占地1800
平方米，先进的影音设备及一流的宴会服务人员为成功举办庆典和商业

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电话：0315-539 8888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长虹西道889号

天津梅江中心皇冠假日酒店位于西青区友谊南

路，毗邻天津梅江会展中心、西青经济开发区、

天津市政府和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酒店

尽善尽美的配套设施以及高效亲切的服务，是

商旅宾客心仪的居停之所。酒店拥有493套视

野辽阔，温馨舒适的客房，其中包括各种套房、

公寓、无烟客房和无障碍设施等，过半数客房可

凭窗眺望湖光美景。此外，融中餐厅、水岸全日

制餐厅、L39°意大利餐厅和美食廊，不同风味

特色餐厅，任您选择。酒店拥有2000多平方米

会议场地，是您举办各种类型的商务会议、优雅的鸡尾酒会，轻松的香槟

早午餐或盛大的婚礼等活动的绝佳之所。

电话：022-5857 6666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友谊南路东侧（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对面）

南京索菲特钟山高尔夫酒店
Sofitel Nanjing Zhongshan Golf Resort
参评奖项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南京索菲特钟山高尔夫酒店坐落

于南京市钟山风景区，为庄严的

钟山陵、浪漫的林荫道和神秘的

紫金山注入了源自法国的典雅。

酒店设计华美，融名山秀水之韵

味以及现代时尚之旋律于一体，

27洞的国际高尔夫锦标赛球场四季如茵，加上酒店完美的服务，您将进

入一个远离都市喧嚣的幽静世界。酒店拥有客房250间，其中包含全新果

岭/花园景观客房114间。完美融合中式古典美学与法式浪漫的客房；全新

建成的1400平方米无柱大宴会厅，独具风情的美食之旅; 设施齐备的水

疗及健身中心以及索菲特品牌传承的Cousu-Main定制服务，必将为您营

造一次难忘的度假或会议体验。

电话：025-8540 8888
地址：南京市玄武区环陵路9号 

14

15唐山香格里拉大酒店
Shangri-La Hotel, Tangshan
参评奖项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13 芜湖万达嘉华酒店

Wanda Realm Wuhu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天津梅江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Crowne Plaza Tianjin Meijingnan
参评奖项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三亚亚龙湾铂尔曼别墅度假酒店
Pul lman Sanya Yalong Bay Vi l las & 
Resort
参评奖项

最佳度假酒店

三亚亚龙湾铂尔曼别墅度假酒

店，坐落于苍翠的热带花园之

中，四周碧波环绕，风景如画。

低 层设 计 的度假 酒 店融 合 泰

国、缅甸、南洋三种不同的亚洲

建筑风格，呈现出无以绝伦的

视觉效果。酒店拥有195间客

房，其中奢华度假别墅115座，设私人泳池、院落花园和户外按摩亭；主

楼宽敞的豪华套房7套，高级客房73间，卧室外寥寥数步即可步入湖畔泳

池，享受海滨度假的无限乐趣。现代科技使宾客可以在酒店随时保持与

家人与公务紧密相连；以酒吧、餐厅、健身设施为核心的度假产品，既适宜

宾客独享私密，又适宜广泛社交，既可无限放松，又可相互交流。

电话：0898-8855 5588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

20长沙万达文华酒店
Wanda Vista Changsha
参评奖项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长沙万达文华酒店坐落于景致秀

美的湘江畔，咫尺市中心繁华的

商业区，毗邻万达公馆及万达百

货。酒店拥有424间设计充满浓

郁东方温情的客房及套房，最小

面积45平方米。多家风格各异的

餐厅为宾客们提供全球各地的美

食珍飨。酒店内设有高端宴会场地、健身中心、恒温泳池等齐全的顶尖健

身设施，并将独家呈献一系列万达文华酒店特有的品牌特色服务。酒店

会议场地面积近2,500平方米，拥有大宴会厅及10间设计高贵典雅的会议

厅。面积为1,400平方米的无柱式大宴会厅华丽璀璨，可根据您的需求灵

活分隔成三个独立空间，是举办各类大型会议和宴会的理想首选。

电话：0731-8800 8888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一段308号

北京国贸大酒店  
China World Summit Wing, Beijing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最佳餐厅         最佳酒吧

国贸 大 酒 店 地 理 位 置优

越，比邻国贸商城、国贸

公寓、国贸展厅及拥有众

多跨国公司总部的国贸写

字楼。酒店拥有278间客

房及套房，客房均为落地

窗设计，西面朝向的客房

和套房可观赏3公里以外

故宫之巅的迷人景观。客房的平均面积达65平方米，可谓京城之最。酒

店拥有京城最高的餐饮和娱乐场所，包括：国贸大酒店旗舰餐厅——国

贸79、酒廊、云酷酒吧、红酒吧及主席阁私属用餐专区。酒店超过5500
平方米的宴会和会议场地，其中位于大厦三层的群贤宴会厅，面积达

2340平方米，是北京酒店内最大的无柱宴会厅，适合举办盛大的晚宴、

招待会、庆典及正式商务会议。

电话：010- 6505 2299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一号

17 19
北京希尔顿逸林酒店毗邻北

京西客站、王府井购物中心

及紫禁城等市内著名景点。

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

服 务 设 施 齐 全 ， 是 观 光 休

闲、度假旅游的最佳选择。

酒店拥有540间舒适豪华的

客房，含105间高档套房以

及6间面积达到90平方米的家庭三室套房。逸轩餐厅全天营业，将西

式佳肴及亚洲美食一网打尽。随园中餐厅集合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

精髓，这里不但有最为正宗而时尚、现代的粤菜，还有各地驰名的中

华美食。林廊吧舒适、时尚的氛围是商务洽谈和休闲小聚的首选。各

式茶点，到茶水、咖啡、威士忌和白兰地等应有尽有，与其现代感极

强的设计环境融为一体，让置身其中的宾客倍感轻松舒适。

电话：010-6338 1999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168号

18

北京希尔顿逸林酒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Beijing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西安喜来登大酒店作为西

北首家五星级酒店，始终

致力于将设施设备和服务

质量达到全新的高度。酒

店专业的服务团队拥有高

质量的服务水平和国际化

的服务理念，色香味俱全

的精美佳肴为宾客带来不

同寻常的美食体验，不断更新及完善的酒店设施设备，也将为宾客的旅

程提供更加舒适宜人的环境。酒店现拥有365间宽敞、舒适的客房及套

房、室内恒温游泳池、按摩池及健身中心、国际互联网高速接入、国内

国际直拨电话等。6间风格各异口味独特的餐厅及13个不同规模的会议

室，可以满足各种用餐及宴会需求。设施完善的喜来登炫逸水疗及健身

房，让入住更为轻松，惬意。

电话：029-8426 1888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沣镐东路262号

24

西安万达希尔顿酒

店位于古城西安市

中心，拥有各类房

型共计309间，酒

店高雅的客房巧妙

地将大唐文化融入

其中。长乐宫中餐

厅烹制风味粤菜、

陕菜及淮扬菜；鲜•咖啡以开放式厨房展现亚洲料理与西方美食的完美

融合。酒店二层层高9米、面积达1,200平方米的华夏大宴会厅，可容纳

1,100多人，是西安市区内最大的无柱式大宴会厅。此外，酒店在五楼

独树一帜地开辟了一个2,000平方米、市内最大的空中景观庭院，树木

葱郁、水景相拥，可为新人打造无与伦比的瑰丽婚典。婚宴贴身管家为

您制定个性化方案，专业团队为您提供一站式贴心服务。 

电话：029-8738 8888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199号

西安威斯汀大酒店位于十三朝古都西安

的繁华地段 —— 曲江旅游文化度假开发

区内，直面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大雁塔。酒

店在古都西安的众多名胜文化景点及布

满大街小巷的餐馆与商店之间，为宾客开

辟了一片休憩、放松的都市绿洲。同时，酒

店也是喜达屋酒店及度假酒店国际集团

旗下唯一一个博物馆酒店，充分展示华夏

大国的泱泱历史。320 间高雅宽敞的客房与套房采用柔和放松的基调，让

您畅想非凡的入住体验。酒店3,338平方米的现代会议及宴会空间，从私

密的董事会议、大型会议到盛大的社交活动如婚礼、鸡尾酒会等，我们都

会协助您将其打造得生动而难忘。

电话：029-6568 6568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慈恩路66号

颐和安缦
Aman Summer Palace
参评奖项

十大奢华酒店     最佳婚庆酒店

北京颐和安缦坐落在一系

列古典院落中，距离中国著

名的皇家园林颐和园仅数

步之遥。颐和安缦共有8间

客房，10间庭院客房，25间

宽敞套房，7间庭院套房，1
间御庭套房，客房和套房的

装饰营造出简约、怀旧的氛围，仿佛透过时间的薄雾去感受另一个时空的

浪漫气息，勾起人们对过去时光的追忆。明代装饰风格的安缦馆中餐厅，

横跨九间不同民居，内设六个包厢，不仅有传统的粤系佳肴，还有特色的

地方美食，比如北京烤鸭和一些皇家菜品。镜影轩酒吧可以远眺平静的

池塘和花园的美景，内设雪茄品鉴室，堪称是静静享受雪茄的完美空间。

电话：010-5987 9999
地址：北京市颐和园宫门前街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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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西安万达希尔顿酒店
Hilton Xian 
参评奖项

最佳婚庆酒店
21 西安喜来登大酒店

Sheraton Xian Hotel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西安威斯汀大酒店
The Westin Xian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北京四季酒店
Four Seasons Hotel Beijing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最佳餐厅

最佳总统套         最佳行政酒廊

北京四季酒店位于朝阳区东北部核心商圈亮马河

畔，坐落北京最具活力的商务住宅区。酒店26层

设有专属行政贵宾厅，宾客可在此享用温馨早餐

及全天供应的茶点，晚上还供应鸡尾酒和简易自

助餐。行政贵宾厅还提供包括在客房办理入住、

洗衣熨烫、咖啡/茶随叫服务、中央商务区接送服

务以及其他众多礼遇。“Mio”餐厅主打意大利南

部菜式，包括披萨、意大利面及传统餐前小吃。

皇家套房面积达730平方米，并附设有250平方

米户外露台。此“空中宫殿”可举行容纳80人的高层商务会议、产品发布

会或鸡尾酒会，是寻求极致舒适和尊尚体验的尊贵客人的至臻之选。

电话：010-5695 888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

28澳门金沙城中心康莱德酒店
Conrad Macao Cotai Central
参评奖项

最佳度假酒店

澳门金沙城中心康莱德酒店是豪华

酒店的不二之选。酒店位于金沙城

中心，楼高40层，设有可俯瞰路氹金

光大道的636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澳

门康莱德坐落于拥有多元化产品、

体验及活动的路氹金光大道的中心

点，包括国际级现场娱乐、免税豪华购物、亚洲首屈一指的会展设施、世

界一流美食佳肴，均尽在康莱德集著名高尚气派格调、服务和联系的世界

之中。“朝”特设八个以中国八大朝代命名的私人包厢，每个包厢均以中式

庙檐相隔，采用历朝特有的装潢设计。瓷器设计精致，与公用及私人筷子

相映成趣，而银器餐具镌刻着巴黎名品“Ercuis”标志。

Tel：+853 2882 9000

Add：Conrad Macao, Cotai Central Estrada do Istmo, s/n, Corai, 

Macao, China

澳门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  
The Venetian Macao®-Resort-Hotel
参评奖项

最佳娱乐度假胜地     

澳门威尼斯人®-度假村-
酒店是澳门首间大型综合

度假村，以意大利威尼斯

水乡风貌为建筑蓝本。澳

门威尼斯人设有3,000间

豪华套房、11万1,000平方

米的会议展览设施和拥有

15,000 个座位的金光综艺馆，适合举办各类世界性体育赛事及文娱活

动。澳门威尼斯人亦设有1,800个座位的豪华威尼斯人剧场，以举办最顶

尖的国际及中式娱乐节目，还有超过30家著名餐厅食府、泰福马泷日间

医院及水疗、乐趣无穷的室内游乐场历险Q立方，以及威尼斯人购物中

心内的300多间商铺。室外另设有多个泳池、池畔休闲小屋和一个小型

高尔夫球场。

电话：+853 2882 8888
地址：澳门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 澳门望德圣母湾大马路，路氹金光大

道

25 27
于2004年开幕的澳门

金沙®是世界级的酒店

及综合娱乐度假胜地，

拥有289间豪华套房。

在闪耀夺目的金色外墙

内，澳门金沙提供包罗

万有的选择，由特色餐

厅、室外恒温泳池、豪

华水疗及美容中心、会

议及宴会设施，以及精彩绝伦的现场表演节目。澳门金沙还设有专门

接待国际特邀贵宾的御匾会，提供51间特大华丽套房，设计时尚型

格，为追求生活品位的宾客提供最贴身周到的服务。澳门金沙是澳门

首个由跨国集团拥有及经营的综合娱乐休闲酒店，迅速奠定了澳门未

来发展的里程碑。

电话：+853 2888 3330
地址：澳门蒙地卡罗前地203号澳门金沙酒店

26

澳门金沙®
Sands Macao®
参评奖项

最佳度假酒店     最佳娱乐度假胜地



北京中国大饭店矗立于北

京经济、外交及商务活动

的中心地带，是世界各地

卓越政界和商界领袖的下

榻首选。716间舒适豪华

客房和套房，尽览京城风

光。全新开放的1,600平方

米的豪华阁行政酒廊，可

为商旅出差或休闲娱乐的宾客提供舒适宽敞的休憩空间。开放式厨房的

咖啡苑提供京城最炫自助餐；具有世界葡萄酒收藏特色的阿丽雅餐厅为

宾客提供全新西班牙美食；夏宫中餐厅提供精美粤菜，淮扬美味以及中

国各地风味小吃。其拥有北京城内面积最大的会议场地，包括一个可容

纳2000人的会议厅、一个设有800个座位的大宴会厅和多功能厅，一站

式婚宴服务著称业内，并成为京城新婚燕尔的首选。

电话：010-6505 2266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

天津恒大世纪旅游

城是恒大酒店管理

集团旗下豪华五星

连锁酒店品牌，独

创“6+1”功能配

套模式，集客房、

会 议 、 餐 饮 、 运

动 、 健 康 、 商 业

为一体，以“完美每一个细节，惊喜每一位顾客”为使命，为每一位顾

客提供齐全、完善、全方位的入住感受。酒店坐落于京津地区唯一拥有

自然山水资源的5A级景区——盘山，地理位置优越，与北京、天津交通

呈三角之势，到达机场仅40分钟车程，酒店三面青山环绕，一面湖水荡

漾，与雄踞中轴的酒店建筑交相辉映，充分演绎大自然的宁静与天然合

一的气度，尊享从容慢生活的惬意与舒适。

电话：4008 111155
地址：天津市蓟县官庄镇恒大金碧天下

31天津恒大世纪旅游城
Tianjin Evergrande Century Resort
参评奖项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29 北京中国大饭店

China World Hotel, Beijing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最佳婚庆酒店

最佳行政酒廊

哈尔滨香坊永泰喜来登酒店位于永

泰城CBD中央区，集东北三省最大

的主题乐园永泰世界、泰泰奥特莱

斯购物中心、泰好玛特超市等主力

业态，国际名品步行街、特色餐饮

街、泰莱时代影城等核心驱动力于

一体。酒店拥有400间超大豪华客

房；其中专为会议团队设计的247间双床房。酒店拥有占地面积超过2万平

方米、是东北地区最大的酒店会议场地。其中可同时容纳4000人、面积达

4200平方米的无柱双宴会厅配备96平方米高清LED显示器，是哈尔滨唯

一安装载车电梯直通宴会厅的酒店。酒店配备专属的会议茶歇区及宽敞

明亮的宴会前厅，旨在打造最实用与最时尚相结合的会议专属空间。

电话：0451-5856 8888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香福路63号

30
哈尔滨香坊永泰喜来登酒店
Sh eraton Har b i n X iangfang 
Hotel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32
沈阳丽都索菲特酒店
Sofitel Shenyang Lido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沈阳丽都索菲特酒店优雅地坐落于

沈阳中心商务区，成为中国东北部的

国际酒店新坐标。酒店以法式待客

之精髓，融入中式优雅风情，为崇尚

品位的商务和休闲客人带来别具一

格的奢华入住体验。矗立于繁忙的青

年大街上，从酒店可轻松到达当地热

门景点，高档购物商场和娱乐场所。

沈阳丽都索菲特酒店拥有590间豪

华客房，包括240间套房和公寓。7间配备完善视听设备的多功能厅及宴

会厅，多家不同主题餐厅和酒吧及先进健身及水疗设施，沈阳丽都索菲特

酒店以法式服务为宗旨，为您倾心打造高品位生活方式。

电话：024-2318 8888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吉街38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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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 阿 密 M E 酒 店

位 于 城 市 的 文 化

热 点 中 心，周 边

景 点 有 佩 雷 斯 艺

术博物馆（Pérez 

Art Museum），

阿 什 特 演 艺 中

心（ M i a m i ' s 

Adr ienne Arsht Center），以及将在今年夏季开幕

备受瞩目的迈阿密科学博物馆（Patr icia and Phil l ip 

Frost Museum of Science）。这座高端生活方式酒

店一共有 14 层，提供 313 间宽敞的客房，其中包括三

间 ME+ 套房。客人可以在套房中的私人露台俯瞰比斯

坎湾（B isc ay ne Bay）和迈阿密城区。位于 11 楼的

标志性 M E 套房中有可以欣赏到热带风光的落地窗和

私人酒吧。除此之外酒店的 14 楼有一间 Personality

套房和一间 S t y l e 套房。迈阿密 M E 酒店的室内装潢

将融合米白和灰色色调的现代创新设计，以 及金色和

银色装饰来展现这个城市的活力和生气。 超 凡 魅 力 歌 手

COSIMA 于 3

月 15 日 起 正

式 亮 相 丽 思 卡

尔 顿 酒 吧，用

国 际 化 音 乐 风

格 和 极 致 精 彩

表 演 诠 释 全 新

帝 都 夜 生 活。

COSIMA 与其

创作团队将于每周二至周六晚 9:00 起在丽思卡尔顿

酒吧开始演唱其招牌爵士歌曲、空灵蓝调和原创新曲等，

并善于调动现场气氛，与来宾进行互动，为莅临宾客带

来精彩难忘的一夜，激活你的视听感受。

美好的婚礼值得一生铭记，定会凝结新娘新郎内心真

正的渴望，完美讲述你们独特的浪漫爱情故事。4 月 9 日，

不妨让一场大型婚礼秀拉开你不一样的春天。实现一

切关乎美好的想像，北京丽晶酒店携手资深婚秀策划

专家，呈现前沿婚礼概念，就是要给你好看！拥有顶级

视听 设备的 625 平方米的华丽大宴会厅和 288 平方

米的彩云厅，总有一款能满足你切身婚宴需求。配合专

业宴会团队的悉心服务，圆你婚礼梦！

2016 年 3 月 10 日是第十一个“世界肾脏日”，由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联合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发起的“中

山儿童肾 移植公益项目”——“新肾儿”Kidnewer 公

益 项目于 3 月 10 日在 上 海 中 信 泰富广 场 举 办“新肾

儿”Kidnewer“爱与希望”儿童画展暨慈善拍卖（3 月

10-13 日）启动仪式。60 多名非专业的儿童“小画家”

献上 66 幅围绕“爱与希望”的主题画作进行为期 4 天

的展览。3 月 13 日下午 2：00 开始，将在画展现场举

办慈善拍卖会，本次画展期间所有募集到的善款将捐

献给 3 月 6 日刚刚在复旦附属中山医院接受肾移植手

术的第一例新肾儿受捐者杜宇涵（7 岁）小朋友。

Alan Wong 先生不仅是一

位 蜚 声 国 际 的 名 厨 及餐 厅

老板，更是现代夏威夷菜肴

的顶级烹饪大师。在万众期

待之下，A lan Wong 先 生

及其合作伙伴 — 玉富多（上

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上

周五共同主持了其同名餐厅

Alan Wong’s 上海的盛大

开幕派 对。餐厅位于上海最

为繁华的静安区，坐落于奢

华的上海波特曼丽思卡尔顿酒店内，在 Danny Akaka 

J r. 先生所带领的传统夏威夷祈福仪式 “Pika i” 的

见证下盛大开幕。

美利亚酒店集团旗下高端生活方式品牌
ME 酒店将于迈阿密市中心全新开幕

超凡魅力歌手 COSIMA
亮相北京丽思卡尔顿酒店酒吧

安信信托科普影视专项基金签约仪式
暨捐款仪式举行

用一场婚礼的时间
盛放贯穿一生的誓言

“新肾儿”Kidnewer——“爱与希望”
儿童画展暨慈善拍卖

Curves 寻找沪上女神运动家
周年派对圆满结束

奥巴马最爱夏威夷餐厅
Alan Wong’s 亮相上海

北京开元名都大酒店推出
2016 最新行政楼层礼遇

即日起 至 12 月 31 日，入住 酒 店行政 楼 层，宾客可 尊

享商务、美食、洗衣、交通等更多礼遇。其中：商务礼遇：

房间内免费市内电话、宽带上网；商务中心免费会议室

及上网服务（需提前预订，每房每日限免费 2 小时）；

商务中心免费黑白打印、复印、接收传真（每房每日限

免10 张 ); 免费报纸杂志服务。美食礼遇：每日精美水果、

点心；客房 minibar 无限畅饮（含食品）；每日 100 元

餐 饮 消费签单 权；自制鲜 美 胶 囊咖啡。每日免费享受

80 元洗衣服务。机场接送服务享受特惠价。

只准备您喜爱的米其林意餐 
食索 SALE & PEPE

食 索 S A L E 

& PEPE 意 为

“盐与胡椒”。

食 索 SALE & 

PEPE 希 望 将

传 统 意 式 米 其

林料理“进口”

至餐桌，让顾客

近 距离欣 赏高颜值 美食，品尝实力派美味，体 验意 式

随性文化。在菜式上，纯正的果木炭烤意式披萨、意面

和海鲜料理是不变的招牌。餐厅的设计风格融合现代

工业感与日式和风，多采用简洁多原木桌椅与暖色昏

黄的灯光。“镇店之宝”红色马塞克瓷砖砌起的烤炉，

半开放式的厨房，浪漫写意的露台，轻松自在的酒吧台

和帅气的外国人服务生，将仍旧成为餐厅不变的亮点

元素。 

由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安 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举办的“安信信托科普影视专项基金签约暨捐赠

仪式”在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举办，双

方领导、业界代表及安信信托的 V I P 客户莅临现场参

加活动。当天上午，签约仪式隆重举行，并由上海科普

教育发展基金会授予安信信托荣誉证书，以表彰安信

信托捐赠 150 万元人民币，赞助拍摄 反映四川卧龙大

熊猫生存现状的 4D 电影和科普纪录片。

作为全球女神健身归属地，Curves30 分钟女子健体荟，

从运动出发，全面打造女神运动家生活方式！源自美国

专门针对女性的“Curves30 分钟环形健身方式”，有

氧、无氧相结合，力量训练，柔韧拉伸，30 分钟可消

耗高达相当于有氧跑步 1.5 小时燃烧的 500 卡路里；

30 分钟内环形运动同时结合热辣性感、风靡全球的尊

巴（Zumba）舞蹈，趣味有氧加器械无氧完美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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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金 茂 君 悦

大 酒 店“ 疯 帽

子”主 题 下 午

茶 重 磅 回 归，

在 温 暖 的 春 季

为 您 重 现 爱 丽

丝奇 幻 世界 中

的疯狂和怪诞，

开 启 一 段 仿 佛

置 身 于童 话 世

界 的 午后 奇 幻

之旅。“疯帽子”

主 题 下午 茶以

童 话 故 事《 爱

丽丝梦游仙境》

为 创 作 灵 感，

选 取 了书 中人

物的经典元素，精心设计并创造出了妙趣横生的马卡

龙、树莓纸杯蛋糕、芒果巧克力蛋、金枪鱼挞挞、马苏

里拉芝士棒等甜品和咸点，充分演绎了神奇的魔幻故

事，让人爱不释手。

立 春 过 后，阳

气 回 升，伴 随

着 白 昼 渐 长，

万 物 开 始 复

苏。想 要 成 为

其间最 美的风

景，我 们 就 要

给予肌 肤 更多

的 呵 护，让 肌

肤的保鲜 期长

一 点，再 长 一

点。在 这 个 最

需要 细心呵护

肌肤的时节，杜哥带着他倾情研发的泉释美高效保湿

面膜来了。泉释美代表的不仅仅是杜哥研发的面膜，更

是装载着满满心疼的真意而施展出的温情膜法。在这

膜法下，是对美丽容颜的追求和对成功的追逐！因为这

里面包含的，不只是最顶级的原材料和最严苛的研发

生产过程，更是满满的爱。全球最大市内免税店新罗爱宝客免税店强势登陆韩国

首尔市区，为全球消费者带来空前的至尊免税购物体

廊坊潮白河喜来登酒店客户答谢会盛大举行。本次活

动以“春绯午宴”为主题，融入古典中式风格，为众多

酒店长期合作伙伴及媒体朋友带来了一场感官的享受。

酒店总经理陈松先生在午宴上充满激情地表示：“目前，

廊坊潮白河喜来登酒店
“春绯午宴”客户答谢会圆满落幕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
“疯帽子”主题下午茶

泉释美高效保湿面膜全新上市

全球最大市内免税店——新罗爱宝客
免税店登陆韩国

商旅会议及亲子度假

是酒店主要关注的市

场。酒 店 周 边 环 境 宜

人，是 远 离 大 都 市 喧

哗 的 理 想 之 地。酒 店

定期推出的不同的超

值 旅游 或 家庭 组合，

深受当地及周边城市

客人 的 欢 迎，通 过 多

销 售 渠 道 的 推 广，已

经在本地树立起良好

的口碑。”

验，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独家专属优惠服务。新罗集团

始终致力于世界奢侈品旅游零售业的建设，新罗爱宝

客免 税店在开幕之际将迎来全球各地旅游爱好者，也

引领全球各大品牌陆续争相入驻。其提供跨越七大品

类全线精品：全球顶尖奢侈品、时尚箱包、美妆与香氛、

珠宝与腕表、电子产品、免税烟酒、本土生活消费品，

更有 Valextra、Ferragamo、Rolex、IWC 等世界名

品专享概念店，为新罗爱宝客免税店开幕添彩。

万丽生活 : 主题女士之夜

精彩夜发现，带您领略风韵别具的本地

文化。作为北 京 富力万 丽 酒 店“万 丽 夜

发现”的 经 典 系列活 动 之一，万 丽女 士

之夜一向以优 雅而不失活力、精致而不

乏 从容的特 色吸引着京城 宾客。如今，

万丽女士之夜更融入了独具特色的本地

文化元素：中国白酒、古筝音乐、京城之春、

本土时尚设计师及音乐人等充满京城韵

味的细节，将以每周一 个崭新主题的形

式呈现给您，为您带来只此一家的本地

文化体验。

到场女士可享受免费鸡尾酒无限畅饮特

色及精品小食；男士们亦可尊 享任意饮

品 买 一 赠 一。每周四 置 身万 丽 酒 廊，体

验主题女士之夜，让我们以全 新视角与

奇思妙想，打造您朝九晚五之外的全新

生活方式！

北京富力万丽酒店是体现北京顶级生活

方式的酒店，以深沉的魅力重新定义时尚与精致的内涵，激起北京

的时尚脉动，以与众不同的服务为您打造独一无二的酒店体验。酒

店位于中央商务区的东三环中路，连接由商务写字楼，服务式公寓

和大型购物中心构成的富力城现代综合城。信步可达地铁 10 号线

的双井站，使您轻松便捷到达北京各处。 酒店拥有宽敞明亮的客

房 522 间，包括 37 间套房。设有超过 2350 平方米的多功能厅及

配套设施，可满足您的会晤、宴会及主题活动的需要，其中最大的

首府宴会厅面积 1344 平方米可容纳 1000 人。除此之外，还设有

别致宜人的意大利餐厅，传统靓丽的中餐厅，布置典雅的自助餐厅

供您享受各国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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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ogue

新近开业便成为南京热议话题的南京华泰万丽酒店举

行了一场以“爱·幕”为主 题的浪漫 婚礼秀，并邀请到

多对新人出席参与。众多婚礼达人齐聚一堂，助力新人

打造永生难忘的浪漫婚礼。从婚典、场地、婚宴、婚纱、

新娘妆、摄影及蜜月旅行等各个方面让新人们体 验全

方位的贴心婚礼服务。婚礼秀现场为观众呈现了浪漫

大气的轻奢欧式婚礼风格，新人可以切身感受到酒店

的专业服务，为自己量身定制彰显时尚又不失个性的

专属婚礼。

“爱·幕”婚礼秀
精彩上演助力新人随享浪漫

情迷西班牙
锁定西安万达希尔顿

华尔道夫小黑裙下午茶

南意美食纵情尊享

2016 神奇泰国年度旅游
推广会盛大召开

悦享浪漫，都市度假之旅
天津海河悦榕庄作为悦榕集团在中国大陆的第十

家酒店以及在华北地区的第一家酒店，始终致力于将豪

华度假风格的服务、设施与精致都市生活的“都市度假”

理念完美结合。天津海河悦榕庄身处天津海河东岸，在

这个充满文化底蕴、遍布历史遗迹的城市，为度假客人

带来大都市中独特的悦榕体验。远离喧嚣，享受身、心、

灵的平静愉悦。更令人惊艳的是酒店多处房型内的超大

圆形浴缸，宾客可边沉浸于晶亮剔透的泡泡浴中欣赏海

河美景。您亦可预约酒店“亲密时刻”服务，玫瑰花瓣

装点的浴缸、香槟、悦榕庄独特的香薰，将为您带来非

泰国国家旅游局率领泰国旅游业者代表团齐聚上海，

拉开神奇泰国旅游推广会序幕。此次盛会由泰国国家

旅游局东亚司新任司长兰娟女士率泰国各大旅游业者

代表一同出席，包括 41 家新酒店、9 家旅行社、1 家航

空公司，将致力于为中国华东地区旅游业者提供泰国

旅游新资讯。中国市场已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旅游客

源地，随着中国游客旅游经验的增加，中国长途游客和

短途游客人数均有显著增长，泰国成为短途旅游的代

表性目的地之一。 

由 意 大 利 对 外 贸

易 委 员 会（ 简 称

ITA） 与 上 海 城

市 超 市 有 限 公 司

（CITY SHOP）

一 同 携 手 举 办 的

2016 年意 大 利 南

部美食推广计划——“意大利美食嘉年华”新闻发布会

在日月光中心广场的城市超市举办。在接下来的 2016

年 将大 规模联合城市超市，向广大上海消费者宣传南

意美食，并且会带来一系列全新的南意食品品牌，期待

让更多消费者了解意大利美食以及葡萄酒文化。

上 海 外滩 华 尔 道 夫

酒 店 与 康 泰 纳 仕 时

尚 设 计 培 训 中 心 首

度携手，于 4 月 8 日

至 17 日期间推出“华

尔 道 夫 小 黑 裙 下 午

茶”活动。此次活动

将华尔道夫的华贵典雅及一脉相承的华尔道夫与康泰

纳仕在时尚设计领域的专业权 威相结合，在上海时装

周期间为酒店宾客及爱好设计的学员带来独特且难忘

的时尚休闲体 验。活 动期间，宾客可在 坐 拥临江美 景

的浦江汇享用由华尔道夫甜点总厨 Robin Sun 及其

团队精心设计的时尚主题下午茶，更有机会体验“小黑

裙设计工坊”环节，由康泰纳仕的课程导师现场为您教

授小黑裙相关设计课程。

西 安 万达 希 尔 顿 酒 店 鲜·咖 啡及 大 堂 酒 廊 将 带 给 您

一 次 西 班 牙 风 情 文 化 美 食 的 盛 宴。名 厨 Joaquín 

Campos 火热开启为期一周的“情迷西班牙”美食周

活动。西班牙美食周期间，不仅有 Joaquín Campos

大 厨 精 心 准 备 的

瓦伦西亚烩饭 , 酥

皮 烤 牛 尾 配 地 瓜

泥 等 西 班 牙 传 统

美食，您更能品尝

到 独 具 地 中 海 风

味 与 东 方 传 统 烹

饪的创意美食。

凡体验。

作为亚洲领先的 Spa 运营商—— 悦榕 Spa 将屡

获殊荣的待客之道及传统的亚式疗法带入天津海河悦

榕庄。天津海河悦榕 Spa 拥有 9 间精巧华丽的护疗房，

其中包括了 3 间备有了双人雨露淋浴设施的皇家护疗

房，1 间双人豪华房，5 间单人豪华房。另备有 1 间面部

护理房， 2 间足部按摩房的美容沙龙及 1 个舒缓区。健

身设施包括有健身房、温水及热水浸泡池和一个游泳池。

这个春天悦榕 Spa 将呈现五项“经典再现”护疗。

您可以选择源自中华五行哲学的身体磨砂疗程：金－净

化、木—新生、水—纾解、火－鲜活、土－平衡，将为您带

来从头到脚的万般奢宠和无限活力，感受融融春意，在

满园春色里焕发荣光。随心任选新鲜配制的金、木、水、火、

土美体磨砂，让肌肤宛若新生。任意一款招牌按摩让您

乐享逍遥，忘却烦恼。静谧安宁的静心时间完美结束您

的 Spa 体验。

五行磨砂 Spa 疗程包括：30 分钟任选身体磨砂，

60 分钟任选身体按摩以及 30 分钟静心时间。最后敬

献爽口花茶和当季水果，让您神清气爽，为护疗画上完

满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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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pling 主题猴巡展揭幕活动
“袋”你 # 玩出趣，猴轻松 #

欧洲铁路公司中国子公司
在上海盛大落成

斐泉地球一小时蓝色夜跑
跑出与众不同

无锡新湖铂尔曼大酒店 
华美与浪漫的完美结合

铂尔曼是雅高旗下专为当今国际旅行者度身定制的高档酒店品

牌，作为该品牌在无锡的首家酒店，无锡新湖铂尔曼大酒店地处无锡

新区太科园内，CBD 商务中心，距离苏南硕放国际机场仅 15 分钟

车程，离无锡高铁新区站仅 5 公里，地理位置优越。酒店拥有 2200

平方米的宴会及会议场地，包括一个面积 1200 平方米的无柱式大

宴会厅及 8 个带自然采光的多功能厅，可满足各类高规格活动的需求。

专业的会务团队，从首次联系到活动结束，都将为您提供专业细致的

服务，确保各个阶段顺利完美的进行。

此外，酒店现拥有各类精美客房 404 间，其中独有的“女士楼层”

温馨典雅，旨在为女性商务旅客提供舒适贴心的服务。另有 4 个特

色餐厅及 2 间酒吧，健身中心、SPA 及室内游泳池等设施一应俱全。

酒店现推出全新会议特惠，包含会议场地、午餐及定制茶歇，并

免费提供会议标准设施、免费停车位以及免费网络，无锡新湖铂尔

曼大酒店是您来无锡休闲旅游、商务洽谈以及尊贵宴请的首选之地。

杭州泛海钓鱼台酒

店是 钓 鱼台·美 高

梅 集 团 旗 下 在 中

国开业的第四家酒

店。占 据 杭 州钱 江

新城 C B D 绝佳位

势，俯瞰钱塘江景，

毗邻 葱 郁 园 林，距

离西湖、六和塔等众多知名景点仅 20 分钟车程。162

间豪华客房，最小客房面积由 60 ㎡起，更有 315 ㎡尊

享独特“中国礼遇”的主席套房；一线江景 2 层高的全

景落地窗会议厅，连接室外阳台，是举行各类会议和派

对、婚礼的绝佳场所；680 平方米的户外西式空中花

园，健身房，室内恒温泳池等配套设施，以场地本身的

使用功能为基础，力求细节上中西交融，折射出东方精

神的门庭里的简约意蕴，必将为当地乃至全国的客人

带来耳目一新的绝佳体验。

杭州泛海钓鱼台酒店 Kipling 携 手 著名艺人 戚 薇以 及四 位 乐 想 挚 友，创作

歌手 导 演田原、活力主 持人司雯 嘉、时尚旅行摄 影家

妹莉十足、美食达人 Amanda 小厨房，一起约会时尚

玩趣 之 旅，让玩趣小猴 见证猴 年猴嗨森。他们代 表着

Kipling 灵巧、玩趣、亲和力、乐观积极、富有想象力和

快乐的精神，与现场嘉宾分享了她们的设计灵感与“轻

生活“的乐想理念，传递满满的轻松能量。Kipling 春

夏新品秀正式拉开了此次活动的序幕，为来宾献上一

场缤纷浪漫的春日视觉体验。本季设计师在包袋原有

的摩登感中，加入了强烈的民族风格，同时运用中性色

调予以平衡；营造出颇具视觉冲击力的融合之美。在模

特的倾情演绎下，精致的细节设计以 及各色印花的完

美呈现，全方面激活了现场嘉宾的快乐指数。

斐 泉 (FIJI Water)

联 手 咕 咚 在 全 国 开

展了蓝色夜跑活动，

吸 引 了 线 上 及 线 下

共 计 超 过 1700 人

的参与。当天的主会

场 设 在 上 海 雅 居 乐

万豪酒店，来宾们环绕上海最繁华的地 标——人民广

场举行了一场蓝色夜跑活动以响应地球一小时的号召。

2016 年，是斐泉举办“地球一小时”活动的第四年，

也是首次与咕咚、上海雅居乐万豪酒店合作，响应世界

自然基金会 (WWF)“’为’蓝生活主题”，共同关注当

前中国最紧 迫、最 受关注的环境 议 题——雾霾。本次

活动旨在通过号召大家在熄灯的一小时里来到室外健

康夜跑，倡导公众从衣食住行乐做起，在日常生活中践

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鼓励大众通过个人的小改变为

减少雾霾的产生出一份力。

欧洲铁路公司中

国 子 公 司 Rai l 

Europe China

迎 来 盛 大 开 业

典 礼，正 式 进 驻

上海这座中西文

化交汇的国际大

都 市。欧 洲 铁 路

公司首席执行官 Fabrice Morel 先生在全球销售总监

Florence Pasquier 女士和欧洲铁路公司中国子公

司总经理田雨女士陪同下亲临现场，偕同欧洲火车运

营商代表及公司管理高层出席开业庆典，共同见证欧

洲铁路公司在中国发展里程的重要时刻。自 2000 年

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欧洲铁路公司架设公司网站（www.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社现对

参加 2015 年度记者核验的记者予以公示，如有违法

违纪现象请予以举报，监督电话：089868913555。

记者名单：陈健，杨洁平。《旅游休闲》杂志社

ra i l europe.c n），为中国旅客提供在线服务。同时也

与国内多间旅行社合作，包含北京欧铁、凯撒旅游、众

信旅游、上海欧铁、携程旅行网、途牛旅游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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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休闲发行名单
★级酒店（80000册）
北京
北京瑞吉酒店

北京颐和安缦酒店

北京国贸大酒店

北京首都机场朗豪酒店

北京临空皇冠假日酒店

北京首都机场希尔顿酒店

北京王府井希尔顿酒店

北京海航万豪酒店

北京华彬费尔蒙酒店

金茂北京威斯汀大酒店

北京柏悦酒店

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饭店

北京千禧大酒店

北京华贸丽思卡尔顿酒店

王府半岛酒店

东方君悦大酒店

北京丽晶酒店

北京金融街洲际酒店

北京富力万丽酒店

中国大饭店

北京喜来登长城饭店

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

北京香格里拉饭店

北京希尔顿酒店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酒店

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

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

王府井大饭店

北京国贸饭店

贵宾楼

北京金域万豪酒店

嘉里中心

港澳中心瑞士酒店

凯宾斯基饭店

昆仑饭店

五洲皇冠假日酒店

长富宫饭店

北京国际艺苑皇冠假日酒店

瑜舍

皇家驿站

北京饭店

上海
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

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

上海和平饭店

瑞吉红塔大酒店

上海虹桥迎宾馆

虹桥宾馆

兴国宾馆

上海国际饭店

瑞金宾馆

扬子江万丽大酒店

银河宾馆

上海希尔顿酒店

上海花园饭店

锦江饭店

锦沧文化酒店

上海万豪虹桥大酒店

上海西藏大厦万怡酒店

京华酒店

瑞士宏安大酒店

龙之梦丽晶大酒店

索菲特海伦宾馆

波特曼丽嘉酒店

佘山艾美酒店

新锦江大酒店

金茂君悦大酒店

香港
九龙香格里拉大酒店

世纪香港酒店

香港洲际酒店

九龙酒店

香港海逸酒店

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

香港北角海逸酒店

诺富特东荟城酒店

香港半岛酒店

香港四季酒店

仁民饭店

香港旺角朗豪酒店

香港怡东酒店

香港朗廷酒店

广州、深圳
广州富力丽思卡尔顿酒店

广州海航威斯汀酒店

广州富力君悦酒店

广州翡翠皇冠假日酒店

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广州铂尔曼白云机场大酒店

重庆
重庆申基索菲特大酒店

重庆万达艾美酒店

重庆希尔顿酒店

重庆皇嘉大酒店

重庆 JW 万豪酒店

重庆劲力酒店

重庆南方君临酒店

重庆万州凯莱酒店

重庆海逸酒店

重庆万友康年大酒店

重庆东方花苑饭店

重庆长都假日酒店

扬子江假日酒店

三亚
三亚海棠湾康莱德酒店

三亚海棠湾希尔顿逸林度假酒店

三亚悦榕庄酒店

昆明
翠湖宾馆

昆明锦江酒店

丽江国际大酒店

昆明金龙饭店

昆明新纪元大酒店

绿洲大酒店

云南世博花园酒店

昆明泰丽国际酒店

希桥酒店

官渡大酒店

北京盘古七星酒店

北京后海（大华卫）怡景酒店

北京兴基铂尔曼饭店

北京万达铂尔曼大饭店

北京康源瑞廷酒店

北京诺富特三元酒店

北京国际饭店

金都假日饭店

涵珍园国际酒店

赛特饭店

民族饭店

华都饭店

东方花园饭店

兆龙饭店

外滩茂悦大酒店

世茂皇家艾美酒店

豫园万丽酒店

大宁福朋喜来登大酒店

外高桥皇冠假日酒店

东湖宾馆

上海古象大酒店

上海浦东丽思卡尔顿酒店

上海柏悦酒店

上海四季酒店

上海威斯汀大饭店

上海浦西洲际酒店

上海凯宾斯基酒店

上海外滩英迪格酒店

上海朗廷扬子精品酒店

咸阳机场东航陕西航空大酒店

亚洲国际大酒店

彭年酒店

白天鹅宾馆

中国大酒店

碧水湾温泉度假村

观澜湖高尔夫球会

广州夏湾拿豪生酒店

广东迎宾馆

万德诺富特酒店

深圳君悦酒店

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

深圳喜来登酒店

深圳凯宾斯基酒店

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深圳威尼斯皇冠假日酒店

深圳益田威斯汀酒店

深圳星河丽思卡尔顿酒店

大梅沙京基喜来登酒店

三亚文华东方酒店

三亚半山半岛洲际度假酒店

三亚凯宾斯基度假酒店

金茂三亚希尔顿大酒店

三亚亚龙湾铂尔曼度假酒店

三亚喜来登度假酒店

金茂三亚丽思卡尔顿酒店

三亚华宇皇冠假日酒店

三亚万豪度假酒店

三亚亚龙湾五号度假别墅酒店

三亚维景国际度假酒店

石梅湾艾美酒店

金棕榈度假酒店

椰林滩大酒店

亚龙湾环球城大酒店

南中国大酒店

天域度假酒店

三亚仙人掌度假酒店

红树林度假酒店

海口
海口喜来登温泉度假酒店 

海南新国宾馆

海口康年皇冠花园酒店

海南西海岸温泉度假酒店

海口观澜湖 GOLF 度假村

海口美视五月花高尔夫度假酒店



贵阳
贵阳喜来登贵航酒店

嘉华酒店

贵州铭都酒店

柏顿酒店

贵阳神奇金筑大酒店

贵州天怡豪生大酒店

贵州能辉酒店

贵阳华美达神奇大酒店

锦江鲜花大酒店

郑州
郑州索菲特国际饭店

兴亚建国饭店

红珊瑚酒店

长城饭店

中都饭店

未来康年大酒店

大河锦江饭店

河南龙源大酒店

郑州光华大酒店

郑州中州皇冠假日酒店

中州假日酒店

中州快捷假日酒店

开元名都大酒店

成都
四川锦江宾馆

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

成都总府皇冠假日酒店

成都凯宾斯基饭店

天府丽都喜来登饭店

成都索菲特万达大饭店

家园国际酒店

加州花园酒店

成都望江宾馆

博瑞花园酒店

合肥
合肥万达威斯汀酒店

石家庄
燕山大酒店

南京
南京金陵饭店

南京侨鸿皇冠假日酒店

南京古南都饭店

南京金丝利喜来登酒店

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

状元楼酒店

南京玄武饭店

南京索菲特银河大酒店

南京中心大酒店

南京新纪元大酒店

丁山花园大酒店

大连
大连日航饭店

大连瑞士酒店

大连香格里拉大饭店

大连海景酒店

大连文园大酒店

大连心悦大酒店

大连昱圣苑国际酒店

大连嘉信国际酒店

大连凯宾斯基饭店

厦门
悦华酒店

海悦山庄酒店

厦门泛太平洋大酒店

厦门喜来登酒店

翔鹭国际大酒店

鹭江宾馆

厦门海景千禧大酒店

海上花园酒店

宏都大饭店

京闽中心大酒店

华侨大厦大酒店

长升大酒店

厦门艾美酒店

宁波
南苑酒店

宁波大酒店

证券公司营业部

（15000册）
北京财政证券公司

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西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关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
青岛丽晶大酒店

海天大酒店

青岛香格里拉大饭店

弄海园

青岛汇泉王朝大饭店

青岛麒麟皇冠大酒店

黄海饭店

青岛山孚大酒店

青岛泛海名人酒店

青岛复盛大酒店

青岛海尔洲际酒店

西安
西安香格里拉金花饭店

西安维景国际大酒店

西安喜来登大酒店

西安香格里拉大酒店

杭州
杭州西湖国宾馆

金马饭店

杭州香格里拉饭店

杭州维景国际大酒店

杭州凯悦酒店

杭州安缦法云酒店

杭州西溪悦榕庄

杭州西子湖四季酒店

苏州
昆山阳澄湖费尔蒙酒店

苏州吴宫泛太平洋大酒店

南园宾馆

苏州维景国际大酒店

御亭精品酒店

中茵皇冠假日酒店

玄妙索菲特大酒店

苏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苏州尼盛万丽酒店

亚致精品酒店

苏州建屋新罗酒店

建屋国际酒店

金鸡湖大酒店

苏州凯莱大酒店

苏州饭店

胥城大厦

平江客栈

全国 200 多家星级

酒店均有发售：高档

写字楼（80000册）
国贸大厦

赛特大厦

中粮广场

长安俱乐部

招商局大厦

盛福大厦

现代盛世大厦

时代广场

新东安市场

京泰大厦

远洋大厦

京城大厦

和乔大厦

汉威大厦

大使馆
加拿大大使馆

芬兰大使馆

法国大使馆

德国大使馆

意大利大使馆

日本大使馆

以色列大使馆

肯尼亚大使馆

马来西亚大使馆

菲律宾大使馆

新加坡大使馆

印度尼西亚大使馆

澳大利亚大使馆

新西兰大使馆

比利时大使馆

英国大使馆

西班牙大使馆

捷克大使馆

波兰大使馆

斯洛伐克大使馆

突尼斯大使馆

希腊大使馆

南非大使馆

韩国大使馆

杭州雷迪森龙井庄园

杭州富春山居

国大雷迪森广场酒店

浙江国际大酒店

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

千岛湖开元度假村

天津
天津利顺德大饭店豪华精选酒店

天津君隆威斯汀酒店

天津莱佛士酒店

天津万丽泰达酒店

泰达中心酒店

泰达国际酒店暨会馆

水晶宫饭店

金皇大酒店

天津美华酒店

天津泰达国际会馆

瑞湾酒店

天津胜利宾馆

舒泊花园大酒店

天津滨海喜来登酒店

洲际大厦

丰联广场

投资广场

静安中心

现代城

嘉里中心

华侨大厦

幸福大厦

成铭大厦

亮马大厦

鹏润中心

世源大厦

盈科中心

发展大厦

鹏润大厦 B 区

京广大厦

港澳中心

华商大厦

富华大厦

中纺大厦

国贸中心

新世界中心

科伦大厦

东环广场

万泰北海大厦

东方广场

百盛中心

华润大厦

恒基中心

高斓大厦

旅游局
法国旅游发展署 中国办事处

德国旅游局

奥地利旅游局

澳大利亚旅游局

加拿大旅游局

新西兰旅游局

菲律宾旅游局

新加坡旅游局

香港旅游发展局

韩国旅游发展局

澳门旅游局

北欧旅游局

比利时旅游局

荷兰旅游局

捷克旅游局

突尼斯旅游局

马来西亚旅游局

西班牙旅游局

意大利旅游局

希腊旅游局

南非旅游局

肯尼亚旅游局

埃及旅游局

土耳其旅游局

芬兰旅游局

日本国家旅游局

候机楼
上海浦东机场东航贵宾厅

上海虹桥机场东航贵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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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您（个人资料绝对保密，敬请详细填表）

姓名                                                        性别                                             生日                                            电话                                      

E-mail                                                                                             地址                                                                                          邮编  

1、您的年龄：  23岁-35岁    36岁-50岁    50岁以上

2、您的受教育程度：

   硕士及以上     本科       大专    

3、您的职业：

  国家公务员       国企员工      外企/合资企业员工

   私企员工           中高级管理者      

  专业人士（记者、律师、教师、医护）

   自由职业者       学生       其他

4、您的平均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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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万元-2万元           2万元以上

5、您的旅游动机

   度假休闲       自然风光      人文历史  

   户外运动       探亲访友       购物         美食

6、您通常选择的出行方式

  参加旅行团         自由行 

7、您每年平均的旅行次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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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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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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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平均每年旅行的时间，从一周到半年以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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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9、您每年的旅游花费大约是？

 1000元以下  1000元-3000元  3000元-5000元   

  5000元-1万元   1万元-3万元   3万元以上

10、旅行中您最关注并愿意投入的

                  交通        住宿       餐饮      购物       娱乐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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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订户      报亭      酒店      旅游局      亲友推荐    其他

                12、您收到《旅游休闲》后，有几人传阅？

                 1-3位          4-9位         10人以上

                13、关于本期杂志

                您最喜欢的栏目________________

                您认为最实用的文章_________________

                您印象最深的专辑_______________

                您最喜欢的图片_________________

                你有意向去的目的地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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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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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您比较关注与旅行结合的哪些行业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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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      旅游局      服装    化妆品     SPA

                16、您对《旅游休闲》的综合评价：

                                      非常好        好         一般        不太好        差

                封面设计                                                                                                                 

                专题创意                                                                                                            

                文章内容                                                                                                           

                版式设计                                                                                                             

                栏目设置                                                                                                             

                图画照片                                                                                                           

                印刷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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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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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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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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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B 18.00元

194.4 102.6
欢迎加入旅游休闲杂志

社的官方微信与我们及

时互动。现在加入旅游

休闲杂志社微信，有机

会获得旅游休闲杂志社

送出的精美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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