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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nter In Hangzhou And 
Cross Song City With One 
Thousand Years

Live In Mogan Mountain And 
Hide In The mysterious Vally 

邂逅杭州,穿越千年宋城

山居莫干 遁隐一片幽谷秘境

飞越澳大利亚山海间 
独享蓝色梦幻时空

Fly Over The 
Mountain And Sea 
of Australia 
And Enjoy The 
Fantasy Blue Time 
A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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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counter In Hangzhou And Cross Song City With One Thousand Years
                   邂逅杭州,穿越千年宋城
                

杭州，曾经因为一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成为人们印象中天堂的化身。如果，把杭州比喻成一个

人的话，那一定是一个有着明亮双眸、读过一些诗书、柔声细语、总是微笑偶尔落泪，且待字闺中的大

小姐。她有得天独厚却不张扬的美貌，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闹中取静的西溪湿地、古色古香的繁

华宋城、神秘而童趣的烂苹果乐园。让我们一起走进人间，邂逅杭州！

Feature 世界休闲地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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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莫干 遁隐一片幽谷秘境

036 Live In Mogan Mountain And Hide In The 
mysterious Vally 

Travel 旅游

飞越澳大利亚山海间 独享蓝色梦幻时空 

056 Fly Over The Mountain And Sea of Australia 
Enjoy The Fantasy Blue Time And Space

长假来袭时可选择的旅行目的地便多了起来，与其在国内拥堵，

不如把目光放远，定制不一样的精彩旅行。我们精选的四个旅行

目的地，分别针对秋季展开了一系列活动，涉及音乐、艺术、美食

与户外，在不同的主题背后，你将领略更多美景，感受更深的本

土文化。

秋季到他国去看景
078 See Scenery In Other Countries In Autumn

莫干山，天然的原生态环境，吸引着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人们；

看风景的人，看过就走了，独懂它的人选择留下来，继续去发现

它。他们建立客栈、咖啡馆、西餐厅等，每个留下来的人都有他

留下的理由。这里的僻静、清幽，或许会让他忘记之前的繁华过

往，或许会遗忘痛得难舍的爱情。或许他只是需要一段时光，一

个地点去回忆，曾经的那些岁月！又或许，只是想要遗忘一些不

开心的事情！

Travel Way 旅游方式

壮美的澳大利亚大堡礁圣灵群岛最北端环绕着惊人的自然生

态景观,One&Only 海曼岛豪华度假村酒店坐落其中。栖居在这

座迷人的世界，游泳、潜水，尽情探索大海，每天与色彩缤纷的

雀鸟、沙袋鼠及琳琅满目的美丽海洋生物为邻，细听岛上的葵花

凤头鹦鹉与彩虹吸蜜鹦鹉在树间婉转细语。从大堡礁向内陆探

索，奔向大蓝山遗产区的One&Only沃根谷豪华度假村酒店，周

围的原始森林风貌、惊险的悬崖峭壁、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无数

珍奇的动植物资源蔚为壮观，投入到山谷、森林、草地的怀抱中

倾听清脆的鸟鸣声。在这里远离尘嚣，感受大自然的安静祥和。

此处的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关于沃根谷的故事就像这里的

动物们一样数之不尽。

这些美食厨房定能改变你对英国的偏见

074 These Gourmet Kitchens Will Surely Change Your 
Prejudice Against The UK

美国首都地区新玩法

070 New Ways To Travel In The Capital Area Of The 
United States 

一场别样风情的周末派对
066 Have A Different Weekend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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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ed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分类信息

2015 年度旅游大奖参选展评

发行名单

136
132

142
Reader Questionaire读者调查表144

新奢华New Luxury

生活方式Life Style

Food & Wine  美食美酒  

112 Showing Another Sparkle
展览别样闪耀

114 Feminine Interpretation Of Time
时间的女性化诠释

120 Enjoy Leisure In The City
在都市里玩转休闲

124 Right Time To Preserve One's Health
养生正当时

SPA Destination   SPA 目的地

128 Unmissable Spa Day In Autumn  
不可错过的秋季水疗日

118 Aspcts Of Stamps Audition
邮票拍卖面面观

104Exclusive interview 
人物采访

100The Hotel’s Experience Report
酒店体验报告

如何利用这个假期，或许有很多种选择，有旅游度假的，也有商

旅的，亦有都市微旅行的，更有举行甜蜜婚礼的，此次精选几家

特色酒店，以供花样假期下榻考虑。

假期下榻地花样精选

094
Selected Hotels In Vacation 

最佳酒店推荐

Best Hotels Recomme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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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AROUND 
WORLD,

ENJOY LIFE 

行走世界
      享受生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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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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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信箱：enjoylifew@sina.com
主编微博：旅游休闲杂志主编肖杨

卷首 EDITOR'S LETTER

温柔叙述秋凉
裙角开满夏花，和时光一

起醒来。枕边微风掠过，也随了

一场雨落，了无痕迹。喜欢初秋

微醺的心情，看黄叶纷纷，听丝

竹绕耳。平庸的日子，看花看月。

花在，月在，只不知道在花月里

看的是自己。唯恐夜深花睡去，

是对自己的一番情意。

一碗梅子酒，饮尽湖畔初

秋的凉。陶土烧制的酒壶，幽黄

的颜色有着越窑的痕迹。拱桥在

夕阳中穿过水面留在身后。乌篷

船，雕花窗，穿着旗袍的女子在

船头站成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成

为西湖隔尘离世的美景。趁着夜

色推开雕花木窗，小船在微漾的

河水中摇晃。檐雨滴答中入睡，

梦见杏花春雨江南，梦见深深庭

院处晓风残月，梦见年少轻狂小径潜香。

隐匿于莫干山竹林深处，入目除了靓丽别墅，更有高大沉默的秋树，一并山间郁郁的天色，却是静悄悄的少有人。

石阶上，橘黄落叶满铺，山岩间的竹木零散着，雨点缀了山景，润湿了的痕迹，浅淡一行印向秋叶深处。清雅，不忍离去。

TENDERLY TELL 
THE COOLNESS OF AUTUMN

App Store
即刻前往搜索“旅游休闲”
欢迎免费下载

《旅游休闲》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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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旅游大奖

2015
ANNUAL
TRAVEL

AWARDS

最佳酒店集团     
最佳商务酒店     
最佳度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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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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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行政酒廊     
最佳总统套       

最佳SPA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最佳海外酒店     
最佳旅行目的地    

最佳邮轮          
最佳小型豪华邮轮  

最佳游艇俱乐部    
最佳航空公司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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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航空服务奖    
最具环保理念奖     
最具贡献航空奖

    
最具影响力汽车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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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旅行服务机构  
最佳信用卡组织    

最佳金融品牌      
最佳旅游联名信用卡      

最佳金融类商旅服务平台  
最佳旅行社        

最佳旅行伴侣    
最佳户外品牌      

十佳高尔夫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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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休闲》《旅游休闲 GOLF》旅游休闲网  共同举办

 
年度旅游大奖

5 月起火热  
提名中！

2015

聚
焦
旅
游
业    

全
年
大
盘
点

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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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Hangzhou

杭州，曾经因为一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成为人们印象中天堂的化身。
如果，把杭州比喻成一个人的话，那一定是一个有着明亮双眸、读过一些诗书、
柔声细语、总是微笑偶尔落泪，且待字闺中的大小姐。她有得天独厚却不张
扬的美貌，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闹中取静的西溪湿地、古色古香的繁华

宋城、神秘而童趣的烂苹果乐园。让我们一起走进人间，邂逅杭州！

Hangzhou becomes the embodiment of heaven in the mind of people 
because of the saying "above there is heaven, below there are Suzhou 
and Hangzhou". If we compare Hangzhou to a  person, she must be 
a lady with bright eyes, and she must read some books,speak gently, 

always smile and occasionally cry. She has unique but not cocky 
beauty. West Lake always with appropriate makeup, quiet Xixi 

Wetland in a noisy neighborhood , antique and prosperous Song City, 
mysterious and childish Crazy Appleland, all push us to encounter 

Hangzhou on earth.

E邂逅杭州 ,     
穿越千年宋城

ncounter In Hangzhou And 
Cross Song City With One 
Thousand Years



19・TRAVEL&LEISURE18・TRAVEL&LEISURE

杭州Hangzhou

Crossing To Song 
Dynasty City, And 
Cut From The Outside 
World

Speaking of Hangzhou, we 

all think of the West Lake. 

Speaking of scenic spot, it 

must be Song city. If you see 

performance, it will be perfect after seeing 

the large live-action historic performance. 

Song city shows the real picture of 

Riverside Scene at Qingming Festival 

to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painting of 

Riverside Scene at Qingming Festival, 

Song city reappears the prosperity of the 

Song city. In the City, archaistic teahouses, 

grocery stores, blacksmith shops, winery, 

dye houses can be seen everywhere. 

Dressed in ancient costumes, pedestrians 

come and go on the old street, which 

shows an antique flavor. It is like we cross 

to Song Dynasty city, and cut from the 

outside world for ages. 

Outside the city, we can see the high 

Foshan, which shows a remarkable vigor. 

In the city, we feel time changes and we 

are back to thousand years ago. At first, 

all the city people are dressed in ancient 

costumes, no matter they are sweeper, 

performer, bearer or patroller. Then look at 

the streets. They show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tyle. A bustling commercial life 

is before our eyes. There are various shops 

on the street, for example blacksmith 

shops, winery, dye houses as well as stage 

and old well. There is also a fascinating 

strange street, in which there are inclined 

house and other grotesque things. In the 

Song City, we really experience back in 

time, and back to Southern Song Dynasty.

Stepping on flat stone street and shuttling 

in old street, you can see old shops on both 

sides. Between the shops, there hang rows 

of big yellow lanterns. Between rows of 

lanterns, there are rows of eye-catching red 

and white traditional Chinese bellybands 

dancing in the sky, as it is the Bellyband 

Festival of Song City. From time to time, 

we can see men and women wearing 

traditional Chinese bellybands in the old 

street, or a store owner in red bellyband is 

greeting guests.

Y o u  c a n  b u y  a  p l a q u e  i n  s t o r e 

Qianshijinshen and write your expectation 

of love, and then you can tie it on Qing 

Bridge under Love Door with a red ribbon. 

The stores in the roadside are showing old 

shadow play, in which puppets are dancing 

on the screen. With erhu music tone, it 

gives artistic conception!

The Adventure Trip 
In Parent-child Magic 
Land
Crazy Appleland is a disappeared 

underwater city filled with infinite mystery. 

It is also a mysterious magic jungle, hiding 

all kinds of magical creatures. There are 

also magical fruit tribes, which is full of 

infinite surprise! This is a parent-child 

magic land!

The pirate street of the land gathers 

“treasur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On 

this exotic street, children can choose their 

favorite ones from so many treasures! 

Entering the spring-like beautiful Four 

Seasons Garden, you can see all kinds of 

flowers and trees such as cherry, sweet 

osmanthus, camellia, and cedar...In the 

depths of the flower forest, wind and flowers 

make you have no idea where you are.

Jellyfish Square has the world’s largest 

jellyfish wall, whe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jellyfish will be in front of your eyes 

and show their graceful postures. The 

mysterious ancient city of Atlantis buried 

many undiscovered secrets. There is a 

9-meter-high bubble column, where large 

and small bubbles show their elegant and 

charming gesture as water flows. In Deep 

Sea Square, people always have desire to 

explore the underwater world, because 

it hides too many unknown secrets. 

Breathtaking or exciting, Deep Sea Square 

will take you to shuttle between reality 

and fiction, and gives you endless fun!

万达酒店及度假村旗下位于泰安的标准

五星级酒店——泰安万达嘉华酒店华丽登场。

泰安万达嘉华酒店是万达酒店及度假村旗下第

77家五星级酒店及国内第41家自营品牌酒店，

也是万达嘉华品牌第 30 家酒店。作为万达酒

店及度假村在山东省内投资的第四家万达嘉华

品牌酒店，泰安万达嘉华酒店将致力于为泰安

市高端酒店业注入“自然、舒适、高效”的全

新体验。

泰安万达嘉华酒店坐落于泰安核心商

圈——万达广场城市综合体内，地理位置十分

优越，毗邻泰山国际会展中心，信步可达泰安

文化艺术中心及泰安市政府。位于酒店 25 至

37 层的 283 间客房与套房设计时尚雅致，房

间面积 40 平方米起，均可俯瞰泰安城区景色，

精选山景房更可将泰山美景尽收眼底。每间客

房均配置独一无二的“万达嘉华之床”以及包

括香氛、音乐及睡前读物在内的“妙梦”助眠

系列用品，将陪伴宾客酣畅入梦，扫除一日疲

惫。此外，舒适的浴室配有热带雨林沐浴设施、

独立浴缸和高档盥洗用品。

酒店欢迎宾客于各家餐厅优雅时尚的用餐

环境中品尝无与伦比的精致美食。全日餐厅“美

食汇”设有现场即席烹饪的各式中西美味任君

选择；中餐厅“品珍”提供泰安及山东区内首

屈一指的地道粤菜和精选鲁菜；特色餐厅“辣

道”网罗一系列川湘及环球香辣美食；大堂酒

廊提供全天候餐饮服务，从清晨的香浓咖啡到

休闲下午茶及各式鸡尾酒，全方位的餐饮体验

将让宾客尽享无限惬意。希望在房间内安逸舒

适地享用佳肴的宾客，也可选择“24 小时精选”

客房送餐服务。

酒店大宴会厅及 7 间多功能会议室可承办

不同类型活动，不论是高朋满座的大型宴会，

还是低调的私人聚会，均可按照宾客需求进行

量身定制。占地面积达 1200 平方米的无柱式

大宴会厅，层高9米，配备85平方米LED屏幕，

呈献尊贵典雅、气宇非凡的会议及活动体验。

为了让参加活动的来宾有更好的体验，所有的

会议及宴会场地均配备一流的视听与多媒体设

施，同时提供免费高速上网服务。与此同时，

酒店还配有健身中心、室内恒温游泳池及行政

酒廊等，通过卓越完善的设施，以及始终如一、

温情倍至的服务，为商务旅游及休闲度假人士

创造温馨、惬意的居停感受。

盛世岱宗·神秀嘉华

Tips
电话：0538-835 8888
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大街 566 号万达广场 2 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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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tasy Castle In The 
Tropical Rainforest

Near Xiang Lake--the sister 

lake of West Lake, The 

First World Hotel is the 

first five-star southeast 

Asian rainforest theme hotel in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it is also the best parent-

child hotel. Full of tropical rainforest 

style, this hotel gives you infinite good 

imagination, as if you are in a vibrant 

ecological world. The comfortable classic 

solid wood bed and printing bed products, 

the ubiquitous tropical animal and plant 

designs, the advanced light source and 

rainforest showers...All let a person in 

illusion of time and space, as if in a palace 

of thick forest!

Walking into the hotel, you can check 

in by passing the arc corridor with 

magnificent palace style. And everywhere 

on the corridor are colorful and various 

sizes lovely elephants. Elephant soldiers 

patrolling pay their respects to visitors. 

Elephants in tropical rain forest atrium 

are looking for food everywhere leisurely; 

staffs in tropical style clothes and feather 

accessories warmly greet you. In the hall, 

there are places to rest, drink tea and 

chat. There is also kids’ favorite--colored 

drawing paradise, where beautiful sisters 

can draw all kinds of designs for children.

 parent-child room, there are classical beige 

elephant wallpaper, elegant old tables and 

chairs, whose pattern of the landscape 

has the flavor of time, but more precious. 

On the tender pink carpet, there piles 

children's favorite building blocks and 

lovely wooden horses. In the room, you 

can see washroom directly through the 

clean glass, like enjoying the landscape 

painting. In the washroom, there are 

slippers, small bathrobes, stools and so on. 

On the bed, there are snuggling big and 

small elephants made by towels, which is 

very warm and cozy in dim light. 

In addition to lovely elephants, the hotel 

also launches Guoguo Niuniu parent-

child room to accompany children have a 

good holiday. You can get Guoguo Niuniu 

dolls as long as you check in. In the hotel, 

there will be joy tours, when all kinds of 

clowns and dressed dolls parade joyfully 

in the hotel. When meeting children, 

they will interact with them. And children 

love them so much that they take many 

pictures.

A Night Dream Calls 
You Back to Jiuzhaigou 
Valley

Jiuzhai’s eternity sentiment theme 

hotel is full of strong Tibetan 

characteristics. Strong historical 

legends are showed in hotel building 

style. You can cross miles of space and 

time tunnel to experience the purity and 

the atmosphere of Jiuzhaigou, and to feel 

its suffocating beauty and purity.

When stepping into the magnificent 

lobby in Jiuzhai, you will be greeted by a 

colorful prayer flag and the rich Tibetan 

flavor. The white hada shows good luck 

and happiness, and the Thangka wall is 

permeated with hand-painted painting, 

which is solemn and imperatorial. A 

group of local Tibetan actors are showing 

Tibetan traditional Tibetan singing and 

dancing performance to guests, including 

guitar playing, melodious songs, ebullient 

water dance and enthusiastic music. 

Tibetan people regard all these as the 

warm welcome to their guests, showing 

花在堂间 , 人在花间

杭州西溪花间堂

their enthusiasm incisively and vividly!

Wearing Tibetan clothing, girls and boys 

offer pure hada to their faraway guests 

enthusiastically. The ancient Tibetan tea 

performance is showing in the hall. A 

beautiful girl is sitting demurely in front of 

a table, and serving the tea to guests with 

adept technique. She is dressed in white 

Tibetan cloth, and wearing a beautiful 

blue stripes headdress. The tea is made by 

ancient ways, so it tastes good with sweet 

aftertaste. Children can draw arbitrarily 

on color painting wall with their creative 

ideas, and every child is selecting his 

favorite color to draw.

Whether you are in its lobby, corridor or 

room, you will be immersed in the rich 

cultural atmosphere. Blue and yellow room 

doors make you feel as if it is a home of 

Tibetans. On the carpet and wall of the 

long corridor to guest rooms, there are 

pictures of The Eight Auspicious Symbols. 

A blue and red sofa with bright color 

flowers is at the corner of the corridor, 

which is used for the rest of guests. 

The layout of parent-child theme room 

makes guests feel warm. On the big puzzle 

there is a lily blush slide, a pink tent, 

yellow ziwaas and small ducks favored 

by children. The sheets are printed with 

children’s favorite cartoon images, and 

pink pillows are printed with Hello 

Kitty design. Two cute brown bear toys 

are huddling together tightly beside the 

pillow. On the table in the middle of a 

flower designed sofa, there are delicate 

and charming roses on the vase, some 

fresh fruits like bananas and apples. The 

kid's bathrobes, small slippers and other 

products are all equipped in the bathroom. 

Everything needed is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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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穿越宋城 恍如隔世 
说到杭州，都会想到西湖。说到景点，那一定是宋

城景区。看演出，一定要看大型实景千古情演出才完美。

宋城就是将《清明上河图》真实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依

照《清明上河图》所表现的画面，再现了当时京都的繁

华景象，景区内仿宋代建筑林立，仿古茶楼、杂货铺、

打铁铺、酒坊、染坊等随处可见，穿着古装的行人来来

往往于古街上，一派古色古香。犹如穿越宋代，恍如隔世！

在城外就能看到高高的佛山，显出一种非凡的气势。

进得城里，立刻感到时空变换，回归千年。首先是城里

的人都穿着古装，扫街的、卖艺的、抬轿的、巡查的，

都穿着各类古装，再看那街道，展现的都是南宋风貌，

一派繁华的商业市井尽现眼前。街上店铺五花八门，有

酒坊、铁铺、染房，还有戏台、老井等等。城里还有一

条引人入胜的怪街，里面有斜屋、倒屋等光怪陆离的东西。

在宋城真的体验了时光倒流，回到南宋的感觉。

踏上平坦的石板街，穿梭于古街中，两边林立的老

字号店铺。相对的店铺间上方挂着一排排大黄灯笼，穿

插着一排排格外引人注目的红色的、白色的肚兜，迎风

在天空中舞动着。正值举行宋城千古情肚兜节。不时会

看到穿着肚兜的男男女女穿梭在古街中，或是某个店铺

的老板穿着红色艳丽的肚兜在招呼着客人。

在《前世今生》店铺里买一块牌匾，挥笔写上对爱

情的美好期望，用红色的绸带绑在爱情门下的情桥上。

路边的店铺里正上演着古老的皮影戏，体线木偶在银幕

上不停地舞动着，配着二胡调子的音乐，深有意境！   

格外醒目的王员外家，两层的彩楼，雕梁画柱，楼

顶处围栏上绑满了红色、绿色的绣球。二小姐沐浴的红

色帐篷在屋顶上格外的鲜艳。王员外家的大小姐就是在

此抛绣球招郎君的。游人纷纷争做员外的女婿。披上大

红喜服，携美人上彩楼拜一回天地。

城门口被衙门的几个士兵把守，城门墙上贴着逃犯

的照片，士兵们手里拿着画像，盘问过往的路人，是否

曾看到此人？有人有的好奇而上，有的躲避而行。街边

的叫卖声，武大郎炊饼。街头的杂耍，人们随意给卖艺

人的打赏。

路过文化广场，忽听锣鼓喧天，穿着红色的古装，

腰系红腰带，戴着斗笠帽的一行抬着红色轿子。敲敲打

打地从面前走过。就像古代结婚迎亲一样热闹。

市井街上，老字号的叫花鸡店铺，正店的豆腐坊，

天然菜籽油坊里，工人们喊着整齐的号子用木桶挤压出

菜汁，才会榨出油。悠扬的陶笛声在整个古街上飘扬，

顺着优美的音乐的方向前行，只见穿着红色肚兜的陶笛

英俊小伙坐在柜台前的椅子上，浅浅地眯着眼睛，似乎

沉浸在自己的陶笛声中不愿醒来！

《跑男 2》曾在宋城录制，也就是在这一期，霸气

的黄晓明带着一队人马帅气地出现在宋城景区里，为

Baby 保驾护航。邓超骗婚王小姐，惨遭夹子酷刑，大

呼：“小的不敢啦！”然而不明情况的包贝尔，大胆“熊

抱”Angelababy 。祖蓝满心欢喜来到宋城风月阁，想

要见见美娇娘们，却见到了千年难得一遇的号称“音乐

感很强”的“美人”。

傍晚，街上出现两个穿着古装的人敲锣报时。正是《宋

城千古情》开场的时间到了，只见络绎不绝的行人纷纷

走进剧场大厅，静下心来欣赏这场《宋城千古情》实景

演出，演出通过出其不意的方式演绎了良渚古人的艰辛、

宋皇宫的辉煌、岳家军的惨烈、梁祝和白蛇许仙的千古

绝唱，把丝绸、茶叶和烟雨江南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具

视觉体验和心灵震撼。

这里的此情此景，让人犹如穿越时光，回到当年盛

世宋城。古街林立，街灯明亮， 古人着古服穿梭在古街中，

看看这家的布料，逛逛那家的香粉。年轻的男女四处张望，

似乎在寻觅对的人。年长的人们为一日三餐而奔波劳累！ 

杭州宋城景区
电话：0571-87090000
地址：浙江省杭州之江路 148
号白宫对面

左页图

上图  神秘的失落古城

下图  杭州宋城骑兵游行

本页图

欢乐撒人间

Crossing To Song Dynasty 
City, And Cut From The 
Outsid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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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魔幻乐园中的探险之旅
烂苹果乐园，是一座消失的海底城市，里面充满无

限的奥秘，还是一片神秘的魔法丛林，深藏着各种神奇

生物。还有神奇的水果部落，充满了无限的惊喜与惊讶！

这是一个亲子的魔幻乐园！

在乐园的海盗大街上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宝藏”。

充满异域风情的这条大街上，小朋友们可以从琳琅满目

的珍品中挑选出属于你的珍宝！走进四季如春、美丽的

四季花园，园内种满了各色花木，早樱、桂花、山茶、

雪松……置身花林深处，风语、花香让人不知身在何方。

水母广场拥有全世界最大水母墙，成百上千的水母

将在你的眼前展现它们的婀娜姿态。神秘的亚特兰蒂斯

古城则埋藏着许许多多尚未被人发现的秘密。9 米高的气

泡柱，大大小小的气泡随着水流舒展其优雅迷人的姿态。

在深海广场，人们总是对海底世界有着无穷的探索欲望，

因为这里隐藏了太多未知的秘密。或惊险、或刺激，深

海广场将带你穿梭于真实和虚幻之间，享受无穷的乐趣。

在深海沉船听音室里，让时光回溯到事件发生的当

日，戴上耳机，一起回到轮船沉没前的那一刻，一艘轮

船永远消失在汪洋的深处。一艘根据上帝的指示而建造

的大船，传说是为了让诺亚与他的家人，以及世界上的

各种陆上生物能够躲避一场上帝因故而造的大洪水灾难。

宝宝们可以挑选一套喜欢的动物装扮，和诺亚一起登船

吧！

魔法丛林是各种奇闻轶事的发源地。对未知世界的

好奇心，将吸引你进入这片神秘的魔法丛林。现实世界

中的那些常识到了这里将完全不管用，栖息在丛林深处

的神奇生物将让人惊讶又惊喜！在美丽富饶的黄金海岸

上，大海龟在海龟池中懒懒地游动。铁锚、救生圈、鱼叉、

年轻时的出海照片，黄金海岸餐厅里装满了旧时的回忆。

美味又好玩的水果部落，炫丽的苹果树舞台上正在

上演着水果部落中的小故事。糖果小镇齐聚十余间不同

主题的手工作坊，在这里不仅可以制作面包、蛋糕、巧

克力、姜饼等各种甜品小食，更能享受一次全方位的甜

蜜体验。小朋友一起在这里冒险，欢笑、幻想，冲出束缚，

释放自我，追逐彩色多梦的世界，将天真、温暖、甜蜜

尽情品味。

杭州烂苹果
电话：0571 － 82880333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风
情大道 2555 号休博园内乐园

Tips

本页图

杭州乐园摩天轮

右页图

上图  自助餐甜品柜

下图  彩绘乐园

The Adventure Trip In 
Parent-child Magic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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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雨林中的梦幻城堡 
第一世界大酒店坐拥西湖的姐妹湖——湘湖畔，是

长三角首家五星级东南亚热带雨林主题酒店，亦是全国

最佳亲子酒店。充满热带雨林风情的风格引出无限美好

想象，仿佛置身于一片生机盎然的生态世界。舒适的古

典实木大床和印花床品、热带动植物图案造型无处不在，

先进的感应光源、热带雨林花洒……无不让人产生时空

错觉，仿佛进入了密林中的世外宫殿！

刚到达酒店门口，就看到两只巨象带着五只憨态可

掬的小象欢迎小朋友们的光临；酒店整体呈八角形，中

空为近万方热带雨林中庭，全透明的高空穹顶下是一座

鲜花烂漫的东南亚热带植物园，酒店外是孩童畅玩的快

乐天堂，内可欣赏中庭这个瑰丽神奇的童话世界。

进入酒店，绕过弧形的走廊才能到达前台办理入

住，颇有气派的皇宫气息走廊上处处摆放着五彩斑斓、

大小不一的萌象，列队巡逻的小象士兵向来来往往的游

人致敬。热带雨林中庭优哉游哉的小象正在四处觅食；

穿着热带风情服饰头戴羽毛配饰的服务人员热情地迎接

上来，大厅内有可以歇息、喝茶、聊天的地方，还有小

朋友最爱的彩绘乐园，漂亮姐姐为小朋友们绘制各种彩

绘图案。

亲子房间内古典米黄色的小象墙纸，古朴典雅的老

式桌子、椅子，花纹的景致，颇有岁月的味道，却更显珍贵。

嫩嫩的粉色地毯上堆放着宝宝最爱的积木、可爱的木马。

房间内，透过干净的玻璃直接可以看到卫生间。犹如看

风景画一般。卫生间里，小拖鞋、小浴袍、小踮脚凳子

一应俱全。床上放着用毛巾折成的大小象相互依偎，配

上昏暗的灯光，既温馨又舒适。

除了萌萌的小象之外，酒店推出果果妞妞亲子房，

陪小朋友们度过美好的假期。入住就送果果妞妞玩偶。

酒店内，还会有欢乐大巡演，到时会有各种小丑演员、

各种装扮的玩偶从酒店中欢快游行。每每遇见小朋友，

都会和他们互动，小朋友们更是不停合影留念！

酒店内的美食也是不容忽视的美味，中餐厅汇聚了

新派粤菜、川菜、杭帮菜等各地美食；泰香阁餐厅为宾

客提供风格浓郁的东南亚特色菜肴，带您体验缤纷难忘

的美食之旅。为了不让味蕾被江南湿热的暑天困住，丛

林餐厅的特色手抓饭，传承自云南丽江景颇族绿叶宴，

全程手抓，没有筷子和刀叉，好玩又好吃！

一家人玩累了，晚上的时候可舒服地泡个温泉，云

曼温泉就在第一世界酒店的一层，当然云曼温泉里也有

小象入驻，到处都是它们调皮的身影。33 个不同的泡池

等着小朋友们来一一探寻，爸爸可以泡红酒池，妈妈泡

牛奶浴，爷爷奶奶泡首乌池，小朋友们则可以在鱼疗池

和小鱼玩耍，还有风情表演可以看！

杭州第一世界大酒店
电话：0571-83866888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风
情大道 2555 号

Tips

Fantasy Castle In The 
Tropical Rainforest

左页图

上图 主题客房

下图 云曼温泉

本页图

酒店萌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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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九寨 只是一夜间 
杭州九寨千古情主题酒店充满了浓郁的藏族特色，

浓厚的历史传奇汇聚在酒店建筑中，穿越万里的时空隧

道，去体味九寨沟的纯净与大气，去感受九寨沟令人窒

息的绚丽与纯粹……

踏进气势恢宏的杭州九寨千古情主题酒店的大堂，

颜色鲜艳的五色经幡映入眼帘，浓郁的藏族气息扑面而

来，雪白哈达洋溢着吉祥如意，手绘的唐卡墙画威严庄

重。一群地道藏族演员为宾客带来传统藏式歌舞演艺——

六弦琴弹唱，高亢悠扬的歌声、热情奔放的水秀舞和欢

快激昂的音乐，作为藏族对来宾的热情欢迎 , 将雪域儿女

的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穿着藏服热情的姑娘和小伙子为远方的客人献上纯

净的哈达。大厅内正在上演着古法藏茶，穿着蓝色条纹

的白色藏服、戴着亮丽头饰的美丽姑娘端坐桌前，熟练

优雅的手法为远到的客人斟茶，采用古法泡制，回甘浑厚。

小朋友可以肆意发挥创意的彩绘专区，每一个小朋友都

在筛选着自己喜欢的颜色在上面涂涂画画。

在大堂、过道、房间都能让宾客沉浸在浓浓的藏文

化氛围之中。蓝黄相间的客房门框让人仿佛来到了藏民

的家。通往客房的走廊里长长过道地毯上和墙壁上的“吉

祥八宝图”，拐角处放着蓝色、红色的鲜艳花卉的沙发，

供客人歇息！

亲子主题房间内陈设让人倍感暖心，大大的拼图上

放着嫩粉色的滑梯，像小房子一样的粉色帐篷，黄色的

小木马、小鸭子等小朋友喜欢的玩物。床单上是小朋友

最爱的卡通动画形象，Hello Kitty 图案的粉花色小枕头。

两个萌萌的棕色玩具熊依靠着枕头紧紧依偎在一起。大

花色的沙发中间的桌子上，插着一朵娇艳的玫瑰，还放

着香蕉、苹果等新鲜的水果。洗手间里小朋友的浴袍、

小拖鞋等用品一应俱全。

浪漫温情的情侣房内，浪漫的粉色心形靠枕，用浴

巾折成的两只千纸鹤围成的“心”，红色肚兜把它们围

系在一起，周围散落的红色玫瑰花瓣。与心爱的人一同

在柔软舒适的水床上入眠，闻着阵阵的玫瑰花香，好不

浪漫……

傍晚，可以参加杭州九寨千古情主题酒店的锅庄狂

欢趴。藏族小伙在围台上点燃熊熊篝火，喊着民族口号，

让游客们一起手拉手，齐拍手，体验到最原汁原味的藏

羌锅庄，在这里尽情地狂欢！

杭州九寨千古情主题酒店
地址：浙江省杭州西区之江路
148 号 ( 与江涵路交汇处 )
特别提示：可购买千古情酒店
与宋城景区的套票，享受 2 次
入园的优待！

Tips

本页图

酒店大堂

右页图顺时针

锅庄狂欢趴  古法藏茶表演  藏族
老酸奶  主题客房   

A Night Dream Calls You 
Back to Jiuzhaigou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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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Hangzhou

发现生活 回归本我 
“也许回到旧日，回到乡村，穿过林中小径，越过

阡陌沟渠，找到心灵慰藉之所”。

西溪花间堂是一个如“家”一般的度假村落，传递

的是一种庭院生活的“中国式的幸福”。超越血缘与族

群，回归人类自然本性的温暖质朴的村落文明。在这里

纯然快乐融于天地之美，“玩”也成为一种修行，乐玩、

雅玩、野玩……发现生活，回归本我！生活不仅有意义，

而且有意思！

走过《猫的天空》读书室，若隐若现的木栅栏间隔。

开放式入口，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氛围。别出心裁的铺满

碎石子的甬道，踩上去深一脚浅一脚，路边的狗尾巴等

野草长得很高也繁密。几幢灰白相间的楼房，散落在丛

林之中，素净浅灰色的外墙，黑瓦铺就的屋顶倾斜下来，

简洁大方中透露出低调的优雅！

走入大堂，通透的门窗设计和窗外随风摆动的绿

树……置身其中自然而然地沉静下来。粉笔手写的活动

介绍、影院影讯活泼可爱，角落里的艺术品推介更是满

满的小清新情调。酒店的工作人员制服都与整体风格统

一，宽松的布衣真真就是桃花源中村里人。

大厅里，没有常见的大理石水晶吊灯式的富丽堂皇，

反而是日式的简约质朴，棕色与木色完美的搭配，没有

靠背的沙发，舒适的坐榻和宽敞的空间。陈列着各种有

情调的艺术品。大厅的屋顶上整齐有弧度地挂着一条条

白色布带。灰砖砌成的墙面上装饰着一些记忆的照片，

写着话语的黑板。服务人员都穿着素雅的服装，粉色的

上衣搭配蓝色的百褶裙，微笑地迎接着来往的宾客。宾

客休息区的位置放着曲奇饼干、糖果、柠檬水，在炎热

的夏季，歇息一下，来上一杯清凉的柠檬水！

独步到园里，有一种田园邻里的感觉，毫无规划

恣意生长的绿色充满野趣。随处可见的各种野花正娇

艳开放，蝴蝶短暂地停驻在花朵上采着花粉。通往客

房的路上是一条木色的小桥，清澈的泉水从桥下缓缓

流过，仿佛诗中所写自然之景。中央处由一个个形如

窗户的木门围起来的阅读室，简单的方桌，放着一些

书籍，橘色的沙发和木门相协调，窗外的马尾巴草随

风探头进入到室内。 

踩着木板铺就的楼梯来到客房，推门入内，一个宽

大而素净的空间呈现在你眼前。灰色的水泥砖墙与白色

的粉墙构成了房间的主色调，再辅以原木色的储物柜和

长条桌，简单而朴素，散发着原木的味道，夹杂着些许

的青草味。置身其中，心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外界的

纷扰被掏空。就像房间的“简单”一样，让人也变得简

单起来，渐渐的你会爱上这个地方！

设计独特、层次感极强的木桌上，古朴的茶壶和茶杯。

花瓶里插着刚采摘回来的野花，香味正浓。电视被一个

类似于画架的木架上下紧包着。坐在简洁舒服的沙发上，

喝一杯咖啡，读一本书。用最舒服的姿势深陷在沙发里，

悠闲地享受这段来之不易的“中国庭院式幸福的慢生活”。

杭州西溪湿地花间堂
电话：0571-88730606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天
目山路五常大道西溪湿地龙舌
嘴入口

Tips

左页图  杭州西溪花间堂外景

本页图  客房内景

Finding a New Life   
Returning to a Real-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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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的选择。另外还有丰富的健身、网球、游泳（仅限

夏季）、台球、棋牌、KTV 于一体，足不出户就可享受

各种休闲娱乐服务。 

刚刚装修完成的雅致客房，设计风格现代简洁，色

彩靓丽明快，让人放慢节奏，享受旅途中的安静时光。

背景墙面采用了四月天的青草绿色，配有灵动的花鸟图

案，显现出清新雅致的江南腔调。有花为伴，心情会随

着环境和时间慢慢变得更柔软。临落地窗台而设的卧榻，

摆放了一个小茶几，亦中亦西，复古又浪漫。亮色的靠

垫更增添了舒适感。一个人或和 TA 一起随心围坐，品着

香茗，眺望远处的山景湖景，自在惬意！

雅致房中还有两套专为女性准备的“女士客房”。

作为职业女性，更喜欢一个可以放松心情的空间。女人

如花，花让女人变美。在玫红色调的女士房内，背景墙

上开满了美丽的花朵，在这个空间里更感受到了与自己

独处的美好时光。

酒店的阳光泳池是第一期《奔跑吧，兄弟》的取景

地，吸引了很多跑男粉来体验。泳池位于酒店三楼的平

台，毗邻健身房，配套设施非常全。泳池两侧摆放了休

闲躺椅和阳光顶棚，让您可以在这个区域放空思绪，身

心完全放松下来。对于带宝宝来度假的爸爸妈妈们，酒

店更是在泳池边增加了两个儿童戏水池，让宝宝们也有

参与感，尽情玩乐。而且对泳池进行了全面的安全监护，

有多名持证上岗的救生员轮班守护您的安全；水质达标，

每天进行水样检测，定时开启循环泵、定期进行换水；

防护过硬，每天在显眼处公示当天天气及水温。

西子湖畔的至尊享受 
 西湖，以其秀丽的湖光山色和众多的名胜古迹而成

为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并被世人赋予“人间天堂”的美誉。

在西湖边舒适下榻，也是一种绝美的享受！杭州维景国

际大酒店为五星级酒店 , 坐落于美丽的西子湖畔 , 距西湖

约 700 米。吴山夜市、湖滨银泰、紫薇大街、丝绸市场、

南宋御街、西湖步行街区、南山路酒吧街以及清河坊文

化街区环绕酒店四周，交通、娱乐、购物都十分便利。

步入杭州维景国际大酒店的大堂，简约典雅中蕴含

着古韵味。随处可见的鲜花和绿植让整个酒店充满生机，

热情的工作人员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帮助。酒店共有客房

368套,房型齐全,设备先进,温馨舒适。 有总统套房1间，

大使套间、至尊套间各 1 间。行政间及以上房型均配备

了空气净化器及卫洗丽。酒店所有客房均提供免费的宽

带、免费的 WiFi 上网服务。

对于商务人士来说，酒店设有大小会议厅和宴会厅

共 8 个。专业的会议设施和服务可以满足从展示会、研

讨会到各类型晚宴的多种需求。更有 600 多平方米的丹

桂宫多功能厅可分割成两个面积不同的会议厅 , 提供四种

语言的同声传译服务 , 是举办国际性商务会议、各类酒会、

喜庆婚宴和大型产品演示会的理想场所。

酒店汇聚世界美食之精粹 , 共设有 5 个餐厅及酒吧，

邀请中外名厨掌勺，无论是商务宴请、同学聚会，都是

杭州维景国际大酒店
电话：0571-87088088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平
海路 2 号（中河中路与平海路
交汇口）

Tips

左页图顺时针

酒店全景  伊万里川日本料
理  阳光游泳池   女士房

The Best Enjoyment Beside 
The West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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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都市中的一方净土
体味红袖添香夜读书之雅趣，食淮扬菜、苏帮菜品

江南美食之最。在溢满书香味的环境中，消磨着悠闲的

时光。逸逸茶香，怡然微醺的陶醉，一盏茗烟，记忆韵

致悠然的文化之旅。

杭州本是一座文化之城，在文化之城下榻书香气息

的酒店是个不错的选择。走进书香世家酒店的大堂，瞬

间被它古色古香的书香气息感染。暗沉低调的光线，色

彩厚重华贵的古典家具。正对门口的桌子上摆放着文人

墨客最爱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闲来雅兴，挥笔

露上一手。前台后方墙面连接这整个大厅的屋顶呈现出

大红色，设计在墙体里的书架上呈列着各种书籍。扎着

发髻穿着旗袍的江南女子，温柔地抚着古琴，悠扬的古

琴声弥漫整个大厅，顿时让一颗颗飘浮的心沉淀！

到大堂书吧小坐一会儿，整个格调以深色为主，配

着柔和的灯光。紧挨街边是一个大的落地窗，可以观望

到街边正在上演的故事和生活。背墙的设计也是独具匠

心，下面是和墙体连接沙发，纯色柔软的靠垫整齐地摆

放在上面，中间悬挂着几幅不规则拼接的艺术画。上方

与屋顶间的距离是一个开放式的书架设计，随意地陈列

着一些书籍和艺术工艺品！方形的木桌上放着养眼的绿

植。点一杯咖啡，摊开一本书。悠闲地享受独处的下午

茶时间！

楼梯间的墙面上挂着一个黄色的扇子，指示这电梯

的方向。充满书香气息的客房里，整体的设计简约却不

简单。浅黄色配有如挥笔泼墨感的纹理图案的地毯，舒

适的沙发上趴着两只用浴巾折成的小兔子，为房间增添

了一丝丝童趣。几处生长茂盛的绿植为房间增添勃勃生

机！居住在这里的客人还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如：

薰衣草荞麦枕、茶叶枕、茉莉花枕、决明子枕、竹炭颈

椎枕、儿童枕等有各类功效的保健枕。

书香主题酒店尤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为特点的江

南美食，酒店中餐厅名为江南食府，以淮扬菜、苏帮菜

为基础，融粤菜、地方菜于一体，形成了四时分明、用

料讲究、精工细作、色香味俱全的鲜明特色。

杭州书香世家酒店 
电话：0571-88468888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
246 号

Tips

本页图

酒店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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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套房客厅

下图  西餐厅

A Pure Land In 
Prosperous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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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Mogan Mountain

莫干山，天然的原生态环境，吸引着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人们；看风
景的人，看过就走了，独懂它的人选择留下来，继续去发现它。他们
建立客栈、咖啡馆、西餐厅等，每个留下来的人都有他留下的理由。
这里的僻静、清幽，或许会让他忘记之前的繁华过往，或许会遗忘痛
得难舍的爱情。或许他只是需要一段时光，一个地点去回忆，曾经的

那些岁月！又或许，只是想要遗忘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山居莫干
遁隐一片幽谷秘境

Mogan Mountain with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ttracts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The men who sightsee the view, and 
go away, but the ones understand it choose to stay alone, and 
continue to find it. They build inns, cafes, restaurants and so 
on. Each one has his reasons for being left. Here is quiet and 
beautiful, which lets people forget the past, the pain of losing 
the lover. Maybe people just need a period of time, a place to 

remember, or maybe just to forget something unhappy.

Live In Mogan Mountain 
And Hide In The 
mysterious V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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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eation Freely Into 
Bamboo Forest

Mogan Mountain wakes 

up especially early in the 

morning. The mountains 

instantly surround in 

the mist, and are concealed between the 

hills in the distance. The trees gradually 

became metasequoia. The bamboos are 

exceptionally beautiful. On the mountain 

asphalts, there are only the cleaning 

workers accompanied by some birds 

singing in the forest.

Walking along the mountain path for 

a while, you get to the street named 

Mengshan Street that is equivalent to 

the CBD of Mogan Mountain. Different 

shops, hotels, cafes, bars gather together 

here. The fog disperses, the street 

promenades, and the distance of the 

size of the villa is clearly visible, as if you 

already went through to the UK. At any 

time, there will be a gentleman with long 

coat, a cane in his hand, smoking a pipe.

Chen Yi once said: “The beauty of Mogan 

Mountain lies in the Jianchi and the 

beauty of Jianchi in the pool”. To Mogan 

Mountain, you cannot miss the flying 

waterfall. On the walls of the pool, it is 

engraved with “Jianchi” two powerful 

words. Looking down from the mound 

of the Fuxi Bridge, you can view between 

the cliffs, the waterfall. Water rushes out 

of the creek bridge; suddenly drop down 

7 to 11 meters, into the pool. The water 

makes a little stop, stores once again, and 

then drops down 10 meters. It is very 

spectacular. The beamed short waters 

become brooks and flow away, eventually 

cover into the bamboos.

Luhuadang Park is quiet, cool and 

refreshing in summer. Climbing the 

stairs up towards and you can see four 

characters “Qing Liang Shi Jie” means the 

cool world by poet li Ze. In the square, 

you can see the statue of Mo Yuan who 

is the ancient founder with a child and a 

crane. “The crane pecked the springs” is 

the story of Mo Yuan saving cranes and 

the repaid favor. The cranes peck the carp 

in the mouth letting it keep spitting water 

to relieve the local drought. Springs run 

all the year round ever in the hot summer. 

Instantly you feel cool and refreshing after 

drinking the cool water.

In addition to the natural ecological, more 

amazing and hidden beautiful celebrity 

villas blocked in the bamboo. There are 

both gothic spires of the building, but also 

add construction of Brazil simulation, 

and baroque or the legacy of los coco 

type, also the product of eclecticism, 

and the northern steep slope roof, also 

the southern gentle slope roof. Some 

of them are serious, and some are light. 

Some are elegant. Mountain villa and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re well 

integrated, strewn at random. Some stand 

on the mountain peak. You can watch 

sunrise, sunset and four seasons changing 

there. Some others are hidden in the 

bamboo flowers and trees. You can watch 

the bamboo and flowers, and listen to bird 

songs. Staying here you feel as if in outside 

traveling around. However, what is more 

memorable is the rich history and culture 

behind each villa.

Expressing The Love Of 
Home-stay Life
Hiding in the depths of Mogan Mountain 

bamboo forest, you can go to the mountain 

west slope, seeing the distant mountains. 

In the house, the old bricks are saved. The 

significance is to return to nature, back 

to the source, make people here feel away 

from the busy life and the endless troubles 

temporarily. All nature is an organic 

whole. People can feel the mountains, the 

chirping of birds, and the wind rustling of 

bamboo leaves. In the phonograph, you 

can call back the long friendship, you can 

taste the coffee in the sunshine, and you 

can also get on the roof terrace, counting 

the stars like in childhood.

Through the mountain town, the road is 

heading to the winding mountains roads, 

bamboo everywhere on both sides of the 

road. Carved by hand Laoling Tunnel once 

is the only road connecting the mountain 

to the outside world. Crossing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he tunnel is like the lens in 

“spirited away”. West Slope is in the other 

side of the tunnel quiet waiting for you.

From a distance, West Slope Holiday 

Hotel located on the hillside, looks more 

like a local villagers cottage. It matches 

the surrounding and environment, as if it 

should appear in there with the original 

design and the true appearance. Walking 

along the path to the small garden, with 

irregular marble ground, the sitting room 

in the middle of, it is an independent 

courtyard, and the rooms are built with old 

wood and bamboo. The viewing terrace is 

facing the mountains, on a warm and full 

of stories of vacation homes.

“West Slope Living Room" is the center of 

the room. The natural light goes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window in the main 

无论春夏秋冬，阴晴晦阳，剑池飞
瀑千变万化，奇景迭出。有时如一
线悬空，可随风飘散；有时如匹练
下垂，凝然不动；有时又如苍龙入
海，腾挪飞跃；有时大雾弥天，瀑
布潜形，唯闻水声，不见其态；有
时晨雾未散，谷中紫烟弥漫，瀑布
若隐若现；有时月光照临，山色朦
胧，瀑布闪出熠熠银光。

湖州莫干山风景区“剑池飞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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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风景区

hall, next to the modern kitchen; simple 

wooden tables match the ethnic style 

chair. Wood are neatly piled up under the 

stacked wood fireplace, blazing flame onto 

the heat energy. Soothing and optional 

music slowly rings; There is rural amorous 

style of the furniture, textile cloth art, old 

wood or terrazzo floor and cowhide rug. 

All these give a person a kind of warm 

feelings. There go the old and the modern 

in the eyes, and all this fusion is proper.

"Keep. Time" --Full Of 
Oxygen Life Under 
Mogan Mountain

Time is here. With bare feet, 

you can take a deck chair and 

sit on the lawn. Everywhere 

is warm-color light. All you 

can hear is leisurely music and sound of 

fairies in the jungle. The wind blows away 

the cloud covering the starlight. I wonder 

where the overhead flight goes. This is 

a corner without fights. A hotel named 

Shanyang Kaitai Yangjiale is here. The 

city is far away, and you can stay in the 

bamboo forest alone. Your dream is on the 

other side, and she is upstairs.

Walking into the yard of the hotel, you 

can see a curve road paved with pebbles 

leading to the front desk. On both sides of 

road, there are some cobbles at the end.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road, there is a 

long strip wooden desk, on which desk 

lamps in hourglass shape are put. There 

are also wooden chairs like stump and 

droplights with farmhouse style. Several 

young green bamboos grow closely against 

the wall. On the left are a row of brightly 

racing bikes, and a jumping bed favored by 

children.s

The whole building gives us the feeling 

that it is a thousand-year-old house. The 

loess is used to build the outer walls. The 

wooden door and windows under eaves are 

well-arranged. The building is supported 

by thick wood columns. Between eaves 

of first floor and second floor, there are 

decorations made by bamboos. On the 

wooden flower shelves beside the lobby 

door, there are delicate flowers. On the 

chalkboard, special welcome words are 

written by chalks. There is a feeling of 

neighborhood farmhouse. A different taste 

is gushing form our heart!

The lobby floor is still paved with blue 

bricks. The bar counter is piled up by 

dozens of dictionary-style books. And the 

old phonograph lets the whole bar counter 

have a unique style.

 

In the guest room, the walls are built by 

gray bricks. There are a bathing place 

composed by stones and an old desk, on 

which elegant lilies in full bloom are put. If 

lying on the round wooden bed, you’ll be 

sunken in it. With warm dim lights, you 

can fully relax and enjoy life in the wild!

Enjoy Carefree Life In 
Hundred-year Old Villa 
You can reach Wuyou Shanzhuang after 

crossing the lush green plants and following 

the asphalt road up. Looking from afar, 

you can see an old three-layer villa with 

western flavor in your sight, whose wall is 

made up of pieces of marbles. In the frame 

of dark brown carved doors, there are 

words “Wuyou Theme Shanzhuang” in 

marked yellow. It is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Mogan Mountain. No matter which 

scenic area you go, it is the must-pass 

place, just like city's commercial center. 

Every ordinary looking villa in Mogan 

Mountain has an extraordinary history, so 

does Wuyou theme. It was built in 1917 

by Germans. Entering the antique hall, we 

see a yellow wooden cane chair hanging in 

the wall and shelves in wall with random 

books. The warm-hearted staffs greet 

guests with a smile, like welcoming family 

members who go off work. 

The Star-level 
Experience On Mogan 
Mountain
Xiangshuiling Hotel gets its name from 

Emperor Qianlong. It is said that when 

Emperor Qianlong went to inspect the 

YangtzeRiver, he was so thirsty that he 

drank the spring water form Ling. The 

water was sweet and delicious, and he gave 

it a high praise. The later generation digs 

a well named Xiangshui Well in order to 

memorize the issue. That’s how Ling gets 

its current name.

From a distance, Xiangshuiling Hotel 

is located on a small hill under Mogan 

Mountain, a picturesque landscape in the 

lush green plants. The spacious and clean 

garden is paved by gray bricks with no 

trace of sundries. In the entrance, it has 

Xiangshui Well where Emperor Qianlong 

drank spring water. Next to the well is a 

pavilion with gray tiles and red beams, 

whose eight corners are toward sky. It is 

wholly surrounded by one side of a tree. 

The whole picture is harmonious!

If you go to the lobby of the hotel from 

one side of stairs, you can see a broad 

outdoor lounge area enclosed by iron 

fences, where there are comfortable 

wooden desks and chairs, and stone tables 

and benches with emotional appeal. There 

are many choices such as swing, full of 

childhood fun. No matter where you 

choose to sit, you can enjoy the beautiful 

mountain scenery in the distance.

In the hall, there are well-designed front 

desk, and comfortable and soft leather 

sofas, with prosperous green plants 

in between. The whole roof is a large 

rectangular mirror, and the whole display 

of the lobby is reflected in it, like a modern 

version of the live painting. The hotel 

has many delicate guest rooms, as well as 
deluxe suite, deluxe big bed room, luxury 

and warm family parent-child theme room. 

And you can have a comfortable leisure 

vacation in the cool Mogan Mountain.

Xiangshuiling farm food is definitely 

the special food of Mogan Mountain. 

Guests can take food material in the field 

themselves or catch natural-feed poultry. 

Parents and children can experience 

vegetable-growing, fishing, bamboo shoots 

digging, tea leaves picking, rice wine 

hanging and so on. They can also turn 

their work achievement into food on the 

table. At the time of enjoying beautiful 

environment, you can experience farm-

style happiness.

Taste And Feelings

Speaking of Mogan Mountain, we 

have to mention Queen Hotel, 

which is located on a perfect 

position of the mountain. 

Queen Hotel builds many villas into the 

side of the mountain. Before liberation, 

Jiangjunlou is the health resort of generals 

above division in Kuomintang. After the 

founding of China, it is the sanatorium of 

cadres in East China. In 1954, Chairman 

Mao also stayed in Queen Hotel, and 

wrote a poem called "Qijue Mogan 

Mountain ". The scenery and sight of each 

villa are very good. It is a picture after 

opening the window. 

Not long after entering the scenic area, 

you can see direction board Queen Hotel. 

The hotel is built in 1934 and located 

in Shangheng scenic spot of Mogan 

Mountain. The hotel is composed of 

a dozen of different style villas such 

as Jiangjunlou, Mengpolou, Suiyuan, 

Yixinge, Xifenglou, Xiaoxiangguan and 

Lenglu. In March, 1954, Chairman Mao 

was in charge of the first constitution in 

Hangzhou. During that time, accompanied 

by Wang Fang from the provincial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Chairman Mao 

climbed the mountain, and stayed there. 

Since then, Queen Hotel has gained its 

name and travelers come here constantly.

From a distance, Jiangjunlou is like its 

name, powerful and solemn. The room is 

in consistent simple style. A circular brown 

staircase is particularly eye-catching with 

a red carpet on it. Jiangjunlou was the 

staying place of many generals, such as 

Chen Yi, Peng Dehuai, Zhang Yunyi. In 

1952, General Zhang Yunyi recuperated 

here, and General Chen Yi visited him 

many times in Queen Hotel. So in the 

room and stairs, many generals’ portraits 

are displa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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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入竹林 肆意自在
莫干山的早晨来得特别早，瞬间将莫干山置于云雾

缭绕间，远处山丘若隐若现，行道树木逐渐变成水杉，

只有眼前的绿竹格外养眼。盘山的柏油路上，只有清扫

工人在扫除落叶，依稀相伴的是林间鸟儿的歌声。

沿着山路走了一段就到荫山街了，这里相当于莫干

山的 CBD，不同的商铺、酒店、咖啡馆、酒吧在这里汇集。

雾气逐渐散去，街道旁的长廊、远处的大小别墅渐渐清

晰可见。仿佛已穿越到英国，前面随时会出现一位穿着

长款大衣、手里拄着拐杖、嘴上叼着烟斗的绅士。

陈毅曾说：“莫干之美在剑池，剑池之美在飞瀑。”

来莫干山剑池飞瀑一定是不可以错过的。在剑池的石壁

上，铭刻有“剑池”两个遒劲的大字。从剑池之阜溪桥

上向下眺览，悬崖巉岩之间的剑池飞瀑尽收眼底。溪水

冲出阜溪桥下，猛然间跌落二三丈，注入潭中。然后稍

作停蓄，水势益壮，又一次跌水，高达 10 余米，颇为壮

观的主瀑，剑潭而下，水流又被束成一股短瀑，溪水逶

迤远去，最终淹没于翠竹丛中。

夏日的芦花荡公园幽静清凉，拾级而上迎面为湘人

李铎题“清凉世界”四个大字。广场上有开山老祖莫元

的塑像。有一孩童和一仙鹤相伴。鹤啄泉则是当年开山

老祖莫元搭救的仙鹤为报答救命之恩，将为非作歹的鲤

鱼精啄在口中，让其不停地吐水缓解当地的旱情。泉水

常年不竭，在炎热的夏季，喝上一口清凉的泉水，世界

瞬间倍感清凉！

除了天然的原生态之外，更令人惊异的还是在竹海

中隐藏着的一幢幢各尽其美的名人别墅。既有哥特式的

尖顶建筑，也有巴西里加建筑的模拟品；既有巴洛克或

洛科科式的遗风，也有折衷主义的产物；既有北欧的陡

坡屋顶，也有南欧的缓坡屋顶；有的庄重，有的轻巧，

有的优雅。别墅与周围的环境相融合，依山就势展开，

高低错落有致，有的耸立在山峦峰顶，可极目远眺，观

日出日落，四时变化；有的则掩映在修竹花木丛中，可

品竹赏花，听鸟歌蝉唱，竹浪声声。来此欣赏，仿如身

居域外，周游列国的感觉，然而更令人记忆深刻的是每

一幢别墅的背后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

1954 年 3 月，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主持制定第一部

宪法期间 , 下榻在莫干山的皇后饭店；张云逸在莫干山疗

养期间，陈毅多次前来探望；武陵村是蒋介石和夫人度

蜜月的地方；白云山馆是由国民党第一任外交部长黄郛

所建。除了诸多政界人物，文人对莫干山也是偏爱的。

郁达夫 22 岁一个人来到了莫干山住在自称是“田庄”的

别墅中。木心也在《哥伦比亚的倒影》中提到他为了躲

开尘世喧嚣而来到莫干山创作，一个人在别墅遇到老虎

叩门。也许莫干山就有些灵气，不但能促成干将莫邪雌

雄双剑的铸成，也能让文人“下笔如有神”。

或漫步于莫干山竹林小道间，或憩息于林荫，或眺望

于亭台，或夜坐于别墅，处处清凉舒爽、清新宜人。走出

久被噪音围困的圈子，莫干山能给你一个静谧的天地！

湖州莫干山风景区“竹林”

莫干山风景区
电话：0572 一 8033402
地址：浙江德清县莫干山
风景名胜区

Tips

Permeation Freely Into 
Bamboo Forest

杭州莫干山风景区
电话：电话：0572 － 8033402
地址：地址：浙江德清县莫干山风景区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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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的爱·归家过生活 
隐匿于莫干山竹林深处，莅临山之西坡顶，视野开阔，

远山叠翠， 舍馆内，一老砖，一原木悉数留存，其意义

是回归自然，溯本追源，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能暂时抛开

忙碌的生活和无尽的烦恼，与自然合为一体。舍馆情怀

山野，耳畔是啁啾的鸟鸣，风吹竹叶的簌簌声。在留声

机绵长的切切情谊里，你可以晒着明媚的阳光品咖啡，

也可登上屋顶露台，像儿时一样数星星。

穿过莫干山镇，向山上进发的路大多为蜿蜒的山路，

路的两旁随处可见漫山遍野的竹林。手工凿刻而穿的劳

岭隧道曾经是山里的居民唯一通往外界的公路，穿越隧

道的过程像极了《千与千寻》里的镜头，西坡便在隧道

的另一头静静地等待着你。

远远望去，西坡山乡度假酒店坐落在山坡上，看上

去更像是当地村民的乡舍。与周围的环境毫无违和感，

好像它就该出现在那里一样，原来设计最初刻意保持它

最真实的样貌。顺着小路踱步到小园里，不规则的大理

石铺就的地面，中间开放式的客厅，独立的庭院设计、

旧木与竹子等打造的客房，正对山林的观景露台，筑就

了一个温馨又充满故事的度假小屋。

 “西坡的客厅”是屋子的中心，自然光透过观景大

窗照进主厅，紧挨着现代化的厨房，简洁的木椅、木桌

配以民族风浓郁的靠背，用石头堆砌起来的壁炉下整齐

地堆放着木头，熊熊燃烧的火焰在散发着热能量；舒缓

而随意的音乐缓缓响起；乡村田园风情的家具、织纹布艺、

旧木或者水磨石地板和牛皮地毯，给人一种宁静温馨的

感受，有岁月的积淀，也有现代派的面孔出现在眼前，

而这一切都融合得恰到好处。

下榻客房，简单随意的木床上没有一丝多余的装饰。

硕大的玻璃窗前可纵览莫干山的漫山绿植，呼吸清新的

乡野气息。窗台上放着最新鲜的水果，废弃的酒瓶里插

着山里的黄色小野花。朴素的台灯下，放着阅读的书籍。

坐在窗台前，看一会儿景，回忆一下过去，思考一下未来。

这里就是一个让人彻底放松的地方，不允许有任何干扰

休息的存在。

厨房里各色厨具一应俱全，保温杯里泡着柠檬水，

果盘里盛满水果。在这里，很快就能找回属于自己的生

活节奏。没有刻意做作，一切自然而然。你不会感觉拘

束或放肆，只觉得轻松自如，像在家里：趿拉着拖鞋在

院里散步、穿着睡衣在客厅里聊天、推开窗看到竹林山谷、

扭亮灯写几笔日记、爬上床进入沉沉梦境。然后，等待

清晨清亮细碎的鸟鸣把你叫醒。

莫干山 •西坡山乡度假
（Moganshan Hillside village 
resort）
电话：0572-8830666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
干山镇劳岭村岭坑里

Tips

右页图顺时针

小院  吧台  客房内景

Expressing The Love Of 
Home-sta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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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样式的书籍堆砌而成，一台老式留声机让整个吧台的

别具一格。

客房内，灰砖砌成的墙，石头围成的浴场，简单

地放着一个陈旧的木桌，上面摆着素雅的百合花。圆

形舒适的木床，躺下去，人整个深陷下去，配上昏暗

的暖灯光，让人整个都松弛下来，享受这段原野山居

的生活！

坐在房间的阳台上，沏一壶茶，远眺莫干山的风景，

静静聆听门前英溪源传来的潺潺流水声，享受山林间的

寂静空灵，体验一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现

代版山居生活。当夏季的夜幕降临，整个民宿的灯全部

亮起。这时，在院子里放个烤肉架，来几瓶冰镇啤酒，

伴随着蛙声蝉鸣，与爱人、朋友举杯共饮，再多的烦恼

都将烟消云散。

这并不只是一家民宿，更是一种田园生活的体

验。屋子的附近有一大片菜地，种植着各种蔬菜。

带上孩子去认一认田园里的蔬菜，到主人家自己的

葡萄园体验采摘，可以享受城市里不曾邂逅的田园

风光。 

时光就在这里。光着脚丫，搬一把躺椅，坐在草坪里。

四处是暖色调的灯光，耳边是悠闲的音乐和丛林里小精

灵的声音，有风来了，吹走了遮着星光的云。头顶上的

飞机，你往何处去忙？这是一处与世无争的角落。一家

名叫山氧 •开态洋家乐。城市很远，隐居竹林，梦在对岸，

她在楼上。

走进山氧开态小苑，一条石子铺就的弧线小路通向

前厅。石子小路两侧被稍大一些的鹅卵石围起来，路的

右边摆放着长条的木色木桌，放着如沙漏般的台灯，配

以树墩一样的木椅，墙边垂挂着颇有农家风情的吊灯，

几棵幼嫩的绿竹紧挨着墙生长着。左边是一排颜色鲜艳

的脚踏山地车和一个小朋友喜爱的跳跳床。

房屋整体的建筑有种千年古宅的感觉，最原始的黄

土垒成的外墙，木色木香门和窗在房檐下错落有致。楼

宇之间靠粗壮的木柱支撑，上下二楼屋檐处垂吊这干竹

子制成的装饰品，大堂门口处木制的花架上下摆放着精

致的小花。小黑板上用粉笔涂写个性的欢迎语，颇有邻

里农居的情调，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大堂里的地板依然是青砖铺就的，吧台由数十本字

“留住·时光”莫干山下的有氧生活

看完世界，看生活—— House 23
 House 23 坐落在最热闹的荫山街上，拾阶而上，

走进这一处舒适的静谧之所。它是莫干山 200 多座风格

迥异的别墅群中的一座，这座有着八九十年历史的房子，

经典的欧式风格，在岁月的沧桑中增添了几分洋气！

一个白色的木牌写着 Moganshan House 23 ，前

方就是一条林荫的小路，拾阶而上，便是英伦范十足的

House 23 度假别墅，石头堆砌的小院，掩于绿树之下。

它是一处古典英伦庄园，深浅不一的灰砖墙面，看

似凌乱的线条却有线条感，白色的围栏，白色的窗户相

配之。小院内鸡爪槭正枝繁叶茂地撑起一片阴凉。它是

整个莫干山最大的树，一下雨，叶子被雨滴打落，纷纷

落下，铺了一层又一层。扫完后第二天又是一样，所以

在秋天 House 23 是很少打扫院子的，就让它这么美美

地躺着。

房间里，整个粉刷为嫩绿色的墙面，古典欧洲风格

的棕色床。简洁舒适却彰显着岁月痕迹斑驳的沙发。木

柜上摆放着刚采摘的鲜花，芬香弥漫整个房间。陈列着《格

林童话》、《经典成语故事》等可供闲暇时阅读的书籍。

踱步到阳台，耳边响起清脆的鸟叫声，犹如一曲动听的

自然界的交响乐。在古老的躺椅上闭目养神，闻着自然

花草、绿树的芬芳。

特别是到了冬季下雪的时候，回到 House 23 后第

一件事就是把壁炉的火生起来，壁炉的火一生起来整个

房间都是暖的。看着窗外漫山的白雪，宅在 House 23

烤火，泡杯茶，找本书，就窝在壁炉前的沙发上，火不

旺了添块柴禾，茶冷了再加点热水。当然偶尔也会去吧

台偷喝点 Brandy 或是 Vodka，可以一天就这样慵懒地

待在房间里。忙碌一年，终于可以休息下，找回一些属

于自己的时间。

莫干山 House 23 度假别墅
电话：0572-8033822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
干山岗头路杭疗 23 号

莫干山 山氧 •开态洋家乐
电话：13567250247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
干山镇后坞村陆家桥 33 号

Tips

Tips

上图  House 23 路标

下图  客房内景

本页图  山氧·开态洋家乐夜景

See World, See Life—House 23

“Keep. Time”—Full Of Oxygen Life Under 
Mogan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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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以直接欣赏到窗外的美丽风景。踱步到阳台，通长

的木质地板。阳台的面积不大，却很有小资的感觉和氛围。

白色简洁的明灯垂挂在屋檐下，典雅大气的圆桌，椅子

左右相配。邻居之间仅以围栏而隔。坐在自家的阳台上，

可以相互间聊聊天，彼此的距离感瞬间拉近。

从阳台上眺望远方，远处掩于山中的红瓦白墙别墅，

大片的竹林，曲折狭长的小路，还有散落在各处的繁星

野花，莫干山的绝美风景均在视线内，这里是唯一个可

以纵观莫干山全景的绝佳位置。无论是观赏破晓的日出，

群山的起伏，还是落日红霞，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一切莫

干山最美的景观。呼吸着天然最纯净的空气，听山中鸟

儿的窃窃私语，好像这里只有生活，别无其他！

干净宽阔的梧桐庭院里，处处散发着泥土、青草野

花的芳香。高大茂密的百年梧桐树遮挡出大片的阴凉。

可以悠闲地荡个秋千，回忆儿时的快乐！或是约上好友，

坐在石桌前的石凳上下下棋。和闺蜜一起在遮阳伞下乘

凉、看书。树叶随风散落在小院的各处，随意且随性！

百年别墅中感受无忧生活
穿过莫干山郁郁葱葱的绿植，顺着崎岖蜿蜒的柏油

路一直上，便可抵达无忧山庄。远远望去，一座老式却

又西洋韵味的三层别墅呈现在眼前。浅灰色一块块大小

不一的大理石拼接的墙面，深棕色刻着花纹的大门，门

框上用醒目的黄色写着“无忧主题山庄”。它位于莫干

山的中心位置，无论是去哪个景区，这里都是必经之地，

就像城市的商业中心一样。

莫干山的每一幢看似平凡的别墅，都有着不平凡的

历史。无忧主题山庄也一样，它是 1917 年由德国人建造。

走进古色古香的大厅，灰砖堆砌的墙体处悬挂着一个黄

色的木藤吊椅，镶在墙体里的木质书架上随性地摆放着

书籍。淳朴热情的服务人员微笑地招呼着来来往往的客

人，更像是迎接下班回家，或者外出上班的家人一样。

温馨的房间内，通透的大落地窗，躺在舒适的床上，

有味道，还有情怀

说到莫干山，不得不提皇后饭店。皇后饭店在莫干山

绝佳位置上，傍山而建多幢别墅，将军楼是国民党师级以上

将领疗养地，新中国成立后是华东干部疗养院。1954 年毛

泽东也曾下榻皇后饭店，并题了一首诗，名曰《七绝—莫干

山》。每个别墅的风景和视线非常好，每推开窗户就是一幅

画卷。

进入景区不久，就看到皇后饭店的指示牌。皇后饭店建

于1934年，位于莫干山的上横景区，由将军楼、梦坡楼、随园、

怡心阁、栖凤楼、潇湘馆、冷庐等十几幢风格迥异的别墅组成。

1954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主持制定第一部宪法期间，

由省公安厅王芳等陪同上山，便在此下榻。此后，皇后饭店

声名大振，慕名参观者络绎不绝。

远远望去，将军楼犹如它的名字一般，威武且庄严。室

内是一贯简朴的作风，一个环形棕色楼梯，铺就大红色的地

毯格外醒目。将军楼曾是多位将军的下榻处，比如陈毅、彭

德怀、张云逸。1952 年，张云逸将军住在这里休养过，陈毅

元帅上莫干山也多次来皇后饭店探望张云逸将军。所以房间

内、楼梯间都陈列着各位将军的画像。

213号“冷庐”又称皇后小八号，该建筑始建于1930年，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期末划归华东高级干部疗养院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此别墅西南侧内小桥，荷花水池的造型模仿

杭州西湖三潭月，由于它的点缀，只要提及小西湖在哪里，

老莫干山人就会告诉你，他就是 213 号冷庐别墅。 

梦坡山庄位于莫干山上横路公路下山坡的路边，去皇后

饭店的路上会路过，在满目绿色的莫干山，白墙红瓦的梦坡

山庄格外醒目。踱步到阳台，围栏以外的山、风景都是低于

其下，甚至有一段距离，顿时有一种居高临下之感！

对于商务人士来说，皇后饭店拥有一个可容 120 人的大

型会议室，小会议室、多功能厅及棋牌室若干。餐厅可同时

容纳 300 人就餐，有大型宴会厅，豪华包厢 5 个，商务洽谈、

会议等的不错选择！

莫干山无忧主题山庄
电话： 0572-8297677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莫干山风
景区荫山街 325 号 ( 荫山街中
心 200 米 ) 

皇后饭店
电话：0572-8033803”
地址：莫干山风景区上横路
216 号（毛主席下榻处）

Tips
Tips

山庄阳台，莫干山的绝美
风景欣赏的最佳位置。

Enjoy Carefree Life In 
Hundred-year Old Villa 

Taste And Fee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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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上的星级体验 
香水岭是因为乾隆皇帝而得名。据说，当时乾隆皇

帝下江南路经此岭，口渴难耐，饮岭上泉水，香甜可口，

称誉不已，后人凿井纪念，称香水井，岭也由此得名。

远远望去，香水岭宾馆坐落在莫干山下的一个小山

坡上，满山葱郁的绿植中一处如画的风景。宽敞干净的

小园，整个以灰砖铺就，没有一丝的杂物。入口处还遗

留着当年的乾隆皇帝饮过泉水的香水井，紧挨着可供客

人歇息的灰瓦红梁的古亭，八面犄角朝天翘起，被一侧

的大树整个环抱其中，画面甚是和谐！

从一侧的楼梯台阶前往宾馆的大堂，大堂前有宽阔

的铁栅栏围起的露天休息区，有舒适大方的木桌和木椅、

有情调的石桌和石凳，还有充满童趣的秋千荡椅等多种

选择。无论是选择坐在哪里，都可以欣赏到远处的山上

美景。

大堂内精心设计的前台，舒服柔软的皮质沙发，繁

盛的绿植搭配其中。屋顶是一块大长方形的明镜，整个

大堂的陈设都显示其中，犹如一幅现代版的实景画。宾

馆拥有多间精致客房，更有高级套房、豪华大床房、豪

华温情家庭亲子主题房等。在清凉的莫干山上度过一个

舒适悠闲的假期。

香水岭农家菜绝对是莫干山特色农家美食。宾客可

以亲自下地取材，也可以自己动手捕自然放养的家禽，

亲子体验种菜、钓鱼、挖笋、采茶叶、吊米酒等，可以

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餐桌上的美食，享受环境优美的

同时体验一下别有一番风味的农家乐！

更为商务人士提供了三个别具风格的大小会议室，

还有台球、KTV 等娱乐设施一应俱全。更有一支高素质

的员工队伍，在以“宾客至尊至上、信誉质量第一、竭

诚完美服务、倾情无处不在”的经营服务理念为宗旨，

为客人提供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服务，绝对

是旅游、观光、休闲、度假、避暑、疗养、商务会议的

最佳选择。

莫干山香水岭宾馆
电话：0572-8041216
地址：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香
水岭 1-2 号（09 省道 69.3 公
里处）
距“下渚湖风景区”28 公里，
距江南明珠——杨树墩休闲农
庄35公里，距“碧坞风景区”25
公里，距千年古镇新市 45 公
里，距安吉 45 公里，距杭州
70 公里，距上海 230 公里。
交通便捷，周围景点丰富，是
旅游观光、休闲、商务洽谈好
去处。 

Tips

对页顺时针

酒店外景一角  附近景区  客房内
景   酒店外貌

The Star-level Experience 
On Mogan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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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在回眸间
    “一览众山，风景独好，野趣横生；看夕阳山景变化，

熏竹海清风习习，品农家美味菜肴，叹避暑佳境悠闲。

头日晚餐意犹未尽，次日中餐再度光临，舍它其谁？”

这是一位网友对于“金鱼妈妈的店”的评价。

金鱼一家是在当地的原住民，妈妈年轻时下岗后开

了一家小店。一开就是 20 多年，妈妈的农家菜厨艺吸引

越来越多的游人慕名而来。因为女儿名字的谐音是金鱼，

然后就有了“金鱼妈妈的店”。它不单单是一个店名，

更是莫干山农家美食的一个代名词！妈妈年岁渐长，大

学毕业后的金鱼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繁华的都市生活，回

到故乡，帮妈妈打理餐厅。

走进餐厅，你嫣然会忘记这只是一个农家乐，时尚

富有创意的设计与装潢，满是新潮个性的配饰。深棕色

木质屋顶，简单随意地悬挂着白色简洁的吊灯和红酒杯。

角落处的书架上，摆放着《看见》、《最小说》等各种

阅读书籍，原木色桌子上，透过洁净透明的玻璃杯，映

衬着桌上新鲜艳丽的野花。

餐厅外有两个外置的草厅，茅草搭棚，木柱为梁。

在草厅中用餐，远眺莫干山全景。山景、蜿蜒的小路，

满色的绿植、野花都收入眼底。餐厅外低洼的地方犹如

一个露天的阳台，四周高高直直的松树包围着，灰色的

沙石地，游人们在凉伞下歇息，喝茶聊天。微风吹过，

树叶随意从天飘落，好不惬意！

金鱼妈妈的店烧菜厨艺让很多人都慕名而来，柔嫩

汤鲜的土鸡汤，笋干烧肉味道也不错，笋干很有嚼劲，

肉肥而不腻。受小朋友喜爱的石耳土鸡蛋，浓郁的蛋香味，

都是城里吃不到的美味。配上口感清冽的竹啤，好不得

意！

金鱼出生这山顶，没有城市的喧嚣繁华，车水马龙，

只有静静的风吹树叶声，偶尔的鸟语虫鸣，在淳朴的大

自然中长大，造就了她真诚、纯朴的性格。来这里，既

可以感受到都市潮流的小资气息，又能体会原野山居的

独有僻静。放下俗世，静下心，静静地去品味这份原真

的自然味道！当然，还有金鱼一家纯真的热忱！

金鱼妈妈的店
电话：0572-8838506
地址：莫干山风景区 623 号
大坑景区下方青草荡内 ( 大坑
景区怪石角森林公园）

Tips

跨页图  餐厅内景

本页小图  
上图  餐桌布置

下图  室外草厅餐厅

Life In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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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澳大利亚山海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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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世界 享受生活

旅游休闲
T R A V E L & L E I S U R E

STYLE
Travel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ENJOY LIFE

四合山庄
电话：18757210110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干
山镇塘坑村

莫干山紫竹林山庄
电话：13905829052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干
山镇郎家村大树下 6 号

隐于大树下的农家乐
一路竹林夹道，长长的柏油路，没有莫干山上的那么多

弯道，车辆也很少，一路走一路欣赏美景，犹如与世隔绝的

世外桃源！

紫竹林山庄是一座掩于大树下的别墅。茂盛的大树四周

环绕，好几棵粗壮的大树已有些年头。整个别墅是白色的瓷

砖装饰，屋顶是红色的瓦片。每个窗户用蓝色的砖围出一个

小房子一样的线条。二三楼都有一个宽敞的阳台，看书、喝茶、

聊天都是不错的选择！

紫竹林山庄是当地最早开展农家乐的山庄，2000 年初

的时候，莫干山的农家乐刚刚开始兴起，就有了紫竹林山庄。

而王老板也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熟悉莫干山当地的农家特

色，所以紫竹林主打的就是一个“农”字，努力营造让客人

有一种“归家”的感觉。

美食是当地的土灶土菜，用山上的野菜、自家的野鸡、

田里的石蛙等等，绝对的农家特色。如果你起得够早的话，

还可以和老板娘一起去采纯绿色的菜。

清凉湿润的莫干山，能让你彻底放松下来，卸去城市里

早九晚五上班的一身疲惫，住在农家的小院里，躺在躺椅上，

感受这纯纯的空气和绿色，喝上一口莫干的清茶，是人生的

一种美的享受……

紫竹林山庄的王老板说：“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下，客

户的需求在变，我们也会与时俱进地进行华丽的升级，根据

用户需求会开展更多的户外项目：如农庄采摘西瓜、杨梅、

葡萄等，可以策划一些自行车骑行，一些因地制宜的户外拓

展。”

原汁原味的莫干山乡间民宿   
依山傍水的四合山庄，风景秀丽。和着山风而眠，

聆听着溪水醒来。在这里，卸下防备已久的面具 , 回归到

自然，舒适地枕着潺潺溪水入睡，舒爽地在鸟语虫鸣中

醒来。山庄外的村庄风景，天然而纯粹，没有人工刻意

雕琢和修饰，让心更贴近生命的本源！

穿过竹林间的柏油小路，有种峰回路转的感觉。远

远望去，一幢幢农家别墅出现在眼前，四合山庄便是其

中的一家。坐落在莫干山下的四合村，是由多个村庄合

并在一起，而四合山庄是坐落在位置最里面的塘坑村，

也是最安静、最清幽、空气最好的地方！

山庄是一个三层的小洋别墅，二三楼是客房，每

间客房都有阳台和独立的卫生间。客房简洁而清幽，

舒适大床的三边被圆圆的竹筒围起来。白色的床单上

陪着碎花的小靠枕，素雅里透露出少女的情怀。二楼

楼梯间放着棕色的木质弧形书架，上面放着可以随意

阅读的书籍。三楼间的大阳台是观景的最好地方，偌

大的阳台，悠闲地在遮阳扇下乘凉。看着远处满眼都

是绿色的山坡、毛竹，看着周围这一幢幢独具风格的

村庄别墅，犹如一幅实景版的风景画。悠闲喝个下午茶，

安静、惬意，呼吸着夹杂着芳草香味的空气。实在是

一种乡野山居的享受！

一楼是餐厅，这里的菜品都是山庄妈妈亲手烧制的，

选用自家的土鸡、笋干、土豆、青菜等天然有机蔬菜。

尤其金黄色的土豆肉饼绝对不可错过哦。小院里是夏季

烧烤的绝佳。还可以亲自体验到山上挖笋、戏水、爬山、

垂钓以及采茶等农家乐趣！

不得不提的是山庄主人是一个漂亮的 80 后女孩，大

学毕业后回到村里率先干起了农家乐，也带动起全村的

村民。见到她的时候，被她的淳朴和热情打动，也对她

的努力、有想法所折服！

Tips

本页图  四合山庄露天游泳池

The Original Residential 
Building In Mogan Mountain 

Happy Farmhouse Hidden 
Under Big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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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美的澳大利亚大堡礁圣灵群岛最北端环绕着惊人的自然生态景观 ,One&Only 海
曼岛豪华度假村酒店坐落其中。栖居在这座迷人的世界，游泳、潜水，尽情探索
大海，每天与色彩缤纷的雀鸟、沙袋鼠及琳琅满目的美丽海洋生物为邻，聆听岛
上的葵花凤头鹦鹉与彩虹吸蜜鹦鹉在树间婉转细语。从大堡礁向内陆探索，奔向
大蓝山遗产区的One&Only沃根谷豪华度假村酒店，周围的原始森林风貌、惊险
的悬崖峭壁、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无数珍奇的动植物资源蔚为壮观，投入到山谷、
森林、草地的怀抱中倾听清脆的鸟鸣声。在这里远离尘嚣，感受大自然的安静祥和。
此处的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关于沃根谷的故事就像这里的动物一样数之不尽。

Located in Australia's Great Barrier Reef, the northernmost of the spectacular 
Whitsunday Islands is surrounded by the amazing natural ecological landscape, 
where the One&Only Hayman Island lie. Living in this lovely world, you can swim, 
dive, and fully explore the sea. If you explore from the Great Barrier Reef to inland, 
you can go the One&Only Wolgan Valley in Blue Mountains Heritage Area, around 
which the original forest, thrilling cliffs, beautifu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countless exotic animal and plant resources are spectacular. 

LY OVER THE MOUNTAIN 
AND SEA OF AUSTRALIA
AND ENJOY THE FANTASY 
BLUE TIME AND SPACE

飞越澳大利亚山海间 
独享蓝色梦幻时空

F
策划、执行 本刊编辑部   文 宋玉春   图 杨洋 One&Only品牌传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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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 To The Concerto 
Of Sea 

Ad v e n t u r e  l o v e r s  a n d 

tranquilness lovers can find 

the home of their souls in 

One&Only Hayman Island, 

and enjoy the incomparable top vacation 

paradise. It is amazing to take a seaplane 

or helicopter to appreciate the Great 

Barrier Reef! The fine white sand beach 

in crescent shape, the pink and orange 

splendor in the sky, the blue seawater to 

the horizon, everything is in infinite pure 

beauty, like a magic. “People living on the 

island seem young all the time, because 

time doesn't work for them", French writer 

Michel Tournier once said. It takes about 

1 hour and 40 minutes’ yacht waterway 

from Hamilton Island Airport to Hayman 

Island. On the deck, you can bask in the 

sunshine, drink champagne, and sip the 

afternoon tea. It is surrounded by endless 

blue sea, and drops water from yacht 

moving forward spatter on our cheeks.

The Vacation Paradise 
In Great Barrier Reef 
We check in One&Only Hayman Island 

and stay in the exquisite guest rooms on 

a quiet night with sea breeze blowing. 

In the room, you can see beautiful 

coa s t l ine  s c ene ry  and  cha rming 

natural  scenery.  The transparent 

Tiffany blue seawater dances with the 

skyline. Suites, villas and penthouses 

in the resort are distributed in three 

different areas, sending out the unique 

atmosphere and charm. The living 

space is equipped with brand new 

luxury facilities. Around the resort, 

there are large swimming pools, lush 

gardens,  and white sand beaches 

extending two thousand kilometers. 

Kids Only is open to children for free 

all the year round, where children can 

join the beach activity or sports such 

as mini Olympic challenge, yoga and 

dancing. Children can also participate 

in interactive education activities 

such as hiking in nature, feeding the 

fish, marine exploration, boating, and 

scuba diving in the nearby island. One 

highlight of the activity is crabbing 

and sand travel, in which children can 

enjoy the coastline scenery and explore 

the amazing sea creatures in Hayman 

Island in the ebb. The resort  has 

specially designed a series of wonderful 

act iv i t ies  for  chi ldren,  inc luding 

hiking and diving in  Blue Pearl Bay, 

participating in tennis training courses, 

learning how to make non-alcoholic 

cocktails and gourmet cooking.

Enjoy God's View
From One&Only Hayman Island, you can 

take a helicopter to reach the Great Barrier 

Reef and the world-famous Whitehaven 

Beach. The hotel also prepares various 

exciting activities for guests who love 

adventure. This time, we take a helicopter 

to view Hamilton Island in the Great 

Barrier Reef, which gives us a breathtaking 

vision--the unique mixed color of different 

coral reefs, islands and sea water, which is 

so clear that in the air we can still see the 

tropical fish. It is amazing to fly to Heart 

Reef, which blooms in the vast blue sea. 

God loves here so much. After flying over 

Hill Inlet, we are greeted by Whitehaven 

Beach. Overlooking Whitehaven Beach, 

it is like a mixture of soft silk and jade-

blue sea water, which is so heart-thrilling. 

I have seen many seas and beaches, but no 

place is like Whitehaven Beach, which is 

unforgettable for only one glimpse. After 

helicopter lands on Whitehaven Beach, we 

step on it with barefoot, with the feeling of 

on cotton. The white fine sand’s softness 

is so high that there we cannot feel grains 

of sand. Putting the food from the hotel 

on the beach, we enjoy a hearty picnic. 

Lying on the beach, enjoying sunbathing 

and spectacular landscape, tasting well-

prepared champagne, waiting for the 

coming of sunset, the feeling of happiness 

overflows in the heart.

Explore The Pure 
Oxygen Bar InThe 
Greater Blue Mountains 
Area

Taking an Audi A8L from 

Sydney Airport, we pass 

Sydney Harbour Bridge and 

go to the One&Only Wolgan 

Valley. It takes us about four hours' drive. 

The hotel is very considerate to prepare us 

with jackets. One&Only Wolgan Valley is 

located between Wollemi National Park 

in Blue Mountains World Heritage Area 

and Gardens of Stone National Park, and 

it is the only luxury hotel allowed to build 

in the world natural heritage reserve. The 

hotel is surrounded by large stretches of 

forest and plain grassland, small lakes, 

blue mists, which add an air of mystery 

for the sky. It is also the peaceful land 

that Australia's unique animals such as 

kangaroo live and reproduce.  

Delicate And Elegant 
Idyllic Time 
In the quiet night, we stay in the idyllic 

style Heritage suits in the resort. The room 

permeates the smell of aroma. The warm 

and earthy tone, the heavy household 

textiles and wooden furniture, all reflect 

the grace of time. In the room, you can 

see the magnificent scenery of valley. 

The fireplace connects living room and 

bedroom. The bathtub and swimming pool 

that can view scenery also add romance. 

The room also has the most modern 

entertainment and network facilities, and 

you can use telescopes to enjoy the lively 

wild animals in comfortable sofa. Wollemi 

suite is a private villa, and is suitable for 

family and honeymoon travel. The site 

selection and design of each suite make 

full use of spectacular cliff background 

to expand visual experience. It not only 

provides place for family to gather, but 

also some independent private space, 

where you can read a book quietly in a 

corner. Wolgan suite is far from the core 

region of resort, but it has a large private 

garden, terrace and swimming pool. It is 

the xanadu away from city.

The spa center’s wooden color is gentle 

and quiet. We leisurely enjoy top Timeless 

Spa. The huge indoor stone fireplace emits 

unlimited warmth. The valley scenery 

outside French window is valley scenery, 

which fully blend the breath of nature. 

Each physical therapy room is equipped 

with a separate dressing room as well as 

Japanese bathtub, and you can choose a 

variety of relaxation and beauty therapy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Galloping In Wolgan 
Valley
Early in the morning, we choose our 

own horse and ride for Wolgan Valley, 

enjoying beautiful hills, rivers and ridges 

along the road. In the warm afternoon, 

the tour guide takes us to visit 1832 

historical farms and kitchen garden. It is 

like a museum that tells wonderful stories 

of early Australian immigrants on this 

land. Then, we tour the national park by 

car, with telescope and warm blankets on 

it. Outside the window, animals such as 

wombats, wallabies, kangaroos, common 

wallaroos play cheerfully and jump 

lightly. The ridge line in the distance 

outlines the elegant shape. In addition, 

the nature reserve provides a wide choice 

of cycling path, so you can enjoy leisurely 

short trip ride as well as the more 

challenging long trip in the west valley. 

A variety of nature-exploring activities 

are designed for children to explore the 

secrets of nature in Blue Mountains 

World Heritag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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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大海的协奏曲
喜欢宁静和爱冒险者在 One&Only 海曼岛豪华度

假村酒店找到心灵的归属，享受无与伦比的顶级度假天

堂。乘坐水上飞机或直升机欣赏大堡礁的奇伟壮阔令

人惊叹，细腻的新月形白色沙滩、天空中粉红和橙色的

霞彩、向辽阔的天边涌动着的蔚蓝海水，一切都如施了

魔法般挥洒着无限的纯美。“海岛上生活着的人总是不

老的，因为时间对他们不起作用”，法国作家 Michel 

Tournier 曾这样说。我们从汉密尔顿岛机场乘坐游艇前

往海曼岛，约 1个小时 40分的水路，在甲板上晒着太阳，

喝着香槟，品着下午茶。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海洋，

游艇的前进激起雪白的海浪，滴滴水珠溅在脸颊上。

大堡礁的度假天堂

海风吹拂着的静谧夜晚，我们下榻在 One&Only 海

曼岛豪华度假村酒店精美的客房，从房间眺望远方，优美

的海岸线景致和旖旎的自然风光尽收眼底，透明清澈的

Tiffany 蓝海水与天际线共舞。度假村的套房、别墅和顶

层公寓分布于三个不同区域，散发着别具一格的氛围和魅

力，住宿空间配备全新的超豪华设施。周围有大型泳池、

葱翠的花园和绵延两千公里的白沙滩。儿童俱乐部（Kids 

Only）全年免费对儿童开放，宝贝们可以参加海滩活动

或运动、迷你奥林匹克挑战赛、瑜伽和舞蹈。孩子们还可

以参与徒步大自然、喂鱼、海洋探索、划船以及到附近岛

屿潜水等互动教育活动。活动亮点之一是捕蟹和沙坪游，

孩子们可以在落潮时欣赏海岸线美景、探寻海曼岛令人叹

为观止的海洋生物。度假村专为青少年打造了一系列的精

彩活动，包括在蓝珍珠湾徒步和潜水、参加网球培训班、

学习无酒精鸡尾酒的制作和美食烹饪。

享受上帝的视角

从 One&Only 海曼岛豪华度假村酒店可以乘

坐直升机抵达大堡礁和闻名全球的白色天堂沙滩

（Whitehaven Beach），酒店专为喜爱冒险的客人

在白色海滩准备了多种多样的精彩活动。此次，我们乘

坐直升机在万里晴空中巡航大堡礁的汉密尔顿岛，广阔

的视觉摄人心魄，形态万千的珊瑚礁、岛屿和海水变幻

着独有的色彩，水质的清澈让我们在空中依然可以看

到水里的热带鱼类。当飞到附近的“心形礁”（ Heart 

Reef）时让人震撼，心形礁在广阔碧蓝的海中绽放，上

帝太宠爱这里了。飞越了希尔湾（Hill Inlet） 之后，白

One&Only 海曼岛豪华度假村
酒店
One&Only Hayman Island
   G r e a t  B a r r i e r  R e e f，
Queensland 4801，Australia
     +61 7 4940 1234
    oneandonlyhaymanisland.com.
au
    从汉密尔顿岛机场乘坐豪
华游艇、水上飞机或直升机至
One&Only 大堡礁海曼岛豪华
度假村酒店。

Tips

色天堂沙滩（Whitehaven Beach）映入眼帘，从高空

俯瞰到的白色天堂沙滩（Whitehaven Beach）如洁白

细腻柔软的绸带与翡翠蓝的海水交织着呈现，美得扣人

心弦，见过太多的大海与沙滩，但没有一处能像白色天

堂沙滩这样，只看一眼，便终身难忘。我们的直升机降

落在白色天堂沙滩（Whitehaven Beach）上后，赤脚

踏在上面，像是踩在棉花上一般，白色细沙柔软度极高，

完全没有一般沙滩的颗粒感觉。我们把从酒店带来的食

物摆放在沙滩上，享受了丰盛的野餐。躺在沙滩上享受

日光浴，软绵绵的如舒适的羽毛毯，欣赏着壮丽景观，

品尝着精心调制的香槟，等待日落的降临，幸福的感觉

在心中洋溢起来。

来自水分子的宠爱

闲暇时我们在 One&Only 水疗中心放松身心，度

假村通过特别设计的多种奢华、高效的理疗服务提供放

松身心的体验，水疗中使用 Amala 化妆品系列产品，

有恢复肌肤活力、补水、净化以及排毒的功效。最惬意

的是在水上进行“海洋之梦”按摩护理，伴着珊瑚海边

的海浪声，亲近大自然放松身心。还可以享受时尚的

One&Only 沙龙（One&Only Salon），沙龙使用艾

凡达（Aveda）护发产品以及活力素（Youngblood）

化妆品，打造光彩夺目的发型和妆容。宾客也可以在

PEDI:MANI:CURE Studio 享受独一无二的手足护理。

Listen To The Concerto Of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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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心品味芳香四溢

傍晚时分在看得见海景的餐厅中悠享惬意时光，

欣赏着被夕阳染成瑰丽色的圣灵群岛景观，手边还有美

酒和可口的点心奉上，是最令人迷醉的时刻。度假村

的 7 个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荟萃了世界各地的美食

美酒，也提供多种定制服务，从美味野餐 （Gourmet 

Picnic）到暮色晚餐（Under the Stars）等这些独有

的美食之旅在脑海中留下难忘的记忆。

雅致的 Fire 是度假村最具特色的餐厅，亚麻色的

木质内部装饰和美妙的环礁湖环境，让人流连。从烧烤

食品到乡间新鲜菜品，有典型的澳大利亚风味。食材从

源于当地的海鲜到高品质的澳大利亚牛肉再到稀有的蔬

菜，种类丰富。行政主厨 Grant Murray 说：“重点是

味道和让新鲜的食物展现出它们自己的味道。”餐厅网

罗了众多当地及世界各地的美酒佳酿，并且是奔富葛兰

许（Penfolds Grange）陈酿的最大收藏酒窖之一。也

可以在阳台上享受浪漫的露天晚餐，看天鹅轻盈游过。

静谧的 Bamboo 餐厅隐蔽在一座具有东方气息的

花园内，餐厅的美味菜品包括清蒸小珊瑚礁鱼、川味料

理、红咖喱牛脸颊肉以及各色寿司和刺身，也提供户外

铁板烧，家人可以享受亲密的时光。Amici 带来意大利

的就餐体验，琳琅满目的菜单网罗了各色深受家庭喜爱

的菜品，是分享美味的完美地。开放式厨房使餐厅弥

漫着烤披萨和佛卡恰（Focaccia）面包的香味。主厨

Grant 推出意大利式的传统美食，如手工意大利面、自

制意大利乳清干酪、香蒜沙司和调味酱。餐厅的酒单有

精选托斯卡纳 (Tuscany) 和皮埃蒙特 (Piedmont) 的葡

萄酒及开胃酒。On the Rocks 是别致的泳池池畔酒吧

餐厅，坐拥壮美的珊瑚海和圣灵群岛风光，我们在这里

享受了新鲜简单的轻食，烧烤海鲜、沙拉和三明治等美

味。还可以搭配鸡尾酒、葡萄酒和啤酒等，午后还会有

DJ 奉上的音乐表演。Aquazure 餐厅提供沙拉及烧烤食

品、西班牙塔帕斯和海鲜饭以及各式美味冰淇淋。我们

的早餐时光在拥有海曼岛最壮美的就餐环境——Pacific
餐厅中度过，餐厅供应当地的时令美味。午餐的美味选

择包括酸橘汁腌鱼、自制烟熏牛排、甜菜根腌制深海鳟

鱼等，而晚餐则供应丰盛的自助美味。Bar Fifty 酒吧

是结束一天的海岛及周边壮美景色探索之旅后的完美放

松地，独具特色的饮品包括 One&Only Colada、Sun 

Goddess 及 One&Only Fizz。

我们在度假村度过了完美的假期后，从海曼岛乘游

艇到汉密尔顿岛机场，飞往悉尼，去探索 One&Only 位

于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内的豪华度假酒店。

探秘大蓝山区的纯净氧吧
我们从悉尼机场乘坐奥迪 A8L 经过悉尼大桥，前往

One&Only沃根谷豪华度假村酒店，大约四小时车程，酒

店贴心地给我们准备好夹克。One&Only沃根谷豪华度假

村酒店坐落在澳大利亚大蓝山世界遗产区的瓦勒迈国家公

园（Wollemi National Park）和石林国家公园（Gardens 

of Stone National Park）之间，是唯一一家获准在世界

自然遗产保护区内建设的豪华度假酒店。周围环绕着大片

的原始森林和平坦草原，小型湖泊星罗棋布，蓝色的薄雾

朦胧，为天空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澳大利亚特有的袋鼠

等动物在这片安宁的土地上栖息繁衍。

精致雅奢的田园时光

静夜中下榻在度假村田园风格的 Heritage 套房，

房间里弥漫着香薰的味道，温暖、朴实的色调，厚重

的家用织品以及木制家具，无处不体现着穿越时光的

优雅，从房间里可以观赏山谷壮丽风景。壁炉连通客

厅和卧室，看得见风景的浴缸和游泳池增添了几分浪

漫。房里也有最现代化的娱乐和网络设施，可以在舒

适的沙发上用望远镜观赏到窗外活泼的野生动物。

Wollemi 套房是私人别墅，适合家庭及蜜月旅行，每

栋套房的选址和设计都充分利用了壮观的悬崖背景，

扩展了视觉体验。既为整个家庭提供了欢聚的场所，

也提供了一些独立的私人空间，可以窝在一个角落静

静地阅读一本好书。Wolgan 套房远离度假村核心区

域，拥有一个巨大的私家园林、露台和游泳池，是远

离尘嚣的世外桃源。

Explore The Pure Oxygen Bar In The Greater Blue 
Mountain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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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骋沃根谷

清晨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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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午后，导游带我

们去参观 1832 历史农场和厨房花园，这里像是一个博

物馆，诉说着早期的澳大利亚移民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

生过的精彩故事。随后，我们乘车游览国家公园，车上

备有望远镜和保暖的毛毯。车窗外毛鼻袋熊、沙袋鼠、

袋鼠、岩大袋鼠等动物精灵们在欢快嬉戏，跳跃着轻盈

的身姿，远处的山脊线勾勒着优美的线条。此外，自然

保护区提供选择多样的单车径，可骑车享受悠闲的短途

之旅，也可在西部山谷展开更具挑战性的长途旅程。植

物学家、观鸟者和自然学家可通过野外猎奇，探索这片

孕育着大量迷人物种的地区。多种探索自然的活动特别

为儿童而设，让孩子们探索大蓝山世界遗产保护区的自

然奥秘。

置身于恬静怡人的水疗中心，室内木质颜色温和

宁静。我们在此安闲的享受了首屈一指的 Timeless 

Spa，室内巨大的石质壁炉散发着无限温暖，落地窗外

的山谷景致充分糅合了大自然的气息。每个理疗室配

有单独的更衣室以及日式浴缸，可以选择多种来自世界

各地的放松和美容疗法，奢华的体验体现在每个细节

上。理疗师主要使用三个系列的豪华水疗产品，包括自

有的时光系列 (Timeless Product)、来自澳大利亚的

Sodashi 系列（100% 纯天然有机成分）以及来自德国

的Babor系列。既可以选择在私人理疗室单独接受按摩，

也可以选择和伙伴一起在双理疗室共同享受。还可以预

约理疗师到自己的套房里面或者任何喜欢的地方，更加

方便和舒适。

美味寻奇

One&Only 沃根谷度假村的所有食物原材料都是来

自本地精品农场或者私人种植者的季节性有机食品，甚

至很多蔬菜水果直接从度假村里的厨房花园采摘得到，

最大程度保证了菜品的新鲜以及无污染。酒单中的葡萄

酒经过精心挑选，其中包括附近奥兰芝（Orange）、

玛吉（Mudgee）和猎人谷（Hunter Valley）地区出产

的获奖佳酿，以及来自新西兰、智利、美国及欧洲的国

际品牌。这里的厨师身怀绝技，很多特色菜品在澳大利

亚都是独一无二。

我们在乡村厨房（Country Kitchen）度过午餐

时光，这里每顿必点的罐焖牛肉有家的味道，面包蘸

油醋汁是大家的最爱。焦烤银海鲂配甜玉米、奶油豆

杂烩汤、炸鸡米花配沙茶蛋黄酱、迷迭香肉肠卷配西

红柿酸辣酱等鲜美可口。餐厅里弥漫着新鲜出炉的面

包以及现烤咖啡的香味。这里的特色菜包括农夫大拼

盘、开胃菜、脆皮沙拉、黑鳕鱼馅的意大利饺以及胡

桃南瓜饼。季节性菜品也会写在大黑板上，火鸡三明治、

洋蓟汤和热巧克力圣代是这个冬季里餐厅主推的特色

饮食。也可以在这里购买野餐套盒带到大自然里去享

用。沃根餐厅（Wolgan Dining Room）是度假村的

主要就餐地点，我们在这里度过了早餐和晚餐时光。

整个室内设计沿袭了澳大利亚传统餐厅的特点，拥有

高耸的天花板以及双面壁炉。澳大利亚 7 月这样寒冷

的季节，在室内开放式的壁炉旁品味佳肴，温馨无限。

为了创造更多隐私空间，方便亲密交流，整个餐厅被

高大的家具分隔出一些独立的空间。既可以选择在室

内用餐，也可以在天气温暖的时候移步到露天阳台，

以便更加近距离俯视整个景区。同时，这里还是提供

大型团队就餐的场所。需要私密的就餐场所时，可以

选择度假村的私人餐厅（Private Dining Room），

这里最多可以容纳 12 人，室内装修、布置十分高雅。

中央是抛光的大桌，两侧是舒适、时尚的软垫靠椅，

背后是厚重的书架，加上画框式的落地窗可以在休闲

的私密环境中尽情享受美食。此外，宾客还可以根据

自己的喜好选择在套房里或者野外就餐，度假村提供

24 小时送餐服务和配备私人服务生，舒适地享受独特

难忘的就餐体验。

丰富精彩的质感假期结束后，我们乘坐直升机从

One&Only 沃根谷豪华度假村酒店起飞开始了空中旅

行，大约 40 分钟后到达悉尼。在直升机上，俯瞰大蓝

山自然保护区宏伟壮丽的景致，机长也一路给我们介绍

沿途的风光，这些瞬间的感动久久留在心中。

One&Only 沃根谷豪华度假村
酒店
One&Only Wolgan Valley
     2600 Wolgan Road, Wolgan 
Valley, New South Wales2790, 
Australia
     + 61 2 9308 0550
    wolganvalley.oneandonlyresorts.
com
    从悉尼出发，可以乘坐直升
机或自驾前往度假村。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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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天津，一半历史，一半小资。这座海河孕育的城市，无处不展现着独特的
魅力风情。在闲暇的周末，呼朋唤友，行在天津。任海河里吹来的清风温柔地拂
过脸颊；骑行五大道，用相机记录下最美的身姿。悠闲午后的一杯咖啡，晚上和

朋友的开怀畅饮。就是现在，来一场别样风情的周末派对。

文艺青年的聚集地
这个时候的天津，阳光尚暖，清风不燥，正是文艺青

年们出没的大好时机。一下火车，我们便马不停蹄地赶往

我们的聚集地——1981 服饰主题餐吧。这个坐落在万柳

村大街纺织机产业园的餐厅，着实有点难找，但又十足地

值得去费这点功夫。在不起眼的小胡同里，一排露天的桌

椅整齐地摆放着，一排小清新的绿植正配这云淡风轻的天

气。因为时间尚早，还没有太多人来光顾，这样的一处所

在就更显得清静雅致。大门没有繁复的装饰，两个瓦罐组

成的小型喷泉又适时地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即便不是什么

散文家诗人之类，也不禁联想起曲水流觞的典故来，权当

是被此情此景感染吧！

也许单单是门口的部分，也还是过于简朴了些，那么

走进餐厅内部，便是另一番天地了。Loft的内部结构，将

餐厅有序地分成了上下两层。如果一层是主舞台，二层便

恰到好处地烘托了气氛。加上木质结构的屋顶，抬头望去，

林林总总，韵味十足。当你回过神来，细细地打量这家餐厅，

便能发现餐厅名字里的奥秘。这里的老板娘是服装设计师，

服饰主题元素在这里无处不在。而“1981”则取自老板

和老板娘两人的出生年月，想来多少有一点艳羡了。

1981 年出生的餐厅老板，俨然一个大男孩，热情地

带我们走遍这里的每一个角落。从桌椅摆放到墙壁上的装

饰画，从精巧的灯具到舞台的搭建，每一处细节都如数家

珍。虽然不是哪位大家设计师的作品，却无不流露出细腻

的心思和自由的创意。

聚会最少不了的就是美食，餐厅供应墨西哥风味的菜

品，与这里小资的环境一样，这里的美食更让我们着实大

开眼界。清新爽口的沙拉，香气醉人的至尊披萨，从菜品

的摆盘到火候，从食材到触动味蕾的味道，无疑是一场饕

餮盛宴。

短短的时间里，我们便和餐厅老板彼此熟识。轻松的

氛围就这样自然地弥漫开来。我们更像是约会一个相识已

久的朋友，畅快地谈天说地，到处是欢声笑语。

1981 服饰主题餐吧
    天津市河北区万柳村大街 56 号纺织机产业园（纺机都市广场）
A6-2 号楼 ( 近乐购金钟店 )
      022-86284132

Tips

Gather ing  P lace  Of 
Artistic Youth

The early autumn of Tianjin is the blend of half history and half petty bourgeoisie. Bred 
by Haihe, the city shows its unique charm everywhere. In leisurely weekend, you can 
have several friends play in Tianjin. You can enjoy the breeze from Haihe blowing across 
your cheek. You can also ride in Wudadao and use camera to record the most beautiful 
posture. Have a cup of coffee in the leisurely afternoon and have a hearty drink in the 

evening with friends…Now is the time to have a different weekend party.

HAVE A DIFFERENT WEEKEND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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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者的游戏
一场完美的欢聚，少不了刺激的游戏。和平区南京路

诚基中心的异空间密室逃脱是我们此行的又一个目的地。

说到密室逃脱，一种莫名的紧张感便随之袭来。但这

一次，当我们走进大门，迎面而来的却是别样的温馨感觉。

这要归功于主人家养的几只可爱的猫咪，懒洋洋的，一点

都不怕人。同来的女孩子都禁不住去逗逗这些可人的精灵，

猫咪之间的打打闹闹，又不时引来一阵爽朗的笑声。

我们的探险游戏，在这种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展开了。

游戏有各种主题和等级可供选择，最大的特色，要属机械

的装置和木制的机关，上手碰一碰，转一转，兴奋刺激的

感觉就袭遍全身。

开始还是一群观光客，一踏进密室，每个人都变成了

福尔摩斯。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置身设计的情景之中，在黑

暗的环境里翻找着，思考着，尝试着，突然灵光一闪，机

关应声而开，那种感觉就像是科学家有了新发现一般。

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游戏，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

上发挥着作用。平日里说话少的人，此刻也完全打开了话

匣子。有时候因为一个有意或者无意的提醒，可以让思路

瞬间明朗。一个人苦思冥想而不得的答案，一群人你一言

我一语，机缘巧合之中悄然解开。团队的力量有多伟大，

此刻更感受得真切。

想在规定时间内闯关，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有

时候也需要工作人员的提示。本来很苦恼的一个谜团，

提示了才恍然大悟，一阵唏嘘过后，是忍不住的放声

大笑。几次遇到困难挡路，几次贴心地给了提示。虽

然已经超过了规定时间，但热心的老板还是给我们延

时了。当最后一道门打开，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轻

松畅快。回忆起闯关的过程，又不得不感叹游戏设计

者惊人的想象力。

在很难度过的关口，需要一次一次地去尝试，有条不

紊，不厌其烦。这就是考验耐心的时候。这也正是我们来

这里的理由，我们都是勇敢者，为挑战而来。

异空间真人密室逃脱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诚基
中心 1-2-1701( 耀华中学 )
      022-23463980

Tips

味蕾玩转津门最潮范儿
同样在南京路上的贰楼小院，是我们此行的另一个据

点。当你穿梭在这条繁华的商业街道的时候，也许会更多

被闪烁的霓虹和精美的橱窗吸引。而贰楼小院绝对是这里

的隐士，闹中取静，轻灵而自由。

这是一个躲在市井背后的三层院落。洁白的外墙清净

雅致，向世人彰显着一种不俗的情怀。这座不大的院落，

给人更多的感觉是精致，通透的落地玻璃窗，竹影婆娑，

简洁的欧式设计奠定着小资的基调。而当你翻开设计精美

的菜单，才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非凡氛围的时尚餐厅。这

里供应中西合璧的融合菜。作为美食界的新兴风尚，这里

的菜品新颖、有创意、混搭、美味，让你尝试到全新口感、

外形与味道。

这是一场真正的朋友们的聚会，温柔的灯光，激情的

驻唱，推杯换盏之间是浓浓的友情交融时刻。在温馨的氛

围中，一道道菜品端上桌，传统的菜品，兼有着新颖的创

意，熟悉的味道里迸发惊喜的感觉，调和出一阵阵幸福的

旋律。像这样的一场院子里的“家宴”，留给人更多的是

美好的回忆和意犹未尽的甜蜜。

如果有机会来体验，一定不要错过这里的另外两家餐

厅：贰楼小厨、贰楼小坐。

 “贰楼小厨”作为一个时尚娱乐餐厅，以独到的新

派中式时尚菜肴，得到了天津人的喜爱和认可。坐落于繁

华闹市津汇楼上的贰楼小厨，华丽且温馨的装饰，搭配宫

廷风格的软包沙发，让每次用餐都体验到家一般的舒适和

惬意。夜晚驻唱歌手悦耳的歌声，轻轻绵绵的在充满情调

的氛围中弥漫着。在水晶吊灯微弱的闪耀下，与友人碰杯

都变得格外有情调。

“贰楼小坐”电台道店已经经营第十个年头了，她以

“文艺小资”的气质，吸引了无数热爱生活且志同道合的

朋友们。位于天津大学对街的地理位置，让它慢慢地成为

分享交流及朋友相聚的优选地。现代化的装修风格加入美

式田园的元素，让氛围不仅欢乐温馨且文艺气息十足。悠

闲午后的一杯咖啡，晚上和朋友开怀畅饮，都是令人难忘

的时刻。 

贰楼小院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与锦州道交口
     022-27239363 

Tips

Game Of The Brave

Tas t e  Buds  t o  P lay 
Fashion in Tian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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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在美国旅游很贵？ NO!NO!NO! 美国旅游观光的方式多种
多样，讨厌熙攘人群的你可以在拥有旖旎风光的弗吉尼亚的国
家公园与大自然亲近，追寻热气球的刺激快感或是沐浴着阳光
的宁静露营之旅。或者就去马里兰吧，那里的免费音乐会精彩
纷呈，会给耳朵一次绝妙的声音洗礼。还有华盛顿特区众多免
费的博物馆带你了解美国的历史和文化。游人如织的旅游旺季
已经到来，美国首都地区已经为你的高性价比旅途做好准备，

避开人群玩儿到嗨，就是这么简单！

美国首都地区新玩法
华盛顿特区逛博物馆

华盛顿特区拥有众多的博物馆，是世界上博物

馆数量与展品最多的城市之一，而且你会惊奇地发

现，大部分博物馆竟然是免费的，其中最著名的要数

世界最大的博物馆机构史密森尼学会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下设的多所博物馆，其中包括拥有 45.5
克拉希望之钻的自然史博物馆和拥有多萝西红宝石拖

鞋的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及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在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特展“美国企业”，游客可

以通过自传、故事和物品等形式，探究美国百年从农

场经济到大公司的商业发展，还可以动手体验“物物

交换”时期的买卖过程。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除了有

莱特飞行器 (Wright Flyer) 的展示，最近还有美国航

空历史展。IMAX 电影《身处航空时代》更是让你切身

感受航空事业是如何改变人类生活的。

除了免费的博物馆之外，杜邦环线收费低廉的小

众博物馆也是不错的选择。这里没有熙熙攘攘的人潮，

独具一格的特色展览是唯一陪伴你度过静好时光的

“伴侣”。美国国家地理博物馆 (American National 

Geographic Museum) 既有探索大自然和世界各地

人类文化的摄影临展，也有互动的展示，是直观了解美

国人文地貌的好去处。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 (American 

National Building Museum) 在室内搭建起一片一万

平方米的“海滩”，由无数海洋球堆成的海滩绝对是

独一无二的神奇体验。

如果你是文艺爱好者，周末还可以来国家艺术馆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欣赏现场音乐和免费电

影。每个周末，电影爱好者可在东楼欣赏各类经典影

片、纪录片和先锋派电影。每个周日晚，艺术馆西楼

举办包括合唱、歌剧和世界音乐等多种类型的音乐会，

晚上六点开始售票，先到先得。此外，肯尼迪艺术中

心 (The Kennedy Center) 一些在大厅里的表演和

纪念活动每晚六点准时开演，这些演出也会不定时地

以提前预约或当日免费发票的形式，向公众免费发放

演出票。

NEW WAYS TO TRAVEL IN THE CAPITAL 
AREA OF THE UNITED STATES 

Visiting Museums in 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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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留下爱的印记
弗吉利亚以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得天独厚的气候而深

受旅客欢迎。你可以尽情地享受风格迥异的音乐之旅，登

热气球远眺风景，深入酒庄品美酒，又或者前往乔治华盛

顿杰弗逊国家森林或者福尔斯角州立公园，钓鱼玩水看瀑

布、篝火露营聊心事，和朋友、爱人在朗朗星空下畅聊至

天明。

个性化的音乐和美酒主题令夏日的旅途增添一份

惬意。“弗吉尼亚音乐史径蜿蜒路”(Crooked Road: 

Virginia's Music Heritage Trail) 是一条新开发的汽车

游览路线，全长大约 420 公里，穿越风景如画的弗吉

尼亚西南部，连接很多以音乐为主题的景点，如斯坦利

博物馆 (Ralph Stanley Museum)、卡特农舍音乐中

心 (Carter Family Fold)、蓝岭音乐中心 (Blue Ridge 

Music Center)和乡村音乐诞生地博物馆 (Birthplace of 

Country Music Museum)。而八月里士满的爵士音乐

节更是云集劳伦·希尔、娜塔莉·柯尔、玛丽·葛蕾、安

东尼·哈密顿等大牌歌手。

弗吉尼亚州中部的夏洛茨维尔 (Charlottesville) 是一

个四处洋溢着历史气息的城市。乘坐热气球这种新兴另类

的旅游方式，既能避开拥挤的游客人潮，独览秀丽风光，

又能体验刺激浪漫的蓝天白云梦。游客可以选择日出之旅，

或者在晚霞漫天时飞上天际欣赏日落。飞行结束，每位乘

客都将收获一份飞行证书作为纪念品，不要以为价格高不

可攀，单人日出热气球套餐仅需 225 美元。而浪漫的飞

行之旅也适合情侣们大胆尝试，专属于爱侣二人的甜蜜旅

程只需 895 美元或 975 美元就能体验到，其中还包括了

野餐和照相服务。而在热气球上举行一场绝对令人终身难

忘的定制婚礼，只需 1000美元，落地之后还有精心准备

的派对，更有专业的摄影师为你留下爱的纪念，让爱的高

度无人能及。

若你是爱酒之人，那就去劳顿县体验特色迥异的红

酒之旅吧。作为著名红酒之乡的劳顿县距离华盛顿特区仅

50多公里，大约 40分钟车程。劳顿县为游客精选了六条

酒庄之旅路线，绝对满足不同红酒爱好者的需求，沿途丰

富的葡萄酒厂让你直观感受葡萄酒酿造的过程，还有经验

丰富的酒庄工作人员帮你挑选最适合你味蕾的红酒。

提及夏日度假圣地，大部分美国人会选择弗吉尼亚州

的度假小城弗吉尼亚海滩市，那里的海滩和旅馆闻名遐迩，

沿海餐厅林立，更是每年东海岸冲浪锦标赛以及北美的沙

滩足球锦标赛的举办地。而东部城市威廉斯堡是一座充满

18 世纪韵味的历史名城，让我们骑着单车，穿梭在风景

如画的街道，来到素有“美国母校”之称的威廉玛丽学院，

回忆一起走过的青春。

马里兰：让我们跳舞吧
在素有“自由之州”美誉的马里兰州，拥有众多

免费的夏季音乐会，我们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在草地

铺上野餐垫，一边尝尝美食吹吹海风，一边听听歌跳

跳舞。

每个星期六晚上，国家海港 (National Harbor) 这

里都会热闹非凡，人们从四面八方驱车而至，聚在草地

上席地而坐，或者坐在河边的餐厅室外，眺望波托马克

河，尽情享受这里的仲夏之乐，聆听国家海陆空三军乐

队演奏的曲目。哥伦比亚城镇中心 (Columbia Town 

Center Lakefront) 会在夏季傍晚举办一系列免费的音

乐活动和电影展播。周一至周六晚 7 点半和周日晚 6 点

半，乐队就会准时在草坪上奏响音乐，电影会在黄昏 8

点半开始播放。从现在到 9 月 11 日的每个星期五，在

电影播放前的一个半小时，当地知名舞蹈表演家 Tatia 

Zack会给大家带来一节精彩的舞蹈课程。炎热的夏天，

还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时刻吗？

日前，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已经开通每周四班从北京

直飞弗吉尼亚州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的航线，加上美

国联合航空公司的两地直飞航班，从中国前往华盛顿特

区的航班数已从每周 7 班增至每周 11 班。原汁原味的

美式风情，多元融合的美国文化，无与伦比的自然美景，

闻名遐迩的美食美馔……这些都变得触手可及。旅游旺

季模式已经开启，让我们避开人潮，不花高价，来一段

惬意又便宜的美国首都地区休闲之旅吧。

Virg in ia :  Leave  the 
Imprint of Love

Maryland: Let's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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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ius Social（伊斯灵顿 Islington，伦敦

北部）

Jenius Social 是一家新概念美食机构，旨在通过

食物建立社交关系，所以如果您喜欢结识新朋友，同时

又爱好美食，这里宛若为您量身打造。所有课程由专业

厨师亲自指导，课程丰富，从墨西哥菜到法国菜，应有

尽有。来英国的游客在这里一定能感受到英国最好的一

面。与此同时，您也可以学习如何准备一次成功的晚宴，

或参加“我的激情巧克力泡芙”课程，教您制作松软泡芙，

再搭配蓝莓和大茴香蜜饯馅、白巧克力或焦糖苹果加肉

桂馅、奶油糖果酱，让您的客人唇齿留香。（45 英镑）。

灯塔烘焙（Lighthouse Bakery，博丁安

Bodiam，英格兰东南部苏塞克斯郡）

并不是所有烹饪学校都享有 14 世纪城堡的壮观景

这些美食厨房
定能改变你
对英国的偏见

致，不过灯塔烘焙就有。您可以尝试制作美式、意式、

斯堪的纳维亚式和犹太式面包（有比面包更全球化的食

物吗？！ )，不过来英国度假，当然要参加传统的英国

烘焙课程，把英伦美味带回家。您可以学习各种英式面

包，如威尔士水果面包和切尔西螺旋果子面包。课程费

用为 175 英镑，包括午餐、食谱、围裙和您亲手制作的

美味。可在伦敦查令十字车站搭乘火车直达罗伯特布瑞

治（Robertsbridge）

克莱蒙特农场（Claremont Farm，利物浦，

英格兰西北部）

克莱蒙特农场的烹饪课程风趣幽默，并承诺传授您

酷炫厨艺。位居农场，这里的所有食材都非常新鲜，所

以您在课程中享用的食物将无比美味。课程既有类似“松

软蛋挞”等甜品，也有咸辣的“泡菜 - 咖喱 - 香料”，更

有各式全天课程等您来体验，且价格均为 89 英镑。6 月

中旬至 8 月期间，您还可以亲自采摘水果，品尝纯正的

英国乡村风味；而 4 月底到 6 月中旬期间，您则可享用

到当季芦笋。克莱蒙特农场位于威勒尔（Wirral），离利

物浦市中心仅 20 分钟车程。利物浦距离伦敦车程为 2 小

时 15 分钟。

下午茶课程，伦敦

朱莉安娜·奥尔梅（Giuliana Ormes）在她自己家里

开设下午茶课程，海外游客还能借机体验英式待客方式，

同时参观伦敦北部真正的维多利亚式房屋。下午茶课程从

简述下午茶历史开始，之后尝试制作酥饼、熏鲑鱼、奶油

干酪三明治、司康饼，以及品尝茶水，之后自然是享用自

己烹饪的美食。课程安排在周二，费用为每人 70 英镑。

此外，朱莉安娜·奥尔梅每周还开设一次烘焙课。

THESE GOURMET KITCHENS 
WILL SURELY CHANGE YOUR 

PREJUDICE AGAINST THE UK

英国的美食没有想象中的乏善可陈，相反亦有很
多创意美食馆，是时候改变一下旧思维了，置身
在这些趣味横生的厨房中，你会感受到当地人对

美食、对生活的热爱。

Britain's food is not as old as your imagination. 
On the contrary, there are many creative gourmet 
restaurants. Now it is time to change your old 
thought. In these interesting kitchens, you will feel 

local people’s love for food an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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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鲜学习（Seafood School，英格兰康沃

尔郡）

您可以在美食地图上找到里克·斯泰因（Rick 

Stein）在康沃尔郡帕兹托（Padstow）创办的海鲜餐厅，

您还可以在他开设在这座小镇里的海鲜学校学习厨艺。课

程涵盖了海鲜烹饪的方方面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在

不经意间您就能学会切鲽鱼、炒鱿鱼、炖比目鱼和蒸鲈

鱼等等”。为了配合里克·斯泰因的新书《从威尼斯到伊

斯坦布尔》（以及电视节目），学校新推了为期两天的“里

克的东地中海美食之旅”。《从威尼斯到伊斯坦布尔》

是尝试里克最新食谱的独家机会，还能得到他的签名书

籍。从伦敦搭乘列车到帕兹托需要 4 小时，距其最近的

火车站为博德明百汇车站（Bodmin Parkway），车站

到学校仅有 15 分钟车程。

姜 猪 肉 铺（Butchery at the Ginger 

Pig，伦敦，英格兰）

位于伦敦市中心马里博恩（Marylebone）的姜猪

（The Ginger Pig）开设了肉食烹饪课程，课程由一个

擅长烹饪肉食的厨师团队授课，主要为夜间课程，旨在

教授所有有关肉类烹饪的知识，如原料从哪里来、何时

使用这些原料、如何使用，以及基本的肉食烹饪技巧。

您将学习到关于切肉的各式刀工，了解肉的熟化过程，

掌握如何制作意大利腊肠萨拉米、腌制烤肉和香肠。此

外您还会学习如何切牛肉、羊肉和猪肉。所有在伦敦的

课程将在姜猪位于马里博恩和伦敦西部谢菲尔德丛林

（Shepherd's Bush）的店内开展，同时姜猪在靠近伦

敦桥的博罗集市（Borough Market）也设有摊位。课程

费用为每人 155 英镑，包括课程、两道式美食和红酒，

还可以带走自己制作的肉食和香肠。

 
毗邻葡萄园的烹饪学校兰阿克（Llanerch，

格拉摩根谷 Vale of Glamorgan，威尔士）

安吉拉·格雷（Angela Gray）的烹饪学校采用当季

最好的食材，所以课程的设置也会根据一年当中食材的

不同而有所不同。与此同时，他们还开设主题课程，如

春节菜式、圣诞节菜式或复活节菜式。烹饪学校属于兰

阿克葡萄园（Llanerch Vineyard，一个位于格拉摩根乡

村的威尔士葡萄园），距离卡迪夫只有 20 分钟车程，周

边设有小酒馆、餐厅、酒店和自助式小木屋。

 
伯 特 奈 特 烹 饪 学 校（The Bertinet 

Kitchen Cookery School，巴斯，英格兰）

您想学习如何和面制作糕点吗？那就来伯特奈特烹

饪学校吧，它位于风景优美、历史悠久的巴斯中心，专

攻面包制作，既适合业余爱好者，也可提供专业培训。

理查德·伯特奈特（Richard Bertinet）的故乡位于法

国的布列塔尼（Brittany），他从 14 岁起就开始接受

专业的面包师训练。上世纪 80 年代移居英国后，他在

楚顿格伦酒店（Chewton Glen Hotel）做厨师，后于

2005 年开办了学校。除了面包制作课程，这里还有适

合孩子们的课程，如冰淇淋制作。搭乘火车从伦敦前往

巴斯只需 90 分钟，从威尔士的首都卡迪夫出发只需 1
小时。

 德 慕 斯 素 食 烹 饪 学 校（Demuths 

Vegetarian Cookery School，巴斯，英格兰）

巴斯还有一家知名的烹饪学校，它专为素食主义者

而设。该学校的主要特色是当地特色美食，且所有课程

创意无限，兼收世界各地美食之精髓，更提供许多有趣

的活动，如与野生植物强征队员克里斯托弗·罗宾斯漫游

巴斯——这是探索格鲁尼亚街道的另一种方式（15英镑），

或者您也可以待在室内，在夜色中细品精酿啤酒和乡村

小点（20 英镑）。

 
 与克莱尔同烹饪（Cooking with Claire，

金洛克度假村 Kinloch Lodge，苏格兰）

在浪漫斯凯岛（Skye）上的豪华酒店金洛克度假村，

苏格兰知名厨师克莱尔·麦克唐纳（Claire Macdonald）

开设了为期 3天的含食宿课程。克莱尔的丈夫戈德弗雷·麦

克唐纳是麦克唐纳家族的族长，获封麦克唐纳勋爵；而

金洛克度假村拥有米其林一星的餐厅，由巴西出生的马

塞洛·塔利掌勺，您也可以跟他学习烹饪。参加此项课程，

您可以学习烹饪技巧，并有机会探索美丽的赫布里底岛

（Hebrideanisland）。三天的课程包括所有餐点、住宿，

以及两个上午的烹饪示范，根据所选房型，费用在 650-

750 英镑之间。从苏格兰高地的因弗内斯（Inverness）

驱车 60 英里可到此地，沿途能欣赏到蔚为壮观的美丽风

景。因弗内斯还设有国际机场。

 
贝蒂斯（Bettys，哈罗盖特 Harrogate，

英格兰约克郡）

自 1919 年以来，贝蒂斯就在它著名的约克郡茶室

提供各种美食。此外，它还在其位于哈罗盖特的茶室内

开设烹饪课程，传授各类烹饪技巧，从面包烘焙到巧克

力制作，从一锅盅到豪华的四道式主餐，可谓应有尽有。

这里开设数十种课程，您可以选择“约克郡招待美食”，

了解真正的当地特色，并采用当地原料烹制佳肴（全天，

185 英镑）；而在课程“贝蒂斯一瞥”中，您将见证茶

室著名甜点的奥妙（4.5小时，100英镑）；也可体验“俏

皮美味”，其间领略下午茶的艺术，如制作约克郡五香

茶饼和维也纳旋风卷（全天，180 英镑）。哈罗盖特距

历史名城约克仅有 45 分钟车程，从伦敦搭乘火车来此需

3 小时。 

河畔木屋（River Cottage）的无谷蛋白烹

饪，英格兰多赛特郡

电视名厨和作家休·弗恩利·惠丁斯托尔（Hugh 

Fearnley-Whittingstall）在位于多赛特郡的烹饪学校（距

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埃克赛特市约 30 英里）开设了一系

列课程，从“猪的一天”到奶酪制作应有尽有。而对于

那些有特殊美食需要的人来说，这是学习无谷蛋白烹饪

的绝佳机会。全天课程分为亲手烹饪和烹饪展示，为您

学习无谷蛋白饮食提供支持性讲解。课程一开始，您将

搭乘拖拉机前往农场，与主持人和营养学家相见，并参

观著名的河畔木屋和厨房花园。课程包括七节实战课程

单元、早点、午餐以及一次搭乘拖拉机前往木屋，共需

花费 195 英镑。

 
烹饪小屋（The Culinary Cottage，阿伯

加文尼 Abergavenny，威尔士东南部）

烹饪小屋是一所烹饪学校，在这里您将收获新的烹

饪点子和美食灵感，助您将所有技能付诸实践！课程由

佩妮·里维斯（Penny Lewis）开设，她的授课技巧与烹

饪天赋（曾经享用过她所做美食的高官名人和皇室贵族

可以证明这一点）相得益彰。课程易懂且易上手，定能

让您收获美味。这里有若干为期三到五天的课程；如果

您时间紧张，也可以尝试半天的糕点和烘焙课程。如果

您不喜肉食，也有素食课程可供选择。半天的课程为 65
英镑，一天为 120 英镑。更长的课程费用则取决于时间

具体长短及是否需要住宿——您可以选择下榻温馨的四

星级酒店，然后在美丽的布莱克山（Black Mountains）

漫步闲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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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Scenery In 
Other Countries 

In Autumn
长假来袭时可选择的旅行目的地便多了起来，与其在国内拥
堵，不如把目光放远，定制不一样的精彩旅行。我们精选的

四个旅行目的地，分别针对秋季展开了一系列活动，涉及音乐、
艺术、美食与户外，在不同的主题背后，你将领略更多美景，

感受更深的本土文化。

When the long vacation comes, you can choose many travel 
destination. Rather than have traffic congestion at home, why 

not customize a different journey overseas? We select four travel 
destinations and each destination hold a series of activities for 
autumn, involving music, art, cuisine and outdoors. Behind the 

different theme, you will enjoy more beautiful scenery and feel their 
native culture.

秋季
到他国去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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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ginia—Listen To The Most 
Authentic Country Music

弗吉尼亚 听最地道的乡村音乐

弗吉尼亚音乐史径蜿蜒路最值得停留的地方

1. 蓝岭音乐中心（Blue Ridge Music Center）

欢迎来到蓝岭音乐中心。这里汇聚了本地居民、来

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音乐人士前来欣赏学习传统音乐。

当今著名弦乐演奏家和歌唱家将出席每周末的音乐会，

现场献艺。从五月末到十月叶落期间，每天都可以听到

本地音乐家的正午山间音乐现场表演，您还可以参观游

览美国音乐之源博物馆。该博物馆每天免费对外开放。

来这里坐一坐，听听铸就我们国家的音乐。

地址：Milepost 123 Blue Ridge Parkway Galax, 

VA 24333，免费入场

2. 斯坦利博物馆（Ralph Stanley Museum）

这座最先进的互动博物馆将传统山村音乐的历史和

拉尔夫·斯坦利的职业生涯结合在一起，游客可在山村音

乐发源地的场景下，即弗吉尼亚西南部地区山村，欣赏

这一独特的美国音乐。跟随展览所展示的斯坦利的职业

生涯，了解环境和传统音乐是如何影响他曲风的。

了解更多：www.ralphstanleymuseum.com/

3. 卡特农舍音乐中心 (Carter Family Fold)
卡特家族音乐纪念中心是一家非盈利组织，每周在

弗吉尼亚州希尔顿卡特农舍音乐中心举行表演，服务广

大爱好旧式乡村音乐和民歌的观众。同时纪念传奇的卡

特家族该乡村音乐第一家族的历史。该家族 A.P. 卡特、

萨拉·卡特和梅贝尔·卡特 1927 年首张专辑被誉为乡村音

乐诞生的标志。

了解更多：www.carterfamilyfold.org/

4. 乡村音乐诞生地博物馆（Birthplace of Country 

Music Museum）

乡村音乐诞生地博物馆是史密森学会下属博物馆，

主要介绍 1927 年布里斯托尔大会及其对音乐历史的长

远影响。布里斯托尔大会后，该地区开始影响全世界的

音乐发展。馆内珍藏了大量的文本和工艺品资料、影像

资料，通过融合科技的互动展示、多种多样的教育节目、

音乐节目和社区活动等，将乡村音乐有趣的故事和深远

影响鲜活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了解更多：www.birthplaceofcountrymusic.org/

约 翰 丹 佛 最 脍 炙 人 口 的 歌 曲“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里 的 歌 词“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勾起了许多人对弗吉尼亚州的向往。

弗吉尼亚州位于美国南北之间的过渡地带。北部具有

类似首都华盛顿的大城市风貌；南部地区仍带有几个

世纪以来农业生活形成的保守主义色调，许多地方都

显示出美国早期的贵族传统，“弗吉尼亚绅士”也成

为彬彬有礼、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同义语。

说到弗吉尼亚不得不提起乡村音乐，这里也是全

球感受乡村音乐的最佳地区。在弗吉尼亚音乐史径蜿

蜒路，你会亲身感受弗吉尼亚西南部地区如何将音乐

融入丰富的历史传统。在这里，你会欣赏到老牌弦乐队、

无伴奏福音音乐合唱、布鲁斯乐、300 年历史的民谣、

蓝草音乐等多种音乐形式。

上图  Carter Family Fold 卡特农
舍音乐中心里经常演奏怀旧老歌

下图  乡村音乐诞生地博物馆

右页图  Blue Ridge Music 
Center 蓝岭音乐中心夜间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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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维加斯 从这里去峡谷 拉斯维加斯地区飞越胡佛水坝、米德湖，然后直接抵达

大峡谷谷底的旅程。在那里，等候的驳船将游客带到气

势磅礴的科罗拉多河乘船静水畅游。这条河天然位于峡

谷的最低点，呈现出峡谷如此之大的震撼视角。从这条

河返回之后，游客将再次登上直升飞机上升到峡谷边缘，

再次从世界闻名的大峡谷天空步道玻璃桥面上领略另一

壮观的景色。

如果你是户外运动爱好者，想更深入地投入自然之

中，还有另一个路线可以选择。“欢庆之旅和埃尔多拉多

峡谷”（Grand Celebration and Eldorado Canyon）

的行程特色包括乘坐巴哈吉普车，穿越水域，直升飞机

在峡谷底部着陆等。它是一场包含自然美景和历史意义

的探险之旅。到达大峡谷西缘后，将下降 4,000 英尺到

达峡谷谷底，降落在科罗拉多河上，并享受香槟野餐。

在你惊叹大峡谷的自然奇迹后，将继续前进到埃尔多拉

多峡谷并上岸。

在埃尔多拉多峡谷着陆后，你可以选择体验激动人

心的穿越泰彻提卡普金矿之旅。矿山外面是一座名副其

实的鬼城，在这里，你将听到有关印第安叛徒的故事。

为了更好体验这里的历史风味，你可以选择驾驶巴哈吉

普车或 ATV 探寻埃尔多拉多峡谷的沙漠风光，又或是驾

驶皮划艇更或是桨式冲浪板开进壮丽的科罗拉多河。

美国拉斯维加斯是娱乐天堂，并且是美国户外旅行

目的地的中转站，从拉斯维加斯乘坐直升飞机直抵科罗

拉多大峡谷仅需 35 分钟。这个全长 446 公里，最大深

度达 1740 米的巨大裂谷，是地球上最为壮观的自然景

观之一。大峡谷两岸矗立数百万年的红岩粗犷沧桑。在

阳光的照耀下，赤色、棕色、深蓝色等色彩一层层卷过，

如同大自然演出的一场巨型魔术。拉斯维加斯当地的直

升飞机公司如彩蝶直升飞机每天都提供从拉斯维加斯出

发的大峡谷直升飞机游。

今年拉斯维加斯旅游局推出了几条游览大峡谷地区

的路线，均由拉斯维加斯出发抵达。“欢庆之旅”（Grand 

Celebration）的目的地为大峡谷西缘，行程途经了胡

佛 水 坝 (Hoover Dam)、Grand Wash Cliffs（ 大 瓦 士

崖）、Grapevine Mesa 和大峡谷西缘令人叹为观止的

全景。你将飞越世界闻名的胡佛水坝，它储存了米德湖

的西南地区最大的水量，然后飞越大峡谷、蝙蝠崖 (Guano 

Point) 和老鹰崖 (Eagle Point)。在老鹰崖，您将看到著

名的天空步道玻璃廊桥 (Skywalk)。

天 空 步 道 直 升 机 + 船 之 旅 （Skywalk Gateway 

with Heli & Boat Tour）将大峡谷西部的三个最流行的

旅游活动组合在一起。游客们将乘坐直升飞机，享受从

左页图  被誉为“沙漠里的钻
石”的胡佛水坝 (Hoover Dam)
景致优美，已成为美国人游艇、
滑水、钓鱼和露营度假圣地。

本页图  悬挂在大峡谷峭壁上的
U 字形廊桥位于最具印地安特
色的老鹰岩上方，桥体自崖壁
向外伸出 21 米，摄人心魄。

Las Vegas, From Here To 
Grand Can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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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卑诗省 品田园珍馐
秋天是丰收的时节，也是自然界美食最为繁多的时节。

从蔚蓝海岸到青山翠谷，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BC省）到处孕育着美味。在这里觅食需要一点冒险精神，

不仅要有探索新口味的好奇心，还要深入到美食的诞生地，

才能尝到最有特色的滋味。

葡萄架下的长桌秋宴（Autumn Feast On 

Long Table Under Grape Trellis）

在 BC 省中部，海岸山脉（Coast Mountain）与落

基山脉之间，横亘着一片广阔而富饶的河谷——欧垦娜根

（Okanagan），它是北美这一葡萄酒新世界的重要产酒区。

每年 6 月至 9 月的周四和周日傍晚， 大名鼎鼎的餐

饮品牌 Joy Road 都会在戈兹山庄（God’s Mountain 

Eatate）以及各大酒庄和农场中轮流举办户外长桌宴（Al 

fresco Long-table Dinner），尽可能选用本地出产的时令

食材打造出独特的美食菜单，食客们在可容纳 30 人的长桌

上共享饕餮美食。即使错过了长桌宴也不要气馁，从北部

的基洛纳（Kelowna），到奥利弗与奥索尤斯之间的“金

色品酒带”，上百家酒庄都会向你敞开大门，每一位厨师

都乐于拿出好酒好菜，在葡萄架下、品酒室中或湖光山色

环绕的餐厅里招待客人。

落基山中的珍馐美馔（Delicacies From 

Rocky Mountains）

库特尼落基山脉地区（Kootenay Rockies）拥有丰富

的稀有金属储量，19 世纪初，大批移民涌向山中，他们中

有来自俄罗斯的宗教反动派、逃避兵役者、嬉皮士、返乡

者和避难者。这些曾经的不安定分子们觅得财富后，便在

这片美丽的山岭安身立命，建成了如弗尼（Fernie）、罗

斯兰（Rossland）、纳尔逊（Nelson）和卡斯洛（Kaslo）

等小镇。如今，库特尼地区不仅是户外运动拥趸者的天堂，

也令美食饕客趋之若鹜。山中美食如山中人一样，融合多

元风味，随意自然，全部取材于新鲜的有机食材。结束一

天的户外运动或温泉水疗后，你可以选择去卡斯加尔品尝

地道的罗宋汤，在罗斯兰细品精美的寿司，或是在纳尔逊

大嚼刚出炉的烤肉。

黑暗雨林的森系野味（Wild Game from 

Dark Forest）

BC 省的海岸线绵延数千公里，几千年来，原住民一

直在此渔猎、战斗、贸易通商。海岸常年雨雾氤氲，来自

太平洋的暴风雨侵袭着沿岸神秘而黑暗的森林——正是这

片穷奇瑰丽的水土，孕育着无数鲜美野味：比目鱼、斑点虾、

珍宝蟹、鹅颈藤壶、鲑鱼，还有野生的蘑菇、浆果和蕨类，

它们构成了“森系”美味的取之不尽原材料。

想要一尝原住民古老而原始的风味，最好的觅食地就

是海达瓜依（HaidaGwaii）。在这片与世隔绝的半岛，幸

运的话，你会吃到传统海达美食“卡瓦”（k'aaw），一种

用鲱鱼子和海藻烹制的菜肴。就算没有机会品尝原住民的

盛宴，你还是可以像当地人一样，尝一尝特制的烟熏甜鲑鱼，

去奢野的渔人小屋甩一次竿，享受这世界边缘悠然自得的

生活滋味。

British Columbia Province—
Taste Rural Delic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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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苏黎世 让艺术来得更猛烈些
苏黎世的节奏，是静坐于河岸喝一杯咖啡，满眼湖光

山色；或休闲漫步，与艺术来一次不期而遇。苏黎世悠久

的城市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走在老城的街道上，随处

弥漫着优雅的艺术气息，让人流连忘返。以下就是几个最

不可错过的艺术殿堂。

 
艺术殿堂——苏黎世美术馆（Art Palace— 

Kunsthaus Zurich）

苏黎世美术馆因其顶级收藏蜚声海外，享誉全球。

馆中以瑞士艺术家的作品居多，包括贾科梅蒂、荷杜拉、

贝克林等瑞士画家的大量作品，此外还收藏有许多现

代绘画作品，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阿尔佩托·贾科

梅蒂 (Alberto Giacometti) 的雕刻以及莫奈成名作《睡

莲》。今年 8 月 28 日至 10 月 29 日期间，苏黎世美

术馆将举办名为“黄金时代”的展览。展出 40 幅来自

苏黎世收藏家的私人珍藏，这些鲜有公开展出的荷兰

珍贵画作将在此解开神秘面纱，让你一饱眼福。

地址：Heimplatz 1，8001 Zürich
官网：http://www.kunsthaus.ch/en/

文化博览——瑞士国家博物馆（Cultural 

Expo—Swiss National Museum）

苏黎世瑞士国家博物馆于 1898 年开幕，形如城

堡的瑞士国家博物馆则是瑞士文化多样性的综合体现，

也是瑞士收藏历史文化品最全的地方。收藏了大约有

100 万件国家重要文物，囊括远至史前到现今 21 世纪

的丰富文物，并且将进行永久性展览，在此可以浏览欧

洲几千年的文化史。2015 年 11 月 14 日 - 2016 年 3
月 13 日，博物馆将举办主题为“Fairy tales, magic 

and Trudi Gerster”的展览，展现童话故事创作的传

统、历史和时事性。除了珍贵的手稿、画作、还为儿

童准备了飞毯和魔法森林等装置，客人可现场驻足观

看电影等。

地址：Museumstrasse 2，8001 Zürich
官网：http://www.nationalmuseum.ch/e/

大 师 之 作 —— 海 蒂· 韦 伯 博 物 馆（ The 

masterpiece—Heidi Weber Museum or 

Centre of Le Corbusier）

坐落于苏黎世湖畔的海蒂·韦伯博物馆，是柯布西耶

生前设计的最后一个建筑作品，已被列入瑞士国家和区

域重要文化财产名录。

海蒂·韦伯是一位杰出的室内设计师，1960 年，他

委托柯布西耶设计此建筑，一方面将其作为自己的安居

小窝，同时也是柯布西耶的艺术工作室。这家私人博物

馆是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除了标志性的建筑本身，

也代表了柯布西耶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建筑师、画

家和雕塑家的独特创作风格。漫步苏黎世，不妨到海蒂·韦

伯博物馆，和大师来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

地 址：Centre Le Corbusier，Höschgasse 8，

8008 Zürich
官网：http://www.centerlecorbusier.com/

左页图顺时针

海蒂·韦伯博物馆运用模块化
设计方法，呈现出一个完全
开放且应用灵活的空间。 

苏黎世艺术馆和多个文化机构
及美术馆，都集中在苏黎世当
代艺术的胜地 Löwenbräu 区。

圣母大教堂是苏黎世建筑艺
术的代表，每一块彩色玻
璃窗都有一个主色彩。

苏黎世贝耶钟表博物馆是世界上
藏品最丰富的私人博物馆之一。

Stroll In Zurich And Enjoy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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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寻光影 山水中驰骋

初入金秋，京郊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北水镇出落得愈

发迷人，背靠中国最美、最险的司马台长城，坐拥鸳鸯

湖水库，古朴典雅，山水如画。驾乘豪车，畅游其中，

用镜头记录眼前秋光斑驳的瞬间将是一种令人毕生难忘

的体验。不久前，豪车品牌 Acura（讴歌）不负秋光，

以旗下主力畅销 SUV MDX 为主角，在这里举办了一次

“MDX 光影之旅” 高端品鉴摄享大赛。秋光水影中，

古镇风光旖旎，MDX 俊朗奢华，镜头下更见魅力。驾

MDX 穿行于千年古镇中，静可体味智能科技带来的舒适

周末微自驾
旅程，静享轻奢品质生活，动可体验实力操控带来的极

致驾驭乐趣，畅享豪华 SUV 车型特有的旅行乐趣，无处

不让人惬意迷醉，无处不彰显生活品质。

古北水镇地处京郊，自驾前往，往往旅途的颠簸就

消耗了大量的游玩热情，但是驾乘 MDX 出游，却能令你

一路尽享欢愉，倍感舒适。 

小自在山庄寻惬意

这里是京津的后花园，层峦环抱，名胜点缀。之中

有一处静谧山庄，似曾王府老宅，又有亭阁小院，可抚

摸黄崖关青砖与河床石，可感叹高雅浑厚的明清古典家

具。时光如旧，岁月自在，人生唯美，难得自在。或独

自享乐，或亲密相逢，或天伦之乐，或团队休闲，坐拥

卧佛山全景，置一壶香茗小酌，来一席田园美味。夜晚

享受家一般的舒畅，清晨推开窗户迎接山间的第一缕阳

光⋯⋯这里不是普通的度假山庄，这是一座可以居住的

博物馆。

去一个古镇寻光影，流连山水之
中，去长城脚下的小山庄独享那
份自在惬意，在北京的周末，你
也可以来一场微旅行的，驾着车
离开都市，过一两天的自在生活
不是没有可能的。

云呼叫中心

英国电信将为阿提哈德航空的全球联系中心提供虚

拟化服务。本次合作将使阿提哈德航空的联系中心能缩

短呼叫等待时间，推出全新服务功能，为旅客提供 15 种

语言的呼叫服务，从而强化阿提哈德航空的客户服务体

验。基于思科平台的云呼叫中心解决方案——BT Cloud 

Contact Cisco，让阿提哈德航空能够将 40 个国家的呼

叫无缝转接到位于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和艾因，以及英国

曼彻斯特的三个联系中心的 450 名多语言服务代表。

荷航推出中文版 3D 策略性游戏“航空帝国”

北京—荷航推出中文版 3D 策略性航空模拟经营类

游戏“航空帝国”, 这是一款兼容苹果系统和安卓系统的

手机游戏。玩家可以通过游戏来体验如何管理一家航空

公司。这款游戏将数字世界和真实世界相结合。通过真

实的GPS签到，玩家可以解锁游戏中近70个目的地机场。

此外，玩家还可通过内置的购买选项来扩大和定制机队。

通过保存游戏，玩家可以跨平台在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

上继续先前的游戏。

法航北京航线推出新头等舱

享受超越时空的美妙时光，就像在自己家里的客厅

休息一样，也可以在高级的床上安然入睡。法航邀请您

加入到其新客舱量身定做的独一无二的旅行。温暖的色

调、尊贵的材质、精致的美味、卓越的服务，法航为其

贵客带来惊喜，在考究的客舱内推出大胆的设计。如此

的“French touch”！在空中，每一个豪华间都保证私

密，在绝对的舒适中提供完全或部分隔离的可能。惬意、

安静和放松，只为非凡时刻。

达美航空升级至臻商务舱 TUMI 旅行套装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自 7 月 1 日起，“达美至臻商务

舱”广受乘客欢迎的 TUMI 旅行套装将全面升级，往返

于中美之间的航班届时将分别提供两款不同的 TUMI 旅

行套装（软盒及硬盒），让乘客感受“达美至臻商务舱”

带来的全新舒适体验。升级后的 TUMI 旅行套装包含了

纽约护肤品牌 Malin+Goetz 护手霜、身体乳液、润唇膏、

TUMI 眼罩、口腔洗漱套件、毛巾和降噪耳塞。新套装还

包括一支全新的 TUMI 软性触摸笔和 Malin+Goetz 漱口

水，以及重新设计的条纹袜。

最近一些航空公司又推出了新举措，
如服务方面的、硬件设施方面的，
或是实用举措，无一例外都是让乘
客得到更愉悦的服务体验。

航空新动态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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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哥伦比亚：温哥华赏鲸

沿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海岸线，每年各个月份，

不同的鲸群出没于不同的海域。6 月中旬至 10 月，你

可以在乔治亚海峡（Georgia Strait）和约翰斯通海峡

（Johnstone Strait），看逆戟鲸。5 月至 10 月，你可

以在鲁珀特王子港北海岸，看多种鲸群。

温哥华赏鲸季节：4 月 1 日—10 月 31 日

育空：克卢恩国家公园

育空区的特色是拥有大量野生动物和连绵不绝的大

自然风光，是北美唯一有公路可以通向北极地区的省份。

在克卢恩国家公园里，破晓或黄昏之时，三三两两的灰

熊和黑熊外出行动，不远处还有驯鹿带着它们的幼崽觅

食，偶尔出现白尾鹿和猞猁的身影。

艾伯塔省：坎莫尔金鹰节

坎莫尔（Canmore）是落基山上的一座小镇，地处

南部的弓河谷（Bow Valley），班夫国家公园就坐落在

其西面。坎莫尔镇是能轻松追踪到金鹰踪迹的胜地，每

年秋季 10 月中旬，坎莫尔镇上都有金鹰节庆祝活动，并

有自然学家带领游人健行到最容易看到金鹰的地点等待

迁徙途中的鹰群出现。

萨斯喀彻温省：艾伯特王子国家公园

艾伯特王子国家公园一直是萨斯喀彻温境内唯一的

国家公园。它属于寒带森林保护区。这也是公园和北部

森林的交界地。该公园里有很多自然奇观和文化宝藏，

例如，里面居住着白鹈鹕、猫头鹰、野牛和自由放养的

牛群。骑单车穿越公园芳香的白杨和常青树林，好奇的

动物们尾随身后。

马尼托巴省：赖丁山国家公园

赖丁山国家公园位于加拿大马尼托巴省，建于 1933
年。1986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生物圈保护区。路

上能看见麋鹿、驼鹿、海狸和熊，湖边有一片围栏区，

里面放牧着 30 头野牛。秋季来此，你会间接地听到一些

奇怪的声音，别担心，那是雄性麋鹿发出的求偶信号。

10 月和 11 月是到丘吉尔镇（Churchill）近距离观看北

极熊的最佳时节，乘坐苔原雪车，好好亲近下麋鹿，野

在加拿大观看野生动物
不可错过的十件事

牛和白鲸等野生极地动物吧。

新斯科舍省：卡伯特公路

观看野生动物之余，路上的风景也要够好。自驾穿

行在卡伯特公路（Cabot Trail）上吧。

这条全长 300 公里的路在新斯科舍省布雷顿角高地

上，是条高山上风景秀丽的汽车道。它在布雷顿湾北岸

辗转，一路爬升到布雷顿角高地国家公园，沿途不仅能

看到布雷顿角崎岖海岸线，还有经常出现的鲸鱼、白头

鹰和黑熊。

安大略省：狼嚎和鸟啼

在静谧的夜里，苍穹顶下耳边传来狼群的嚎叫，阿

岗昆的夜危险与刺激并存。热爱大自然的你，一定要来这，

能观赏到 3300 多头驼鹿、2000 多只黑熊、200 多只狼

以及 1000 多种植物、40 多种其他哺乳动物、20 多种

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260 多种鸟类。有没有被数字秒

到！ 

新不伦瑞克省：海鸟保护区

七八月间，你或许会有幸得见数百万海鸟的迁徙，

尤其是在 Mary’s Point 海鸟保护区里，会有成群结

队的鹬等着你去发现。您也可以选择跟着 Sea Watch 

Tours 公司去大马南岛（Grand Manan Island）去

看看鲸鱼，在冬天来临之前一起寻找座头鲸、小须鲸

的踪迹。

魁北克省：雪雁思归向南飞

圣劳伦斯河（Saint Lawrance River），是北美洲

中东部的大水系。连接美国明尼苏达州圣路易河的源头

和加拿大东端通往大西洋的卡伯特海峡，流经北美内陆

约 4000 千米。全河上下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成群迁徙的鸭、

鸨和鹅，沙滨与河岸是它们随季节迁徙的觅食之处。

爱德华王子岛：潮起潮落的动物们

爱德华王子岛国家公园（ PEI National Park）遍地

都是野生动物，在这里你不仅可以见到大蓝鹭和随着潮

汐涨落的水潭里生存的海洋生物们，也能看到濒危珍稀

的笛鸻，甚至像伞形啄木鸟等的林地生物。

说起野生动物，加拿大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一点儿都不假，
它们在这地广人稀、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国度从来就是与
人共生共存，让游客有了一饱眼福的机会。以下是观看野

生动物的最佳地点和你最需要了解的 10 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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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湖：山水总相宜

天目湖处于浙江天目山的余脉，从高
空俯视，犹如少女脸上一双亮丽的眼
睛，故名“天目湖”， 被誉为“江南
明珠”。

天目湖南山竹海景区距天目湖山水园景区 18 公里，

是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交界之地，景区内峰峦起伏，

万亩翠竹一望无垠。在竹海中，两山夹峙之间，山涧水

和天然雨水汇集成了小小的“静湖”，群山环抱，湖水

清冽，间有画若棋盘的田畔，疏密错落的茶园，到处是

一幅幅纯自然的田园风光图，湖岸蜿蜒曲折，自然景色

与人工点缀相得益彰。景区内绿荫环绕，古树名木，奇

花异草，姿态万千。山、水、林、禽、兽同生共荣，构

成一幅奇特的大自然生态图。攀上海拔 508 米的吴越第

一峰，便可将万亩竹海全景，苏浙皖三省风光尽收眼底，

真正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风光。

御水温泉

南山竹海旁的御水温泉，水汽如岚，如一块块浓淡

不一的碧玉宝石，散落于山坡上，翠竹间，一汪汪温泉

池畔桂树葱茏，兰草吐芳，山间晨雾弥漫之际，美轮美

奂，宛若仙境。山间流出的潺潺泉水，富含多种矿物质、

微量元素和特殊化学成分，属于稀缺的碳酸氢钙型温泉，

医疗价值、理疗作用“含金量”巨大。52 个户外泡池，

有蕴含名贵药材的加料泡池区，带按摩功效的动感泡池

区，私密浪漫的酒类泡池区，滋养皮肤的同时可以激活

身体的亿万细胞活力，让人沉醉于大自然之中彻底放松，

吐纳生息。

大熊猫写生

在南山竹海景区，数不清的翠竹挺拔清秀掩映着古

朴雅致的鸡鸣村。大熊猫馆就藏匿之间，这里住着两只

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奥运和壮妹。前不久，环球小姐许

继丹刚来探望过它们。一家人带小朋友来写生是非常受

欢迎的亲子项目哦！近距离了解和观察大熊猫的生活习

性，在画板上可以更好地描绘出大熊猫的憨态可掬，其

中优秀的作品还将在天目湖熊猫馆展出。

文 沈越

无论是教授如何打造完美花艺作品抑或是

如何烹制最佳野味，四季总是乐于将酒店专业

级大师的经验与旅行者或当地宾客悉心分享。

为了展示品牌在宴客之道方面一贯的创新精神，

四季将于今年十月开启“臻享生活学院”。客

人们可在四季酒店的多功能活动空间中参与一

系列由全球四季活动筹划专家、美食美酒大师

精心安排的课程、研讨会以及体验，收获寓教

于乐、受益匪浅的愉快时光。课程设计中的项

目与体验，即使宾客在家中亦可效仿完成，而

四季酒店丰富多样、可根据需求进行定制的活

动场地及设施则令酒店内的学习过程更显完美。

课程包括：

• 奥兰多迪士尼乐园四季度假酒店咖啡师

训练营：咖啡爱好者将在此学习如何制作出既

令人唇齿留香，又颇具艺术感的非凡咖啡，让

一杯普通的提神咖啡幻化为令人惊喜的杰作。

酒店 Lickety Split 咖啡厅的经理兼咖啡品鉴

师埃里森·柏克德（Allison Burkard）将执掌

课程，传授宾客制作冷泡咖啡及单滤煮咖啡的

必备技能。课程于 2015 年 12 月每周六进行。

下榻之余学习精致生活之道
• 东帕洛阿尔托硅谷四季酒店橡木鸡尾酒

制作：参与者将探索手工精制鸡尾酒的艺术，

并如何别出心裁地为其添加橡木气息。宾客

将协助酒店创作一款即将正式发布的橡木鸡尾

酒，名为 Quattro。调制好的鸡尾酒将在橡木

桶中酝酿约 60 天，直至达到完美口感。作为

这款橡木鸡尾酒的创作者之一，宾客将被邀请

至于 2015 年 10 月 3 日举办的 Quattro 发布

派对。

•英国汉普郡四季酒店牛排与麦芽酒品鉴：

最顶级的牛排已被精心切开等待宾客品尝，

源自当地有机农场的著名法式牛肉 côte de 

boeuf，配以酒店的精酿啤酒——1086，赐予

味蕾前所未有的极致款待。同时，客人也有机

会参与互动式精酿麦芽酒品鉴会。品鉴会的举

办方 Andwell Brewing Company 酿造公司

是一间小型家族酿酒厂，宾客可在此了解到这

款为庆祝酒店十周年而特别创制的 1086 麦芽

酒的诞生过程。

• 澳门四季酒店专为儿童设计的下午茶礼

仪课：所有参与课程的儿童宾客均有机会体验

下午茶服务，品尝分布三层的可口点心、司康

饼和甜点，再以一杯热巧克力或牛奶代替传统

茗茶。一名四季酒店的专业员工将教授孩子们

正确的下午茶礼仪。课程开设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至 12 月。

• 巴林湾四季酒店 Wolfgang Puck 厨艺

课：参与者将在酒店 Wolfgang Puck 的餐厅

中学习烹制这位美食大师最钟爱的几道菜品。

课程将在酒店全新的 CUT by Wolfgang Puck
餐厅中由 Wolfgang Puck 团队的大厨亲自授

课。

• 巴厘岛金巴兰湾四季度假酒店金巴兰湾

厨艺学校：宾客将有机会亲自动手，了解印尼

菜肴纷繁多样的独特原料与烹饪秘诀，甚至是

来自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古老家族的传统菜谱

配方。同时，客人们可前往金巴兰鱼市观察当

地人如何选购最新鲜的海产，以及在酒店厨艺

学校的草本及香料花园中采摘地道的印尼料理

食材。课程时间为每周一至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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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的殷勤周到
作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上海拥有众多值

得游览的去处。浦东到浦西，从未来感林立的高楼到

原汁原味的石库门风情，这个文化传承丰厚的摩登现

代大都市，在这里的旅程同样缤纷多彩。而选择上海

红塔豪华精选酒店，有着专业的豪华精选礼宾服务，

无疑让人更惬意地体验这个城市的每处精髓。

对于商旅人士来说，浦东中心商业区是不可避免

要造访之地，坐落于此的上海红塔豪华精选酒店以其

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旅行下榻的绝佳选择。一抵

达便能感受到豪华精选招牌式的礼宾服务，当然这种

服务是 24 小时的，而且还是专职管家，力求细致周到，

始终如一。在这里重返成了最常见的事，或许这个温

馨的服务是诸多理由之一。

房间是客人体验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停留时

间最长的。红塔豪华精选的每间客房都是高科技与艺

术装饰的完美结合，在视觉美感面前，又能感受到科

技的脉动，让客房充满了趣味性，而不再只是冰冷的

过夜。定制的舒适床垫，液晶平板电视，效果极佳的

BOSE CD 音响，酣畅淋漓的雨林花洒，以及符合人

体工程学的 Hermann Miller “Aeron”座椅，豪华

客房 48 平方米的面积堪称上海豪华酒店客房之最。

结束一天的商务工作回到酒店，可以去健身中心

舒缓一下身心，这里配备健身房、室内恒温泳池及有

氧操房。24 小时开放的健身房拥有全套进口的配备电

视的心肺功能训练器和各种力量器械设备，你可以轻

松享受锻炼的全过程。室内恒温泳池有着宽敞的空间，

挑高的玻璃屋顶带来充足的自然采光，还可在冲浪按

摩池中彻底放松。

对于美食爱好者来说，这里的两个餐厅和两个酒吧

完全满足需求。屡获殊荣的 Danieli’s 意大利餐厅位于

酒店 39 楼，开放式的厨房，更背倚凌空城市美景，带来

完美的用餐体验；圣思园国际风味餐厅采用最新鲜的当季

食材，带来国际风味美食和自助餐；傍晚时分响起爵士乐

的游廊酒吧带来各款豪华精选鸡尾酒和佳酿，是社交放松

的好去处；40 楼的行政酒廊，免费为行政楼层和套房客

人及 SPG 俱乐部 ® 白金会员带来每日欧式早餐，全天候

软饮及小点以及每晚 5点半至 7点的入夜仪式。

当然在这里开一个会议也是极合适的，无论是在

多功能厅举办小型私密的聚会，或选择典雅高贵的大

宴会厅举办大型盛宴，都有丰富且豪华的会议空间供

选择，更有专业的服务人员确保活动成功举办。专业

团队关注每项需求，精心策划每个细节，体验无微不

至的高品质服务。细节上的服务品质方才体现酒店真

正的实力。 

假期下榻地花样精选

如何利用这个假期，或许有很多种选择，有旅游度假的，也有商旅的，
亦有都市微旅行的，更有举行甜蜜婚礼的，此次精选几家特色酒店，
以供花样假期下榻考虑。

As Courteous As Always

Selected Hotels In Va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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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现代东方待客之道
当现代东方待客之道呈现在北京新世界酒店，结

合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无疑让下榻变得极有意义。

酒店大堂的设计将传统东方之韵与现代风格巧妙融为

一体，相得益彰。九米高的黑色花岗岩配以流动的水

帘幕为每一位步入大堂的宾客带来心境祥和之感。前

台接待区域的中国古代铜锁呈献的细微环节也为整体

设计画龙点睛。

进入聚贤荟楼层，便能享受到一系列的尊贵礼遇及

贴心服务，在这里你可以悠然打发一天的时光。可以在

阅读区静心看书，享受精致的茶点，或是独立用餐不受

打扰。设在壁炉的温馨酒廊区让人感受到家的温暖；这

里时刻有专属礼宾服务；免费享用聚贤荟专属自助早餐、

下午茶点、黄昏鸡尾酒及全天精美小食。

无论是华丽盛宴、休闲用餐，或是时尚社交派对，

北京新世界酒店各具风格的餐饮设施将为饕客带来无

与伦比的用餐体验。祈年八号是北京新世界酒店的旗

舰餐厅，拥有八个独立雅间。你可在此品尝顺德著名

烤鹅、江南精美凉菜、官派的京鲁菜肴、川湘私房小

炒及美味的粤式点心。除此之外，餐厅还精心为宾客

奉上 30 多种茗品。环境设计方面有灰色石板地面、现

代大红灯笼、暗色实木家具，配以室外充足的自然采光，

烘托出中式经典菜肴的博大精深之美。

全日餐厅天坛街全天候提供现场烹饪的中西美馔

佳肴，体现一派热闹的“市集”景象。天坛街的设计

灵感源自于北京胡同的多彩与喧嚣的氛围，独特设计

元素体现在石板地面、土陶围墙铺砖，以及注入中国

传统竹编篮筐元素的天花板。

下午可以在大堂酒廊“堂”享用下午茶，舒适惬

意的氛围最为适合谈话见面了。若是旅行劳累了，可

以去酒店健身及水疗中心放松一下身心，这里拥有五

个护理疗程间，一个 20 米长的恒温室内泳池，一个健

身中心以及其他蒸汽桑拿室。

最美妙的莫过于在傍晚时分了，置身在屋顶天台

酒吧“印”之中，这里视野开阔，其风格独特的室内环

境至室外空间均是俯瞰首都全景的绝佳之处。中文名

字“印”意指中国传统印章，代表着古时尊贵的帝王

署名。为了彰显酒吧特色，“印”的入口处配有一只

琥珀色的大型印章，整体环境更装置一系列超大毛笔，

让整个空间设计与主题相辅相成，烘托出“现代东方”

的独特气息。“印”以其优质的特饮，个性化的服务，

以及驻店 DJ 及现场乐队的精彩表演，对于追赶潮流一

族的人来说，这里无疑是北京社交新聚点。

对于一些高层管理人员，在他们频繁的差旅中，

生活中的些许奢侈细节俨然已经成为旅行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而北京新世界酒店所呈现的精心设计将成

为他们的钟爱之处。

 

Experience Modern Oriental Hospitality

How to make use of this vacation? Maybe there are many choices. Some may have 
a travel; some, a business travel; some, urban micro travel; some even have a sweet 
wedding. This time, we select several feature hotels for your vacation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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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难忘的甜蜜记忆
在面积逾 480 平方米的“申”宴会厅，上海波特

曼丽思卡尔顿酒店以百分百鲜花和手工定制甜点，打

造“五十度白”大型主题婚礼秀，诠释 2015 年婚宴流

行色——类白色，并演绎两代人在酒店里发生的爱情

故事，唤起数百名来宾和三十多位媒体人对酒店的甜

蜜记忆，以及对浪漫婚礼和温情生活的无限向往。

2015 年婚宴装饰流行色为类白色，包括珍珠白、

米白、粉红白、浅紫白和牡蛎白等。上海波特曼丽思

卡尔顿酒店用不计其数的鲜花来诠释这一代表纯洁的

流行色系，打造一处香气四溢的秘境。在酒店大堂，

迎面而来的是高贵的假日公主（白玫瑰），衬以翠绿

盈人的绿掌和点缀了珍珠的钢草；签到桌上是如瀑布

飞流而下的白绣球和冷美人；宴席主桌上绽放白色马

蹄莲、白百合、白色蝴蝶兰和小白兔等，高低错落有致；

甚至客人的手上和胸前佩戴的是用白桔梗和绿桑果做

成的精致手环和胸花……

婚礼秀当日，还有精彩的 Vera Wang 新款婚纱走

秀，Jimmy Choo 奢华鞋履静态展示，以及上海浦西

体验地道的上海市井气息
上海雅悦酒店将卓越设计与可持续发展融为一体，

坐落于市中心的静安区。由一座旧工厂仓库与花园庭

院改造而成，藏身于树影婆娑的静谧街巷。独特的选

址让人能便捷地体验地道的当地生活气息，并在临近

的街尾小巷发掘各式各样时尚独立酒吧和咖啡馆。此

外，酒店亦与静安商业区的心脏地带及法租界近在咫

尺，可谓两全其美。

由 凯 世 首 席 设 计 师， 知 名 时 装 设 计 师 Jay 

Godfrey 操刀，对酒店进行设计翻新工程。雅悦酒店

致力于打造更具独特性的设计与舒适感的同时，也保

持了高效的环保可持续性，旨在让宾客得到更具启迪

性和悠闲写意的体验。上海雅悦酒店的简约设计采用

百分之百本地搜罗、回收的木材及青砖均来自上海的

老房子，营造出温暖惬意的氛围。此外，设计师也运

用物色自上海二手市场的古董行李箱装饰私密的大堂

墙壁，成为宾客入住之际的亮眼焦点。酒店的碳中和

计划，仅需宾客填写意见卡，酒店将在宾客名下为“百万

植树计划 Million Tree Project”活动捐赠一份善款，

从而为低碳环保献力。

雅悦酒店的 26 间客房充满现代禅意。华贵的泰国丝

绸和极富质感的天鹅绒为炭灰色和中性配色及天然木材装

潢增添了一份优雅气息。此外，客房配备 Jay Godfrey
的经典“重生睡床”，采用仙人掌纤维、海藻和椰棕等

100% 天然材质，床垫共有四层，配合 600 支的高织埃

及棉寝具，保证舒适宁静的高质量睡眠。浴室铺设灰色大

理石，并提供 Jay Godfrey 出品的天然沐浴产品，部分

客房还设有位于窗旁或床边的浴缸。

科技感是雅悦宾客体验的特点之一，所有客房

均经过升级并配有遥控照明系统和壁挂式 46 英寸三

星高清电视。值得的一提的是面积 60 平方米的 Jay 

Godfrey 经典庭院套房，由纽约著名时装设计师 Jay 

Godfrey 亲自打造。面积 40 平方米的套房设计灵感源

自纽约的 SOHO 阁楼与摩登亚洲典雅色彩，整体采用

黑色漆面，以 Jay Godfrey 精选的现代艺术品和 Tom 

Dixon 吊灯为点缀，另有连通室内外的起居室和一个

20 平方米的露台，从露台可以俯瞰酒店的庭院美景。

玩啤花园餐厅位于酒店一楼，拥有优美的室外常青藤

庭院，在休闲轻松的氛围下，为宾客呈献国际美食佳肴、

选择繁多的精酿啤酒、特质鸡尾酒和葡萄酒。

Porsche 中心诠释保时捷（Porsche）汽车的浪漫生

活方式。酒店为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提供一站

式婚宴服务方案。

上海波特曼丽思卡尔顿酒店新任总经理福林德

（Derek Flint）先生介绍道：“作为上海享有盛誉的

奢华酒店，我们的使命是为客人们创造值得珍藏一生、

回味无穷和绝无仅有的体验。‘五十度白’婚礼秀展

现了我们全体绅士淑女会竭尽所能，为客人打造完美

无缺的人生一大日子，编织终身难忘的浪漫回忆。”

Experience Authentic 
Shanghai Civil Life

Unforgettable Sweet 
Mem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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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美舌”尽享奢华盛宴 ——香

榭丽全日候餐厅

杭州索菲特西湖大酒店于 2014 年 10 月

完成奢华改造升级，新开业的香榭丽全日候餐

厅为客人们提供了丰盛美味的中法自助餐食

与零点菜单，独具匠心的甜点展台和特色开放

式厨房增添现场美食体验乐趣。宾客们可以尽

情享受美味的早餐馅饼、优雅的芝士礼节以

及无以伦比的葡萄酒体验。酒店西厨厨师长

Thomas Board 邀请所有的宾客来香榭丽全日

候餐厅参加一场身心愉悦、优雅、自由的感官

盛宴！

一陈一新  
 

一中一西
生活尚可在人间

食在“人心”佳肴飘香盛宴——涌

金阁中餐厅

杭州索菲特西湖大酒店涌金阁中餐厅以制

作地道杭帮菜而著称，餐厅拥有 6个各具特色，

以西湖景点命名的包厢，每个包厢的装饰都独具

匠心地与景点美景遥相呼应；中国美术学院专家

为酒店奢华升级而设计的艺术品“醉红妆”系列，

充分营造出餐厅空间独特的中式韵味，让您和您

尊贵的客人在典雅的氛围中尽情享受美食。

饕餮盛宴打造者：Andy Zhang

Andy Zhang 是杭州索菲特西湖大酒店行

政总厨，主要负责酒店涌金阁中餐厅的运营工

作，拥有 22年丰富的中厨经历。从 2003年加

入杭州索菲特西湖大酒店至今，始终坚持为顾

客带来美味、健康而又新颖的江浙菜品。

从最初专业于杭帮菜，到如今把各大江

浙菜系融会贯通；从老式经典菜谱，不断推

陈出新，到不断了解和适应当今口味，推崇

健康理念；从传统的后厨料理，到推出“鲍

鱼公主”现场烹制精品菜肴，让客人体验到

视觉与味觉的双重享受——所有的创新，都

是 12 年老顾客选择中餐厅的理由！

西湖佛跳墙
佛跳墙——一道普遍于各个星级酒店，却是一道经典
的养身名菜，佛跳墙内含鲍鱼、鱼翅、辽参、花胶、竹笙、
鸽蛋、瑶柱等名贵食材，西湖佛跳墙当然不局限于传
统的广东福建做法，主厨用心为主菜搭配一碗“黄金”
高汤，选用萧山老母鸡、火腿、鸡爪、龙骨等精选原
料熬制 8 个小时待色泽呈金黄、稠度至黏唇，一勺黄
汤加入，让浓稠的高汤包裹名贵的食材，更是入味至
极；大红浙醋与香菜点缀，又是另一种极佳风味。

台塑牛肉
一道一菜两种烹制方法的经典菜品
白切：选用优质的台塑牛肉，慢炖一个半小时，切片，
展现出肥瘦相间的均匀纹理，厚薄之间，各有分寸；
健康的烹调方式，品味到牛肉本身酥嫩口感；搭配
海鲜酱油与芥末，画龙点睛。烤制：关键在于腌制，
可乐的选用是这道烤台塑牛肉的神来一笔，边蒸边
烤一个小时，至外脆里嫩，根据个人喜好搭配椒盐
或香菜，一个字，香！

杭州西湖以其秀丽的湖光山色和众多的名胜古迹而被世人赋予“人间天堂”的美誉。而
西湖边的餐厅，总能以绝佳位置而自傲。杭州索菲特西湖大酒店，毗邻西子湖畔，从酒

店出发，片刻便可抵达风景优美的西湖！

饕餮盛宴打造者：Thomas Board

杭州索菲特西湖大酒店新任命 Thomas 

Board 为酒店西厨厨师长 ，负责香榭丽全日候

餐厅运营工作。

他对烹饪崇尚一种质朴与现代的融合，喜

欢采用靓丽的色彩、大胆的口味和对比鲜明的

质感，并通过创新的烹制方式来呈现属于自我

风格的菜肴！

Thomas Board 曾在德国、美国、澳大利

亚国家工作 , 此次加入杭州索菲特西湖大酒店，

必定会给香榭丽全日候餐厅带来一场场精彩纷

呈的自助盛宴！ Thomas Board Andy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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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都市生活节奏的加快，为了缓解人们忙碌的生

活带来的压力并享受不一样的休闲静谧时光。曲阜香格

里拉大酒店倾情推出“半食宿”和“自驾游”包价，有

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预订“半食宿包价”不仅可以享受豪华客房和豪华

河景客房舒适的入住环境，还可以体验孔咖啡早、晚自

助餐。孔咖啡为曲阜首家全方位自助餐厅，全天候提供

精美零点菜肴和早、晚自助餐。孔咖啡设有开放式厨房，

可观看厨师在现场烹饪台展示高超的烹饪技巧。地道的

国际菜式，让宾客展开美食之旅。窗外优美的中式花园

景致，为用餐增加了兴致。挑高的天花板和敞亮的大型

窗户，让宾客在品尝美味佳肴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充足的

自然光线。喜欢户外的宾客还可以选择户外用餐，欣赏

风景秀美的花园景色。

选择“自驾游包价”可入住豪华客房，不仅包含孔

来福建厦门，入住厦门喜来登酒店，您

将会感受到无限的便利、绝佳的地段和优质的

服务。酒店地理位置优越，距厦门国际机场仅 

15 分钟车程，距鼓浪屿轮渡码头仅 20 分钟车

程。 酒店提供往返租车服务及旅行活动计划。

酒店拥有 360 间宽敞舒适的客房，每一

间都是为了能让客人住得舒心而精心设计，房

内配有高速上网接入、直拨电话、众多本地和

国外电视频道、24 小时客房送餐服务以及享

有盛誉的喜来登甜梦之床™。 酒店的所有公共

区域也都配有无线高速上网接入。

对于商务人士来说，在这里一天都是充实

的，可以跟同事相聚一堂，策划一场成功的会

议或活动。或者，在海浪泛亚全日餐厅中举行

一次家庭宴会。在厦门的首家雪茄和葡萄酒酒
地址：山东省曲阜市春秋中路 3 号
电话：（86）537-505 8888

推出“半食宿”
和“自驾游”包价

咖啡早餐，宾客还可以享受香格里拉 CHI 水疗的优质水

疗项目，为自驾游行程带去舒适和惬意。位于酒店二层

全新开业的香格里拉CHI水疗精心打造雅致私密理疗室，

精选多种特色护理并采用天然的植物和草本精华的高效

产品，配有经验丰富的理疗师，宽敞舒适让宾客彻底放

松身心和消除疲惫。整个空间可以闻到理疗师特调有助

于放松的精油香气，空间布置静谧优雅。CHI 水疗，传

承中国的传统养生文化，提供多项体验项目，让宾客找

到属于自己的呵护方式，享受与众不同的身心放松旅程。

吧 —— 龙吧尽享休闲放松，或在观景大堂吧

聆听自己最喜欢的美妙乐曲。或是劳累了一天

去设施先进的健身中心重焕无限活力，或跃入

清凉舒爽的户外泳池尽情畅游一番。遁入水疗

中心彻底放松身心，这里设有室内并配有冷热

按摩池、蒸汽室、桑拿室和放松区。

若是出行也是很便利的，附近的商业、购

物和贸易中心可以打发闲暇时光。由于便利的

地理位置，你可以很方便地去往厦门市美丽景

致。

这里的美食很丰富，包含有经典的观景

大堂吧、时尚的海浪泛亚餐厅、浪漫的意大利

经典绿茵餐厅、雅致的雪茄吧、舒适的泳池

吧。这里有意大利经典美食，厦门喜来登酒店

行政总厨 Graziano Pia 来自意大利西北沿海

曲阜
香格里拉大酒店

商旅厦门的理想下榻地

Tips

利古利亚的热那亚市。作为闻名遐迩的香蒜酱

之发源地，利古利亚菜品以海鲜著称。主厨

Graziano 将用最新鲜的食材，以其精湛的厨

艺为客人呈现地道的意大利菜品，让你的味蕾

恣意乐享利古利亚佳肴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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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之城”——洛杉矶，位于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的南部。这里不仅有无与伦比的海

滩 ; 有举世闻名的好莱坞环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Hollywood)，美国经典电影场景在

这里重现 ; 有世界著名的主题游乐园，最梦幻

最快乐的地方——迪斯尼乐园 (Disneyland 

Park); 同时也是社会名流的聚集地。有旅游向

导根本不会提及的大规模电子工业和航天业 ;
这里还有南国的五光十色和异国风味菜肴的香

气四溢。这一切令游人目不暇接的新旧事物造

就了独一无二的洛杉矶，它简直就像一个发达

的小国。

洛杉矶一个充满激情的城市，一个让很多

年轻人奋不顾身寻求梦想的城市。世纪广场凯

悦酒店 (Hyatt Regency Century Plaza) 就坐

落于这个城市时尚的西部，在宽达 7 英亩的奢

华之地上独辟出一片休闲静居之所。那里毗邻

比佛利山庄，靠近包括 Fox Studios、Rodeo 

Drive 大道和中国戏院等热门景点。酒店内设

有水疗中心、美食餐饮场所和宽敞的客房。在

旅途中，休息很关键，这决定着是否能够有效

地享受整个旅途，选好下榻之所是至关重要的。

很多政治家和知名人士经常光顾世纪广场

凯悦酒店。酒店共有 726 间带私人阳台的豪

华客房和套房，窗外的洛杉矶城市美景一览无

余。房间还配备各种舒适又先进的最新设施，

以现代装饰风格为主。此外，酒店还推出了为

满足女性游客需要的一种新的客房类型。房卡

上会列出酒店免费提供的物品以及可以借用的

物品，例如充电器，瑜伽垫，国际适配器插头

或者熨斗。酒店的房间简约大气又不失当代奢

华与典雅，斜阳透过窗户暖暖地晒进来，在休

息椅上晒晒太阳，看看书，写写字，也是件很

惬意的事情。

此外，所有客房提供豪华护肤系列，

Kenetmd 帮助客人保持他们在旅途上的幸福

感。

旅途中品尝异地美食也是必不可少的乐趣

之一。现在所有的凯悦酒店为顾客提供更清淡

口味，具有素食主义和不含麸质菜品的新式菜

单之时，世纪广场凯悦酒店新推出的素食菜品，

将顾客带到了一个新的享受级别。

在 Breeze 餐厅，一位新大厨的菜单提供

了各种新式健康的菜品。“完美菜单”专栏提

供了清单，菜量适宜的菜品，比如烤鸡肉搭配

烤萝卜，豌豆和 Yukon 土豆，素食蘑菇烩饭。

天使之城 旖旎风光

另外，这一季新推出的“私人定制菜单”，顾

客可以去定制自己喜爱的美食。

经过一天的旅途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

到酒店，你可以在酒店的大型室内游泳池尽

情休闲放松、恢复活力。酒店健身中心占地

418 平方米，内设室外泳池、漩涡水疗浴池

和屡获殊荣的 Equinox 健身俱乐部。你也可

以在水疗中心体验一把私人专享 SPA。在这

里让身体和灵魂得到彻底放松，修心养身，

给自己一个沉淀自我的机会。用心去感受周

围的一草一木、感受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胞焕

然一新。

说到洛杉矶不知道为何会让我联想到尼

古拉·斯·凯奇 (Nicolas Cage) 主演的《天

使之城》，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太大关联，

也许只是他们使用了同一个“代号”而已。

相对纽约的残酷，洛杉矶多了一份文化气息

与触及梦想之地的纯净。这个充满着梦想与

激情的城市，无论是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

抑或重温激情的年长人士，都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选择下榻世纪广场凯悦酒店酒店，让

你在开心的旅途中，拥有一场值得回忆一生

的假期。

尽展酒店领导人的风采

“品质决定一切”一直是 Kaindlbauer
先生坚守的职业信条。他认为，小到房间用

具的摆放、餐饮食材的选择，大到现代化的

设施、个性化的服务都是一个酒店对于高品

质追求的体现。因此，他关注服务的品质和

细节，喜欢亲力亲为，而从事酒店行业几十

年来，最让他有成就感的时刻便是听到客人

说“做得好，感谢你们的服务，我非常满意”， 
这种宾客由衷发出的赞美，是对酒店和全体

员工的肯定和激励。

有关员工，Kaindlbauer 先生也有自己

非常独到的见解，“与员工进行及时有效的

沟通和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提供专业的

培训、指导和支持，让他们尽情地发挥所长，

从而达到酒店和员工的共同成长和发展。很

幸运，在郑州希尔顿我遇到了一支优秀的团

队，他们态度积极，有着严谨的职业素养，

同时又充满活力。”

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他将带领郑

州希尔顿，秉持希尔顿品牌的核心文化，不

断提升和创新，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为每位

客人打造最完美舒适的入住体验。

轻松畅快 恣意生活 

作为一家国际五星级酒店的总经理，

Kaindlbauer 先生在平衡生活与工作的关系

时有聪明独到的方法，他能有效地利用时间，

劳逸结合，享受人生。闲暇时，他喜欢逛一

逛各地的古镇，赏一赏跳蚤市场里的各式古

玩，碰见喜爱的，也会直接买下来带回家珍

藏。他笑称澳大利亚的家现在像是一个小小

的古玩市场，收藏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奇

珍异宝”。

倾情巨献

郑州希尔顿酒店在今年第四季度也将推

出更多丰富精彩的优惠活动。Kaindlbauer
先生介绍，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预定酒店

婚宴并交付定金的新人可享受一周年结婚纪

念日豪华套房一晚含两份早餐、希尔顿荣誉

客会婚礼奖励积分以及 18 个月内的宝宝宴

还可享 8 折优惠。消费满一定金额，更可享

多重其他优惠，如酒店阿米奇意大利餐厅代

金券或免费额外婚宴桌餐等。同时他还提到

酒店的八元素自助餐厅也将会在 10 月份推

出周末海鲜自助晚餐及早午餐，其中波士顿

龙虾、大闸蟹、生蚝、基围虾、扇贝等各式

新鲜应季海鲜定会让宾客们大快朵颐。

牵手慈善组织 共筑爱心彩虹

希尔顿全球作为百年国际品牌酒店，一

直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发展，关爱社区，关注

儿童教育发展。Kaindlbauer 先生提到郑

州希尔顿酒店自开业以来延续和继承了希尔

顿全球的企业社会责任感，与“晨露国际爱

童园”合作，为因父母在牢狱之中无人照看

的儿童捐资并提供生活和学习用品。更值得

一提的是，中秋佳节之际，酒店承诺每售出

一盒月饼礼盒，将捐赠 1 元予香港给智行基

金会，共计伍仟元整，帮助深受艾滋病影响

的儿童，为他们的教育发展事业献出一份绵

薄之力。

用最聪明的方式
享受快意人生
他来自莫扎特的故乡奥地利，曾先后在澳大利亚、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五星级酒
店中担任高职，他喜欢用无尽的热情、亲和力与
员工相处，他就是现任郑州希尔顿酒店的总经理
Albert Kaindlbauer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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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松赞酒店集团的创始人及松赞旅游文化

企业集团董事长白玛多吉先生的一席交谈，让

人受益良多，先生颇具禅意的妙语，寓意深远

却又让人易于领会。于事物、于人生莫不体现

出佛家的哲理。对于“藏族文化的使者”这个

称谓，白玛多吉先生过谦地直呼不敢当。然先

生倾注于传统藏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播工作至今

30 余载，身体力行地以不同身份推广藏族文化

的精髓和以己之力推动藏族地区的发展。单以

此不凡经历，无愧于文化使者之名。      
专注地做一件事对一般人来说很不容易，

而白玛多吉先生用了整整 30年，从事藏族传统

文化的保护与传播，力图让这个古老的文化体传

承下去，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其内在的魅力。

早在少时便受到藏族文化熏陶的白玛先

生，对藏族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深深了解藏

族传统文化在发展与传承中面临的一些问题与

困境，作为藏族人的一分子，这种保护与传承

的信念从小便植根在其心中，以至于走上社会

参加工作后，他亦是这样去做的。

自 1985 年起，白玛便在迪庆文化局、迪

庆电视台实习，从事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专题

片的拍摄工作。随后辗转加入中央电视台，并

在那里工作 13 年。白玛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

期间，每年都会拍摄两部关于香格里拉地区和

藏族文化的纪录片。他认为国际甚至国内对于

藏族文化了解甚少，而藏族文化，特别是在精

神领域，有很多灿烂的东西值得去传播。他投

资并导演拍摄的《塔尔寺》、《大山的肖像》（获

得戛纳电视节优秀奖）等纪录片，在业界引起

了强烈反响并获得国际文化界的广泛关注。这

也可以理解为是从精神层面上的一种传承与传

播方式。

在参加工作后的这些年，白玛先生一直在

思考，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人走进藏区，更全面

深入地体验藏族文化的魅力以及当地的生活方

式，从而传播到世界。那么让外界人走进藏区

是一个好的选择，这就需要一个传播藏文化的

平台，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平台去了解，去用

心体会，松赞精品酒店就此诞生了！

白玛先生是眼光独到的酒店人，建酒店

的信念来自于他对家乡香格里拉地区旅游资源

的自信，这里的旅游产业开发潜力巨大，而酒

店，作为世界各地的旅客远方的家，是架接国

内外人士与藏区文化的桥梁，旅客也能将家乡

的故事和藏族文化的精髓带到更远的地方。于

是 1999 年，白玛回到家乡开始搭建另一个传

承藏文化的平台。白玛收集了一批保存良好的

传统藏式家具，随后便亲自设计，挑选当地最

好的工匠，搜集当地老建筑的木材，将自己的

祖屋改建成第一家松赞精品酒店，也就是现在

的松赞香格里拉酒店。从建筑结构到酒店内部

的细微，白玛都倍加用心地将藏文化元素融入

其中。这一理念也一直延伸到之后的每一家松

赞酒店。白玛将他收藏的许多当地传统手工艺

品，手工藏式家具、饰品、铜器及唐卡等珍贵

的藏品都一一陈列在各个松赞酒店。

为了给客人提供原汁原味的体验，白玛先

生始终坚持尽可能地雇佣本地员工，目前集团

的 200 多名员工中，95% 为本地人，30% 的

员工来自酒店所处的村庄。白玛也正在将集团

的蓝图战略性地画到迪庆之外的丽江、拉萨以

及更多茶马古道滇藏线的其他地方。

藏族文化的传承者
访松赞酒店集团创始人白玛多吉先生

藏族文化中的精髓之一体现在佛学
上，佛家讲究因缘，即发心。你做
任何事物，只要发心是好的，便是
有了善缘，自然就会做好一件事，
反之则结果迥异。

帝盛酒店集团总部设于香港，由远东发展

有限公司分离出来。集团旗下拥有三个品牌，

包括高端及中端“帝盛酒店及度假村系列”、

由一系列精品酒店组成的“帝盛精品酒店系

列”，以及经济型“丝丽酒店系列”。集团现

时全资拥有及管理位于中国、中国香港、新加

坡、马来西亚和英国的 29 家酒店；另有 7 家

酒店预计于两年内在中国、中国香港、马来西

亚和英国地区相继开业。

帝盛酒店及度假村以现代风格提供丰富的

入住体验，给客人们呈现了经典亚洲款客之道

和英伦典雅风情的动感融合。“帝盛精品酒店

系列”及以出入便捷、服务迅速和房价吸引的

经济型酒店品牌“丝丽酒店系列”，帝盛酒店

及度假村包含奢华的帝盛君豪酒店及中档商务

型的帝盛酒店，在繁华都市的一隅，为商务及

休闲旅客提供丰富而具品位的入住体验。 
每一家帝盛酒店及度假村都包含了趣味及

有魅力的设计，着力呈现英国优雅时尚和传统

中国文化的交融。品牌中“鸟”的元素提供其

独特的意义象征：旅行和迁移是城市生活的一

部分，品牌体现了去探索光明、勇敢和美好经

验的自由。

 亚洲文化和英伦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有着

亲密的接触。这两种文化融合碰撞，并带来

崭新且意想不到的两全其美，帝盛从此中获

得灵感并汲取精华，帝盛酒店集团位于香港

的总部完美体现了这多文化融合的独特精神。

帝盛致力于提供耳目一新的入住体验，使四

星级的服务物超所值。帝盛将文化内涵融入

它的产品和服务中，关注细节并积极为客人

提供周到的体贴。香港帝盛酒店完美诠释了

这种服务精神。为了使客人能够更快接触当

地都市生活，在客人入住时每个房间都会提

供一部手机。酒店预付手机使用费使客人能

够立即打电话或上网。手机中还下载了一些

为亚洲旅客打造典雅英伦体验
访帝盛酒店集团市场及销售高级副总裁施骏德先生

常用的应用软件，可以让客人方便获取附近美

食或购物的信息。 
在选址方面，帝盛为客人仔细精选舒适与

便捷的重要因素，为旅客提供出行的便利，造

就活力精彩的旅程。酒店选址皆位于繁华地段，

使商旅及休闲客人都能够简单快捷通往商务区

及市中心。比如在香港，帝盛旗下酒店都距离

地铁站只有几分钟的路程，酒店还提供去往城

中主要目的地的免费巴士。 
帝盛酒店及度假村周到的服务和设施体

现在如何让客人更好使用和体会。每个酒店

的健身房都提供完善设施，并且 24 小时全天

候开放来满足不同客人的需求。位于伦敦的

Dorsett Shepherds Bush London 更是提

供一系列精选亚洲美食，包括各种口味的粥，

以飨各位亚洲客人。此外，在酒店每个房间

都提供毛绒拖鞋，这是在欧洲酒店中绝无仅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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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富力空港假日酒店位于广州白云国际

机场空港经济区，每日免费往返穿梭巴士，数

分钟直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毗邻空港物流园，

交通便利。酒店临近洪圣古庙、香草世界、圆

玄道观、芙蓉峡漂流等著名旅游景点；九龙湖

高尔夫球场与清远狮子湖高尔夫球场更可令宾

客轻松畅享挥杆的乐趣。此外，靠近酒店的机

场南地铁站，也为宾客的出行带来极大便利。

酒店极具艺术之美的西班牙建筑风格，酒

店大堂高 12 米自然采光，通透明亮，令人心

情愉悦。650 平方米无柱大宴会厅及 9 个多功

能会议室，灵动满足不同类型的宴会需求，提

供热情周到的多元化宴会团队服务，为会议的

圆满成功锦上添花。

339 间设施完善的客房及套房皆按西班

牙式风格设计，液晶电视、卫星频道、人体

工程学座椅、覆盖式无线网络等现代化服务

设施一应俱全，并贴心提供叫醒、留言、洗衣、

租车等多项服务，为宾客提供至臻完美的入

住体验。此外，酒店休闲娱乐设施应有尽有，

可前往具有现代气息的健康中心健身或游泳，

焕发身心活力，皆会为宾客的行程增添无限

精彩。

酒店拥有 2 间不同风格的餐厅，且内设豪

华包厢，分享餐饮服务概念新体验，带宾客领

略各类美味创意新作。园味全日餐厅，荟萃中

西方美食及广东特色佳肴，提供自助早餐、中

西散点菜单及港澳精品餐点等多样选择；滋味

馆则主理精致的广东地方美食，提供正宗粤菜

及风味小食。

电话：020-3691688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花东镇金谷北路 11 号

Tips

贴心服务·始终舒适

地处繁华大都会中心地带的广州文华东方

酒店水疗中心，为宾客提供远离尘嚣自我探索

的天堂。水疗中心共有九间水疗室，包括六间

单人及两间双人水疗套房，每间均设有私人蒸

汽淋浴间及更衣室。此外，亦设有一间贵宾水

疗套房，房内附设活力按摩池、更衣室、休息

及疗程空间，让宾客能与知己好友一同享受正

宗且典雅奢华的服务。

开启健康美容体验，将由深入的咨询服务

开始，紧随其后的是独特的天泉疗法。天泉疗

法糅合了古代智慧和现代疗理技巧，为宾客舒

缓压力及肌肉痛楚，同时促进血液循环，排出

身体毒素。此外，疗程能有效令毛孔扩张，使

其后疗程所用的面霜及精华油得以彻底渗透至

皮肤基底层。

水疗中心的精选疗程包括皇牌疗程，东方

精华疗程。该疗程特别为疲惫的旅客、压力的

上班族或想舒缓颈肩绷紧状态的宾客而设计。

选用暖和的生姜、提神的甜柑和神圣的乳香调

配而成的文华东方精萃身体护理油，在您绷紧

压力的部位进行集中按摩，重新恢复您的精神，

使您怡神畅快。水疗中心的皇牌产品——盛萃

系列，由精油调配专家按照文华东方的秘方提

炼，产品易于使用、疗效显著、成分天然，且

不含防腐剂 Paraben。该产品在水疗中心有

售，可让宾客将水疗体验完美地延至日常生活

远离尘嚣 曼妙水疗
享受。

水疗套房的东方翠竹净化疗程以密集的净

化排毒理疗排除身体内从日常生活或环境而形

成的杂质毒素和压力，该疗程混合了竹炭和苦

瓜的有效成分，理疗师将为客人进行清洁保养

发膜，同时使用天然黑曜石水晶进行面部放松

淋巴排毒按摩。理疗将以缓慢的竹子按摩结合

排毒精油的振奋效果来缓解肌肉紧张，并促进

身体血液循环以改善新陈代谢，让身体肌肉深

层得以放松，获得轻身，焕发活力。

电话：020-3808 8888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路 389 号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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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创意情结：带给客户“不一样的下榻

体验”

千古情主题酒店建设于 2013 年，2014 年正式开始

运营。一共 3 幢楼，客房共 1079 间。每个主题酒店的风

格都不相同，根据当地民俗特点来打造。如九寨千古情的

主题定位是浓郁的藏羌风格，将藏羌民俗展现的淋漓尽致。

三亚千古情是浓郁的海南热带风情，亮丽的海滩、美女。

丽江千古情展现的是小资情调等等。之所以打造这样的主

题酒店，为了让客人在同一的地方可以有不同的体验。走

进九寨、三亚、丽江等千古情酒店，犹如穿越时空一般，

真正的穿越到各个地方。

依托宋城景区的光环下，突出酒店的个性化

体验

打造主题文化、主题酒店一直宋城集团所擅长的。

从 1995 年开始打造宋城景区，不断的打磨《千古情》演

“把爱意写满山川” 
专访千古情主题酒店副总经理王乐女士

王乐女士在宋城集团工作了 10 多年，聊起宋城
集团、千古情酒店，她举手投足间所展现出来的
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和自信。你会发现她对这份
工作的热爱，不单单只是把它当做一项工作来完
成，更像是在打造自己所喜欢的事业！

出。去年和今年不断地在开展异地的扩张。在中国目前

的演艺市场中，无论是知名度、游客的喜爱度，一直是

走在最前沿。接下来将会继续依托宋城景区的光环下，

配合宋城演艺，走自己的特色个性化路线。推出更多相

应的特色项目和活动。

千古情酒店的创意最初，会先对它本身的背景文化

进行一个深入挖掘，从“形和魂”两方面进行精心的建造。

九寨千古情酒店是浓郁的藏羌风格，从建筑风格上，运

用到藏族的五色经幡、印有八宝图的地毯、电梯里各种

藏族的彩绘图案等。房间里也会摆放着各种九寨风情的

饰品和挂件等。而“魂”的打造是通过人来表现的；客

人进入酒店，穿着藏服的姑娘和小伙子热情的献上哈达，

会有原汁原味的现场藏茶表演，每天傍晚邀客人一起参

加锅庄狂欢趴等等。都希望让客人可以体验到当地原汁

原味的民族特色。

未来的发展规划：打造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我们的团队是自信强大的。每一位每位员工都以一

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新鲜事物，集团也鼓励员工去做一

些新的尝试。我们企业文化就是“建筑为形，文化为魂”

中将“形”和“魂”的打造。酒店的外观建筑为“形”，

魂是真正内在精神的一个展现。宋城的魂是由宋城的人

来展现。

千古情酒店通过自身的发展和打造，让酒店不仅仅

是旅途中一个留宿的地方，让它成为旅游度假的目的地。

通过不同的主题方式吸引宾客体验独特的生活方式。让

客人住不同的主题酒店，就像是游览不同的地方，欣赏

不同的风景一样！

“感知生活的美好”关于王乐女士

王乐女士自身就是一个旅游爱好者，喜欢像背包客

一样去搭车旅行。如行者一般去体验更多人文的地方和

事物。安静的做一个沙发客，寄住到当地人的家中，聊

聊他们的生活和日常。更深入的去了解，让自己的世界

观有所改变。她说：“如果她不做酒店的话，可能会做

一名策划，或者做一个旅游达人。而她的快乐就是看到

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能够让别人喜欢，就会很快乐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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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珠宝或腕表品牌通常有悠久的制造历史以及品牌独特
的文化，在品牌周年纪念或重要表款发布展等活动上，是
了解到品牌精髓的最直接的方式。

展览别样闪耀
文 Gia  图 各品牌提供

制表巨匠的百年展
今年 9 月 17 日，江诗丹顿迎来品牌成立 260 周年

纪念，盛大的庆典活动于上海江诗丹顿之家揭开序幕，与

日内瓦总部的 260周年庆典同一天举行。

260 周年庆典活动当天，适逢本年度的第 260 天。

为了纪念这独一无二的盛事，揭开了制表史上最精巧复杂

的特别定制时计参考编号 57260，一款双表盘钟表杰作

的神秘面纱。参考编号 57260 时计由品牌的三位制表大

师在阁楼工匠特别定制服务团队的协助下，花费八年时间

全心设计与制作，共配备 57项复杂功能。

江诗丹顿 260周年庆典当晚，上海江诗丹顿之家为

贵宾精心打造了一趟高级钟表的传承探索之旅。品牌从

特别邀请柯罗尼艺术手工艺基金会创始人兼总裁 Franco 

Cologni编撰的《江诗丹顿 —— 时间艺术家》中汲取灵感，

回顾了品牌自 1755年成立以来的哲学理念、高级制表工

艺传统和世代传承的卓越技艺，镌刻页页隽永的时间烙印

在空中飞舞。

同时，为庆祝 260 周年，江诗丹顿与纹章雕刻大师

Gérard Desquand合作完成名为“时光的印记”的圆柱

印章。Gérard 从品牌丰厚的历史中汲取最精华和富有寓

意的灵感启迪，花了两年时间打造而成，其金质圆柱凹雕

图案生动描绘了江诗丹顿 260 年来从未间断的高级制表

技术和艺术手工艺方面的历史和成就。

当晚的日内瓦，则在位于现场花园的平台位置展

示了法国著名艺术家 Miguel Chevalier 为江诗丹顿设

计的一个互动虚拟实境艺术装置：“江诗丹顿 Eternal 

Legacy”，同时在日内瓦及上海庆典上亮相。观者可通

过这个创意作品探索分别为“历史的价值”、“卓越的技

艺”、“时间的计量”、“马耳他十字”以及“永恒的时

间”五个主题动态场景，身临其境地感受江诗丹顿的悠久

历史、卓越的制表技艺。

Showing Another Sparkle

Brand of top class jewelry or watches usually has a long 
production history and its unique culture. In the brand's 
anniversary or important production release exhibition, it is 
the most direct way to know the brand's essence. Hundred Year Exhibition 

of Giant Watch Maker

与 尚 美 巴 黎 CHAUMET

开启曼妙田园之旅 
法国的田园风光令人神往和迷恋，田园之美也是法国

顶级珠宝品牌 CHAUMET 的创作灵感源泉。在今年的 9 
月 14 日至 2016 年 1 月 30 日期间，在 CHAUMET 总

部所在地巴黎芳登广场12 号将开启一场曼妙的珠宝之旅。

珠宝爱好者可以一同领略化作名贵珠宝的田园风光。

该展览展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灵感宝藏——

珍贵的设计手稿、作品以及古董照片中无不处处彰显着

CHAUMET 传承两个多世纪的卓然传统与历史积淀。古

董典藏与现代臻品在这里交汇，以品牌历年来的重要创作

主题——“自然主义”为题材，讲述其独树一帜的风格与

底蕴。 
在弥漫着浪漫自然主义风格的长廊中，陈列于珍贵

织物盒中的珠宝被视作精美的自然调色板，调制出紫色、

绿色和蓝色的色调。在用黄金装饰的精美宝盒中放置着未

经雕琢、未经抛光的宝石，呈现着它们迷人的原始状态。

著名设计师 Élizabeth Leriche 担纲策展人，她善于巧妙

融合装饰、纺织与时尚元素，并因对风格、色调与材质的

独到眼光成就了这场令人欢欣与惊喜的展览。 
深受自然风格启发，CHAUMET 专为此次展览创作

出 13 件极具田园风格的珠宝臻品。包括两条通过灵巧的

隐形装置可将其转变成胸针的项链，两只戒指，一个 Toi 

& Moi （你和我） 风格的手镯，两只镶有品牌图标的指环，

两副耳环以及三个胸针。另有一件作品是一只蜜蜂泰然自

若地栖于闪光的旋转机构表上，白金底盘镶有钻石、蓝宝

石、锰铝石、石榴石及电气石。 
新的蜜蜂高级珠宝作品精致、柔美、自然，闪耀着

充满活力的黄色、橘色与绿色调，尽揽春之色彩。镶有橘

色肉桂石榴石、猫眼石、电气石、橄榄石、黄玉、黄色蓝

宝石、绿色绿柱石、钻石与金色珠宝，洋溢着热情动感，

齐集融汇，交相辉映。精美华丽的细节令网状细工的翅膀

造型得以升华，轻盈如蕾丝系于白金之上，并镶有钻石和

抛光黄金。

Start A Romantic Rural 
Trip with CHAUMET

左图 中图 尚美巴黎 CHAUMET
当代臻品，蜜蜂 Toi & Moi（我和
你）戒指、胸针与项链

右上图 尚美巴黎 CHAUMET 古
董典藏，希腊风格雕花冠冕， 约
创作于 1825 年

右下图 尚美巴黎 CHAUMET 古
董典藏，鲜花夹子， 约创作于
197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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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权利与平等在 20 世纪被重新定
义，随后的时间里女性不仅找寻到自
我价值，更能够发出群体的呼声。而
女性腕表的变革也在 20 世纪伊始悄
然发生。时至今日，女士腕表的优秀
设计层出不穷，兼具了优雅与时尚的
臻品更值得被收录史册。

文 Gia  图 各品牌提供

时间的
女性化诠释
FEMININE
 INTERPRETATION OF TIME

在这个时代，女性不仅找寻到自我价值，更能够发出

群体的呼声。而女性腕表的变革也在 20世纪伊始悄然发

生——枚银色表壳上刻有精致花朵图案的腕表嫣然问世，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款欧米茄女士腕表。在此之前，虽然欧

米茄不乏雕刻精美的怀表，但自 1902年，欧米茄开始赋

予女士腕表独特的风格和特质。

然而人们需要时间来习惯女士腕表这种创新，这也并

不难理解。那时的某些圈子里，女性俯首看表依旧被认为

是一个并不优雅的举动，它被视为女性在表达其无聊或者

无趣的情绪。因此，欧米茄开始创作“隐蔽式珠宝腕表”，

它外观看似一件珠宝，却内有乾坤地将一枚小小的时计隐

藏其中。这些臻品时计与欧米茄其他低调而经典的款式一

样，日渐受到欢迎。

欧米茄在 1937年推出的Medicus腕表即是对这一观

点的完美例证。这款腕表操作简单且易于读时，专门为工

作繁忙的护士所设计；它也是欧米茄历史上首款女士大三

针腕表。Medicus腕表的出现不仅满足了医疗行业女性从

业者的工作需求，也兼具了雅致与优美的外观。

20世纪 50年代 , 广告随着公众态度开始逐步发生转

变。就在许多品牌都在广告中迎合当时社会而刻板地塑造

女性“主妇”形象之时，欧米茄却别具一格地演绎出令每

位女性都与众不同的独立个性与时尚品位。如同大银幕上

的玛丽莲·梦露 (Marilyn Monroe) 和奥黛丽·赫本 (Audrey 

Hepburn)，欧米茄广告彰显与捍卫着优雅与个性兼备的女

性形象。欧米茄 1951年的广告中写道：“在日常生活的

方方面面，女性与男性一样，她们活跃，她们热爱运动，

她们拥有忙碌的生活；她们与男性一样，对计时精准的腕

表拥有渴求”。

毋庸置疑，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对于欧米

茄而言都将致力于将其标志性的精准品质和唯美风格赋予

每一枚女士腕表，并将一如既往地从选择欧米茄腕表的卓

越女性中汲取灵感，与之同行。

欧米茄与女性
一个关于时间与时尚同行的故事

左图 欧米茄女装腕表古董表款，
1914 年

中上图 欧米茄女装腕表广告，意
大利语，1921 年

中下图 欧米茄女装怀表广告，
1899 年

右上图 欧米茄女装怀表广告，西
班牙语，1900 年

右下图 欧米茄高尔夫表款广告，
法国 L'Illustration 周刊，192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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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Bell & Ross 从航空时钟汲取设计灵感，

以此创造出 BR 01。这款方形腕表设计前卫， 突破了传

统制表美学法则，因而成为一款经典之作。2015 年，为

庆祝这款标识性腕表诞生十周年，Bell & Ross 决定为

女性呈上一份特别的礼物。该品牌的 BR S 系列现下融

入两款极具女性风格的 BR S GREY CAMOUFLAGE
表款，其灰色珍珠贝母表盘上饰有迷彩图案。

BR S 是经典 Bell & Ross BR 01 系列中 39 毫米

都市款腕表。这款腕表印有一个“S”，表示与同系列

中较大表款相比，它更小、更光滑、更智能。BR S 表

款是极致典雅与精妙技术的典范。该腕表专为日常使用

设计，采用人体工程学表壳，其完美光滑的线条及精选

材料令男性和女性爱不释手。

带有哑光饰面的精钢与陶瓷表款牢牢地扎根于航空

时钟的传统。OFFICER 和 GOLDEN HERITAGE 表款

的风格将过去变为最珍贵的遗产。ERAMIC 时尚的高科

技款 BR S CERAMIC 是该系列中第一款不折不扣的女

式腕表。该腕表充分利用了高科技陶瓷这一轻便而富有

弹性的抗刮材料。无论是黑色还是白色，这些着色工艺

的腕表令人过目难忘。抛光饰面彰显典雅与精致。就女

性而言，它们是追求标新立异的完美之选，并且可以使

女性脱颖而出。搭配陶瓷链块表带的表款如同是手腕上

的首饰，且彰显女性魅力的镶钻表款惊艳夺目。

Bell & Ross 一直从军事上汲取灵感，然后对

其进行新颖、现代化的诠释。将军事迷彩变成精美

典雅图案只需要一小步。两款全新的 BR S GREY 

CAMOUFLAGE 表款首次诠释了这一经典图案，并以

大量细节装饰，其细节体现了女性特质。表圈倒角上的

抛光饰面巧妙地衬托了表壳的磨砂表面，而光滑的表冠

则为手腕增添了柔软的质感。全部采用珍珠贝母制成的

表盘带有些许灰色，形成迷彩图案，其创意与精美令人

惊叹。精致的金属镶贴数字和时标搭配简约指针，优雅

地展示着时间，而日期则显示在另一个完美的窗口内。

最珍贵的表款在时标的数字上镶有 8 颗白色钻石，总重

0.12 克拉，表圈镶有 66 颗白色钻石，总重 0.99 克拉，

将女性气质体现得淋漓尽致。 性感的灰色 Alcantara®

材质表带为其锦上添花，令整个配色更加协调。

柏莱士与女性
时间的女性化诠释

左图 柏莱士 BR S CERAMIC （陶
瓷表带） 
中图 柏莱士 BR S CERAMIC （橡
胶表带）

右图 柏莱士 BR S CERAMIC （珍
珠贝母表壳）

单品推荐：

美度 DONNA Caliber 80 超长动力储存

女士腕表

 以法国雷恩歌剧院为灵感缪斯的美度 DONNA 女

士腕表秉承简约设计风格与细腻流畅线条，清俪灵动，

于恬淡中流露典雅气质。表耳处镶嵌 20 颗天然钻石，

熠然生辉，焕发夺目光彩，集感性、柔美与优雅于一身，

将时光幻化为永恒的低调奢华。此次更搭载 Caliber80
机芯，拥有非凡动力，可常伴伊人左右。

格拉苏蒂原创

新款偏心月相大日历腕表的动力来源于格拉苏蒂原创

制表厂的 90-02机芯，这款机械自动机芯带有 47颗宝石，

动力储存达42小时。精美的机芯搭配格拉苏蒂的特色元素，

包括带有格拉苏蒂柱状纹装饰的四分之三夹板、配有 21K
黄金配重的偏心自动陀、蓝钢螺丝以及带有双鹅颈微调的

手工雕刻摆轮夹板，都可以透过蓝宝石水晶底盖一目了然。

采用神秘的大溪地珍珠母贝打造 39.4 毫米的大直径表盘，

散发着无与伦比的美丽光泽，大气简约。64 颗华美钻石镶

嵌于精钢表圈，璀璨夺目。

萧邦 Happy Sport 30 毫米自动腕表 

Happy Sport 搭载自动上链机芯，以较小的尺寸耀世

回归，在美学设计和技术性能上均达致巅峰。其比例经重

新设计，推出表壳直径为 30 毫米的“迷你”版本，同时

保留于 2013 年置入 36 毫米表款的自动机芯。其玫瑰金表

盘中央饰有螺旋形扭索雕纹，五颗旋动钻石在其上翩然旋

舞。这款精致小巧的腕表，散发隽永女性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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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邮票拍卖市场上居领导地位之苏黎世亚洲（Zurich 
Asia）香港拍卖会圆满结束，一连两天推出近 3800 件珍罕
邮票及邮政瑰宝，竞投气氛热烈，多项拍品均超出估价成交，
也让有票拍卖再次成为话题。

今年夏末，苏黎世亚洲（Zurich Asia）香港拍卖

会会上推出的 1980 年发行 8 分猴年票，备受藏家追捧，

当中“金猴”80 枚全张版票，票面鲜艳，品相极佳，由

一位藏家通过电话以 1,265,000 港元投得。

苏黎世亚洲呈献的一系列解放区邮封瑰宝，竞投尤

其激烈。当中 1947 年（10 月 18 日）贴上两枚毛主席

拾圆浅蓝色票之实寄封，经过一番激烈竞投后，最终以

805,000 港元高价成交，大幅超越原先高估价，并创下

解放区实寄封的世界拍卖纪录。此票属东北地区辽宁邮

政通化版，由辽宁寄往吉林，并有详细的投递日子，非

常罕见。

拍卖会上深受买家垂青的还有曾为著名日籍藏家水

源明窗珍藏之邮封。当中 1936 年（9 月 7 日）贴珍罕

毛主席伍圆深红色邮票之实寄封，以437,000港元成交，

同样超出估价。此票为辽宁邮政通化版，由辽宁军区第

四分区寄给间岛省延吉县二师六团营高鹏收，上盖有“通

化”戳，封面附上完整“不能投递”之邮政局收条。

此外，两件 1948 年 5 月贴辽东第四次手盖改值邮

票的双挂号封，以 437,000港元成交，超越原先高估价。

其中一件是由安东寄出，贴有共 10 枚安东第二版朱德

及毛主席拾圆玫瑰红色票，以及一枚第四次手盖朱德及

毛主席拾圆暂作壹佰伍拾圆玫瑰红票，盖“安东”戳。

另一件则寄往安东，贴一枚安东第二版毛主席壹佰圆深

红色邮票，与一枚手盖朱德及毛主席拾圆暂作壹佰伍拾

圆玫瑰红票，极具收藏价值。

另一件水源明窗藏品为 1946 年（8 月 10 日）由

肇源寄往哈尔滨，上贴伍角蓝色和平鸽图邮票之实寄封，

销汉文“肇源”戳，封背销“哈尔滨 /7.9.46”到达戳，

由藏家以 276,000 港元投得。贴和平鸽图票之实寄封在

市场上非常稀有，它也是苏黎世亚洲首次推出的此类邮

封，实属难得。

1897年慈禧寿辰莫伦道夫版玖分银四方连错体票，

成交价为 437,000 港元，此票横中缝漏齿，因此形成有

两组直双连中缝漏齿之错体票。票面颜色鲜艳，属附原

胶之新票，品相完美。据记录，此错体四方连存世只有

四件，殊为珍稀，曾为知名藏家黄明芳所珍藏，来源显赫。

邮票拍卖面面观
文 Gia  图 Victoria Communications提供

Leading in Asia stamps auction market, Zurich Asia comes to a 
successful conclusion in Hong Kong auctions. Nearly 3800 pieces 
of rare stamps and postal treasures are shown in two days. The 
bidding atmosphere is very warm and many items clinch deals 
over evaluation, so the stamps auction once again becomes a topic.

ASPCTS OF STAMPS AUDITION 

中国最贵的几款邮票
大龙邮票
　　1878 年，清朝政府海关试办邮政发行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主图是清
皇室的象征——蟠龙，简称“大龙邮票”。它的价值绝不仅仅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全国山河一片红
　　1968 年 11 月 25 日发行了“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面值 8 分。2012 年中国
嘉德“微博”春拍，一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俗称“大一片红”)
以 730.25 万元的天价成交，创中国单枚邮票成交最高纪录。

“80 版猴票”
　　1980 年我国发行了中国首枚生肖邮票——猴票，30 年间，从每枚 8 分翻涨到如
今的 18 万倍，这样的升值速度，不但在中国邮票里绝无仅有，在世界邮票中也难找到。

蓝军邮
　　这套邮票共3枚，1953年发行，底色分别用橘黄、紫色、蓝色来表示陆、空、海三军，
简称为“黄、紫、蓝军邮”，“军人贴用”邮票，目前存世量非常稀少。

红印花
　　红印花邮票，作为我国第一枚“代用邮票”，它屡次刷新国际华邮拍卖成交的新
纪录，被誉为当之无愧的“华邮之王”，中国嘉德 2006 年春季拍卖会上，红印花加
盖小字壹圆以 242 万元天价成交。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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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里假期多多，更多的是景点处的游人。与其扎
堆景区里面拥挤不堪，不少人选择在城市里自得其
乐，不需要远途奔波，不需要跨越季节的服饰，一
身休闲舒适的装扮，正如休假的心情。

在都市里玩转休闲

Bally Heimberg 休闲运动鞋

以半光泽素面小牛皮精心打造，是品牌运

动鞋中的标志性鞋款。轻盈鞋底带来极

致舒适的穿着体验。全新推出的中帮款

式，鞋面的设计细节灵感源自高频技术，

有极为柔软和轻盈的纳帕皮材质可选。

Heider 低帮运动鞋还提供奢华珍稀鸵鸟

皮款。

Gucci Diva 腕表

Gucci 标识性的意大利修饰细节赋予每

枚腕表独一无二的特性。Gucci 标识性

的绿－红－绿条纹为白色哑光表面增添了

一抹明艳色彩，令人眼前一亮。40 毫米

全黑表款缀以红色，令腕表瞬间活力四射。

Etro

Etro 秉持了品牌一贯的设计优势，让这

款手提包无论在设计还是颜色搭配上都相

得益彰。与皮质相比，棉麻材质更能凸显

出休闲的风范。

Bally 休闲双肩背包

装饰经典 Trainspotting 条纹，耐用耐磨

的粒面皮革，色彩鲜艳，内侧带有薄衬垫，

棉质衬里，外观挺括但柔软，与棉质织带

营造出同色系或对比色效果。Messi 背包

设计有带衬垫隔层，可存放 15 英寸笔记

本电脑。

Brunello Cucinelli 

文 Gia  图 各品牌提供

ENJOY LEISURE IN THE CITY
Roberto Cavalli 墨镜

全新 RC911S 在铰链与镜臂的独特设计

是品牌的另一个新里程碑，两只交织在

一起的 Swarovski 水晶蛇形图案无非是

Roberto Cavalli 的招牌标识，正好与宽

大方形镜框构成鲜明对比，打造出与众不

同又妩媚动人的女装太阳眼镜。

Roger Vivier 手包

不失炫彩的颜色，还带有丝丝复古风情，

为时尚女性增添别样魅力。

作为本季的经典配饰包款，该款包袋的标

志性特色为经典的星星图案，黑白两种主

色可选，搭配更随心。

Roger Vivier 

本季 Roger Vivier 罗杰·维维亚决心打破

性别界限，Masculin Feminin 系列将纯

粹的女性元素融入男性鞋履的设计之中，

展现出极致的奢华与创意。

TRUMP 手提肩背两用包

灰蓝色的皮质增加了一份秋日里的

深沉，手柄处加厚的皮质让拿起包

包时的手感更舒适。手提与肩背的

两用功能让搭配更随性自然。

Bally 平底鞋

舒适的平底鞋是游走城市间的必备

品，Bally 这款平底鞋触感柔软，

外观线条干净利落富有现代简约的

时尚气息，设计很百搭。

Brunello Cucine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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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一天之计在于晨”，内蒙古的传统早餐丰

盛得让人瞠目结舌。

早餐要享用地道的蒙餐，在集宁非蒙亨莫属。蒙古

人以白为尊，在宴席上要先尝奶制品，再品尝肉食。蒙语

叫“查干伊德”是纯洁吉祥的意思，自然就会视乳为高贵

吉祥之物。每逢拜年、祝寿、招待宾客、喜庆宴会等首先

以品尝奶食、敬献奶酒为最美好的祝愿，这是一种神圣的

礼节。无论大小宴席都以白食开场。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锅蒙古锅茶。有风干牛肉、

奶皮、奶干、炒米。再倒上热腾腾的奶茶（店家先煮好了

奶茶放在保温壶中，食客就可节约时间啦）用勺子搅动，

点上火，待奶茶滚开后，香喷喷的锅茶就可以喝了。对蒙

古人来说，奶茶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饮用品，而是一种文

化，一种情感。蒙古族的饮食非常讲究，品种多样。奶茶 (蒙

语叫苏台柴 ) 是蒙古民族日常饮用的一种茶，也是蒙古人

民招待客人的必备饮料。

奶嚼口是将鲜奶倒入洗净的容器，夏季放在阴凉处，

冬季放在暖炕上，过一段时间便发酵凝结，形成凝结乳。

凝结乳分上下两层，上层呈淡黄色，奶香扑鼻，蒙古语称

“朱和”，汉语称“嚼口”，拌炒米、米饭极香，还可提

炼奶油。牧民也叫奶皮子为“稀奶油”。先把奶嚼口放自

己碗里或者盘子里，然后放点炒米、黄油和白糖，搅拌好

就成这样啦。有点像酸奶的味道，可以值得一试哦。

夏秋季，将鲜奶放在锅中，用小火烘，稍滚，用勺扬，

使奶泡沫在上面，同时点上生奶，奶上即成皮一层，用筷

子挑起，放在通风处阴干就是奶皮子。

除了奶皮子，还有很多其他的奶制品。长得像江米

条一样的是奶果子，还有奶豆腐、奶条等等。吃的时候可

以直接吃，也可以放到奶茶里，感受它的醇香。

稍麦

到集宁吃正宗的稍麦，得去老绥远稍麦，稍麦是用

特制的擀面锤（稍麦锤）把和好、揉透的面，垫上土豆

粉擀成薄的荷叶皮，然后用新鲜羊肉切成粒配葱姜等作

料拌成馅，再勾以熟淀粉，成为干湿适度，香味扑鼻的

稍麦馅，把馅放在稍麦皮里轻轻捏成石榴状，上笼蒸 7
至 10 分钟即熟。稍麦出笼，顿时鲜香四溢；观其形，

晶莹剔透；食其味，清香爽口，味浓不腻，皮薄如蝉翼，

柔韧而不破。

来到内蒙古，怎么可以少了羊肉？全羊宴 (蒙语为不

禾勒 )是蒙古族招待贵宾的传统佳肴。是蒙古民族最古老、

最隆重的一种宴席，一般只在盛大宴会、隆重集会、举行

婚礼或接待高级贵宾时摆设。自古以来，蒙古人就有吃整

羊、喝马奶酒和给远征人携带绵羔羊熟肉条的习惯。元世

祖忽必烈登基，建造白色大蒙古包，用整羊招待来客和祭

礼神祗。

将整羊加工后摆在长方形的大木盘里，像一只卧着

的活羊，肉味鲜美，香飘满堂，浓郁扑鼻。宾客在进餐前，

还要举行一定的仪式，高唱赞歌，朗诵献整羊的祝词等。

整羊的摆法；羊头必须向着主宾。在宴会上用整羊招待客

人时，一般要唱赞歌敬酒三巡，当宾客们开始唱和时，再

斟一杯酒，诵献整羊的祝词。

旅行也许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在路上。二十辆车
一字排开，我们翻越山地、草原。
《吃喝玩乐大搜索》携手摩圣科技带你组团从北京出
发，自驾来到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一个风景优美、民
风朴实的“避暑之都”。

“

”
“吃喝”

避
暑
玩
乐
到
集
宁

 

吃
喝
在
路
上

从城市来到草原，抬头望去不再是灰蒙蒙的天空而是

清晰透彻的蓝天白云，感受到的不再是烦闷燥热而是沁人

肺腑的丝丝清凉，看到的不再是灰暗的高楼大厦而是一望

无际的绿色海洋，面前走动的不再是行色匆匆的人群而是

悠然自得的马、牛、羊群，还有那洁白似云的蒙古包，悠

扬的马头琴，喷香可口的手把肉！

穿过沟底的休息区，乘上山地越野车在弯曲的沟底

路上行驶，由于路段坎坷不平，越野车上下颠簸、左右

摇晃，也不失为一种体验。途经当地村落四苏木、七彩

花田，这里的百亩花海每逢盛开季节，花开遍野，美不

胜收。黄花沟五千余亩的独贵林区，森林茂密，林间富

有弹性的在绿色草坪上，白蘑菇、黄花、百合花点缀其间，

这更为大自然增添了美丽的色彩。春画、奇观、森林与

奇花、异草组成了天然大花园。可在栈道小桥上徒步游

览怪柳，成群的柳树呈现出各种自然扭曲的姿态，不是

平常所见的河边细柳，似乎变成了纯天然供人休息的场

所。

来到草原一定不能错过观看矗立在绿色沃野中的几百

台风力发电车，这是黄花沟草原的标志性建筑。远远望去，

一排排风力发电车如少男少女般白净挺拔，长长的叶片折

射着太阳的光芒，背衬着蓝蓝的天空。但凡过客，无不望

之兴叹，都要拍片留影。

“大美辉腾锡勒，醉美黄花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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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夏的高温已逝，人们烦躁的情绪也随之平静，秋风带来秋季宜人的景色，
而此时切勿因眼前的美景忽视了养生。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
原则，这个时节，在各大中餐厅里享佳肴之“鲜”与“润”才是最明智的。

养生正当时

The summer heat has gone, so does people’s fidgety. The autumn wind brings pleasant 
scenery, and we should not ignore to preserve our because of  because the scenery 
before u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Yang-preserving in spring and summer, 
Yin-preserving in autumn and winter", it is most sensible to enjoy “freshness” and 
“moisture” in Chinese restaurants in this season. 

ight Time To Preserve One's HealthR
文 Gia  图 各酒店提供

夏季过多的耗损应在秋季及时补充。俗话说：“一夏

无病三分虚”，立秋过后气温逐渐由升温转成降温，气候

虽然早晚凉爽，但人极易倦怠、乏力等。秋风起，秋意渐，

不忘贴秋膘。贴秋膘本就是养生，但也要吃出养生的门道。

如果你恰好在秋季来到重庆，就暂时莫贪食重庆的麻辣了，

不妨前往重庆悦来温德姆酒店，品尝这一季山城之秋的养

生餐。

重庆悦来温德姆酒店秋季为食客带来不同于传统火辣

土产的清爽淮扬风。醋椒海带可以用“酸爽”来概括，本

就鲜味十足的海带搭配米醋，又带上淡淡的鲜椒刺激，不

啻为燥热秋天的一剂开胃小点。海带补碘自不必说，又有

甘露醇降压，降低胆固醇，贴秋膘自然无压力。

炝拌罗汉笋，空运临安特有时令秋笋，其笋不发于春

而茂于秋，炝拌而成，口感恰在一个爽字。贴秋膘亦要补

肠胃，秋笋富含纤维素，可利于肠道贮水，促进胃肠蠕动，

降低肠内压力。

盖因其富含多种氨基酸，秋笋鲜香可口，又被清李笠

翁誉为“蔬菜中第一品”。

杭式酱焖鸭，精选两年滋补老鸭，文火酱焖而成。鸭，

肉味甘、冷、无毒，补内虚，消毒热，利水道；又称，鸭

油不腻，鸭肉富含钾元素，养到秋季，壮嫩肥美，营养丰

富，除秋燥最是适宜。

淮阳狮子头，江湖又称一刀不斩狮子头，先片、再条、

后粒，纹理饱满清晰，口感酥香爽嫩。入口香满唇舌，佐

以老酒，恰似一口秋，无限畅爽。

西湖熏鱼，选的是长江清波鱼，名以西湖醋鱼秘制糖

醋香料而来，功在巴渝熏制古法。秋鱼肥美，肉质弹口，

蛋白优质易吸收，富含多种 B族维生素，中医称其滋阴，

秋季不可不食。

悦来温德姆中餐厅，在改善重庆本地料理重油重辣的

思路下，引入淮扬名菜，巧手川味改良，令到秋季养生亦

成为一门舌尖上的艺术。

川味的绝妙改良
    重庆悦来温德姆酒店

Excellent Improvement of 
Sichuan-style Cuisine  

上图 西湖熏鱼是这季
的主菜之一。

中图 炝拌罗汉笋，作
为酸爽的开胃菜最好。

下图 淮阳狮子头，汤
汁鲜美肉质鲜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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螃蟹具有舒筋益气、理胃消食、通经络、散瘀血之功

效。蟹肉味咸性寒，有清热、化瘀、滋阴之功。蟹壳煅灰，

调以蜂蜜，外敷可治黄蜂蜇伤或其他无名肿毒。蟹肉也是

儿童天然滋补品，经常食用可以补充优质蛋白和各种微量

元素。 
虽说一年四季皆有蟹吃，但是在秋天，才是吃蟹的最

好季节。“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每年十

月正是螃蟹黄多油满之时，所以又食家言“秋天以吃螃蟹

为隆重之事”。

随着吃蟹佳季的来临，香港万豪中餐厅中菜行政总厨

叶国辉师傅精选备受食饕爱戴的大闸蟹，于 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31 日推出时令蟹粉美馔。JW 咖啡室副行政总

厨 Tony Wong则于 2015年 10月 5日至 31日的自助晚

餐，呈献一系列滋味非凡的蟹宴菜式，让蟹迷大快朵颐。

秋季的蟹个头大且壳薄，肉质细腻而带有香味，历来

极致蟹宴享受
    香港万豪酒店中餐厅

Enjoy Perfect Crab Feast

有农历八月母蟹最肥，蟹黄足，农历九月公蟹最香，蟹脂

多的说法。因此，秋季里的大闸蟹一直是美食家苦求的珍

宝，万豪中菜厅的时令大闸蟹单点菜式于每天午餐及晚餐

时段内供应，除了令大家期待已久的清蒸大闸蟹、甘香丰

腴的蟹粉菜式外，更有蟹粉小笼包、蟹粉扒乳酪、碧绿蟹

粉炒虾球等美食，让客人品尝这款鲜甜味美的矜贵食材。

客人亦可到 JW咖啡室饱尝目不暇接的地道及环球美

食，蟹宴自助晚餐汇聚源源不绝的大闸蟹及各类鲜蟹菜式，

精选推介包括加菲冻蟹、雪蟹、红蟹及加拿大蟹，惹味的

避风塘炒蟹、白汁焗酿蟹盖及咖喱炒辣蟹等。自助晚餐每

天晚上 6时至 10时供应，星期一至星期四每位成人港币

718 元，每位儿童港币 498 元；星期五至星期日及公众

假期每位成人港币 788 元，每位儿童港币 548 元。对于

食客来讲，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大

闸蟹，不失为人生一大乐事。

左上 九、十两个月蟹黄最肥美。
左下 碧绿蟹粉炒虾球香而不腻。

右图 蟹粉小笼包继承了粤菜点心
的精髓。

万丽酒店弘扬“生活在于发现”（Live Life to 

Discover）的理念，不仅每间酒店都各具特色，每次入住

都会令客人发现当地特有的风情。每间酒店里的万丽导航

员（ Navigators ）更是随时待命帮助客人发现当地风味

及活动的专家。

时尚、现代的万丽轩主打正宗的广东菜，餐厅处处透

着精致，中国古典家具与餐厅由纹理原木和石材构成的现

代背景相映成趣。时尚菜单中包含各色招牌美食，同时也

受到酒店所在地域及当地客人喜好的影响，独有的书架和

设有沙发的私人包间无不透出高雅的艺术氛围。

在秋天的养生佳季，注重饮食文化的万丽酒店自然不

会错过推出重磅的秋季滋养佳肴。鲜松茸炖响螺与滋补炖

响螺汤是不得不尝的珍馐。

松茸一般在秋季生成，是一种纯天然的珍稀名贵食用

菌类。松茸食法众多，但食物食其原味是万丽轩中餐主厨

对食物的重要推荐，鲜松茸炖响螺也是由此而来。松茸肉

质细嫩，香味独特，响螺肉质肥美，味道鲜美，两者互相

映衬，经过 6小时一气呵成的炖制，味道鲜美至极。

“炖汤”是粤菜菜系里的精华之作， 其将原材料放

在炖盅内，加水密封，用大火蒸炖而成。滋补炖响螺汤

选用美国深海螺肉，配以新鲜精猪肉、老鸡等，足料精

炖 6 小时，不油不腻，香润可口，有健脾开胃补肺气之

功效。

这间时尚的生活风尚酒店坐落于历史悠久的王府井大

街，毗邻天安门广场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客房和套房有

一半能尽览故宫壮美景色，为奢华设施和特色服务的完美

艺术融合。会议设施均为最新尖端视听的技术设备。餐饮

的选择更为丰富，包括独一无二的私密餐饮及娱乐餐厅福

盈阁，供应菜色丰富的清朝宫廷菜；正宗粤菜中餐厅万丽

轩，可享受粤菜之精华。

尊享现代粤式佳肴
    北京金茂万丽酒店万丽轩餐厅

Enjoy Modern Cantonese 
Cuisine

足料精炖 6 小时的滋补响螺汤不
油不腻，香润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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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不仅讲究以食养生，春困秋乏的季节，身体同样需要深层的放松与调整。
瑜伽和水疗同为让身心获益的养生项目。秋季假期多多，不妨借机去给自己

补一次身体调养之旅。

不可错过的秋季水疗日
文 Gia  图 各酒店提供

In autumn, we preserve our health by paying attention to food. But in the season of 
fatigue, the body also needs deep relaxation and adjustment. Yoga and the spa are 
the health projects to bring benefit to body and mind. There are many holidays, why 

not have a trip to nurse your health?

Unmissable Spa Day in Autumn

探寻瑜伽的精髓 
毛里求斯香提莫里斯酒店在今年九月发布了“阿育

吠陀瑜伽深彻休养之旅”疗程，这个疗程针对今年十一月。

根据内容不同，分别有 5天、7天和 14天疗程可供选择，

客人可体验到由专业技师操作的印度古老医学体系阿育

吠陀和瑜伽大师教授的瑜伽及普拉提练习，并辅以营养

配比均衡科学的美味餐食。

阿育吠陀 (Ayurveda)，又称生命吠陀医学和悉达

(Siddha) 医学。阿育吠陀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医学

体系。五千多年来，它在无数印度传统家庭中使用着，

因此印度阿育吠陀被誉为“医疗之母”。“阿育吠陀瑜

伽全面休养之旅”疗程的体验地点在香提莫里斯的“Nira 

Spa”中心，所有疗程均为量身定制，在定制之前，客

人首先要经过专业医师的诊疗，医师通过对客人诊疗体

质、情绪和精神状态，会对其生命能量状态产生宏观判断，

继而定制出适合不同个体的疗程。而瑜伽大师则会指引

客人进行专业的瑜伽体式练习，还会教授一些可以在生

活中活学活用的瑜伽练习，方便客人在疗程接受后仍能

保持健康平衡的生活方式。

阿育吠陀理疗最大的特点是自然平衡，没有副作用。

通过全天然药油的调养，唤起人体内在潜能，从而达到

自我修复，化解健康问题。即使是一个简单的按摩，当

两个专业的按摩师将温热的草药精油融入到你身体的每

一个毛孔里，你也可以彻底放空自己的大脑，放松肌肉，

柔软肌肤，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海滩瑜伽、瑜伽调息课以及颂钵冥想这些疗程项目，

不仅对改善亚健康疗效显著，而且会方便客人疗程结束

后回到自己生活中仍然保持继续练习。喜欢动感的客人

还可以参与浆板瑜伽、水疗漂浮、水中有氧操、普拉提、

慢跑、综合瘦身等项目。

遵循古老的东方理疗哲学，香提莫里斯还为参与疗

程的客人精心设计了阿育吠陀餐食来配合 Spa 和瑜伽练

习。菜单每天都会更新，餐食以素食为主，大量选用产

自当地农场的蔬菜及其他食材，促进身体排出毒素，并

为身体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使得平日毒素堆积的疲惫

身体变得轻盈且充满活力。

占据毛里求斯最纯净的一湾珊瑚环礁，香提莫里斯

以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真挚热忱的细心服务，将为懂

得享受、崇尚自由的你营造一个最宜人的伊甸园。

Explore the Essence of Yo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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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嘉佩乐酒店坐落于新加坡圣淘沙生机盎然的

雨林之中，酒店的 Auriga Spa 护理中心按照月相能量

的变动提供独特的保健护理，非常值得一试。

Auriga Spa 招牌护理的基础有着自己的理念，那

就是不同的月相会非常精准地对身体产生影响：新月标

志着恢复活力与进行内省的时刻；月盈时标志着蓄势待

发；满月则逐渐达到身体的全部潜能；而月亏则需要时

间来净化。结合这种宇宙赐予的能量变化，Auriga Spa
设计出了一种真正的关怀体验，护理体验的所有层面皆

根据这些变动的月相能量进行设计，使您切合大自然的

节奏律动，改善您的健康状况。 
若想和闺蜜相约享受一日奢华， 可选“美丽由内而

外”（Beauty Inside and Out）配套服务。这个半天

的水疗体验从头到脚进行护理，包括全身去角质或裹敷，

使用珍贵的有机精油进行的全身紧肤按摩和抗衰老面部

护理。该配套最后为宾客进行快捷的美甲和修脚护理，

然后在中餐厅 Cassia 享用一顿特别的健康餐。“美丽

由内而外”顾名思义，倡导美丽与健康相辅相成的哲学；

相信有了健康和快乐的生活，就会由内而外焕发美丽。 
“Auriga 排毒日”（Auriga Detox Day）是另一

个为期半天的护理体验，专门设计用来排出体内的毒素，

令全身上下更加健康、富有光彩。护理包括一段注重呼

吸技巧的瑜伽，然后是裹敷和全身按摩。套餐还加入各

种奢华的水疗设施，作为护理的一部分。

“压力管理”（Stress Management）半日护理

强调的是恢复活力，通过消除抑郁、睡眠问题和皮肤情

况等压力指征，解决压力对身体的影响。在长达半天的

水疗套餐里，Auriga Spa特别定制了两种情侣护理配套。

“蜜月”（Honey Moon）情侣 Spa 体验特别打造，在

纵情的氛围中重燃浪漫之曲。情侣在玫瑰和茉莉花香的

奢华水疗套房里缠绵，于魅惑的烛光氛围享受呵护，套

房还配有私人浴室和花园。“P.S 我爱你”（P.S I Love 

You）情侣护理体验从私密花园中奢华的足部磨砂开始，

之后是时长两小时的芬芳玫瑰和茉莉花精油的全身按摩。

最后在感性的烛光下，进入滴撒了有机依兰精油和撒满

新鲜玫瑰花瓣的浴盆中为这至高的宠爱完美收尾。

在热带雨林中开启 SPA 养生之旅

酒店的 Auriga Spa 护理中心按照
月相能量的变动提供独特的保健
护理，非常值得一试。

Start SPA Health Journey in the Tropical 
Rainforest 

大都市中的奢华水疗
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店是一座拥有丰富文化内涵、

传奇色彩、恒久建筑与深厚历史的奢华酒店，它完美结

合了上海外滩闻名遐迩的历史与文化及二十一世纪的繁

华。在两幢综合大楼里，设置了 260 间高端配置的客房

和套房，环境现代时尚的餐厅和酒吧以及可俯瞰上海城

市美景的精美华贵的宴会厅。这里极享盛名的装修风格，

周到的服务，引人注目的周边环境，必将给尊贵的您带

来一场休闲度假或商务旅行的独特体验。深得休闲度假

或商旅人士的喜爱。

同样值得推荐的是它的豪华水疗中心，与其他设置

构成一幅完美的图画，展示出只属于上海外滩华尔道夫

酒店的独一无二的宏伟和精致。华尔道夫水疗拥有一支

专业且富有经验的护理团队，悉心提供具有国际化水准

的护理项目及奢华水疗体验。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倍感呵

护的护理来改善或增强身体及肌肤状况，并带来显著卓

越的成效。每一项护理都精心挑选来自海外的奢华产品，

激发身体内在活力，尽情享受悠然一刻。

坐落于外滩地标性建筑中，华尔道夫水疗迎合了本

地环境因素与人文习俗，水疗护理项目融合着中式的精

准与细节，将传统中医理念与现代创新的水疗技术相融

合，根据四季变化的特点调整养生方式，悉心提供适宜

时节的护理项目及生活方式。水疗内设八间理疗房，每

一个房间都确保私密与幽静，均配备独立的蒸汽间和雨

淋花洒。而豪华 VIP 贵宾水疗套房面积近 100 平方米，

配备双人蒸汽房，按摩浴缸，壁炉装饰以及宽敞舒适的

休闲区域，尽享奢华体验。

芳香疗法按摩是华尔道夫水疗的招牌项目。通过养

生咨询与芳香测试，按照客人的喜好与体质从 12 种植

物复方精油中精心挑选，每种芳疗精油都能让您的身心

受益及深层感受。芳香疗法与淋巴按摩手法排除毒素，

面部洁肤与按摩将达到双重减压。在理疗师专业的指压

技巧下，全身紧张的肌肉与阻塞循环会得到明显的缓解。

这里的面部护理也是有口皆碑的项目，按摩面膜的精油

均来自最负盛名的原产地，将植物中的精华运用到了极

致，若第二天有重要的工作议程或是友人聚会，面部护

理后的养颜效果一定会让信心倍增。

Luxury Spa in Metropo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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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胶州绿城喜来登酒店

是 在 青 岛 地 区 举 办 婚 礼

的理想之选。酒店拥有九

间 多 功 能 厅 ， 总 面 积 达 

2220 平米，其中包括一

间面积达 860 平米的无

柱式豪华宴会厅。酒店先

进的会议设施为您梦想般

的婚宴提供技术支持，而

灵活自由的空间布局及独具创意的菜单选择则可确保您的婚礼成为一次

令人难忘的精彩盛事。酒店一楼户外草坪及室外泳池更是青岛地区举办

户外婚礼的首选。我们专业的活动策划及餐饮工作人员将十分乐意根据

您的不同需求量身定制特别活动，同时协助您打理活动中的每一微小细

节。

电话：0532-8228 9999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胶州新城区北京东路271号

8

杭州索菲特西湖大酒

店坐落于景色秀丽的

西湖之畔，无论是商

务 出 行 还 是 休 闲 旅

游，酒店都将为国内

外宾客们提供舒适便

捷的入住体验。2014年酒店全面完成装修改造，现已奢华升级精彩亮

相！酒店房间总数由200间增至233间，包括全新的索菲特套房、尊享

套房和总统套房；并且，除了对灵感会议中心、商务中心、行政酒廊、

大堂、埃菲尔酒吧、涌金阁中餐厅、泳池、Spa和健身中心等已有区域

进行了全面升级之余，还全新推出香榭丽全日候餐厅、酒店六楼的宴会

区——西湖厅和钻石露台、顶层空中花园。此次升级将使酒店更好地体

现索菲特法式高雅生活艺术和中式殷勤好客之道，为宾客提供更优质的

尊享服务。

电话：0571-8707 5858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333号

青岛海尔洲际酒店  
InterContinental Qingdao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青岛海尔洲际酒店座落于青岛旅游新

地标-奥林匹克帆船中心内的美丽海

滨，与久富盛名的帆船和游艇体验仅

一步之遥。酒店拥有422间客房及套

房，5间时尚特色餐厅与酒吧，2000
余平方米室内会议区，满足商旅及休

闲宾客的需要，同时提供多种特色户

外活动场地选择。品香苑全日餐厅可欣赏奥帆中心优美海景，品种繁多

的国际自助餐及海鲜美食、日式美食、精品烧烤带您享受饕餮美食。天下

一品 尚膳·茗坊中餐厅既传承创新官府菜，又体现原汁原味的青岛当地美

食。明焰扒房只提供岛城最棒的牛肉，带您享受饕餮美食。伦吧酒吧&雪

茄吧是岛城唯一一家集雪茄吧和音乐酒吧为一体的多功能场所。

电话：0532-6656 6666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澳门路98号（奥帆中心内）

深圳星河丽思卡尔顿酒店
The Ritz-Carlton, Shenzhen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深圳星河丽思卡尔顿酒店拥

有280间宽敞舒适的客房，包

括41间豪华套房，均能将城

市美景尽收眼底，其中有9间

套房带有独特的阳台。面积

446平方米的总统套房拥有

两层楼高的门厅和超大落地窗，提供270度城市美景。酒店设有四间特色

餐厅、大堂酒廊、酒吧和美食屋。Flavorz西餐厅设有五个开放式厨房，让

您遍尝世界美食。星丽中餐厅可以享受到顶级的潮州菜及粤菜特色佳肴。

酒店五层有一座风景如画的屋顶花园，包括室外游泳池、屋顶阳台和带阳

光甲板的按摩池。酒店因其一流的设施和毗邻深圳会展中心的地理位置

成为城中首屈一指的商务地点，适合举办各种会议及聚会。

电话：0755-2222 2222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16号

6

7杭州索菲特西湖大酒店
Sofitel Hangzhou Westlake
参评奖项

最佳婚宴酒店
5 青岛胶州绿城喜来登酒店

Sheraton Qingdao Jiaozhou Hotel
参评奖项

最佳婚庆酒店

上海雅悦酒店
URBN Hotel Shanghai
参评奖项

最佳精品酒店

最佳健康生活酒店

上海雅悦酒店是一家糅合卓越设计与可

持续发展的中国精品酒店。酒店仅有26
间客房，现代设施一应俱全，其时尚温馨

的环境氛围为您营造宾至如归的感觉。

酒店由一间旧工厂仓库改造而成，通过

运用可再生材料和当地物色的资源诠释

雅悦的传统特色，体现雅悦对可持续发展、独特设计以及舒适体验的至

臻承诺。整座酒店上下无不体现其可持续发展与时尚风格相结合的核心

设计理念，百分百采用当地回收再用材料打造建筑与客房设计、酒店接待

大厅的老式皮箱，乃至每间客房的纯天然COCO-MAT椰棕床垫以及不

含防腐剂的Jay Godfrey沐浴用品。设计师通过将旧工厂仓库改造，并注

入亚洲现代优雅气息，将雅悦酒店打造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精品酒店。

电话：021-5153 4600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183号，近新闸路 

4天津梅江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Crowne Plaza Tianjin Meijiangnan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最佳婚庆酒店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天津梅江中心皇冠假日酒店毗邻天津

梅江会展中心，酒店建筑气势恢宏，

装饰灵动而秀美，其优雅唯美的姿态，

平和而富有内涵的气韵，尽显尊贵典

范。酒店位于梅江生态风景区，可承

办户外湖景婚礼，700平米和750平米

的宴会厅打造多元化婚礼场地。493间客房设有奢华的总统套房，超过

2000平方米的会议及宴会场地，自开业来承接达沃斯、WTA国际女子

网联公开赛、中国矿业大会等活动。高档的餐饮及酒吧，尊贵舒适的行

政楼层，国际一流的品质、拥有完善的设施和卓越的服务的国际公寓，

室内恒温泳池，健身中心，等完善的休闲娱乐设施，打造了一个国际化、

多功能的尊贵会聚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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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凯世精品酒店
Cachet Boutique Hotel Shanghai
参评奖项

最佳设计酒店

最佳精品酒店

上海凯世精品酒店前身为上世纪20年代

的石墙古老建筑，与豪华百货商店、餐厅

及精品店比邻而居。酒店吸引名流顾客前

来入住，并提供个性化服务和充满设计师

情调的舒适感，满足全球眼光独到的顾客

要求。酒店内最备受追捧的套房是JG豪

华阳台套房，该套房以时尚教主杰伊·戈弗

雷命名，其设计风格与他的纽约阁楼如出

一撤。酒店三楼是顾客专属的大堂酒廊，

对酒店所有宾客提供免费的全自助美味早

餐，免费下午茶，晚间鸡尾酒欢乐时光及

24小时大堂吧供应软饮料。全新的凯世精品指南项目进一步为顾客提供

一系列有趣的本地游览路线、量身定制的摩托车旅游攻略、观光胜地、

艺术展资讯以及餐厅预定和推介服务。

电话：021-3302 4990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931号，近吴江路

1 3
北京长安街W酒店雄踞北京现代商务及历

史文化核心区域。由于酒店西临古观象

台和明城墙等古迹，东望北京中央商务区

壮丽美景，处于“古今交汇”之地，因此

酒店选取的“国都印记”主题可谓融情于

景、恰如其分。酒店使用‘天圆地方’的

造型来体现大国之都的和谐秩序，使用青

花瓷元素衬托老北京悠远绵长的历史，使

用不锈钢和高光漆来突出当代北京的动

感、前卫与时尚。酒店地上21层、地下5
层，设有极致惊喜、非凡、双壮美客房、

奇妙客房等8种房型共353间。此外，酒店

还配备特色酒吧、中餐厅、SPA、游泳池等各类经营场所，满足怀有梦

想和创新精神的，关注时尚、设计、音乐流行前沿的各阶层客群。

电话：010-6515 8855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南大街2号

2

2015年度旅游大奖评选酒店展评
北京长安街W酒店
W Beijing-Chang' an
参评奖项

最佳设计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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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柏悦酒店
Park HyattChangbaishan
参评奖项

最佳健康生活酒店

最佳酒吧

长白山柏悦酒店坐落在万达长白山

国际旅游度假区的黄金地段,原始森

林环绕，零距离从酒店专用滑雪通

道直接进入滑雪场，酒店占地面积

逾两万八千平方米，是中国东北地区

的首家奢华精品酒店，造型别致且

独立的别墅群建筑组成了度假区内

最为独特的一道风景线。酒店拥有163间舒适宽敞的豪华客房，包括36间

套房，分布于一栋主楼9幢独立别墅中，宾客在静谧环境中将雪场全貌及原

始森林山景尽收眼底。客房装修精雕细琢，充满东方风韵的木质家具处处

体现高贵典雅的风范。总统套房面积达484平米，先进完善的酒店设施，均

为客人提供舒适和惬意的入住体验。

电话：0439-612 1234
地址：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长白山国际度假区

长白山凯悦酒店
Hyatt Regency Changbaishan
参评奖项

最佳健康生活酒店

最佳酒吧

万达长白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内

唯 一 一 家 坐 落 在 度 假 区 商 业

街和滑雪场中心地带的五星级

长白山凯悦酒店, 占地面积近

四万五千平方米，整体设计风格

以充满北美风情的山野村居为

灵感，超高的棚顶以及极具质

感的皮面沙发，无不令人感到古

朴、大气和空间感，而简约的装饰艺术品和精美插花，又处处透出细腻和

精致。酒店拥有278间舒适客房，包括33间豪华套房，环绕顶级滑雪场、

壮丽名山、原始森林，总统套房面积达260平方米，拥有私人阳台将山野

风情、绝美风景尽收眼底。24小时独立健身房, 室内水下音乐泳池，室外

天然矿物质水加热泡池,以及多重主题的特色餐厅, 以及专为儿童设计的

凯悦儿童营。

电话：0439-612 1234
地址：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长白山国际度假区

9 11
湛江民大喜来登酒店以海螺型

双子塔的外形耸立在湛江海港

之畔，螺纹层叠的曲面设计，

使所有房间均可欣赏到一线海

景。酒店440间时尚客房与套

房，使宾客尽享宾至如归的惬

意。标帜餐厅采用开放式烹饪

区域，带来各式亚洲风味及国

际美食；采悦轩中餐厅设有40间私密包间，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为宾客

奉上纯正粤菜；在雅日本餐厅，厨艺精湛的日厨采用最为新鲜的食材烹

饪风味独特的地道日式及韩式佳肴。酒店28层的喜来登行政酒廊，是享

受专属接待服务的理想之所。酒店2,800平米灵活多变的会议与多功能

空间，包括可同时容纳1,600位宾客的1,440平方米的豪华无柱大宴会

厅，以及多间海景多功能会议室。

电话：0759-358 8888
地址：广东省湛江市海滨大道北128号

10

湛江民大喜来登酒店
Sheraton Zhanjiang Hotel
参评奖项

2015最佳新开业酒店

继 2010 年起连续五年成功举办中国最佳法国酒

侍酒师大赛后，由法国农业部主办（French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grifood and Forestry），SOPEXA 

CHINA 承办的第六届中国最佳法国酒侍酒师大赛 - 决

赛于 2015 年 6 月在上海收官。上海静安香格里拉酒

店侍酒师廖唯一，上海外滩源壹号侍酒师曾炜然，上海

柏悦酒店侍酒师张敏获得此次大赛的冠亚季军，他们将

代表中国大陆地区参加 2015 年年底由国际侍酒师协会

（ASI）在香港举办的 2015 年度最佳大中华侍酒师大

赛总决赛。

2015 年，SOPEXA CHINA 继续担任第六届中国

最佳法国酒侍酒师大赛的承办方，大赛也继续遵循国际

侍酒师协会（ASI）规则、章程下相关条例，在国内外多

位专家的评审下顺利完成。大赛旨在提高侍酒师的专业

知识及服务技能，吸引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不同城

市的侍酒师融入到比赛中，以提高侍酒师这个行业的公

众认知度，促进消费者对葡萄酒的理解与热爱。

决赛当天，六名从全国一百二十位资格赛选手中脱颖

而出的参赛者参与了角逐。在资格赛前，台湾著名葡萄酒

讲师，作家林裕森还将为北上广三地带来为期两天的法国

葡萄酒系统培训课程；“法国葡萄酒大师班 - 风土解码”。

六名决赛选手以及出场顺序：胡乔飞（上海 Sarment 侍

酒师）、张敏（上海柏悦酒店侍酒师）、廖唯一（上海静

安香格里拉酒店侍酒师）、胡映霞（上海罗斯福公馆侍酒

师）、王逢源（上海罗斯福公馆侍酒师）、曾炜然（上海

外滩源壹号侍酒师）。国内外多位专家：法国波尔多侍酒

师协会荣誉主席 Mr. Jean-Pascal PAUBERT、香港侍

酒师协会主席 Mr. Nelson CHOW、法国 1986 年度侍

酒师大赛冠军 Philippe NUSSWITZ 等。

决赛当天晚上，在上海四季酒店举行的答谢晚宴，

由法国驻上海副总领事和评委团主席及成员共同颁发获

奖者奖状及奖杯，赞助商为鼓励选手赠送了他们精心准

备的礼物。晚宴当中，来自侍酒师大赛的新老届冠军，

来自法国著名侍酒师，国内葡萄酒界的专家，以及国内

著名侍酒师专业媒体创始人一起为来宾进行一场非常精

彩的以“中国侍酒师的现在与未来”为主题的论坛，来

宾为了侍酒师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期待明

年的侍酒师大赛的再次开启以及中国侍酒师行业的蓬勃

发展。

2015中国最佳法国酒侍酒师大赛决赛结果揭晓

揭秘侍酒师
侍酒师们存在于何处？
传统意义上 ,  我们能在有
餐饮服务的场所发现侍酒
师的踪迹 , 普通餐厅 , 档次
高的米其林星级餐厅都会
有侍酒师为客人进行饮务
服务。发展至今 , 在一般的
小酒馆、 葡萄酒酒吧或葡
萄酒专卖店也能发现侍酒
师的存在，甚至超市的葡萄
酒促销人员也可能是由侍
酒师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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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倒数的钟声已响起，在这

个距离万众期待的体育盛事不到 365 天的日子里，希尔

顿在北京王府井希尔顿酒店和广州希尔顿逸林酒店同时

开展了“前进里约”奥运之旅特别活动，共同为中国队明

年出征奥运加油助威。追溯至 2011 年，希尔顿正式成

为中国奥委会的官方合作伙伴，由此开启了助力中国队

出征奥运的旅程。此次双城共迎奥运活动，是希尔顿“前

进里约”奥运之旅系列活动的开端，标志着希尔顿与中

国奥委会为期 8 年的合作步入崭新的阶段。

来自法国的标志性箱包品牌 DELSEY 推出 CHÂTELET

硬壳及软壳旅行箱包系列。凭借着来源于“巴黎的奢华”

的灵感，DELSEY 运用复古的设计风格以及对箱体细节

的精雕细琢：以人造皮革的优质物料取材，配以流线形顶

部和手柄，为行李箱增添优雅魅力；耐用的 ST 保安拉链

和缝合细节，时尚又容易配衬，使 CHÂTELET 系列完美

展现出真正的法式韵味，是公干外游的最佳选择。

今旅 酒 店 H ote l J en 将于北 京 上 东今旅 酒 店 H ote l 

J en 举办盛大活动，为“新生代”旅客呈现独特的品牌

风 格与服 务。活 动 包括 酒 店互 动之 旅、王洋副主 厨与

Lawrence Wu 行政主厨烹饪班以及在屋里香中餐厅

享用美味的午餐。宾客从踏入今旅酒店 H ote l J en 那

一刻起，即可体验与众不同的今旅品牌品质。“以人为本”

是香格里拉集团于 2014 年创办今旅酒店 H ote l J en

品牌时的理念，并认识到品质、舒适和价值、有条不紊

的住宿体验和真诚的服务才是“新生代”旅客最关注的

事情。

北京开元名都大酒店引进 7 款璧萝酒庄葡萄酒，分别为：

璧萝·卡黛庄园红葡萄酒、璧萝·乐菲丝庄园白葡萄酒、

璧萝·乐菲丝庄园红葡萄酒、璧萝庄园白葡萄酒、璧萝

庄园红葡萄酒、璧萝庄园桃红葡萄酒、璧萝庄园甜白葡

萄酒。吸吮了 17 世纪建造的法国璧萝酒庄土地的营养，

带着对生活品质和葡 萄酒的美 好感受，漂洋过海 来到

中国，目的就是给您一份真正的浪漫醇香，定不辜负卿

的期待。

BUNLIFE 凭借独特的理念和运营方式，在上海静安嘉

里中心设立了第一家门店。Bun 意为面包，Life 意为生活。

“面包维系生命”，正因如此，激发了 BUNLIFE 对每一

个可口美食的灵感与创造。酵母也有生命。我们使用的天

然酵母从出生至今，已健康成长二十年。这一团家传老面

向面团注入了生命和活力，为我们的面包和披萨带来了松

软绵密，回味无穷的口感。

日前在法国驻华大使馆官邸，欧足联、法国大使馆和盛开

体育联合举办了 2016 法国欧洲杯官方赛事款待计划中

国区 ( 含港澳台地区 ) 启动仪式的新闻发布会。在此次发

布会上，盛开体育作为 2016 法国欧洲杯官方赛事款待计

划中国区 ( 含港澳台地区 ) 的独家代理合作伙伴，与欧足

联正式启动 2016 法国欧洲杯官方赛事款待计划。2016

欧洲杯将于 6 月 10 日至 7 月 10 日在法国境内 10 座城

市举行，届时将有 24 支球队参加，一共进行 51 场比赛的

较量。

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饭店将于 9 月 1 日至 20 日期间举办“揭

秘”（Revealed）摄影展，这也是这一万众瞩目的展览

首次登陆中国。“揭秘”摄影展借摄影师之手将当代最伟

大的艺术家创作时的场景由幕后搬到台前。北京是这场全

球范围展览在亚太区的第一站，之前已经在 5 座北美城市

以及 5 座欧洲城市相继展出。奥利维尔·怀德梅尔·毕加

索将于 2015 年 9 月 1 日亲临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饭店揭幕

展览，并与宾客们见面。

运用美国波普文化（POP culture）象征图像拼贴出的

艺术性装饰 将点亮典雅的餐厅环境，为其增添一丝 妙

趣。餐厅设计让人仿佛置身 70 年代美国奢华的经典演

绎 : 从踏进外滩三号顶楼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美国生

活风格的经典演绎。由一群才华洋溢的团队 所运作的

酒吧是整个餐厅的中心，完美地将迎宾大厅与主用餐区

相连，并提供种类繁多的美国威士忌、波本，及各式原

创鸡尾酒。

欧洲杯官方款待计划中国区启动

法国箱包品牌 DELSEY
推出全新 CHÂTELET 
硬壳及软壳旅行箱包系列

希尔顿助力中国队“前进里约”  
开启奥运梦想之旅

健康人气餐厅 BUNLIFE 又添新店

外滩三号变身为 POP 美式餐厅全新开业

第五届美食美酒盛宴
即将于上海柏悦酒店举行

浓郁醇香
来自 7 款璧萝葡萄酒

探索“Jen 式体验”

“揭秘”摄影展
登陆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饭店

2015 年 11 月 24 日至 27 日，第 五 届上 海 柏 悦 酒 店 美

食美酒盛宴将如约开启。盛宴期间来自法国米其林餐厅

主厨 Pierre Gagnaire 先生，Emmanuel Renaut 先

生，Akrame Benallal 先生，以及被 S. Pellegrino 50 

Best Restaurants 评选为 2014 年度亚洲最佳女主厨

的陈岚舒女士将分别亲自为贵宾们精心呈现四场高定晚

宴。与此同时，各行业翘楚包括年轻有为的法国甜品师，

来自台湾的著名花艺师，法国著名葡萄酒专家等将会亲

临上海柏悦酒店，亲自分享行业领域内的经验并教授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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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16 日至 23 日，北京王府井希尔顿酒店秦

唐中餐厅主厨孔德龙师傅将率领团队再赴台湾，在福容

大饭店台北、桃园及高雄的三家店为宝岛食客带去传奇

的宫廷菜肴。北京王府井希尔顿酒店与台湾最大的酒店

集团福容大饭店有着紧密的合作，福容的厨师曾两次来

到北京王府井希尔顿酒店举办台湾美食节。此次，孔德

龙师傅将与阿基师联手，共同带领台湾民众用舌尖揭开

宫廷菜的神秘面纱，见证京城菜的深厚底蕴，两岸名厨

大展身手，为您重现中国古代宫廷饮食传奇！

法航通过为头等舱和商务舱客人提供免费“点餐菜单”套

餐来继续提升其产品档次。此次的档次提升包括分别在头

等舱和商务舱各推出 6 款套餐，旅客最晚可以在航班起

飞 24 小时前进行预订。分别有 6 款套餐供头等舱和商务

舱客人选择，并且有多种烹饪风格可供品尝：旅客可以在

出发前 90 天直至起飞 24 小时前预订他们心仪的菜肴。

乘客可以在购票时预订，或在法航网站 www.airfrance.

com 预订，或进入“管理您的预订”进行套餐预订，也可

以通过法航售票处或呼叫中心，或者通过电脑或智能手机

在线办理登机手续时预订这一服务。

作为迪拜地 标 性的热门造 访地，棕榈岛亚特兰蒂 斯度

假酒店一直以 其 至尊奢 华的套房、引人 入胜的水上 娱

乐项目和丰富多彩的美食盛宴享誉全球。随着婚礼蜜月

游的兴起，亚特兰蒂斯酒店也迅 速成为迪拜最受欢 迎

的婚礼蜜月旅行目的地之一。为营造新婚燕尔的幸福氛

围，亚特兰蒂斯度假酒店不仅提供专业的婚礼策划服务、

个性化的婚宴场地 和丰盛筵席，还 推出风格独具的各

式婚礼蜜月套餐，精心为新婚夫妇们打造浪漫的蜜月度

假体验。对追求奢华与永恒的爱侣们而言最合适不过。

拥有源自战 斗 机外 形 设 计的华硕 Z X50JX 搭载四代

酷睿 I5/ I7 强芯、NVIDIA GeForce GTX 950M ＋

Intel GMA HD 4600 战神级双显卡和 15.6 英寸 Full 

H D 全高清屏幕（选配），整机性能提升至全新境界，

无懈可击。配以 Audio Wizard 专属游戏音效软件和

充满神秘和科幻感觉的红黑配色背光键 盘，让 玩家在

角逐游戏世界王者宝 座的同时，感受到最真实的游戏

代入感，享受最逼真的视听盛宴。

固特异中国近日宣布，浦曌连锁固特异超级旗舰店在新

疆乌鲁木齐盛 大开业。浦曌连锁固特异超级 旗 舰店位

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核心地段，总运营面积达到

3200 平方米，比常规店面大约 20 倍。作为固特异亚洲

最大的轮胎零售店，它的建成彰显了固特异扎根中国，进

一步完善、强化渠道建设方面的决心，具有深远的战略

意义。超级旗舰店是固特异自 2013 年起新增设的零售

店类别，从面积、设备、客流量、店员素质等多方面进行

考量。

北京丽思卡尔顿酒店玉餐厅在 10 月 1—11 月 30 之间为客

人特别奉上鲜美诱人的美味大闸蟹，不论是清蒸还是用中国

传统黄酒烹制，中餐行政总厨古师傅定将为食客精心打造含

之如饮琼膏、嚼之似餐金栗、鲜美回味无穷的顶级蟹宴。无

瑕美玉代表美好和高贵。在玉餐厅，像品味玉一样享受中国

美食。精品粤菜，正宗口味，另有资深茶师演绎优雅茶道。一

品茶、一味菜，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主用餐区格调明快、典雅，

充满现代风格。7 间包房各具特色，融合古典和现代之美。

近日，英菲尼迪圣迭戈设计中心（IDSD）正式投入运营，

这是继英菲尼迪伦敦设计中心去年 9 月落成、英菲尼迪北

京设计中心去年年底揭幕之后，英菲尼迪全球设计网络启

用的第四家品牌专属设计中心。英菲尼迪通过构建全球专

属设计体系充分提炼英菲尼迪设计的精髓，强化设计的独

特性，而圣迭戈设计中心的开业使英菲尼迪全球设计网络

得以完善。英菲尼迪设计总部位于日本厚木市的全球设计

中心，并在伦敦和北京设有分中心。

2015 年 9 月 24 日，BC 省惠 斯 勒《滑 雪》杂 志（S K I 

M aga z ine）第 28 届年度读者投票评选揭晓，BC 省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惠斯勒黑梳山滑雪度假村

（Whistler Blackcomb Ski Resor t）蝉联北美最佳

综合滑雪度假村，这是该度假村连续两年获此殊荣，并

且四年中三次荣登榜首。同时，惠斯勒黑梳山滑雪度假

村还在“地形多样性”、“山下活动”、“雪后活动”和“地

形公园”4 项评选中力拔头筹。

北京丽思卡尔顿酒店玉餐厅
推出大闸蟹精选菜式

法航为头等舱和商务舱客人
供应全新“点餐菜单”套餐

北京王府井希尔顿酒店
于台湾推出舌尖上的京城菜

固特异亚洲最大轮胎零售店盛大开业

加拿大 BC 省惠斯勒黑梳山滑雪度假村
蝉联 2015-2016 年度
北美最佳滑雪度假村

华硕 ZX50JX 配 GTX950M 独显
打造炫红背光神盾外壳

棕榈岛亚特兰蒂斯度假酒店
为情侣打造精彩浪漫的婚礼蜜月之旅

英菲尼迪圣迭戈设计中心正式启用 
全球设计体系得到完善

广州白云机场铂尔曼大酒店新行政翼开业典礼暨客户答谢

会以“翼铂云霄”为主题，在酒店协和堂多功能宴会厅华丽

上演。当晚，约 250 位来自各界的领导、媒体、领馆、商会、

航空公司和商务公司的客户代表齐聚铂尔曼共庆新行政翼

开业。酒店是广东机场集团在白云国际机场核心区域唯一

的五星级高端品牌酒店，新行政翼的建成对提升机场综合

服务保障功能、完善地面交通运输系统、推进世界级航空

枢纽建设，以及推动省机场集团非航产业发展、打造综合

回报模式、全面提升盈利能力，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万丽天津宾馆非常荣幸地邀请到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旅游

参赞费正行先生出席了此次开幕典礼，并且与万丽天津宾

馆总经理游新志先生一同为活动祝词。当日所有宾客享用

的美食均由来自西班牙和中国的 7位天才厨师强强联手。

此次活动得到了西班牙驻华大使馆、Oilmotion、桃乐丝

酒业、里奥哈葡萄酒的大力支持。酒店愿借此契机推动西

班牙美食在天津的传播与发展，并促进中西商业的友好合

作。同时也一如既往地为宾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和更多元

化的享受。

来自法国的奢侈护发品牌馥绿德雅启动了今夏头皮抗敏新

品—馥绿德雅舒缓修护精华露的系列媒体分享会，迎来了舒

缓清润系列的第三位成员：馥绿德雅舒缓修护精华露，作为

敏感头皮的即时救星，可有效为头皮全面抵御 PM2.5、压力、

染烫以及吹风造型带来的损伤，且涂抹后更立即感受无与伦

比的清凉与舒爽！气氛热烈的分享会现场，皮尔法伯中国公

关总监 Diana Chen 女士为在场的媒体嘉宾们充分展现了新

品的特性，并带领大家一起亲身感受产品的即时舒缓、瞬间

降温效果。

翠园于 2013 年登陆静安嘉里中心，去年再于港汇恒隆广场

开设全新分店美心·翠园，自开幕以后一直生意火热，受到市

民热烈追捧。翠园始创于1971年，是香港美心首个中菜品牌，

也是香港精致粤菜和港式饮茶文化的先导。其后美心中菜陆

续创办其他著名品牌，包括连续七年夺得米其林一星的翠玉

轩、深受外地旅游人士喜爱的北京楼、摩登潮菜品牌潮庭等。

香港美心月饼今年更将以“中秋味道”为推广主题，突出在中

秋节人月两团圆，与挚亲好友同享美好滋味的温馨感觉。

“敏感头皮，清爽一夏”

广州白云机场铂尔曼大酒店
新行政翼开业典礼

香港美心集团
为上海注入多元化的饮食体验

“揭秘”摄影展登陆上海索菲特海仑宾馆

情迷西班牙
米其林寻味之旅

上海索菲特海仑宾馆于 10 月 13 日至 11 月 2 日期间举办

“揭秘”（Revealed）摄影展，这也是这一万众瞩目的巡

回展览继北京站后再度与中国观众见面。雅高大中华区

奢华及高端品牌高级营运副总裁莫力（Michel Molliet）

表示：“我们很高兴可以在这次展览中见证奥利维尔·毕

加索的才华，并邀请他亲自策展系列的‘揭秘’摄影展。同时，

我们也很荣幸可以秉持索菲特酒店的文化主线，并与美

食、设计及健康相融合，共同呈现贯穿五大洲 120 家索

菲特酒店的法国生活艺术。”

伴随彭于晏主演电影《破风》的热映，

时尚、环保 的自行车运 动 迅 速 进 入 大

众视野。骑行过程中汗水淋漓，可能给

头皮 头发带来 损伤。所以 选 用合 适的

洗 护发 产品非常重 要。含有 薄 荷 精 华

和 柠 檬 清 新因子 的 洗 发 露，可以有 效

去除头 皮 多余 油 脂；而 对 秀发 进行补

水保湿，使 用海 飞 丝 丝 源 复 活头 皮保

湿 洗 护系列，能 够恢复 头 发的天 然保

护屏障。保护好头皮头发，享受清爽愉

悦的骑行经历吧。

夏日骑行新时尚 
教你如何从头尽享

深圳龙岗珠江皇冠假日酒店正式宣布孙逊逊女士担任酒

店市场销售部总监一职。有着丰富的酒店市场销售管理

经验的孙逊逊女士履新前，任职湖州喜来登温泉度假酒

店市场销售部，此次供职洲际集团也是孙逊逊女士在洲

际集团的新征程。就职后，她将全面负责酒店市场营销

战略管理、市场传媒、预订和收益管理及宴会统筹管理

等工作。相信在孙逊逊女士的带领下酒店的销售业营销

团队将会再创业绩新巅峰。

龙岗珠江皇冠假日酒店
宣布市场销售部总监任命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阳澄湖边，水清蟹肥，

又是一年食蟹季。阳澄湖大闸蟹之甘美，感叹绝口却又难

以言表，唯有吃鳌剔肉方能解馋。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吃

过了吗？阳澄湖费尔蒙酒店，享受极致鲜蟹盛宴，尊享礼

遇：豪华客房住宿一晚，特色欢迎品，精美双人自助早餐，

极致中式双人晚餐含一对阳澄湖大闸蟹，敬请预订或咨询。

不是阳澄蟹味好 何必常来费尔蒙

近日，天伦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简称“天伦国际”）与

重庆宏帆实业有限公司（简称“宏帆公司”）成功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及管理协议，为重庆天伦瑞廷酒店（暂名）

提供酒店技术支持顾问及特许经营管理服务。重庆天伦

瑞廷酒店（暂名）是天伦国际在中国西南地区签署的首

家瑞廷品牌酒店。酒店由宏帆公司按照五星级酒店标准

投资兴建，是商业、写字楼、高端住宅、别墅等城市综

合体的一部分，占地约 2 万平方米，拥有 200 多间客房，

酒店计划于 2018 年开业。

天伦国际旗下“瑞廷”酒店
品牌签约入驻重庆

IHG® 优悦会启动年度最大促销活动

洲际酒店集团宣布推出全新的 IHG ® 优悦会“先行者”会

员专属礼遇活动，通过该活动，新老会员可以得到前所未

有的极速赚取 IHG® 优悦会奖励积分的机会。登记参与“先

行者”活动的 IHG ® 优悦会会员将会获得量身定制的个

性化任务清单。全球最大的酒店忠诚度计划 IHG ® 优悦

会近来推出了一系列的更新，包括全新顶级会员资格——

IHG® 优悦会至悦精英会籍的发布，金卡精英和白金卡精

英会籍准入门槛降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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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E-TEX® 品牌携手 LOWA 品牌共同举办乐行中国”照亮天上

的村庄“公益活动圆满完成。此行 GORE-TEX 与 LOWA 于 8 月

底走入西藏秘境，世界海拔最高村落—推村，不仅为村民带去含户外

产品在内的一系列馈赠以期使藏民有更好的生活体验，同时秉承品

牌探索、体验未知的户外精神，深入秘境感受自然之美，满怀诚意与

藏民交流，传递关怀。

推村位于西藏自治区浪卡子县的达隆镇，距离拉萨有 300 多公里，

海拔 5070 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村落。而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推村仿佛隐藏在凡尘间，坐落云端，犹如秘境。至今踏入过这个村落

的外来人员不超过 100 人次。

作 为 GORE-TEX® 品 牌 的 戈 尔 户 外 英 雄，王 鑫 一 直 以 来 和

GORE-TEX® 在户外知识的传播和培训中有着长期的合作。一个

偶然的机会，GORE-TEX® 品牌了解到他对推村持续进行的公益

帮助，深受感动 , 立即携手户外知名品牌 LOWA 共同举办乐行中国

“照亮天上的村庄”公益活动。

GORE-TEX® 品牌与 LOWA 品牌此行正值西藏景色最美的季节，

整个团队都被这里的一切深深地吸引了。在云端的村落遇到最朴实

的人民，他们会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和你分享。GORE-TEX® 品牌

与 LOWA 品牌也为当地的村民带来爱心之礼，希望可以带给他们更

好的生活体验，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善行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的

行列。

照亮天上的村庄

千家酒店绽放大中华 
温德姆酒店集团登顶荣耀之巅
成为首个在华酒店破千的国际酒店巨头 
特邀韩庚倾情加盟
2015 年 9 月 25 日，全球最大的酒店集团——温德姆酒店集

团于近日宣布其在中国的酒店数量突破千家，为庆祝这一极

具里程碑意义的时刻，集团在“五岳之首”的泰山举办了为期

两天（9 月 24-25 日）的“登顶吧，温德姆”主题活动，吸引

了韩庚、娱乐圈、商界及体坛名流的出席。

作为首个在华酒店数量突破千家的国际酒店集团，过去的十

几年中，温德姆视中国为其发展战略中的重点，旗下六大品

牌现已覆盖中国逾 30 个省及 260 个城市。

“作为全球最大的酒店集团，温德姆奠定了其在中国市场的

领先地位，所取得的骄人成果足以彰显其强大的品牌力量，

同时也突显出中国市场于我们集团乃至整个行业日渐显著的

重要性”，温德姆酒店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Geoff Ballotti

先生评论道：“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蓬勃发展，中产阶级游客

也将继续增长，多元化的品牌优势令我们深信能够更好地迎

合不断变化的市场。”

2015GORE-TEX® 品牌与 LOWA西藏公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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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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leisure@163.com

132

RMB 18.00元

194.4 102.6
欢迎加入旅游休闲杂志

社的官方微信与我们及

时互动。现在加入旅游

休闲杂志社微信，有机

会获得旅游休闲杂志社

送出的精美奖品。

这是一套怀念老广州的全手绘插画明信

片，共计24张，包括12张老广州明信片与

12张新广州小卡片。明信片中有广州老骑

楼、珠江轮渡、老天河的田野，充满的怀旧

的味道，街道上的老巴士……每个场景都

能令“老广”们回味无穷，让人们认识到一

个温暖的“我们小时候的广州”。

究竟是小时候的广州特别宁静

还是因为小时候的心特别平和

压力大了，生活累了

不妨回到过去

那个叫做80年代的纯朴时光

去逛一逛，去看一看

《我们小时候的广州》

作者：龚婷

《0—3岁宝宝教养手册》是婴幼儿教养

领域中全景式的、工具书式的教养实践指

南。它根据宝宝不同的月龄阶段，全面细

致地阐述了0—3岁婴幼儿应实施怎样的

教养。本书通过生动形象的案例，具体有

效的手段，从细节处教您如何通过“亲子

教养、亲子游戏、五觉刺激、动作练习、同

伴交往、亲子阅读、语言学习、认知发展

游戏、自理能力培养”等教养手段，来发

展宝宝的情绪能力、自信自尊、意志力、专

注力、智力等等，全力协助您抚养出一个

聪慧、自信、高情商的优秀幼儿。

《0—3岁宝宝教养手册》

作者：马艺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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