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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kkaido in Winter 
                  the Most Dynamic Custom Poem of Japan
                   冬日北海道 日本最有活力的风物诗
                

冬天的北海道铺上一层棉花糖似的白雪，有着“朴素而莫能与之

争美”的意境，札幌的雪祭、函馆的夜景、小樽的浪漫运河，独

特的美食与温泉，这些美好的体验，只有到了北海道才能更加深

刻的领悟到其中的精髓。选择乘坐J R列车旅行是游览北海道最

理想的方式，随着列车的前进，窗外的美景如动画般浮动，列车

内琳琅满目的美味便当、贴心的服务以及车站建筑的艺术等都

是爱上铁道旅行的理由。

Feature 世界休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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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致河南 中原文化之旅046 Salute to Henan--Cultural Tour of Central Plain

Travel 旅游

探访不一样的城市 在美国的旅行盛宴 

086 Exploring Different Cities
Travel Banquet in the United States

河南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与遗产。嵩阳书

院、悠悠少林。文与武，动与静的交融，赋予了嵩山独有的灵动

和厚重。在嵩山峡谷中奏响的禅乐与大自然中构成一种天籁般

的禅宗少林音乐大典。让我们勇敢地穿越在巍巍太行悬崖峭壁

上开凿而出的奇险挂壁公路。一起踏上锦绣中华?礼致河南的文

化之旅！

Travel Way 旅游方式

一座城里住着好多“秘密”，如果都是千篇一律，单调的旋律，多

么乏味，缺少探索的冲动和愉悦。一座城的故事，总带有自己特

有的风情，她的外表静雅或灵动高歌，她或许是充满圣洁的氛

围，偶尔也感受到街角咖啡店在午后的倦懒惬意。

熙熙攘攘的人群，各式商店琳琅满目，风清清朗朗从远处走来；

现代化的时尚都市里，随处都是高科技演变后的“摩登时代”；

游玩，和孩子一样，徜徉在童话世界，有时候年龄并不是根本的

界限⋯⋯

香港航空
从遇见，与你温情相伴

096 Hong Kong Airlines
Encounter, and Tenderly Accompany You

杯光交映的瞬间，掩映着于喧闹处安谧的美感；雍穆典雅的氛

围，衬托着雅气脱俗的气质⋯⋯旅行途中，自有一份值得渲染的

情境。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满眼新奇或似曾相识，甚或是魂牵

梦绕的旧相识⋯⋯行走亦是栖息，不同的酒店有不同的质感，与

旅行的体验密不可分。酒店，不仅是尊贵体验，还有更意想不到

的精致情怀。

探求旅行的舒适体验 酒店的精致情怀

098
Explore Comfortable Experience in Travel And Hotels' 
Delicate Feelings 

最佳酒店推荐
Best Hotels Recomme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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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ed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分类信息

2015 年度旅游大奖评选酒店展评

发行名单

138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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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y Work of Celebrities
悉数名人扮靓之作

114 Late Autumn Coming, Dark Color in Power
深秋来袭 深沉当道

120Shanghai Rolex Masters Come to a Successful 
Conclusion
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圆满落幕
劳力士对话网坛名宿谈论网球变迁

124 Encounter Delicacy in Golden Autumn Time
金秋时节，“蟹”逅美味

SPA Destination   SPA 目的地

130 Enjoy the Ultimate Care of Water  
乐享水的极致呵护

116 Start a Journey to Find Brand Source
开启一段品牌寻源之旅

122 Art 
艺术

104The Hotel’s Experience Report
酒店体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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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热线: 400-818-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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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www.subaru-ch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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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毂等个性配置展现运动风范。耀显斯巴鲁运动性能，为纪念冠军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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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协会)5星级安全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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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过程是最精彩的，热爱旅游的你，
何不拿起手中笔与相机将旅途中的趣事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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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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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我们的读者俱乐部，还有可能获得我们为你精心准备的超值奖品！

 Travel Around The World,and
 ENJOY LIFE 

行走世界，享受生活    

奖品微博上公布。

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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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微博：旅游休闲杂志主编肖杨

卷首 EDITOR'S LETTER

在时光深处，向暖而栖
北风将起的日子里，总会有故事发生。

花落犹如旧情书，只一点凉意，便如一场纷

纷扬扬的寂寞，落在额头。雨悲了秋，空气

中有尘埃落定的气息。阳光穿窗而过，倾情

拂过黄叶的剪影，斑驳如夜读诗笺上浅浅折

痕。纱衣轻卷，收拾起窸窸窣窣的低语和细

细碎碎的笑意。棉质，是又一季触碰的温柔。

北海道的凉，总有暖暖的味道。这种印

象，也许来自许嵩的那首《北海道花季》。“花

谢的季节悲伤躲在身后，静静体会榻榻米上

的温柔，凋谢的向日葵还傻傻等候，也许默

默等待我说句挽留……”悠悠地乐声中，走

进温和而又精致小樽，城市很小，夜幕时分，

柔和的路灯、居民家的灯光都倒映在小樽运

河的水面上，温馨而和谐。沿着小樽运河，

你会看到小樽的全部，玻璃馆、八音盒店、卖明信片的老人、擦身而过的短裙乙女。浪漫的气氛在空气中蔓延，这是岩

井俊二笔下的浪漫。渡边淳一的风情在网走，一个沿海的城镇，它的一切都与海有关。站在北滨车站岸边，眺望鄂霍次

克海，在沙滩上走走停停。足印清浅，时间消散。

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郑州，中原。一座城市的温柔，不可以在走马观花中获得，要与清晨的朝阳，夜晚的月

光一起静静守护，轻轻聆听。这个城市很拥挤，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这个城市很毓秀，将过去化作掌中的纹路，隐藏

在窗棂的木栏边，街头的角落里，房屋的砖瓦上，每一道印记都是岁月生长留下的痕迹。这个城市很单纯，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穿过漫长的人海和街巷，心情是猜不透的微凉。这座城很文艺，有一班地铁，载着一首歌和一个人，从南向北，

时间不早不晚，刚好够用来好好去看这个城市的灯火。在这个城，容我坐下来慢慢想你，直到心中涌起温柔的光芒。

DEEP IN TIME,STAY IN WARM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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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Store
即刻前往搜索“旅游休闲”
欢迎免费下载

《旅游休闲》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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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旅游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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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酒店集团     
最佳商务酒店     
最佳度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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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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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行政酒廊     
最佳总统套       

最佳SPA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最佳海外酒店     
最佳旅行目的地    

最佳邮轮          
最佳小型豪华邮轮  

最佳游艇俱乐部    
最佳航空公司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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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航空服务奖    
最具环保理念奖     
最具贡献航空奖

    
最具影响力汽车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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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旅行服务机构  
最佳信用卡组织    

最佳金融品牌      
最佳旅游联名信用卡      

最佳金融类商旅服务平台  
最佳旅行社        

最佳旅行伴侣    
最佳户外品牌      

十佳高尔夫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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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休闲》《旅游休闲 GOLF》旅游休闲网  共同举办

 
年度旅游大奖

5 月起火热  
提名中！

2015

聚
焦
旅
游
业    

全
年
大
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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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Japan

策划 执行 本刊编辑部  图 样杨 舒适

冬日北海道 
日本最有活力的

Hokkaido 
in 

Winter

风物诗

The Most Dynamic 
Custom Poem of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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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北海道铺上一层棉花糖似的白雪，有着“朴素而莫能与之争美”
的意境，札幌的雪祭、函馆的夜景、小樽的浪漫运河，独特的美食与温
泉，这些美好的体验，只有到了北海道才能更加深刻地领悟到其中的精
髓。选择乘坐 JR 列车旅行是游览北海道最理想的方式，随着列车的前进，
窗外的美景如动画般浮动，列车内琳琅满目的美味便当、贴心的服务以

及车站建筑的艺术等都是爱上铁道旅行的理由。

Covered by a layer of snow-like cotton candy, the winter Hokkaido 
has an artistic conception of “simple and incomparable beauty”. 
Sapporo Snow Festival, Hakodate’s night scene, Otaru’s romantic 
canal, special food and hot springs, you can have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to the essence of them only when you are in Hokkaido. 
The most ideal way to visit Hokkaido is to take JR train, as you 

can enjoy the beautiful scenery like animation outside the window 
with the advance of the train. The various bentos on the train, the 

considerate services and the arts of railway station are all the reason 
to love train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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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Japan

Explore the Snowflakes-
dancing Kingdom of 
Fairy Tales 

The plane slowly lands in 

Hokkaido  New Chi tose 

Airport, with snowflakes 

slightly dancing in the light 

blue dusk out of the window. In JR foreign 

passenger service of New Chitose Airport, 

there are English, Korean, Chinese 

Simplified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services, which are very convenient for 

independent travelers. We buy Hokkaido 

railway package tickets and take JR airport 

express line to Sapporo. The one-way 

ticket price is 1070 yen per person, about 

40 minutes to reach our destination, with 

an interval of every 15 minutes. The Wi-

Fi is free to use all the way. In Sapporo 

Station, there is also considerate foreign 

guest service.   

Head to the Largest City in Hokkaido

We first head to Sapporo JR Tower, which 

gathers comprehensive facilities from 

shopping center to restaurants. And we 

enjoy Sapporo city in all angles from the 

top view room. Here also has “T’CAFE”, 

which is a coffee shop in the day and a bar 

at night, and many original souvenir shops 

“T’SHOP". Then we go to Sapporo Clock 

Tower, which is a local landmark with a 

history of 120 years, and it can be said the 

last clock tower in Japan. When in whole 

point, you can hear the sound of the 

clock tower reverberates in every corner of 

Sapporo.

Swim Freely in Shopping Paradise of 

Sapporo 

Sapporo chikagai is a must for shopaholics, 

starting from Odori Park subway station, 

Dazhuang Aquatic Product Restaurant

In dinner time, you can come to Dazhuang 

Aquatic Product to enjoy the local food 

and drink. The Sapporo beer here has 

freshness of draft beer, whose raw material 

includes malt, hops, rice and corn flour. 

The meat in fried fish cake is tender and 

delicious.There are also Hokkaido grilled 

fish and seafood, characteristic sweet corn, 

bacon and other beautiful and delicious 

food.

Shiroi Koibito

Shiroi Koibito(white lover) is the most 

famous chocolate dessert in Hokkaido. 

There’s a layer of white chocolate between 

two pieces of crackers, representing 

Hokkaido's half-year snow and expectation 

for lovers. Its production site is more like a 

magical mystery. We visit Shiroi Koibito, 

a building permeated with British flavor 

of European classical castle. The bright-

colored brick wall, spire in various shapes, 

the magnificent castle and the simple 

and elegant bell tower, each highlights 

the solemn and generous breath. In the 

factory, there are not only chocolate 

museum to show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ocolate and production process, 

but also shops where you can buy the 

authentic "white lover". What is more 

surprising, you can experience the process 

of homemade chocolate and fun.

Unique Snacks in New Chitose Airport 

New Chitose Airport has a full collection 

of Hokkaido snacks. In addition to the 

familiar "white lover" dessert, Hori Pure 

Jelly has a unique taste, as mellow and 

sweet as real Hami melon, and it is rich 

in collagen. Royce’ Potatochip Chocolate 

from Sapporo is crispy and delicious, 

crossing Odori Park, television tower 

and Tanuki Koji, to Susukino Station. 

The underground mall has more than 

150 fashion boutiques, restaurants and 

specialties. Besides, there are Parco and 

APIA, where you can fully enjoy the fun 

of shopping. Taking north-south line 

and getting off from Susukino Station 

or Sapporo station, it takes about 25 

minutes’ walk to arrive at Tanuki Koji with 

history of hundreds of years, which is also 

the longest street in Hokkaido. Form east 

to west, the commercial street stretches 

over one of is the Sapporo business 

centers—Susukino. As long as 900 

meters, more than 200 stores in the street 

include food, cosmeceuticals, clothing, 

entertainment, etc. it is must-go place of 

Sapporo shopping. At 10 pm, Tanuki Koji 

Commercial Street is still brightly lit, with 

people coming and going. Many shops 

have Chinese description, many open 24 

hours a day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ourists shopping.

On 10th floor of ESTA next to Sapporo 

station, Sapporo ramen kyowakoku is the 

paradise of ramen. With the design style 

of retro street, the plaza gathers 8 famous 

ramen restaurants representing Sapporo, 

Asahigawa, Hakodate, Kushiro. The soup 

here is rich in flavor, and the noodle is 

full of elasticity. We enjoy the miso pork 

noodle in Baihua Shanzhuang, which 

is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ramen there 

with eggs free of charge. What's more 

interesting, there is theme pavilion, with 

commemorative stamp, retro steam train, 

ramen shrines and so on, which is the best 

place for photos. After tasting ramen, you 

can also go shopping in the neighbor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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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总存有着一份初心。如果你问我，我的初心是什么，我无法回答。
我只知道，既然有着藏不住的坚持，就不要让它只留在心里。
120 年来，踏着足迹里记载着的荣光，从布拉格驶向世界，将不灭的工匠精神，一代代传承。
时至今日，全新速派作为斯柯达旗下的旗舰车型，全心出发，定义 B 级车新方向。
这一颗始终不变的匠心，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份用心，能让这个世界有点改变。

让世界多一些棱角

全新的立体主义美学语言，车侧腰线贯穿前后灯，行云流水的立体

设计，塑造出动感硬朗的车身线条。家族式经典超大掀背设计，让每一

个角度都蕴含着流动的力量感。充满棱角的前脸，仿佛霸气的宣告着，

我不仅仅是一辆座驾，更是一件雕塑艺术品。

让世界多一分柔软

精雕细琢的艺匠精神，追求每一处的卓越细节和精湛工艺，让奢华

成为一种品位。超大一体式全景天窗与 B 柱设计，令车内视觉效果更为

整体。根据人体工学设计的 3D 立体包覆式真皮座椅，Nappa 头层牛皮，

细腻柔软的触感，让心在这一刻得到栖息。

让世界多一种动力

第三代 EA888 TSI 发动机，蓄势而发。低转速每分钟 1500 转，

即可爆发高达 350Nm 的扭矩，以高效澎湃动能，营造出极致豪华动

力感受。全新一代 7 速 DSG ＋双离合器变速箱，扭矩承受力最高可达

420Nm，超高传动效率，更兼顾燃油经济性，稳定性更佳，令驾乘更随心。

让世界多一寸坚强

纵然前路瞬息万变，始终以坚强之心从容应对。 领先同级的 9 安

全气囊，特别增设膝部气囊，

赋予 360 度全方位守护。德

国大众 HSB 超高强度安全

车身，配备同级最高 24% 热

成型钢，最大程度保障车身碰撞安全性能的前提下降低车身重量 。

让世界多一点宽容

以立体主义美学打造几何结构车身线条和黄金车身比例，全新

MQB-B 平台带来旗舰级 2841mm 超长轴距和同级最宽车身尺寸。 以

卓越设计和宽适空间突破格局之限，营造傲视同侪的驾乘体验。

让世界多一个声音

德国 CANTON 豪华低音炮音响系统，悠扬的旋律，灵动的节拍，

瞬间让座驾内洋溢着愉悦的氛围。前后共有 12 个扬声器，打造 360 度

环绕的车内 HIFI 环境，阻隔了整个城市的喧嚣，可以随心定义的音场

中心，仿佛置身于布拉格老城的音乐厅，感受莫扎特的优雅与精致。

斯柯达全新速派，携旗下七款车型、六款不同车色全心而来。其与

生俱来的艺匠精神，不断追求的美学与技艺，引领前行之路，让世界多

一条新的方向。

全新速派 别具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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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flavor of dark chocolate, white 

chocolate, caramel and integrated flavor 

for you to choose, but the most distinctive 

is Royce's raw chocolate. The HI-CHEW 

Hami melon flavor jelly is the special of 

Hokkaido, and can be only bought there. 

Calbee Potato Farm is probably one of 

the world's most delicious chips. For the 

advantageous climate of Hokkaido, the 

potato there is great, and the pouch pack 

is suitable for office workers. The corn 

chocolate there selects golden corn kernels 

produced from Hokkaido. Through 

special treatment, the corn kernels are 

dried directly and wrapped milky-white 

chocolate in the outer layer, tasting like 

sweet corn soup and also the ready-to-

eat corn. Rum Raisin Wich is made by 

two pieces of cookies not thick and thick 

fillings between them. After biting, it gives 

you the feeling of soft texture, with light 

flavor of rum and aromatic cream, which 

is between cookies and cakes. LeTAO 

Double Fromage is spilled many fine 

cheese powder 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cake. After cutting, the double fromage is 

seen. On the moment of eating, the fine 

powder begins to melt on the tip of the 

tongue, after which the cheese as fine as 

ice cream melts and scatters in the mouth, 

with flavor of cheese occupying the taste 

buds.

Coziness in the Snow 
Kingdom

Hotel Gracery Sapporo where 

we stay at night is near 

Sapporo Station, whose 

location is very satisfactory. 

The basement is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underground mall and JR Station. Near 

JR Tower, Sapporo Clock Tower, Odori 

Park and Sapporo TV Tower, it is super 

convenient for shopping and travelling. 

The hotel room is small and delicate, with 

all facilities and also very quiet. In the 

hotel, there are floor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women, which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safety of the female friends. The morning 

time is leisurely spent on the first floor 

restaurant, with Japanese food and western 

food for you to choose. There are various 

cream rolls, corn rolls, croissants, as well as 

freshly brewed coffee, with intense aroma. 

The steamed vegetables, namely popular 

Hokkaido food--curry soup, perilla juice, 

honey without pesticides, and milk sauce 

made of fresh milk from healthy cattle 

grazing in the land of Hokkaido-- are very 

popular with women.

JR Tower Hotel Nikko Sapporo

Located in Sapporo，JR Tower Hotel 

Nikko Sapporo has transparent French 

windows through which the Sapporo night 

scene can be viewed and you can have the 

quietest and neatest private space. Guest 

room uses dark brown color as the main 

color, and the free, easy and simple style 

as modeling design. Staying in JR Tower 

Hotel Nikko Sapporo at night, you can 

experience the pure enjoyment. After a 

day of travel, you can completely relax 

your tired body and mind. At the time of 

appreciating snow outside the window, 

you can enjoy “SKY J”, “TANCHO”, 

“SERENA”, famous for its “trendy” style 

on the 35th’s floor, and delicacies of 

“MIKUNI SAPPORO” founded by Seizo 

Mikuni, the famous chef born in Hokkaido 

and known for French cuisine. You can 

also enjoy Hokkaido flavor restaurants and 

bars, which are called the “treasure-house 

of ingredients".

Encounter Frozen in 
Kushiro 

After the nutritious breakfast 

at nine o 'clock, we take train 

Super N0.1 from Sapporo 

Station to Kushiro in the east 

of Hokkaido, with about 4 hour’s journey. 

On the way from Sapporo to Kushiro, 

the train travels in the world of ice and 

snow, with road and forest covered by 

snow along the way. In hexagon, the snow 

here is drier and crystal clear. Our train 

stops in Ikeda Station for about an hour 

due to the heavy snow. The snow removal 

tools are mostly of bright yellow, giving us 

the feeling of comics. All passengers wait 

quietly in the warm train. We hav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easily through the portable 

"BudgetRoam".

In Ikeda Station's waiting, we buy 

characteristic beef bento from the station. 

The bento is very delicate and gives 

people good appetite. On the rice, there 

are dotted with plum and pink cherry, 

as well as fresh green vegetable salad. 

After pouring the small bottle of warm 

sauce on beef pickled by wine, it is super 

delicious and full of warm happiness. 

Ikeda not only has good beef, but also 

produces wine. Combining the two things, 

it creates the delicious food in front of us. 

The train advances and shovels snow at 

the same time. Accompanied by Wi-Fi, 

we don't think time is long. Occasionally 

looking outside the window, we can see 

the boundless snow dancing freely. These 

hexagonal elves chase us to east in the 

world of ice and snow.

After arriving in Kushiro Station, we 

find there are many shops at th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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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装上阵，放松自我

杨冠华的设计总是走在时尚前沿，她的作品风格多

变，而这种设计灵感的来源，是对生命本质的体会。她习

惯于通过旅行来体会世界各地的生命状态。旅行时，她喜

欢“轻”装上阵，每一次旅行前都让自己的心灵放松下来，

将工作的压力抛到九霄云外，同时也选择最少的随身设备，

减轻自己旅途中的身体负担。

此前，她的长期旅伴是一个轻便的旅行包、多功能

的冲锋衣以及一些电子通讯和娱乐设备。这次，她几乎将

全部电子产品换成一个三星 Galaxy Tab S2 平板电脑。

它不仅可以满足她看电影、阅读、查询路线甚至打电话的

全部需求，更重要的它非常轻薄。Galaxy Tab S2 厚度

仅 5.6 毫米，8 英寸 LTE 版重量仅 272g，相当于一本杂

志的重量，让她可以真正做到“轻松”旅行。

享受精致的慢生活

一到瑞士的著名城市琉森，杨冠华就被美丽的景色

和舒适的慢生活节奏所吸引。她漫步于琉森湖畔，探访那

轻一点 慢生活

Galaxy Tab S2 带给我新奇与
满足感，与她旅行，就像一个
知心朋友，让旅行更有惊喜和
创意。琉森，轻一点，慢生活，
我喜欢。

琉森

Tips

旅行是一种超脱，也是避免重
复。走在不同的城市体会不同
的气息，不管是浪漫的还是宁
静的，时尚的还是复古的，这
都给设计师杨冠华全然不同的

感受，也带来新的体验和灵感。
瑞士小城琉森之旅则让杨冠华

感受到：轻一点、慢生活

些古老的传说。中世纪的教堂，巴洛克式建筑风格呈现

自由、动态的美感，用色大胆却更显肃穆，复杂的外形

构造使之更浪漫，它矗立在湖的一侧，是那么醒目、和谐；

双峰尖塔醒目矗立的豪夫教堂也异常醒目，而教堂内部

无论是宗教雕刻图案，还是素雅古朴的装潢，似乎在荡

涤着灵魂。

走在琉森的卡佩尔木桥上。这里的美，在于形态，

也在于意境，横眉 120 幅宗教油画，一路烂漫花；卡佩

尔木桥上的彩绘装饰，遗留着中世纪风格，傍晚的余晖

映照着桥廊，微风不时拂过，忘记时间的刻度，与古韵

漫谈，脑袋里漫想着那时人们可能会发生的故事。

彻底融入当地的生活状态，杨冠华慢慢甚至慵懒地

流连在城市之中，漫步于琉森湖畔、卡佩尔木桥、玫瑰

小镇 weggis，与狂欢节不期而遇。她喜欢带着轻薄的

Galaxy Tab S2，记录随时出现的美丽和惊喜。F1.9 大

光圈、800 万摄像头将精美景色的每一个细节都留存下

来，并在 Super AMOLED 炫丽屏上用专门的照片模式

呈现出来，画面甚至更多了几分艳丽、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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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we take bus from Kushiro Station 

to Kawayu Onsen. Along the way we pass 

Kayanuma Station, near which is the 

habitat of precious bird red-crowned crane. 

Kayanuma Station is "the only Japan 

station visited by red-crowned cranes”. On 

the bus, you can see the elegant posture 

of red-crowned cranes in the snow, and 

Yezo deer, which are very cute. Because of 

the heavry snow, we are back to Kushiro. 

Although not reach Kawayu Onsen as 

planned, we see a magnificent scene on the 

way. The distant "snow kingdom" out of 

the window is in the junction of Tianshan 

Mountain. The flaming sunset separates 

the sky from the mountain. The outline of 

mountain stretches its downy curve in the 

warm yellow sunset. With the advance of 

the train, this beautiful everything floats in 

front of me like animation.

Across the Kushiro River, Nusamai Bridge 

is the landmark of Kushiro. On the bridge 

railings, there are statues of four seasons--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If 

you walk on the bridge, you can feel fits 

of marine breath. The evening sunset 

beauty can't be missed, when the Port of 

Kushiro is not as busy as before. The snow 

mountain water streams into the port in 

the shape of snake. In your spare time, 

you can stroll in Nusamai riverside plaza, 

flower clock and so on.  The full name of 

EGG is Ever Green Garden, which is the 

ever green botanical garden. The garden 

is as warm as spring, and cultivates about 

35 species of trees in the north of Kanto. 

In addition to trees and green plants, 

beautiful camellias blossom there. EGG 

often holds activities, mainly the concert.

At night, we have a sweet dream in 

Kushiro Royal Inn, which is behind a 

small church near JR Kushiro Station. 

Washoichiba is on its opposite and many 

convenient stores are around. Many 

car rental companies are in the range of 

5 minutes' walk, and you can walk to 

Nusamai Bridge and bustling street in 

about 10 minutes. The position is very 

superior. We also feel the comfo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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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osphere staying there. The front desk 

staff is ready to help others, and the whole 

check-in registration process only takes 

7 minutes. The room is a little small but 

very clean and neat, and there has hearty 

breakfast recommended even by passers-

by of Kushiro.

Gourmet Kingdom 
of Coastal City in 
Hokkaido

Aburiya Restaurant

All day, we travel in the 

world of ice and snow. In the 

evening, we spend our sweet 

time in Kushiro’s most local characteristics 

charcoal roasted seafood restaurant 

Aburiya. On the menu, there are Chinese, 

English and Japanese greetings, in which 

an ice whisky soda gets our attention.  The 

inspiration of this wine comes from the 

Kushiro sunset dusk. Kushiro is one of the 

three best locations in the world to enjoy 

beautiful sunset. Just on the way back to 

Kushiro, I enjoy it, which forms a strong 

contrast to the white snow. The roast 

mutton and potato rice cake, dipped with 

butter and honey, taste good. Hokkaido 

ramen salad is delicious and nutritious, 

and only available in Hokkaido. Japanese 

Hokke, crisp and glutinous Hokkaido fried 

potatoes, fragrant and refreshing crab meat 

meal and fresh tea gruel look very lovely. If 

a pot of Kushiro saki is served, the travel is 

worthy.

Washoichiba

If you are a lover of seafood, you cannot 

miss Washoichiba in Kushiro, which 

gathers more than 80 shops that deal in 

seafood, fruits, and local products. Most 

of the seafood in the market are from 

Kushiro, which is very fresh and much 

cheaper than in Sapporo. The food you 

cannot miss is “ 勝 手 丼 ”. 勝 手 means 

casual in Japanese, so the ordering of “ 勝

手丼 ” is also very casual.  After choosing 

rice (you can choose the rice size) in 

rice booth, you can choose your favorite 

sashimi in the seafood booth and cover 

them on rice directly. With soybean sauce 

and wasabi, a unique food is made. The 

kinds of sashimi is various, for example 

shrimp, sea urchins, salmon, crab meat, 

halibut...The tuna belly has distinguishing 

feature. If you don't want to eat rice, you 

can only order sashimi.

The Fish-ramen Workshop

We taste characteristic ramen in “Fish-

ramen Workshop”, whose gourmet sign is 

"fish sauce ramen" developed by the owner. 

Scooping soup into the mouth, you cannot 

feel the smell of fish sauce, but a little 

sweet and delicious flavor, which is not 

too strong. The "oyster ramen" is also very 

distinguishing. There are many oysters in 

a bowl of ramen, and each of them is very 

big and satisfying, so it is absolute worth 

the value.

Explore the Granary of 
Japan

We take a train from 

Kushiro to Japan's 

granary-- Obihiro, and 

the whole journey 

is about an hour and a half. Obihiro is 

the largest city of Tokachi, and the door 

to Eastern Hokkaido. Obihiro is rich 

in wheat, potato, sugar beet and beans, 

and many famous food in Hokkaido are 

made of the local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suburb, there is hot spring 

where you can take a bath. In Manabe 

Garden, you can enjoy flowers, but 

have the feeling that in winter there 

will be swans here. The scenery is very 

enchanting. We leave our luggage in JR 

travel center,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And our next stop is Rokkatei.

Rokkatei --Blossom like Snowflakes

Rokkatei is an old shop of Hokkaido, 

and Hokkaido's earliest white chocolate 

manufacturer. The name of the shop is 

derived from the hexagonal snowflake in 

“Snow Kingdom” Hokkaido. Rokkatei 

creates many desserts combined the 

Japanese with the Western, which not 

only enjoys a high reputation in the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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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also has shops throughout Hokkaido. 

Rokkatei’s crispy pie has distinguishing 

feature.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crispy 

taste, it must be finished in 3 hours, 

otherwise its authentic taste is lost, and so 

the dessert cannot be taken out of Obihiro. 

If you want to eat, you can only come 

here. If a cup of free coffee is served, it is a 

wonderful enjoyment. Rokkatei sugar has 

different flavors--mint, wine, blueberries, 

orange, brandy and plum, namely “six 

available flavors”. Rokkatei strawberry 

chocolate makes strawberry into crunchy 

taste using space drying technology and 

is wrapped in white chocolate in the 

outer layer. Put the chocolate into the 

mouth, you can feel the thick aroma of 

sweet and sour combined with strong 

chocolate, which has an endless aftertaste. 

In addition to the classic white chocolate 

flavor, there is also black chocolate flavor. 

The packaging of Rokkatei is designed 

by Japanese famous painter Sakamoto, 

who mainly paints flowers and plants. 

Just for the reason to collect the precious 

packaging bags of Rokkatei, you are worth 

buying some back.

Enjoy the Snow and 
Bath Beauty Soup

It takes about 30 minutes from 

Obihiro Station to Tokachigawa 

Onsen by bus, where you can 

experience the Japanese style hot 

spring. What is special about Tokachigawa 

Onsen is that it has botanical ingredients 

--“lignite spring”, which includes organic 

matter and less stimulated to the skin. 

Bathing inside, it is like soaking in lotion. 

When getting out of it, the skin is shining 

and delicate. When you get beautiful, the 

more is your mood.  

Tokachigawa Onsen Kangetsuen

Tonight we check in Tokachigawa Onsen 

Kangetsuen, whose Japanese room is 

attached with open-air bath pool. There 

are a total of 7 kinds of rooms, with room 

price ranging between 13000 to 27000 

yen. We enjoyed delicious buffet in 

Nire no Mori Restaurant in the evening, 

whose tableware is divided into adult and 

children’s. Kangetsuen only chooses food 

material from Tokachigawa. The noodle 

made by wheat in Tokachigawa is chewy. 

If adding fresh caviar, it is particularly 

tasty. In addition, the dinner is primarily 

composed by seasonal ingredients. It also 

provides customized service and can make 

food according to customer’s needs.

In the morning, it snow again in the 

outside. And you can say "good morning" 

to meet a new day in the open bath pool 

of Tokachigawa Onsen Kangetsuen. The 

amber water is super lubricating. The 

warm mist in the pool curls up and you 

can catch pieces of free flying snowflakes 

at random. The spring relieves fatigue in 

the body and makes your body become 

light. After the spring bath, you can enjoy 

the healthy spring breakfast. The morning 

food materials are mainly high-quality 

red bean, potato and fresh milk from the 

local. Tokachigawa is rich in all kinds of 

soybeans. Black bean curd made of black 

bean is especially recommended. Pouring a 

tablespoon of vinegar, it tastes better. After 

meal, you are full of energy in body and 

mind,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wonderful 

journey about to happen.

Tokachigawa Hot Springs Dai-Ichi Hotel

Hosyu-tei, Toyo-tei

We check in in the special lounge of the 

hotel. The lounge not only has special 

library and free drink bar, but also aromatic 

massage salons RAFFINE, where you can 

enjoy high relaxation from body to soul. 

All rooms in Hosyu-tei are equipped with 

A. majus spring and balcony, where you 

can make full use of your private spac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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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x your body and soul. Toyo-tei merges 

traditional and modern architectural 

style concepts to create modern Japanese 

pavilion. Every floor of the pavilion has its 

own theme and all guest room furniture 

i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here. The guest 

room is divided into two kinds, one is 

mountain viewing room, where you can 

enjoy garden scenery of four seasons; the 

other is river viewing room, where you can 

have a panoramic view of Tokachigawa. 

In addition, there are large room and 

guest room with open bath pool, which 

is spacious and comfortable. In guest 

room with open bath pool, you can enjoy 

beautiful Tokachigawa scenery at the time 

of bathing in lignite spring.

Play in the Center of 
Hokkaido--Furano

You cannot miss the special 

curry omelet rice in Masaya, 

which is savory. The rice, 

meat and vegetable in the 

food material are produced in Furano. 

This special restaurant is near Furano 

Station, and there is parking lot available 

for guests in front of it. The restaurant of 

“Overweening” is built by logs and is full 

of original flavor. It provides home-made 

sausage and black curry. The most popular 

brand is curry rice, which is a delicacy 

made of dozens of vegetables and 29 kinds 

of spices by the owner.

After meal, you can enjoy the fun in 

Furano Farmers Markets. Many soaps, 

essential oils and skin care products made 

by Furano lavender are very attractive. 

Besides, there are gift boxes choices of 

special beverage and food in Furano made 

of wild vegetable juice, juice, ramen, curry, 

salad dressings and so on. 

In spare time, you can also go Trick Art 

Gallery to experience the magic of graphic 

vision picture. Trick Art Gallery gathers a 

wide variety of interesting art works. It is 

like entering a fantasy world, where you 

can not only see many replicas of world 

famous paintings, but also experience 

the wonderful things in the picture. The 

works in the gallery are actually flat, but 

become three-dimensional for the illusion 

of eyes. Works here can be touched and 

photographed, and bring guests into the 

magical world of art. Near the gallery, 

there are shops selling local artists' works.

Family Snowland

If you want to enjoy the fun of snow 

kingdom in winter Hokkaido, you can 

experience the diverse ice and snow 

projects, in addition to a local taste 

of skiing and snowboarding.  Family 

Snowland under Furano Prince Hotels & 

Resorts is a  wonderful snow park and i 

strongly suggest you experience it before 

the end of March.

Experience the 
Excitement and 
Extravagance of Snow 
Kingdom 

As Hokkaido's second largest 

city, Asahikawa produces high-

quality wood and its furniture 

is very famous. Asahikawa 

Station is built by local residents’ donation, 

whose wall is decorated with wood. Every 

piece of wood is engraved with the name 

of the donor. It is a gorgeous station in the 

trip. 

Asahikawa Ramen Village

We drive from Asahikawa Station to 

Asahikawa Ramen Village to taste the 

ramen there. Asahikawa ramen soup is 

made with fish, pig bone, chicken and 

so on. In order to avoid the heat losing 

fast, it adds lard, so the taste is light. The 

noodle is curly thin noodle, which has low 

water content and is easy to attach s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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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ts surface. Although the main flavor is 

soybean sauce, there is also popular miso 

flavor,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Sapporo 

miso flavor for it emphasizes the unique 

sweetness of miso.

The Ramen Village gathers famous ramen 

restaurants such as Baikohken, Aoba, 

Ishida and so on, all trusted old restaurants 

by local people. They carefully choose 

good ingredients, cook attentively and 

adhere to the original flavor of ingredients, 

so their ramen is delicious in flavor and 

delicate in soup. In addition, their portion 

of ramen is huge, so, many customers 

are attracted here by its fame.  Besides, 

the environment of the ramen village is 

good, and its service quality is high, which 

gives every customer the feeling of home. 

Which one should we choose among so 

many ramen restaurants? Let’s first ask 

Ramen Shrine, which afterwards tells us 

that Santouka is near us and we should go 

there.  The ramen material in restaurants 

is the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nd 

the cooking is very special. The ramen is 

held in exquisite wares, which has a large 

capacity. A bowl of delicious ramen is like 

a painting, with unique taste.

Asahidake Manseikaku Hotel Bear Monte

We stayed in Asahidake Manseikaku 

Hotel Bear Monte at night. The hotel 

is located at the peak of Hokkaido--

--Daisetsuzan Asahidake. Hokkaido 

is surrounded by nature. Daisetsuzan 

Asahidake is called the land of idyllic 

beauty of Hokkaido. Because there is no 

artificial development and damage, and it 

presents the original scenery of nature. So 

it becomes Japan's national park. You can 

enjoy the nature and relax yourself here.

The design of the hotel is at the theme of 

nature, and the overall style imit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uropean architectures. 

It also uses tiles and marbles produced by 

north Italy for its construction, so it has 

European sentiments. Entering into the 

hotel, you will face a warm breath. The 

hotel is equipped with  Tatami rooms, 

rooms with western styles, and VIP rooms. 

The hotel also owns a lounge with western-

style heater, bars, massage chairs, cafes, 

multi-function hall and other supporting 

facilities. Guest rooms are colored and 

matched by soft natural colors, which 

make the guests feel relaxed. Looking 

out from the window, the two Japanese 

famous mountains Daisetsuzan Asahidake 

and Tokachidake will also appear in your 

eyes. You will be reveled in the beauty of  

nature.

Hot springs of the hotel is located in the 

position of the elevation of 1100 meters, 

and they are supplied 100% by the source 

hot springs. The hot springs can be very 

effective to overcome fatigue, and treat 

the diseases such as arthritis. In addition, 

overlooking the surrounding scenery and 

beautiful starry sky in the open-air hot 

springs is also a kind of unique enjoyment 

and relaxation. The hotel has outdoor 

hot springs, outdoor bathing places, and 

rented bathing places, sauna and massage 

equipment.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bathing places, such as Japanese wooden 

bath, and the western-style stone bath. It 

has a variety of experiences, and this will 

be a worthwhile trip.

We spent a cozy dinner time in the hotel’s 

restaurant. The meals in the restaurant 

are mainly buffets. The cuisines adopted 

Hokkaido produced food, and there also 

has a variety of western and Japanese 

food. In addition, around the gate of the 

restaurant,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wine, which can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guests to match different cuisine when 

drinking 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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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雪花飘舞的童话王国
飞机缓缓地降落在了北海道新千岁机场，机窗外的

雪花在浅蓝的暮色中轻盈飘舞着，在新千岁机场站 JR 外

籍旅客服务处，有英文、韩文和中文繁简体服务，非常

方便自由行的客人。我们购买了北海道铁路套票，乘坐

JR 机场高速线前往札幌，单程票价 1070 日元／人，约

40 分钟到达目的地，每隔 15 分钟一班。车上的 Wi-Fi
一路畅通无阻。到达了札幌站，同样有贴心的外籍客人

服务处。

驰往北海道最大的城市 

我们前往札幌的 JR Tower，这里汇聚了从购物中

心到餐饮店等各种综合设施，我们在最顶层的展望室

360 度观赏札幌的壮美市景。这里还设有日间为咖啡厅

夜间为酒吧的“T'CAFE”和备有许多原创的纪念品商店

“T'SHOP”。随后我们前往札幌钟楼，札幌钟楼是当地

的地标性建筑，有 120 年的历史 , 可以说这是日本最后

一个钟楼。每到整点，就会听到钟楼的声音回荡在札幌

市内的每一个角落。

札幌的购物天堂

札幌地下街是购物狂们不能错过的。札幌地下街从

地铁大通站开始，穿越了大通公园、电视塔、狸小路，

一直延伸到薄野站。地下商城中有超过 150 家的时尚服

饰店、餐厅、特产，还有 Parco 百货公司、APIA 等购

物美食街，可以尽享购物的乐趣。乘坐地铁南北线至薄

野站下车或从札幌站步行约 25 分钟就来到了拥有上百年

历史的狸小路商业街，也是北海道最长的商业街。整条

商业街东西横跨札幌商业中心之一薄野，长达 900 米，

里面的 200 多家店铺包括了饮食、药妆、服饰、娱乐等，

是来到札幌购物的必选之地。晚上十点多的狸小路商业

街依然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很多店都有中文说明，还

有不少店为了满足游客购物的需要 24 小时营业。

Explore the Snowflakes-
dancing Kingdom of Fairy 
Tales 

札幌钟楼
门票：成人 200 日元，中小学
生以下免费
开放时间：8:45-17:10（周二 -
周日）
地址：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北
1 条西 2-1-1
交通：搭乘 JR到札幌车站南口，
徒步 10 分钟即到。

本页图 Super 大空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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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雪国的恩典
札幌拉面共和国

札幌车站旁的 ESTA 百货大楼 10 楼的札幌拉面共和

国是拉面的天堂。复古街景设计风格的广场内，集合了札

幌、旭川、函馆、钏路四大拉面代表地的共 8 家拉面名店。

这里的拉面汤底味道浓郁，面条劲道十足，咬起来富有弹

性，爽口弹牙。我们在其中的白桦山庄享用了味噌叉烧面，

也是这家店最有特色的美味，鸡蛋是免费的。更有意思的

是，拉面共和国内设主题馆，馆内有入国纪念印章、复古

蒸汽火车、拉面神社等，独具特色，是拍照留念的最佳地

点。品尝过拉面后，也可以在附近的商店购物。

大庄水产

晚餐时光，来到大庄水产店品尝地道的美食。这里的

札幌啤酒有生啤原本的清爽，原材料用了麦芽、啤酒花、

米和玉米粉。油炸鱼饼肉质鲜嫩可口，还有北海道烤鱼、

烤海鲜、特色甜玉米、培根等养眼又美味。

白色恋人巧克力工厂

白色恋人是北海道最有名的巧克力甜点，两块薄饼干

夹着一层白色巧克力，象征着北海道长达半年的皑皑白雪

和对爱人的期待。它的生产地更是一个魔幻神秘的代名词，

我们参观了白色恋人巧克力工厂这座洋溢着英伦气息的欧

式古典城堡，色彩鲜艳的砖墙、造型各异的尖顶、气势恢

宏的城堡、古朴典雅的钟楼，每一处都凸显庄重大方的气

息。工厂内不仅有展示巧克力发展史和制作过程的巧克力

博物馆，还有能够买到正宗的“白色恋人”的商铺，最令

人惊喜的是，可以亲身体验自制巧克力的过程与乐趣。

Grace from Snow Kingdom

左起顺时针方
向：札幌拉面共
和国、大庄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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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丽札幌酒店
地址：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北
四条西 4-1
电话：011-251-3211

JR塔日航札幌饭店
地址：札幌市中央区北 5 条西
2 丁目 5 番地
电话：011-251-2222

新千岁机场独有的零食

新千岁机场售卖的北海道零食种类很全，除了大家

都熟悉的“白色恋人”甜点外，Hori 夕张哈密瓜果冻口

感独特，像真的哈密瓜口味一样香醇甜蜜，而且富含极

其丰富的胶原蛋白。来自札幌的品牌 Royce 巧克力洋芋

片酥脆可口，有黑巧克力、白巧克力、焦糖以及综合口

味可以选择，最具特色的是 Royce 家的生巧克力。北海

道开拓おかき（开拓年糕）口味众多，香脆美味。薯条

三兄弟大概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薯条之一，北海道得天独

厚的气候环境，长出来的马铃薯也非常棒，小包装分量

适合上班族。这里的玉米巧克力精选一颗颗北海道产的

金黄玉米粒，通过特殊的技能直接干燥，外层裹上乳白

色巧克力，口感像是甜味的玉米浓汤，又像是即食的玉

米。蓝姆葡萄夹心饼干是用两片不算厚的饼干夹着丰厚

的内馅，一口咬下，是绵绵松松的柔软口感，淡淡的蓝

姆葡萄味加上香浓不腻口的奶油，介于饼干和蛋糕间。

LeTAO 双层芝士乳酪蛋糕的外观上撒了许多细密的干酪

粉，切开后就是双层奶酪，一入口细粉般的粉末便先开

始融化在舌尖，随后如冰淇淋般细致的奶酪化开散在口

中，乳香占据着整个味蕾。

格拉斯丽札幌酒店

夜 晚 下 榻 的 格 拉 斯 丽 札 幌 酒 店（Hotel Gracery 

Sapporo) 临近札幌车站，位置让人非常满意。地下一层 
可直接连接地下商场至 JR 车站。距离 JR 塔、札幌市钟

楼、大通公园和札幌电视塔等很近，无论是购物和旅游

都超级便利，酒店的房间小而精致，设施全也很安静。

酒店内还有为女性设置的专用楼层，有效保障了女性朋

友的安全。早上的时光在一楼餐厅内悠闲度过，有日餐、

西餐可选。奶油卷面包、玉米面包卷、牛角面包等种类

丰富，还有现磨现煮的芳香浓郁的咖啡。这里的蒸蔬菜、

热门北海道美食──汤咖喱、紫苏汁、无农药采集的蜂蜜、

用从在广阔的北海道大地上放牧饲养的健康牛挤出的鲜

牛奶制作的牛奶酱等，非常受女性的青睐。

JR 塔日航札幌饭店

位于札幌市内的 JR 塔日航札幌饭店拥有可以看到

札幌夜景的透明落地窗和最安静整洁的私人空间。客房

内采用暗褐色主色系以及洒脱、质朴的造型设计。在一

天的旅行过后，疲惫的身心得以完全的放松，可以边欣

赏着窗外的雪景，边享受着在 35 层楼的以“新潮”风格

而闻名的“SKY J”、“TANCHO”、“SERENA”以

及由北海道出生的著名厨师、被称为法国菜第一人的三

国清三先生创立的“MIKUNI SAPPORO”的美味佳肴。

也可以享用具有“食材的宝库”之称的北海道风味的餐

厅和酒吧。

Tips
札幌拉面共和国
地址：札幌市中央区北 5 条西
2 丁目 1，ESTA10 楼
电话：+81-01-12095031

大庄水产
（札幌 读卖北海道大厦店）
地址：札幌市中央区北四条西
4-1 读卖北海道大厦 2 层
电话：011-231-0502

白色恋人巧克力工厂
地址：札幌市西区宫之泽 2-2
交通：地铁东西线宫之泽站 5
号出口，步行 7 分钟。

新千岁机场的北海道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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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钏路 邂逅冰雪奇缘
九点钟享用完营养早餐后，我们乘坐 Super 大空 1

号从札幌车站出发往北海道东边飞奔去钏路，行程大概 4
个小时。从札幌去钏路的车上，火车在冰雪世界中穿行，

森林被白雪覆盖，沿途白雪茫茫。这里的雪比较干，呈

六角形，晶莹剔透。我们的列车在池田车站因大雪受阻，

等待除雪，约一个小时后出发。除雪工具大都是鲜亮的

黄色，有漫画里的感觉，大家在温暖的车中安静地等待着，

我们通过便携的“漫游宝”实现轻松上网。

在池田站的等待中，我们从车站买来特色的牛肉便

当，打开一看，非常精致，看上去就让人很有食欲。米

饭上点缀着梅子和粉红樱桃，还有新鲜的嫩绿蔬菜沙拉，

将小瓶温热的酱汁浇在用葡萄酒腌渍过的牛肉上，鲜美

无敌，满是暖暖的幸福感。池田不仅牛肉很好，还出产

葡萄酒，将这两种东西结合起来，打造出了眼前的美味。

火车边行进，边铲雪，有了Wi-Fi的陪伴，不觉得时间漫长。

偶尔向车窗外望去，漫天的飞雪自由舞动，这些六角精

灵追赶着我们一路向东驰骋在冰雪世界中。

我们乘坐的 Super 大空 1 号到达了钏路站，车站里

面有很多小店。从钏路站坐汽车去川汤温泉，沿途经过

茅沼站，这附近是珍贵鸟类丹顶鹤的栖息地，茅沼站是“日

本唯一有丹顶鹤来访的车站”，在车上就看得见丹顶鹤

在雪中的雅姿，还有虾夷鹿，瞬间萌化。在去往川汤温

泉的途中因大雪封路，我们折回了钏路。虽然没有按计

划到达川汤温泉，但在途中出现了壮丽的一幕。窗外的“雪

国”在远方的天山交界处，火焰般的夕阳将天与山分隔

开来，远山的轮廓在暖黄的夕阳中尽情地舒展着柔和的

曲线。伴随着车子的前进，这美好的一切如动画般在眼

前浮动。

横跨在钏路川上的币舞桥是钏路的地标，桥的栏杆

上有表现春夏秋冬四季的雕像 , 走到桥上，海洋的气息阵

阵扑来。傍晚的夕阳美景是不能错过的 , 此时的钏路港也

没有了往日的繁忙，雪山水汇成的溪流呈蛇形汇入港口。

闲暇时可以在币舞河畔广场、花时钟、出世坡等散步。

附近的 EGG 的全称是 Ever Green Garden，是日本的

常青植物园，植物园内温暖如春，栽培了生长于关东以

北的约 35 种树木，除了树木和绿植外，还有美丽的山茶

花在开放。EGG 经常会举办活动，主要以音乐会为主。

夜晚我们在钏路皇家酒店（Kushiro Royal Inn) 甜

蜜入梦，酒店位于 JR 钏路站旁小教堂后方，对面是和商

市场，附近有便利商店，许多租车公司就在步行 5 分钟

的范围内，步行到币舞桥、繁华街约 10 分钟，位置非常

优越。下榻其中也感受到了舒适的氛围，前台的工作人

员乐于助人，办理入住登记整个过程就花了 7 分钟。房

间有点小，但很干净、整洁，这里有连钏路人都推荐的

丰盛早餐。

Encounter Frozen in Kushiro

本页图  钏路的黄昏

新千岁机场的北海道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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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图  钏路市币舞桥上的雕像

左下图  钏路市的街景

右图  俯瞰钏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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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海滨城市的美食王国
Aburiya 餐厅

一整天都在冰雪世界中穿行，晚间我们在钏路最有

本土特色的炭火烤海鲜Aburiya餐厅中度过温馨的时光。

菜单上有中、英、日文写的欢迎词，其中有一款加冰威

士忌苏打饮料引人注意，这款酒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钏路

夕阳中的黄昏，钏路是世界上观赏三大最美落日的地点

之一。刚才在返回钏路的途中就欣赏到了，与皑皑白雪

形成极强的反差。烤羊肉，土豆年糕，蘸上黄油蜂蜜，

口感极佳，北海道拉面沙拉鲜美又有营养，而且只有北

海道才有。还有鲜香的日本花鱼、酥黄糯口的北海道炸

土豆、清香爽口的蟹肉饭、手拎铁锅上桌的清新茶泡饭，

卖相可人，再来一壶钏路福司清酒……不负此行。

和商市场

如果你是一个海鲜爱好者，一定不要错过钏路的和

商市场，这里汇聚了 80 多家店铺，经营海鲜、水果和土

特产。市场里的各色海产品大都来自钏路，非常新鲜，

价格也比札幌便宜很多。最不能错过的美食是“勝手丼”，

勝手在日语中有随便的意思，“勝手丼”的点法也很随意，

我们在米饭的摊位挑选好白米饭（可以选择大小份），

然后去海鲜摊位随意挑选自己喜欢的生鱼片直接盖在饭

上，配上酱油和芥末，就拼成独一无二的美味了。生鱼

片的种类让人目不暇接，虾、海胆、鲑鱼、蟹肉、比目鱼……

其中的金枪鱼肚腩很有特色。如果不想吃白米饭的话只

点生鱼片也可以。

鱼一拉面工房

我们在“鱼一拉面工房”中品尝特色拉面，招牌美

食是店主研发的“鱼酱拉面”， 舀起汤头送入口中，不

但没有一般鱼酱的腥味，还带有一点甘甜鲜美的滋味，

而且口味不会太浓。其中的“蚵仔拉面”也很有特色，

一碗拉面中有好多颗蚵仔，每一颗都非常大，吃起来很

过瘾，绝对物超所值。

Gourmet Kingdom of Coastal 
City in Hokkaido

左页从上到下：Aburiya 餐厅
的晚餐、和商市场的勝手丼

右页从上到下：六花亭的包装、
六花亭的点心、六花亭外观



35・TRAVEL&LEISURE

探索日本的粮仓 
我们从钏路乘火车到达日本的粮仓——带广，全程

约一个半小时。带广是十胜的最大城市，是进入道东地

区的大门，这里盛产小麦、马铃薯、甜菜和豆类，市区

内有很多闻名于北海道的美食都是选用当地品质优良的

农产品制作的。市郊还有温泉可以泡汤，真锅庭园不但

可以赏花，像是冬天这季节还会有天鹅飞来，景色迷人。

我们把行李寄存在 JR 旅行中心，非常方便，接下来去参

观六花亭。

Explore the Granary of Japan

六花亭 如雪花般绽放

六花亭是北海道的老字号商店，也是北海道最早的

白巧克力制造商。店名源自于“雪国”北海道如六角形

花朵般的雪花，六花亭创作出许多和洋融合的甜点，不

仅在当地享有盛名，分店更遍布北海道各地。六花亭的

脆脆派很有特色，要保证脆脆的口感的话一定要在 3 小

时内吃完，否则就吃不到它最正宗的味道，所以这份甜

点出不了带广地区，想吃只能来这里，最好再配上一杯

店内的免费咖啡，真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六花露糖有不

同的口味，薄荷、葡萄酒、蓝莓、橘子、白兰地、梅子味，“六

味俱全”。 六花亭草莓巧克力用太空干燥技术，将草莓

制作成松脆的口感，外层再裹上白巧克力，送入口中后，

酸甜的气息融合巧克力的浓浓香气，回味无穷。除了经

典的白巧克力口味外，也有黑巧克力口味。六花亭的包

装是由日本有名的画家坂本直行设计，他主画花草植物，

就为收藏这六花亭珍贵的包装提袋，也值得购买一些回

去。

六花亭
地址：带广市西 2 条南 9-6
营业时间：9:00-20:00

Tips



36・TRAVEL&LEISURE

日本Japan

可以赏雪的美人汤
从带广站乘巴士约 30 分钟到达了十胜川温泉，体验

日式温泉，十胜川温泉的独特之处是含有被称作“褐煤

泉”的重植物性成分，含有机物，对皮肤的刺激较少，

泡在里面就像泡在化妆水里一样，出浴时皮肤细腻光泽，

人变得美美的，心情就更美了。

十胜川温泉观月苑酒店

今晚我们入住了十胜川温泉观月苑酒店，酒店的和

式房间附露天浴池，共有 7 种此房型，房价在 13000 到

27000 日元不等。晚间在酒店的榆森餐厅享受美味的自

助餐，餐具分成人区和儿童区。观月苑只选取产自于十

胜的食材，这里有十胜川自产的小麦制作的面条，面条

吃起来很劲道，加点新鲜的鱼子酱进去，会特别美味。

除此之外，晚餐主要是季节性食材组合成的美味，也提

供定制服务，可以按照宾客的需求制作美食。

晨起窗外又飘起了雪花，在十胜川温泉观月苑酒店

的露天浴池泡个“美人汤”向新一天说早安。琥珀色的

泉水润滑无比，池中暖雾袅袅，伸手随意接住几片自由

飞舞的雪花，泉水舒缓了体内的疲劳，身体变得轻盈起来。

泡汤后，享受酒店的健康温泉早餐。早餐食材以地方产

的高品质赤豆、马铃薯和新鲜的牛奶等为主。十胜川盛

产各类大豆，特别是黑豆制的黑豆腐，不可不尝，浇上

一汤匙醋，口感更佳。餐后身心充满了活力，期待着旅

途中即将发生的精彩。

十胜川温泉第一饭店丰洲亭、豆阳亭

我们在酒店专用休息室内办理入住手续，休息室内

不仅设有专用的图书室和自由饮用酒吧，而且还有芳香

按摩沙龙 RAFFINE，享受从身到心的高度放松。丰洲亭

所有的房间内均备有金鞭草温泉和凉台，可以充分利用

自己的私人空间让身心得到放松。豆阳亭融合了传统与

现代建筑风格理念的和风现代馆，馆内每个楼层有不同

的主题，所有客房家具专为这里特别设计。客房分两类，

一类为山景房，可欣赏到四季各异的花园美景；另一类

是河景房，十胜川美景尽收眼底。另外还有大客房和附

有露天浴池的客房，宽敞舒适。可以在附有露天浴池的

客房中浸泡褐炭温泉的同时饱览优美的十胜风景。

十胜川温泉观月苑酒店
地址：北海道河东郡音更町十
胜川温泉南 14-2
电话：0155-46-2001

十胜川温泉第一饭店丰洲
亭、豆阳亭
地址：北海道河东郡音更町十
胜川温泉南 12
电话 : 0155-46-2231

Enjoy the Snow and Bath 
Beauty Soup

Tips

本页图

十胜川温泉观月苑酒店



37・TRAVEL&LEISURE

出产的。这家特色店在富良野车站附近，店前有停车场

可供宾客停车。 “唯我独尊”这个小店由原木搭建，充

满原始气息，提供手工制作的香肠和黑咖喱。大受欢迎

的招牌咖喱饭是老板调和了十几种蔬菜以及二十九种香

料静心做出来的美味，口味醇厚。

美餐后，在富良野农贸市场中畅享淘宝的乐趣。许

多由富良野薰衣草制成的香皂、精油、护肤品等特别吸

引人。还有由野菜汁、果汁、拉面、咖喱、沙拉调料等

多种富良野才有的特色饮料和食品组合成的礼盒可选择。

闲暇时，也可以去 Trick Art 美术馆体验神奇的平面

视觉画。Trick Art 美术馆收藏了多种有趣的美术作品。

就像走入奇幻世界一般，除了可以观赏多幅临摹的世界

名画，更能够经历在画中的神奇体验。馆内的作品其实

是平面的，但是由于眼睛的错觉呈现立体化了。这里的

作品还可以触摸、拍照，带领游客进入不可思议的艺术

世界。美术馆旁也有出售当地艺术家作品的商店。

冬日走入北海道感受雪国的乐趣，除了可在当地一

尝滑雪及滑雪板的滋味，还可体验到多元化的冰雪项目，

富良野太子酒店旗下的 Family Snowland，是个极为精

彩的雪地乐园，最好赶在 3 月底前去体验。

玩转北海道的中心点 富良野 
从带广乘火车到富良野、美瑛，是夏天欣赏薰衣草

最受欢迎的线路，富良野位于北海道中部，也被称作“脐

眼之城”。富良野最具盛名的还是它的薰衣草，居住在

富良野的人于 1955 年开始种植薰衣草提炼香精。冬日

里遇见的富良野在冰雪世界中显得更加干净整洁，散发

着自然纯朴的气息。

到富良野一定不要错过 Masaya 店内的特色咖喱蛋

包饭，香浓可口，食材中的米、肉和蔬菜等都是富良野

Play in the Center of 
Hokkaido-Furano

本页图  
上图 富良野

下图 Masaya 店内
的特色咖喱蛋包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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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雪国的刺激和野奢
旭川作为北海道第二大城市，出产质量优质的木材，

家具很有名。旭川车站由当地居民捐款建成，车站的墙

壁用木头装饰，每根木条都刻着捐款人的名字，是此行

中比较气派的车站。

旭川拉面村

从旭川车站驾车前往旭川拉面村品尝这里的拉面。

旭川拉面使用鱼类和猪骨、鸡肉等熬制，为了避免热度

快速流失，添加了猪油，口味较为清淡。面条为水含量

较低的卷曲细面，很容易将汤汁附着于面上。虽然以酱

油口味为主，但也有很受欢迎的味噌口味。和札幌的味

噌口味不同，旭川的味噌汤底是强调味噌独特的甜味。

拉面村里集结了梅光轩、青葉、石田等旭川著名的

拉面店，都是深受当地人信任的老店。他们精心选用上

好食材，用心烹制，坚持食材原本的风味，做出的拉面

汤鲜味美，量足，很多顾客都慕名而来。此外，拉面村

的环境良好，服务质量也很高，每一位顾客都有宾至如

归的感觉。这么多拉面店选哪家呢？那就先问问拉面神

社，神社告诉我们，火头山离我们近，那就一起去那里，

店里的拉面在烹饪上很特别，用精巧的器皿来盛装，容

量很大，一碗美味的拉面犹如画一般，口味独特。

贝尔蒙特旭岳万世阁酒店

夜晚我们下榻在贝尔蒙特旭岳万世阁酒店

(Asahidake Manseikaku Hotel Bear Monte)，酒店位

于自然环抱的北海道的最高峰——大雪山旭岳，大雪山

旭岳被称之为北海道的世外桃源。由于基本没有人工开

发和破坏，呈现着大自然的原本风光，并且成为日本的

国立公园。在这里你可以全身心地融入大自然，放松自

己的心情。

酒店的设计也是以“自然”为主，整体是模仿了欧

洲建筑的特征，建筑材料上也使用了北意大利出产的花

砖和大理石，有着欧陆风情。步入酒店，温暖的气息迎

面而来，酒店拥有和室、洋式、VIP 室等房型。酒店还拥

有西式暖炉休息大厅，酒吧、按摩椅、咖啡厅、多功能

活动室等配套设施供使用。客房大多都以自然柔色搭配，

让身在其中的人有一种放松的感觉。从窗边远望，旭岳、

十胜岳两座日本的名山也会跃入眼帘，陶醉于大自然的

美景之中。

酒店温泉位于标高 1100 米的位置，温泉是由

100% 的源泉供给，可以更有效地去掉疲劳、治疗关节

炎等疾病。不仅如此，在露天温泉里眺望周围的景色和

美丽的星空，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和放松。酒店拥有露

天温泉，大浴场，租借浴场，桑拿和按摩设备。浴场有

日式的木质浴场，也有西式的石制浴场，可以有多种的

体验，不枉此行。

我们在酒店的餐厅中度过惬意的晚餐时光，餐厅以

自助餐为主。料理采用北海道产的食物，也有多种洋式

料理，和式料理。另外在餐厅的门口准备有不同的、多

种类的红酒可以满足宾客品尝不同料理时饮用不同红酒

的搭配需求。

Experience the Excitement and 
Extravagance of Snow Kingdom 

贝 尔 蒙 特 旭 岳 万 世 阁 酒 店
(Asahidake Manseikaku Hotel 
Bear Monte)
地址：北海道上川郡东川町旭
岳温泉
电话： 81(0)166-97-2321

Tips

右页图  
上图 旭川拉面村

下图 旭川拉面

本页图  
贝尔蒙特旭岳万世阁酒店



39・TRAVEL&LEI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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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野追踪

清晨早起，在酒店中泡个户外温泉后，再美美地享

受一顿高山上的早餐，就是今天的主题：雪地行走。在

酒店租好雪服，我们的专业向导、八十多岁白眉老爷子

出现了，今天的活动将由他带着我们去雪野追踪，穿好

雪服前往旭岳大雪山国立公园游客中心租靴子。老爷子

曾在游客中心工作，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他为我们带

来了雪杖、雪鞋，并帮大家逐一穿好雪鞋。由于大家是

第一次穿雪鞋在雪地行走，还是免不了摔在雪地上爬不

起来，这时雪杖可就起了大作用了，手撑雪杖，膝盖用

力撑起，多摔几次就能掌握要点了。

一路行走，老爷子教我们如何辨认红松，这种红松

是用来做钢琴和小提琴的材料，像日本的雅马哈、卡哇

伊钢琴用的都是这种木材。枯树上寄生着蘑菇，中间是

用来做圣诞树用的松树，另一棵就是红松了。向导拿出

路线图来，我们走的是湿原探胜路中的一部分。在雪地

行走一定要带指南针，老爷子的指南针是带镜子的，特

意向我们秀一秀。

老爷子看了线路，拿出指南针测了下方向，开始前

往雁鸭沼，首先在没有路的深雪上试着行进一小段，热

热身，接下来就要实践在雪地上按直线行走，大步穿过

一条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小溪。穿着雪鞋在深雪地上行走

是件很挑战的运动，尤其是奔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

陷在雪地半天爬不起来，穿越大雪覆盖的小溪时要注意

快速通过、步子要大。通过披着厚厚雪的呈三角状树丛，

前方便是雁鸭沼，我们跟着向导慢慢靠近，但还是惊起

了它们，雁鸭陆续飞走。由于温泉的原因，这里没有被

大雪覆盖，所以成了雁鸭的栖息地，此时的主人们被一

群不期而遇的客人惊跑，观察树下的温泉眼正往外冒着

热气。

开始学更专业的知识了，向导教我们高山滑深雪如

何辨识有没有可能雪崩，他用锯子锯出一个断面，看雪

层的松软，就能判断出来。还有给我们演绎雪地如何救人，

就是用这根 3 公尺长的杆子插下去，一直插到底去探，

不探不知道，原来我们一直在 3 公尺深的雪道上行走，

压雪车不停地工作，才压出这条长长的雪道！

接下来向导带我们坐缆车登旭岳峰，峰顶 2291米，

由两座连绵的山峰组成，中间是个火山口，由于天气原

因，被积雪覆盖的火山口时掩时现，山顶的风吹得我们

睁不开眼，拍照的手冻得生痛，可是滑雪爱好者们的兴

趣可不受此影响，他们从缆车下来，扛着雪板沿着 A、B
两线分散开。这里高山滑雪的刺激，吸引了大批欧美国

家的滑雪者前来。



别样的清新 美瑛
离开大雪山国立公园后，开车前往美瑛。美瑛是丘

陵地带，有着日本最美丽乡村之一的美誉。冬天的美瑛

带着一些诗意，隽永流长，是静谧之美。初雪过后的美

瑛仿佛是一幅水墨画，银白色的雪是水墨画背景洁白的

纸，小路与房屋则勾勒了整幅水墨画的线条，而背后的

群山更加丰富了这幅水墨画的立体感。

在美瑛，顺着237号国道前行，沿途看到711便利店，

必要的话可以买上一瓶水再上路。因为接下来的路不仅

看不到商店，而且都是上坡路。可以邂逅 Ken 与 Mary
之树，它的名字以出现在 1972 年日产自动车的《爱之

地平线》的男女主角 Ken 与 Mary 而命名。远望去，这

棵高大的白杨树，独立挺拔地生长在美瑛辽阔的丘陵上，

构成一幅典型的北国风景画。

位于美瑛市街的西北边，拼布之路上，金字塔形的

展望台跃入眼帘，这就是西北之丘展望公园，置身其中，

广阔的丘陵公园和大雪山的景观尽收眼底，这个美丽的

景点，常被当作电视剧和广告的场景。日落时的景色特

别令人感动，稍微调整出发时间，可以欣赏美丽的夕阳。

Special Fresh-Biei



悠享田园时光

午餐时光在美瑛的千代田农场餐厅中享用，店主选

用生长在美瑛农场的“美瑛牛”以及自家农场生产的有

机蔬菜制作出肉质柔软、香气四溢的牛排和炖牛肉等乡

村料理。和牛汤咖喱，配碗上好的白米饭和高丽菜沙拉，

或是要个双拼，价格都是 1680 日元，这里的和牛很有

名气的，一定要尝，牛肉炖得软，米饭就着汤汁儿吃，

这就是人间美味，临走时最好再买上几盒咖喱牛肉带上。

此外，Blanc Rouge 是一家温馨的欧式风味餐厅，

主厨因为爱上美瑛的风景开了这家餐厅。餐厅中美瑛产

的蔬菜和芝士烹调的美味菜品很受欢迎，红酒炖牛肉和

卷心菜炖嫩鸡是这里最有特色的菜品。

夜晚下榻在 Potato Village 美瑛马铃薯之丘，它的

主人松田武夫曾任职于航空公司长达 30 年，因工作之便

走遍世界各地。尽管他喜欢加拿大的壮美，奥地利的艺

术，但是在他眼里美瑛是最美的，所以创造了马铃薯之丘。

马铃薯之丘的门前是美丽的田园风光，冬季是一片银白

的世界，夏季有白色的马铃薯花点缀。每个季节都会推

出不同的体验活动，如挖掘马铃薯、雪地健行等，乐趣

多多。

千代田农场
地址：美瑛町水泽春日台
电话：81-166 924445
交通：JR 美瑛站起车程约 5 分钟

Potato Village 美瑛马铃
薯之丘
地址：上川郡美瑛町字大村村山
电话：0166-92-3255

Tips

左页图 Ken 与 Mary 之树

右页图 千代田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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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Japan

周游北海道旅行手册

旅游时间 Traveling Time
北海道最适合旅游的时节是夏季（7、8 月）和冬季（12、
1 月）。在四季分明的日本，北海道的季节感是最强的。
总的来说，这里的气候从全年来看有着偏凉，湿度较
低的特点。
The best season for traveling to Hokkaido manual is 
summer (July and August) and winter (December and 
January).In the four seasons of Japan, Hokkaido's seasonal 
feeling is the stronges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climate 
her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lants coolness with low 
temperature from throughout the year. 

签证信息 Visa Information 
日本观光签证目前已有三种，分为团体观光，个人观光，
冲绳（或东北地区）多次观光签证，均需通过领馆指
定的旅行社办理。多次观光签证所需条件最为严格，
首次赴日行程中必须包含冲绳（或东北地区），之后
可在有效期 3 年内多次访问日本全国各地，每次可停
留 90 天。
For Japanese tourist visa, there are three types: group 
tourism, individual tourism, Okinawa (or the northeast) 
for many times, and all need to be dealt with by travel 
agency designated by consulate. Visa for many times 
tourism need the most strictly conditioned. For the first 
time to Japan trip, it must contain Okinawa (or the 
northeaster), after that, tourists can visit Japan many 
tim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stay for 90 days at a 
time for three years. 

北 海 道 铁 路 周 游 券 Hokkaido Railway 
Travel Vouchers 
可以任意乘坐北海道内的特快车、快车的指定席。有
3 天用及 5 天用的车票。备有绿色车专用及普通车专
用 2 种类的票种。购买及时利用，请备好护照。
You can take the express train or the designated seats in 

Hokkaido. There are tickets available for 3 days and 5 
days, which are equipped with special and ordinary green 
trains. Please prepare your passport when buying and 
using them. 

绿色车专用 3 日券：成人 21500 日元
Green car dedicated voucher for 3 days: 21500 yen per 
adult
普通车专用 3 日券：成人 15000 日元
Ordinary car dedicated voucher for 3 days: 15000 yen 
per adult

时差 Jet Lag
北海道使用东京时间，比北京快 1 个小时。
Hokkaido with Tokyo time is almost one hour early than 
Beijing.

银联消费 Unionpay Consumption
在日本旅行期间，使用银联卡消费变得越来越方便。
在消费的时候，只要贴有“银联”标志的店都可以刷
银联卡。日本旅行期间，一定要关注银联卡的促销打
折活动。对于一些没有贴出“银联”标签的不大的店面，
消费的时候也可以先询问是否可以刷银联卡。相比于
Visa 或是 Master 卡，刷银联卡除了各种优惠和积分以
外，更可以省掉一笔手续费。
During the trip in Japan, i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nvenient to use the unionpay card. When you buy 
something at the store with “unionpay” logo, you can 
brush unionpay card. During the trip, you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unionpay promotional discounts.  For 
some small stores without "unionpay" label, consumer also 
can ask if they can brush unionpay card. Compared with 
Visa or Master card, brushing unionpay card can save a 
fee besides all sorts of preferential discount and integral 
accumulate. 

特色体验 Characteristic Experience

直升机滑雪 Helicopter Skiing
有别于传统的滑雪项目，只要坐上直升机，就可以享
受从高空顺势滑下的快乐，感受北海道最让人心旷神
怡的冬季美景。
Skiing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project, you can 
enjoy the pleasure of conveniently slide down from the sky 
on the helicopter, feeling the most pleasing to the Hokkaido 
winter wonderland. 
时间：2-3 月的特定日 
Time: 2-3 months of a particular day
价格：78750 日元（包括午餐，要预约）
Price: 78750 yen (including lunch by making a 
reservation) 
地址：北海道途玛都度假村 
Address: Hoshino Restorets TOMAMU
电话：0167-58-1122
Tel: 0167-58-1122 

热气球 Hot Air Balloon
和恋人或家人朋友一起，坐上象征幸福的热气球，在
旅程留下一些难忘的记忆。 
With friends, lovers and family members, taking a hot air 
balloon is the symbol of happiness in the journey, and you 
can leave some unforgettable memories. 
价格：成人 2100 日元，儿童 1575 日元，3 岁以下免
费 
Price: 2 100 yen per adult, 1575 yen per Child, free for 
those under 3  
地址：上士幌町字上士幌东 3 线 237 番地 
Address: 3/237 East Kamishihoro Hokkaid
Tel: 01564-2-01564

Guidebook of Hokka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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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
与遗产。嵩阳书院，悠悠少林。文与武，动与静的
交融，赋予了嵩山独有的灵动和厚重。在嵩山峡谷
中奏响的禅乐与大自然构成一种天籁般的禅宗少
林音乐大典。勇敢地穿越在巍巍太行悬崖峭壁上开
凿而出的奇险挂壁公路。让我们一起踏上锦绣中

华·礼致河南的文化之旅！

Henan is the cradl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hich has 
profound cultural tradition and heritage. Song Yang 
Academy and Shaolin Temple are the combination 
of Wen and Wu, the dynamic and the static, which 
endow Songshan Mountain with unique flexibility 

and solemn. Zen Music played in Songshan Mountain 
valley composes a heavenly Zen Music Shaolin Grand 
Ceremony with nature. Let’s bravely travel through 
the strange and dangerous wall built-up highway on 

Taihang Mountain cliff, step into splendid China and 
salute to Henan cultural tour!

礼致河南
中原文化之旅

   Salute to Henan-
-Cultural Tour of 

Central Plain

策划 执行 本刊编辑部  摄影 王珍亮  部分图片 河南各景区、餐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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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Yang Academy—
An Idea Dialogue with 
ancient Literati 

Song Yang Academy is one of the 

earliest academies with great 

influence. Song Yang Academy 

in Henan, White Deer Grotto 

Academy in Jiangxi Lushan Mountain, 

Yuelu Academy in Hunan Changsha, and 

Sui Yang Academy in Henan Shangqiu 

are known as "Four Great Academies" in 

ancient China. The academy is simple and 

elegant. The main buildings on the central 

axis are complete in varieties with quinary 

and corridors. The two ancient cypresses 

are special and crowned as "general 

cypresses” by Emperor Wudi.

Song Yang Academy was the place to teach 

Confucianism. If you want to enter the 

academy, you first need to pass the gate 

with memorial archway, with 4 Chinese 

characters “Gao Shan Yang Zhi” on it, 

which means the quality and knowledge 

of Confucius is like mountain, enough 

for people to admire. Before entering the 

gate, all student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ir words, deeds and clothes, so as to not 

disrespectful.

After passing the memorial arch of “Gao 

Shan Yang Zhi”, we can see a flat gray 

stone road in front of us. Then, steps of 

slabs appear, which are embraced by dense 

bamboo on both sides. Time seems to back 

to ancient times, and we can see numerous 

students quickly ran to school.

In the right side of steps is “Beiting” with 

red pillars and gray tiles. Under Beiting 

is one of the earliest stone tablets left by 

Eastern Wei Dynasty. There are many 

Buddhist statues, and they keep the style 

of “Cao clothing out of water “. The 

characters above are in typical tablet script, 

which is between regular script and official 

script, the font is energetic and saturated, 

which belongs to the top grade of tablet 

script calligraphy. Ascending the stairs, a 

raised circular area in gray fences appears 

in our sight, in the middle of which, there 

is a lush almond tree. Under the three, 

a solid stone table and four cylindrical 

benches are put. This is to commemorate 

the old routine that Confucius lectures 

under the almond tree.

Tang Dynasty Tablet is nearby. It is one 

of the triple gems of Song Yang Academy. 

The modeling of the Tablet shows the 

grand, magnificent and spectacular style of 

Tang Dynasty architecture. On the base 

of the tablet, many beautiful statues are 

carved, which are solid and stable, and 

shows its straightness and fluency. The 

above tablet cap is dignified and elegant, 

and especially shows the flexibility and 

solidness of the body. 

Coming to the real gate of Song Yang 

Academy, you can see a pair of stone 

lions with vigorous eyes, which witness 

numerous students and dignitaries in and 

out of the academy. They are all alike, 

keeping silent. The whole Song Yang 

Academy building belongs to shed-like 

structure, and represents the Confucian 

conception of simplicity, moderation, 

and peacefulness. The four characters 

"Song Yang Shu Yuan" above the door 

are modeled on Su Dongpo’s style. On 

both sides of the door, there is a couplet 

written by Emperor Qianlong, which is 

magnificent and full of romantic style. 

Have an Innocent 
Morning Class in 
Shaolin Temple
When I came to Shaolin Temple on 

September 3, it is just the time to the 

prayer meetings to commemorate the 

Sev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On this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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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a lot of Buddhists also came to the 

temple early to have a morning lesson on 

early with the monks, and they chanted 

and listened to the classics. They put 

themselves in the spiritual purification, 

praying for the motherland.

At 5 o 'clock in the morning, the night 

was not completely faded. We reached 

the Mahavira Hall in Songshan Shaolin 

Temple to have the morning lessons with 

the monks. Without the bustling noise 

during the day, the brilliant the Mahavira 

Hall appears more solemn and mysterious. 

Candlelight blandly overflew from the 

doors and Windows. This is the place with 

the brightest light in the Shaolin Temple.

Without light or sound, there are four red 

lighting candles in the Temple. Mahavira 

Hall is the place where Buddhist works. 

There are Shakyamuni Buddha and two 

of his disciples, Kasyapa, Mahakasyapa, 

Bhaiṣajyaguru, Amitbha and the temple 

of Zen Buddhism in the early progenitor 

Dharma and strength fighting skill-

representative Bodhisattva. Under the 

candlelight, bodhisattva presents some 

more dignity.

Inside a piece of the silent hall, it seems 

to hear people's breathing. On both 

sides of the lobby, the monks and 

Shramanera stand linearly. The Abbot 

was accompanied by two waiters into the 

hall, crossing his hands with eye closed, 

in front of the Shakyamuni Buddha. At 

this moment, the clock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hall was stricken. The crisp sweet bell 

broke the silence, and through the halls to 

the heart. Then here comes the sound of 

reading classics by all the monks with the 

sincere hearts.

It grew light, and it is the time to worship 

the Avalokitesvara. The monks entered 

into the hall in four columns, on both 

sides of the gate of the temple, walking 

while chanting with the hands folded. The 

Abbot also joined the queue as ordinary 

monks. After recite the Avalokitesvara, 

more than 200 people returned to the 

house again neat and orderly in turn. 

Then, the rhythmic patterns are buzzing 

again...

After the chanting, the Abbot went out of 

the hall, and all the people quietly spread 

away. It turned out to be the end of the 

morning lesson. Nobody talked in the 

morning lessons, including the Abbot. 

Everyone just chanted. Then,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Mahavira Hall, the Abbot had 

been sitting in the back of the monastery 

in the middle of a statue of Buddha. The 

monks, in turn, sat in a monastery on both 

sides of the long wooden table.

The anterior wall clock was stricken again. 

The monks recited the Patters together. 

Then a monk picked up two delicate 

small wooden daggers, picking a small 

patch of steamed buns in the basket to 

the stone pillar front of the monastery, 

which implies a handout. Then a flock of 

birds immediately flew past to peck. Time 

for breakfast, the meals are white buns, 

millet and sweet potato porridge, cold 

cucumber and gluten. On both sides of the 

monastery, several monks spread food at 

the same time. Still in the monastery still 

it is very quiet.

After breakfast, the monks went back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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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houses to rest, and then they started 

the day's work and life. In the Temple, 

only a few cleaners are cleaning in the 

yard. It grew bright, and Mahavira Hall 

woke up to welcome visito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Listen to the Zen Music 
and Enjoy the Kung Fu-
----Zen Music Shaolin 
Grand Ceremony

Zen is not a text, but exists in 

one’s mind, and pays much 

attention to enlightenment. 

Music is the best way to 

express Buddhist boundary. The zen music 

played in the Songshan Mountain canyon, 

together with all kinds of sound from 

nature, such as the sound of water, wind, 

leaves, and insects, together, constitute a 

natural zen aura .

The whole concert venue locates in the 

Song Mountain’s valley. It has a panoramic 

vision with180 degree, clear and beautiful 

springs, and indistinct ancient monastery 

temples. You can listen to the sound of 

water, wind, and insects quietly. There is 

a performance of zen Kung fu of nearly 

600 people, a mantras of Shaolin monks. 

The variation of four seasons, the moving 

and impressive music of zen and Buddha 

let the sleeping Zhongyue culture show its 

extraordinary splendor again, and shines 

upon the earth.

The auditorium is around the stage. The 

audiences can sit on futons, enjoy the 

water in the wind, listen to zen and admire 

Kung fu. How relaxed and happy it is. You 

can lay down all the distracting thoughts 

at night, have a rest, and enjoy large-scaled 

live-action performances, and then you 

will be enlightened by all of these.

Performance starts by the flowing water. 

Under the illuminate of lamplight, a few 

monks are sitting in meditation on futon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with their hands 

folded and eyes closed comfortable. You 

can see the Master Of Zen’s figure in 

Buddhist boundary, a village girl coming 

from the poetry of the Tang Dynasty, 

listening the songs of bodhi tree, the noise 

in empty mountain after the rain, the 

dialogue between monk and this world. 

All these become a cool and refreshing 

Buddhist mood in the sound of stream, 

and flows into people's heart.   

The wooden fishes are playing different 

rhythms which tell the growth process of 

the Shaolin monks, from naughty boys 

to prime of life and to spiritual old age. 

A group of young monks are running 

cheerfully across the bridge to fetch water. 

The shepherdess in legend is in pink dress 

with white floral flowers, and wears a 

tender pink scarf walking slowly with a 

flock of sheep... Suddenly, all the lights 

dimmed, and only a shine of light left 

upon the shepherdess. Her ringing voice 

broke the wooden fish’s meditation which 

brought the beauty to this Buddhist pure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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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ory of Bodhidharma face with wall 

tells inheritance of ancient custom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Shaolin Kung 

fu in Song Mountain is deduced in a 

new style with live-action ----bells, wind 

bell, wind fist, wind stick, wind flag, and 

Shaolin kung fu impacted a lot.  Suddenly 

we feel the grand beauty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this is a martial arts show, and 

also a picture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A full moon rises slowly from one side of 

the mountain, and under the full moon 

there appears the Shaolin Temple’s Tower 

Forest where towers stand impressively. 

The departed monks appear in dreamland 

and tell us the story about Zen Buddhism.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the variation of these four seasons come 

again and again accompanied by different 

rhythm of drum. Hanshan, old temples, 

tower shadow, mountain and moon skim 

over before our eyes instantly.  The Kung 

fu monk on plum pile seemed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s of life, extends up into 

the heaven, and becomes a spirit in the 

world flying in eternity.

If Not Mount Wang 
Mangling, How Can 
You Know Taihang 
Mountain? 

Someone  de s c r i be s  Wang 

Mangling “it is a gathering of 

peaks in the world, and why 

do you need to climb the Five 

Mountains? Some sighs: in eight hundred 

miles Taihang Mountain, here is the real 

soul. Some think that the most spectacular 

thing about Wang Mangling is the sunrise, 

whose majesty and glory are like sunrise on 

Mount Tai. Some say that the wall built-

up highway is a wonder of the world...

It is said Wang Mangling got its name 

because Wang Mang in West Han 

Dynasty camped here in chasing after 

Liu Xiu. It is famous for world-wonder 

wall built-up highway. Between Wang 

Mangling and Cliff Tin Ditch, it is Taihang 

Mountain. Everywhere is cliff. If there is 

no way, you cannot make a way. In 1962, 

in order to go out of the mountain, people 

in Cliff Tin Ditch worked hard and relied 

on themselves to create a 7.5 km long “wall 

built-up highway” on Wang Mangling’s 

cliff, using tools such as hammer and drill. 

This took them 30 years and has created a 

mirac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ural road 

construction.

When reaching Wang Mangling, we 

meet the rare rainy day. According to 

local villagers, there are only two or three 

rains in a year. Looked from a distance, 

the entire Wang Mangling is cloud-

covered and the mountains loom in it. 

We just encounter the rare wonderland 

unexpectedly! The main landscapes are 

scattered in different places on the top of 

Wang Mangling, and you need to travel 

around the rock plank road.

We come to the top of Wang Mangling 

and begin to walk following the mountain 

road. The purple and white flowers on two 

sides of the road cluster together, elegant 

but not high-key. From a distance, it is 

also a kind of beautiful landscape to see 

mountains surrounded by winding and 

rugged paths. Unconsciously, a special 

kind of entity structure appears in front 

of you. The appearance of stone peak is 

like countless layers of overlapping sheets, 

and in the shape of a book. These dozens 

of meter-high stone peaks ar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in dozens and form peak 

forest. On stone tablet next to them, there 

are four green characters “Tian Shou Bing 

Shu”.

Sun-watching Platform is one of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Wang Mangling. 

Watching sunrise on the platform is the 

most attractive and powerful scenery of 

Wang Mangling. Every morning, there 

is mist in the distance. When the sea of 

clouds slowly floats to the peak, the green 

peaks and gulches are partly hidden and 

partly visible, like a fairyland. Occasionally, 

when there is fog in the east and sunrise in 

the west, you can see the strange and rare 

bright light of Buddha.

Xanadu Hidden in 
Remote Mountains
Cliff Tin Ditch connects to Henan to one 

side and Shanxi to the other side. Located 

in a valley with fall of 1000 meters in the 

south of Wang Mangling Scenic Spot, 

the small village is so peaceful, quiet and 

pleasant. By crosscutting stones, a first-

class waterfall is formed year after year. 

The water drops float in the air and swirl 

with wind, which is cool and refreshing. In 

summer, the foggy Taihang Mountain is 

shadowy, which is also very perfect! 

Although cutting off by mountains, 

a Xanadu is also created. This area is 

crisscross in traffic, and has bridges and 

waters. There are green furrows. The 

people are nice and simple and the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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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ery is beautiful. There is a north-

south grand canyon vertically separated 

in the village, which is deep and long. The 

cliff is like screen and the sandstone is 

like cinnabar. A fresh spring plunges from 

stone walls, with sound of thunder, cold 

air rising and clouds, which is spectacular.  

In the large valley of Cliff Tin Ditch, 

there are 17 villages from north to south. 

The traffic in the ditch is crisscross. The 

climate is cool, and you can hear dogs bark 

and cocks crow. The people are simple 

and honest. The same red slates houses, 

hedges, windlasses and stone rollers give us 

poetic pastoral scenery, which is pure, fresh 

and pleasant. The magnificent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beautiful historical legends, 

make people linger.

Comfortable 
Accommodations in 

Splendid Central Plains

Hotels of various styles are 

located in this splendid 

Central Plains—Henan 

Province; some are low-key; 

some, in the acme of fashion; some, with 

strong Zen; some, with wonderful stories. 

Living there, you have the feeling of time 

staggering. You will love these hotels at 

first sight, dedicate to at second sight. If 

you go there once, you will never forget it.

Enjoy the Comfort on the Cloud

JW Marriott Hotels Zhengzhou Greenbelt 

is located in the top half floors of 

Millennium Plaza in Zhengzhou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Greenbelt. With 60 

floors and 280 meters high, the building 

is known as central China's tallest 

building and it is also one of Zhengzhou’s 

landmarks, which is affectionately called 

"big corn" by locals. JW Marriott Hotel 

Zhengzhou Greenbelt is the first hotel 

managed by Marriott International in 

Henan province, and also the seventh JW 

Marriott brand hotel in China. The hotel 

is adjacent to Zhengzho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Center, and 

Henan Art Center. The design inspiration 

of Millennium Plaza comes from Songyue 

Pagoda with a history of 1500 years, 

and is designed by famous SOM. The 

aluminum sunvisors outside build the 

whole building’s tower structure, which 

can reduce glare and solar heat at the 

same time of absorbing sunlight at the 

maximum. The interior decoration of 

the building reveals the rich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entral Plains: the brown metal 

represents bronze ware; turquoise is the 

symbol of ancient jade culture; in guest 

rooms and meeting region, the ancient 

bronze culture presents itself perfectly 

through modern frame ar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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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阳书院  与古文人来一场思想的对话
的挺拔流畅；上面的碑帽端庄飘逸，尤显整体的灵动和浑

厚。

来到“嵩阳书院”真正的大门前。一对石狮神采奕

奕注视着，见证了无数的学子清流，达官显贵出入此院落。

它们全部一视同仁，缄口不语。整个嵩阳书院的建筑都属

于灰筒瓦覆盖、硬山卷棚式建筑，代表着儒家主张朴素、

中庸、平和的思想理念。大门上“嵩阳书院”四字是仿照

苏东坡字体所写，门两侧柱子上有副对联为乾隆皇帝御笔，

“近四旁为中央 , 统泰华衡恒 , 四塞关河拱神岳；历九朝

为都会 , 包伊洛涧 , 三台风雨作高山。”气势磅礴，充满

了浪漫主义的文笔色彩。

书院里的“大、二将军”魁梧地屹立在院内，倒在

墙头柏树的“大将军”树身向南斜卧在“凸”字墙上。树

冠浓密宽厚，郁郁葱葱，犹如一柄大伞遮掩晴空。气炸肚

皮的“二将军”柏位于“大将军”柏往北处，虽树皮斑驳，

躯干龙钟，但生机旺盛，虬枝挺拔。树干下部已糟朽洞穿，

南北相通，能容五六个人。树干顶端自然形成一尊观音像

面向东方，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两根弯曲如翼的庞然大

枝，左右伸张，形如雄鹰，展翅欲飞。巍巍将军柏，更给

嵩阳书院增添了一笔浓重的历史色彩，使人不由想起它那

悠久的历史故事。

如今我们已不像古人一样在书院里学习，但作为龙

的传人，依旧对书院有着独特的情怀。尤其是那古色古香

的院落，和它那一份清幽僻静，以及浓郁的书香气息。让

烦躁的人都能静下心来，静静地去思考，去品味。

Song Yang Academy—An Idea 
Dialogue with Ancient Literati

嵩阳书院是我国创建最早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它

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商

丘的睢阳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书院建制

古朴雅致，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有五进，廊庑俱全。尤

其是院内的两株古柏，被汉武帝封之为“将军柏”。

嵩阳书院为儒学说的传授之地；想要进入书院，首

先经过红色牌坊的仪门，上面写字“高山仰止”四个大字。

意思是说孔子的品质和学识像大山一样足以让后人敬仰。

在进入仪门之前，学生们都要注意自己的言行穿戴，不

至失礼。

穿过“高山仰止”的牌坊，眼前是一条平整的灰色

石板路。紧接着是一格一格的石板台阶，都被两侧茂密

的绿竹拥护着。时间倒回，仿佛看到一位位古代的莘莘

学子，快步奔向学堂。

台阶下的右方是红柱灰瓦的“碑亭”, 碑亭下是东魏

时期遗留下来最早的石碑之一，石碑上有许多佛教造像，

保留有北魏时期造像“曹衣带水”的风格。上面的文字

是典型的魏碑体，介于楷书和隶书之间，字体刚健、笔

力圆阔，也是魏碑书法的上品。顺着台阶拾级而上，一

个的灰色围栏凸起的圆形区域出现在视线里，中间一棵

茂密的杏树，放着一个敦实的石桌配着四把圆柱形的石

椅，这是为纪念孔子杏树下筑坛而讲学的旧例所建。

大唐碑就在附近，它是嵩阳书院的三宝之一，石碑

的造型彰显出唐代建筑的大气、宏伟和壮观的风格，碑

基上雕刻有很多精美的造像，雄厚稳重，更衬托出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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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 上一堂洗净铅华的早课
Have an Innocent Morning Class in Shaolin Temple

绕梁不绝。 
天色渐渐放亮。拜观世音菩萨，僧人们排队依次走

向大殿，在大殿门口两边排成四列，边走边诵经，双手

合十。方丈也加入队列，与普通僧人一样。诵完观世音

菩萨，２００多人又依次重返殿内，队形依然整齐、有序。

接着，有节奏的诵经声又嗡嗡响起…… 
诵经完毕后，方丈走出大殿，所有人十分安静地散

去，原来是下早课了。少林寺的早课没有听到一个人说话，

包括方丈，大家除了诵经还是诵经。 随后，大雄宝殿东

侧的斋堂响起钟声，方丈已端坐在斋堂正中一尊佛像的

后面，僧人们依次坐在斋堂两旁的长条木几上。 
堂前侧的挂钟又被敲响，僧人们一起诵起了供养咒。

诵经声中，一个僧人拿起两把精致的小木戈，在馍筐里

挑起一小块馍头，放到斋堂前的一个石柱上，寓意施舍。

但见一群飞鸟，立即飞过去啄食。开饭了，早饭是白馍、

小米红薯粥、凉拌黄瓜和面筋。斋堂两边同时有几名僧

人发放食物，斋堂里依然十分安静，没有人说话。 
结束后，僧人们回到各自的住所休息，随后各自开

始一天的劳作与生活。寺院里，只有几名清洁工在打扫

院落。天色渐渐明亮起来，大雄宝殿的壮观宏伟初现，

准备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来到少林寺时，正好赶上 9 月 3 日少林寺“纪念抗

战胜利七十周年祈福法会”。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好多

信仰佛教的人也早早来到少林寺，和少林寺僧人一起上

一堂早课，一起诵经、听经，让自己感受心灵的净化的

同时，为祖国祈福。

大约清晨５点，夜幕还没有完全褪去。我们赶到嵩

山少林寺大雄宝殿，与僧人们一起上早课。没有了白天

熙来攘往的喧嚣，飞檐斗拱的大雄宝殿显得更加肃穆、

神秘。烛光柔和地从门窗溢出，这是此时少林寺里最明

亮的地方。 
没有灯光，没有声响，大殿里点燃着四支红色蜡烛。

大雄宝殿是少林寺做佛事的地方，供奉着释迦牟尼佛和

他的两弟子阿难、迦叶，药师佛，弥陀佛，以及少林寺

的禅宗初祖达摩祖师和代表着力量武功的紧那罗王菩萨。

烛光映衬下，菩萨们更多了一些威严。 
这时殿内一片静寂，似乎可以听到人们的呼吸声。

大堂两侧，僧人和沙弥都整齐排列站立着。方丈在两名

侍者的陪同下，准时步入大殿，合掌、闭目，立于释迦

牟尼佛正前方。这时，大殿东侧的大钟被撞响，清脆悦

耳的钟声打破静寂，穿越殿堂，响彻心扉。随即，诵经

声响起，那是所有僧人喉音和心声的共振，嘤嘤嗡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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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 to the Zen Music and Enjoy the Kung Fu
Zen Music Shaolin Grand Ceremony

尘嚣之外·听禅赏武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禅宗不著文字，直指心性，讲求顿悟。音乐是表现

禅境的最佳方式。在嵩山峡谷中奏响的禅乐与大自然的

各种声响——水声、风声、林涛、虫鸣合在一起，构成

一种天籁般的禅韵。

整个演出场地坐落在嵩山山谷之间，180 度的全景

视觉，配合美轮美奂的山林清泉，若隐若现的古刹禅院，

静静地听水声、风声、虫鸣。近 600 人的禅武演绎，少

林僧侣的现场唱诵，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直指人心的

佛乐禅音，让沉睡万年的中岳文化重放异彩，映照人间。

观众席围绕着舞台，可以坐在蒲团上，迎风看水，

听禅赏武，令人的心情轻松而愉快。就在这个晚上放下

一切杂念，可以休息，可以感受这场大阵容和大气场的

实景演出，所带给你的领悟。

演出由潺潺水声而起，灯光的照射下，几个僧人一

道在不同位置的蒲团上坐禅，双手合十，舒缓合着眼。

达摩祖师的身影在禅境里出现，村姑浣女从唐诗里走来，

菩提树的唱吟，空山雨后的喧闹，僧与俗的对话，一切

都在溪流声中化成清凉禅意，流进人们的心底……    
不同节奏的木鱼演奏讲述着少林武僧成长的历程，

顽皮的少年，刚强的壮年，修持的晚年。一群打水的小

和尚欢快地从桥上跑过，传说的牧羊女穿着粉色印满白

色碎花的服饰，戴着嫩粉色的头巾缓缓地赶着羊群走

来……忽然间，所有灯光都暗了下来，唯独留下一抹照

耀在牧羊女身上。她清脆的歌声打破了木鱼的禅定，为

这片佛国的净土带来了人间的美丽……

由“达摩面壁”开始，讲述千年古风的承传。而在

嵩山实景间以全新方式演绎的少林武术——风铃、风拳、

风棍、风旗，少林武术掀起了山岳林涛。刹那间我们感

悟到天地之大美，这是武术的展示，也是山河的画卷。

一轮圆月缓缓地从山的一头升起，圆月下呈现出少

林寺塔林，一座座塔赫然而立。远逝高僧在幻境中出现，

向我们讲述禅宗故事。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幻在轻重缓

急的鼓声中轮回，瞬间，寒山、古寺、塔影、山月，一

幅幅图画在眼前掠过……梅花桩上的武僧似乎突破了生

命的限制，向上伸展，化成天地精灵，飞翔于永恒……

一个妙曼身着黄纱女子与一个俊俏布衣男子端坐在

石头上，女子双手抚琴奏乐。随后，少林乐僧的唱诵在

山林中响起，庄严而舒缓。这仿如看见天地间一派祥和

景象，将音乐大典演出推向高潮。演出尾声时佛光普照，

天地祥和。这是禅对自然的吟咏，对生命的眷爱，对天

地万物的礼赞！最后，所有的演出人员齐齐亮相，鞠躬

谢幕。我却无法抽离，迟迟不愿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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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峰之巅看云卷云舒 
有人这样形容王莽岭：天下奇峰聚，何须五岳攀？

有人感慨：八百里太行，此处才是真正灵魂所在。有人

认为王莽岭壮观之处，莫过于日出，其磅礴辉煌之势，

一如泰顶。有人说王莽岭的挂壁公路是世界奇观……

王莽岭相传因西汉王莽追赶刘秀到此安营扎寨而得

If Not Mount Wang 
Mangling, How Can You 
Know Taihang Mountain? 

名。又因世界奇观挂壁公路而出名。王莽岭与锡崖沟之

间隔着太行山，除了悬崖峭壁还是悬崖峭壁，没有路就

是没有路。1962 年，这里的人为走出大山，靠双手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三十年，用锤子、钎子在王莽岭的绝壁

上开凿出一条长达 7.5 公里长的“挂壁公路”，造就了

中国乡村筑路史上的一大奇迹。

抵达王莽岭时，正好赶上难得的雨天。据当地村民说：

一年也就下两三场雨。远远望去，整个王莽岭云雾缭绕，

群山若隐若现，如此难得的仙境，就让我们这样不期而

遇地“碰”上了！王莽岭的主要景观散落在山顶上不同

的地方，需要绕着山石栈道游览。

乘车来到山顶，开始顺着山路徒步而行，路旁成片

紫色、白色的小花簇拥在一起，淡雅却不张扬。远远望去，

一条条蜿蜒崎岖山间小路环绕着一座座山峰，也是颇有

美感的一种景观。不知不觉间，一种特殊的实体构造出

现在面前。几十米高的石峰，外表看似层层叠叠的薄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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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酷似书本，这种石峰几十尊连成一片，形成峰林，

旁边的石碑上写着“天授兵书”四个绿色大字。

观日台是王莽岭的制高点之一，在台上看日出是王

莽岭最具魅力和震撼力的景致。每天清晨，远处都会有

山岚雾帐。云海慢慢地爬上山头，绿色山峰峡谷变得若

隐若现，犹如腾云驾雾的仙境一般。偶尔东边大雾弥漫，

西边云中日出，就可以看见奇异罕见的耀眼佛光。

途经当年“刘秀跳”的悬崖，视线被两个悬崖上茂

密的绿植所阻挡。依稀可以看见狭长的悬崖，深不见底。

回想当年刘秀在被人追赶万般无奈地纵身一跃，让他在

绝处逢生。据说当年王莽赶刘秀时，王莽在此安营扎寨，

刘秀则在对面的孤山上安营扎寨，一天夜里刘秀来王莽

的军营里刺探军情，不料却被王莽将士发现，尾追到此。

情急之下便一跃而起，跳了过去。

站在方知崖上，可以看到对面的奇峰青山，又可以

看到河南的村庄，也是观赏云海的好地方。总会时不时

地遇到有画家在上面支着画架，看看远方，在画纸上涂

涂抹抹。不一会儿，一幅壮丽的画卷就呈现在眼前。陵

川棋子山是世界围棋的起源地。2004 年，原中国棋院院

长、九段国手陈祖德先生与世界围棋冠军、韩国围棋大

师曹熏铉先生就在此对弈。当天云海在奇峰中飘荡，山

坡上松涛阵阵，野花盛开，两位大师心旷神怡，对此美

景赞不绝口，只下了开局就无心恋战，专心致志欣赏起

美丽的景色来。

只有在下山时，才可以乘坐景区的观光大巴穿越王

莽岭 7.5 公里的挂壁公路。挂壁公路横插在山体间，曲

折多弯。挂壁公路上间隔着一个个如小窗般的洞口，坐

在车里可以从洞口望见外面的风景，尤其是顺着山势往

下看，令人不由一颤，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穿越在迂

回曲折挂壁公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因为整个人都

无法掌握重心，随车身摇摆，既惊险又刺激，当然还可

以欣赏到绝壁上的特有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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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
锡崖沟，一头牵着河南，一头属于山西。这个坐落

于王莽岭景区南端四周落差 1000 多米的深谷之中的小

山村是如此清静怡人。借由山水横切顽石，长年累月，

造就一流飞瀑。水丝飘飘，随风飞旋，清凉自在。夏日里，

这雾蒙蒙的太行山脉，影影绰绰，也是极好的！

美丽的锡崖沟坐落在王莽岭的山脚下，因传说仙人

道士曾在这里冶锡炼丹而得名。锡崖挂壁公路被称为世

界奇观，该区山陡沟深，地势险恶，峭壁环列，由于天

险阻隔，沟中二百户人家几乎与世陷于隔绝，千百年来

自生自灭。1962 年，沟里人不甘闭塞，向大山宣战，历

时三十年，两代人在村西绝壁上凿出一条长 7.5 公里的

挂壁公路，开创了中国乡村筑路史上的奇迹，毛泽东同

志名言中“愚公移山”、“人定胜天”的真谛在这里得

到了真实体现。

大山的阻隔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世外桃源，该区谷底

阡陌交通，沔桥流水，田畦青翠，民风纯朴，自然风光秀丽，

村中有一南北走向的大峡谷垂直分开，深邃悠长，峭壁

如屏、砂岩如朱，一股清泉从壁间飞流而下，涛声如雷，

寒气上逼，云雾飘渺，蔚为壮观。

在锡崖沟的大山谷中，从北到南分布着17个自然村。

沟内阡陌纵横，气候凉爽，鸡犬相闻，民风淳朴。清一

色红石板垒成的屋子、篱笆墙、水辘辘、石碾子，诗一

般的田园风光，清新宜人。壮美的山川与优美的历史传说，

使人流连忘返。

响水河，发源于王莽岭南麓。百丈深的峡谷之上，

龙王桥横空卧波；桥下十几丈高的瀑布如一条条彩练，

直泻而下，落入深不可测的龙王潭中。透过瀑布，隐约

可见那神秘幽深的青黄二龙洞。打在石子上的水珠，如

落入玉盘，清脆悦耳。倒生柏，生长在离龙王桥 200 米

的悬崖上。头朝下，根向上，阴差阳错地生长在岩缝间，

向世人展示着它神秘的生机。

这里还隐藏着一座天然的浴池“爽身淮”。每临夏

日，峡谷中的山风送来阵阵凉意，人们在爽身淮上捡美石，

浴泉水。泉水经大山灵气的浸染，富含各种矿物质，浴之，

饮之，舒筋活血，养颜益寿。美人峰，位于锡崖沟东面

的马东岭山。夕阳西下，眺望东山，那乳、那眉、那秀发、

那微微隆起的小腹、那纤长的曲线轮廓，恰似一位沐浴

的少女。

此外，还有西莲寺、东莲寺、后晶宫、祖师顶，这

里的每一处地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独特恩赐，流传着那

些美丽动人的传说。

Xanadu Hidden in Remote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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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中原上的舒适居停
Comfortable Accommodations 

in Splendid Central Plains

悠游河南，各种风格的酒店坐落在这片锦绣中原中，它们
或是有着低调华韵风，或是走在时尚的尖端，或是禅意浓浓，
有精彩的故事，住进去就会有时光交错的感觉。这些酒店

一见倾心，再见倾情，去过就会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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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享云端上的舒适 
郑州绿地 JW 万豪酒店位于郑州中央商务区绿地中

心千玺广场的上半部楼层，这座 60 层、280 米高的大厦

被誉为华中第一高楼，是郑州的地标性建筑之一，被当

地人亲切地称为“大玉米”。郑州绿地 JW 万豪酒店是

万豪国际集团在河南管理的首家酒店，同时也是位于中

国的第七家 JW 万豪品牌酒店。酒店毗邻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河南艺术中心，千玺广场的设计灵感源自有 1500
年历史的河南嵩岳寺塔，由著名的 SOM 事务所设计。

外立面的铝质遮阳板构造整栋建筑的塔形结构，在最大

程度摄取日光的同时还能减少炫光和太阳热。建筑的内

部装饰隐透着中原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棕色金属代表

青铜器，青绿色象征古老的玉石文化，在客房及会议区域，

远古青铜文化通过现代镜框艺术品完美呈现。

酒店大堂位于千玺广场的第 38 层，夜晚栖居在奢华

典雅的客房及套房中，坐拥城市天际线和如意湖美景。

所有房间都配备由托德 . 艾弗里吉尔 . 里那汉设计的 JW
奢华寝具，带来极致酣眠。客房还配备宽大办公桌、符

合人体工程学的座椅、多媒体转换面板及高速互联网接

入，人性化的工作空间让宾客在安静的环境中高效灵活

地处理商务事宜。24 小时的健身中心、拥有美丽湖景的

室内游泳池以及超大水疗中心，可以体会桃源般的惬意

感受。

可以在酒店的各色餐厅体验美食之旅。The Grill 烤

汇是本地第一家高档星级扒房，为宾客提供纯正的澳洲

牛扒及海鲜。Man Ho 万豪中餐厅拥有 7 间豪华典雅的

包房，由来自香港的行政总厨 Simon Wong 先生主理高

档粤菜并融合豫菜精华及其他地方菜系 , 为食客打造云端

上的中原盛宴。Zhengzhou Kitchen 都会尚善是全日制

西餐厅，呈现城中最为丰盛的自助餐，设有西式、中式、

日式三个开放式厨房，增添互动餐厅的乐趣，是家庭聚

餐的理想之所。The Lounge 大堂吧提供浓香咖啡、精

致鸡尾酒以及城中最高的高茶，亦有浪漫抒情的现场演

奏助兴。无论是白天还是傍晚，这里都是放松小憩、享

受曼妙感官体验的好去处。

酒店的大宴会厅为无柱式结构，层高 8 米，内嵌超

大高清 LED 显示屏，能分割成 3 个独立的多功能厅。另

有宽敞的宴会前厅和 6 个拥有自然采光的会议室，配合

先进的灯光音响系统，是举办高端商务活动和时尚婚典

的最佳场所。

Enjoy the Comfort 
on the Cloud

地址：中国河南省郑州市郑东
新区商务中央公园 2 号千玺广
场
电话：+86 371 8882 8888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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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器、喜来登热带雨林淋浴系统，以及由 AAA 五星钻

石奖（AAA Five Diamond Award）标准设计的喜来登

甜梦之床，带来宾至如归的惬意感受。酒店同时提供喜

来登行政酒廊、健身中心、室内恒温游泳池及舒缓身心

的水疗中心 , 尽享升级健康体验。可以在位于酒店 27 层

的喜来登行政酒廊饱览城市美景，更可专享精致美味小

食和饮品及欢乐时光，是享受专属接待服务的理想之所，

更有行政会议室为会议带来无限灵感和怡人景致。

酒店 3 个风格迥异的餐厅为宾客提供无尽的美食去

尝试。在活力劲炫的盛宴标帜餐厅，于清新明亮的环境

中带来新鲜食材烹饪而成的美食。采悦轩粤川酒楼在轻

松愉悦的氛围中奉上美味的当地美食与正宗川菜及地道

粤菜。大堂吧供应晚间鸡尾酒、现磨咖啡以及有机鲜榨

果汁，让宾客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倍感精力充沛，神采

奕奕。这里是与商务伙伴、家人或好友一起啜饮清爽鸡

尾酒、体验畅快交流的理想之地。

酒店拥有 3300 平方米灵活多变的会议与多功能空

间。其中 1388 平方米的豪华无柱大宴会厅，可同时容纳

1600位宾客。宴会厅配备有国际领先的音响和视频设备，

能满足各种规模高端宴会的全方位需求。酒店不仅拥有

绝佳的宴会场所，同时拥有专业的团队提供优质、全方

位的宴席或会议服务，确保每个环节尽善尽美。

超乎想象的惬意之旅 
郑州美盛喜来登酒店位于荣获中国首个城市规划设

计杰出奖的郑东新区的新中央商务区中心地带，是喜达

屋酒店与度假酒店国际集团在郑州的首家喜来登品牌酒

店。酒店交通便捷，酒店大门直连地铁 1 号线，可轻松

到达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及郑州东站。更可方便前往数分

钟之遥的购物及娱乐场所，毗邻河南省艺术中心、郑州

国际会展中心。著名的二七纪念塔、河南省博物馆在内

的众多景点也近在咫尺。

“我不只是来到喜来登，我心属此，”郑州美盛喜

来登酒店总经理韩璐梅女士向我们说 ,“从这一天开始，

展示给大家的将是一支充满激情的专业团队，致力于在

郑州美盛喜来登酒店打造温暖亲切，联系感应，共通共

享的生活方式，并通过喜来登品牌独有的服务与文化激

发客人、员工、业主和商务合作伙伴实现他们的自我价

值和愿景，成为郑州乃至中原之地最佳汇聚之所。”

下榻在酒店的时尚客房与套房，窗外优美的夜景浮

现在眼前。房间内一系列全新现代的便利设施，包括纯

平电视、有线和无线高速上网、带有 iPod 接口的多功能

Comfortable Journey beyond 
Imagination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
金水东路 33 号
电话：+86 371 6063 6666

Tips



70・TRAVEL&LEISURE

TRAVEL            | TravelS

山居秘境
夜晚居住在登封禅宗少林照见山居感受清灯古卷、

静夜悟禅、感悟人生、放松身心。自己找到安详喜悦的

生命心态，缓解来自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力。照见山居

的装饰体现崇尚自然的世界观、淡泊宁静的人生观、中

庸包容的宗教观和天人合一的居住观。

它的命名源于佛教名典《般若波罗蜜心经》，“观

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

切苦厄”，取般若空观的彻悟之意 , 是形神兼具的禅文化

休闲体验基地，有一种玲珑澄澈的禅林寺苑风致和妙胜

景观。照见山居紧邻“天然国画”三皇寨，“四大书院”

之一嵩阳书院，与闻名中外的“禅宗祖庭”少林寺、法王寺、

永泰寺等名寺仅咫尺之遥，依山傍水，景色优美，交通

便利，有餐饮、客房、茶室、商场、佛堂、会议、禅修、

禅乐为一体的一站式服务。

照见山居的禅修静地，居士林清幽典雅，别墅风格

端庄典雅，内设单间、双人间、套房、复式等，共 68 间

居室 142 个床位，家具的式样、房间的颜色均透着浓浓

的复古情调。厢房设计简单大气，别具新意。照见山居

的禅“味”堂。禅意明心是照见山居的素斋馆，内设“雅、

意、明、心、素”5 个别致雅间，为禅修的雅士们提供有

益身心健康的纯天然、养生素斋；碧水禅阁则是为禅修

雅士提供均衡营养的荤斋厅，其内设“馨、韵、怡、悦、

慧、达、行、悟、真、诚”豪华厢房。二者同时可容纳

多人用餐。饮茶室外有小桥流水环绕碧莲荷花守望，内

有雅间、大厅静静地虚位以待。在这里，宾客可以观茶艺、

品禅茶，在一沏一啜一饮一品中，感悟禅机，体味人生，

禅即在口中、眼前、心间。

照见山居以禅修主题，这里以僧人一日生活为参照，

山居内设禅堂、香道室、禅武堂、抄经室等，推出了早课、

禅示、禅瑜伽、禅武、禅香、禅茶、禅乐、过堂素斋、抄经、

发愿祈福等近 20 项禅修体验项目，免费为入住宾客提供

体验。

照见山居是世界级的“禅”文化体验式中心，首个

中原“晚间”实景旅游基地，同时也是周边市民休闲的“后

花园”。依托幽雅宜人的自然环境以及丰厚的文化积淀，

是远离世俗尘嚣、修身养性、修习佛法的一处“世外桃源”。

A Secret Place in Mountain

地址：河南省登封市大仙沟景区
电话：+86 371 5585 6666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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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功夫之都的精美下榻
“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 ，少林国际

大酒店坐落在名闻遐迩的 “嵩山少林，武术圣地”的登

封市市中心， 东接省会郑州 58 公里，西连九朝古都洛

阳 74公里，郑少洛高速、207国道、310省道穿境而过，

交通便利，环境幽雅。

建于 1993 年的少林国际大酒店有豪华客房，独立

或连通的套房及负有盛名的总统套房，设施考究，格调

高雅，出自名师巧匠之手设计而成的优质家具精致气派，

彰显贵族气息。全部房间配备包括个人温度调节系统，

床头控制板、摇控电视、卫星频道、冰箱、国际直拨电

话、宽带插口、吹风机、保险箱、迷你吧、独立空调控制、

煮咖啡茶壶、电子门锁、商务办公桌、国际标准的消防

预报系统和高速宽带上网等在内的标准客用设施，应有

尽有、安全便捷；细致入微的贴心服务更让宾客感受四

星品质的人文关怀。酒店曾经接待过原国家主席江泽民、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原军委副主席迟浩田等。

在这里尽情地宠爱自己的味蕾，酒店的粤、川、湘、

豫、鲁等菜系尽显中华美食风范。也能品味到各种国际

美食，享受异国情调。酒店还有送餐服务，可以在客房

中舒服地享用美味。位于一楼大堂的中餐厅，环境幽雅、

经营各式自助及套餐，兼营精美小炒、自助少林小火锅、

风情巴西烤肉、特色少林素斋、风味独特的登封宴菜等

地方佳肴。位于一楼酒店接待大厅西侧的西餐厅，装饰

独具风格，温馨、优雅，汇集缤纷美食，在这里宾客可

以品尝到正宗的意大利风味，是宴请、会谈、休闲的最

佳场所。位于酒店二楼 23 间装饰各异的宴会包房，提供

鱼翅、鲍鱼、燕窝及各色精美中餐。

酒店会议中心造型简洁、明快，色调以高雅为主。

主照明采用富有浓郁的时代感。地面铺设高贵华丽地毯，

正墙采用卷筒式屏幕，满足各种会议的需要。商务中心

设在大堂东，设施简约流畅，舒适自然，先进的数码复

印机、传真机等设备，为商务客人提供便利的服务。

闲暇时可以在酒店环境优雅的美容美发中心享受贴

心护理，由资深的高级美容美发师主理。桑拿设于二楼东，

内部环境舒适温馨，设有按摩浴，干、湿蒸等多种项目，

并聘请专业按摩师为宾客提供按摩和局部按摩等医疗保

健项目，充分体验自然与轻松。

A Wonderful Stay in World 
Kung Fu Hotel

地址：河南省登封市少林路 20 号 
电话：+86 371 6286 6188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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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野名都的华丽绽放
历史中的牧野就在今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开元名都

大酒店是这里的首家五星级商务型酒店，酒店的各类客

房均配置美国金可儿“天逸之床”。夜晚下榻在装修温

馨典雅的开元套房内，超大落地窗让和谐公园等景致尽

收眼底，开阔的景观一览无余。酒店融合终极舒适体验

与现代化设计于一身，专职管家照顾宾客的一切细节所

需。

晚餐时光在酒店餐厅的高雅环境中悠闲度过，环境

清幽静雅的香榭丽舍大堂吧，荟萃多款世界各地名酒及

精美小食，专业调酒师精心调制的多款鸡尾酒，再伴上

一壶香浓咖啡或茶，聆听浪漫音乐，演绎假日时尚与经

典。夏威夷咖啡厅装修时尚典雅，拥有开放式厨房，提

供五洲经典风味美食、各类自助主题盛宴、西式正餐及

全天候送餐服务。活跃的都市化氛围，健康的烹饪理念，

体验舌尖上的环球之旅，尽享异国情怀。西湖春雨风味

餐厅风格雅致，以杭州菜为主打，制作精细，清鲜爽脆、

淡雅细腻的风格，幽雅的江南风情，体会经典的江南美味。

在华贵典雅的国风堂，可以品尝到珍品海鲜、精品粤菜、

麻辣鲜香的川菜、久负盛名的传统风味豫菜，才华横溢

的顶级大厨队伍采用最优质的原料和最健康的烹调方法

烹制出美味的菜品，是宾客宴请宾朋、商务会餐的绝佳

选择。25 个风格迥异的豪华贵宾包厢与阳光美境相伴，

每一间皆宽敞大方，幽雅静谧，豪华璀璨的装修布置带

来开朗好心情。各类海鲜珍品和燕翅鲍参精品荟萃，经

典地道的江南美食，特色精致的地方风味，通过开元名

厨的精工细琢，配上晶莹剔透光可鉴人的餐具，踏上缤

纷绚烂的美食之旅。上海厅、北京厅超豪华包厢，专为

顶级尊贵名仕打造，提供专属服务及精美菜肴。

酒店拥有极其完善和现代的会务场所及设施，两个

均约 1050 平方米的大型宴会、会议厅及 10 个不同规格

的会议室，凭借开元酒店 20 年积累的专业会务全程照

顾每一个细节，为宾客提供高规格的会务服务。开元名

都康体会所休闲娱乐项目丰富多彩，拥有开放式室内恒

温游泳池、健身中心、英式台球、美式撞球、瑜伽房、

KTV 等各种配套设施，服务项目一应俱全。

在新乡开元名都酒店下榻，一定要去游览一下回龙

A Gorgeous Blossom of the 
Famous City Muye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平
原中路 888 号
电话：+86 373 3729 625

Tips

天界山风景区。那里有令世人惊叹的悬崖绝壁上的挂壁

公路，还可以以360度的视野看太行上的绝美风景。当然，

它的看点远远不止这些。只有亲身领略，才能领悟。 
俗话说：“看过天界山，世界不看山”。到达天界山时，

因为昨天刚下过雨。天气格外的明媚，整个天界山艳阳

高照，晴空万里。漫山养眼的绿植，挺拔俊秀的山峰。

好的天气，好的美景，总是令人身心愉悦！

来天界山，多数人是为了一睹挂壁公路的真容而来，

那荡气回肠的回龙精神。2002 年央视十大感动中国人物

张荣锁的“现代愚公”，开挂壁隧道的事迹。在他的带领下，

回龙人经过三年多的浴血奋战，修筑了一条如巨龙腾飞

般的盘山公路：头系清峰关，尾扫磨针河，腰缠13座峰梁，

蜿蜒 8 公里。1000 米长的“S”型隧道在 200 米高的红

岩绝壁上盘旋而上，难度之大，设计之巧令人难以想象。

也是因为这条挂壁公路，打开了一条豫晋通道，一条致

富的旅游路。

天界山的自然景观也是令人赏心悦目的。登上高大

巍峨的老爷顶，看这里气象景观独特，云气山色，瞬息

万变。一会儿霞光万道，光芒四射；一会儿云海升腾，

雾锁山头。顶峰上有牌额为“玄天上帝”的真武庙，庙

顶是铁瓦，庙前是铁鼎，铁锅，庙内是铁像，被誉为“天

下第一铁顶”。相传祖师老子曾的此顶修炼成仙，后世

尊称老子为“老爷”，故称老爷顶。

从清峰关这里出发，沿路而行可以转 360°绕老爷

顶一周，终点又回到清峰关。沿途有 7 个各具特色的观

景台，移步换景如画卷般依次展开佛卧太行、凌空观峡、

史前巨鳄、百里红岩、凤凰展翅、双龙戏壁、龟驮太行、

圣象驮祖和十二金龟闹太行等景点，被誉为“云峰画廊”，

是欣赏太行山水风光的最具特色的地方。

龙吟峡是南太行亲水峡谷典型代表。不仅山水富有

灵性，而且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这里的太行猕猴个大、

毛长、绒厚、耐寒，而且都是双眼皮、短尾巴、体态俊美。

它们性情活泼好动，爱追打嬉闹，角逐跳跃，而且动作

神态滑稽有趣，很受欢迎。还被誉为“太行精灵”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从天界山可以到南

天行最高峰十字岭，岭上风光无限充满原始气息，给人

一种远古时代的体味。望群山，眺平原，看日出，观云海，

气象万千。尤其是盘旋崖间的阶梯拾级而上，那种“一

险未过一险迎”的感觉，更能体现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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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河南

河南是龙的故乡。太昊伏羲曾首创龙图腾，实现了上
古时期多个部族的第一次大融合；皇帝曾统一黄河流
域各部落，凝聚了各部族的思想和精神。黄河是中华
民族的摇篮，地处黄河中下游的河南是摇篮的中心。
河南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迹，
但并没有太多人知道，河南，也是中华民族饮食文化
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四千多年前，夏启在禹县为诸侯
设宴，史称“钧台之亭”，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宴会。
河南，还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文化财富——豫菜。独
树一帜的烹调手法，耳熟能详的店铺，令人怦然心动
的味道，都在不知不觉中挑逗着你的味蕾。

烹饪鼻祖  豫菜
豫菜，生在河南，长在河南，有着悠久的历史。有

“烹饪鼻祖”和“中华厨祖”之称的伊尹便出生于河南

杞县空桑。经过时代变迁，当代豫菜在原宫廷菜、官府菜、

市肆菜和民间菜的基础上，得到了逐渐的积累演变。周

恩来总理曾亲自决定采用“豫菜”为国宴菜，并以河南

厨师为主厨。豫菜坚持五味调和、质味适中的基本传统。

和谐适中是它的特点。如今谈到豫菜，还是会有很多人

不甚了解。

豫菜以郑州为中心，由四个不同的口味区构成。豫

东口味居中，恪守传统、扒制类菜肴是为典型，以开封

为代表；豫西以洛阳为代表，水席为典型风味，口味稍

偏酸；豫南以信阳为代表，炖菜较为典型，口味稍偏辣；

豫北以新乡、安阳为代表，善用土特产，口味偏重。

作为中原烹饪文明的代表，豫菜的发展一如中原文

化一般，坚持着“中与和”的基本原则。“中”是指豫

菜不东、不西、不南、不北，而居东西南北之中；不偏甜、

不偏咸、不偏辣、不偏酸，而于甜咸酸辣之间求其中、

求其平、求其淡。“和”是指融东西南北为一体，为一

统，融甜咸酸辣为一鼎而求一味，而求一和。从中国烹

饪之圣商相伊尹（开封杞县人）3600 年前创五味调和之

说至今，豫菜借中州之地利，得四季之天时，调和鼎鼐，

包融五味，以数十种技法炮制数千种菜肴，其品种技术

南下北上影响遍及神州，美味脍炙人口。 豫菜口味居中，

融合众家之长，兼具南北特色。

Enjoying Food in 
Henan Province

美食在味蕾上起舞 

The Delicious Food Is Dancing on Your Taste Bud

Beginning of Chinese Cuisine- 
Henan Cui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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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盛不衰  洛阳水席
 洛阳水席是洛阳的传统美食，历史悠久，古今驰名，

千年以来，长盛不衰。洛阳水席作为洛阳传统的饮食风

俗，和洛阳牡丹花会、龙门石窟并称为洛阳三绝。所谓“水

席”，有两层含义。一是以汤水见长，二是吃一道换一道，

一道道上，像流水一般，故名“水席”。 
洛阳人对于汤水丰富的传统水席，有着外人难以理

解的深厚感情。它不仅是盛大宴会中备受欢迎的席面，

也是平时民间婚丧嫁娶、诞辰寿日、年节喜庆等礼仪场合，

人们也惯用水席招待至友亲朋。当地人还把水席看成是

各种宴席中的上席，以此来款待远方来客。它作为传统

的饮食风俗，和传统的牡丹花会、古老的龙门石窟并称

为洛阳三绝，被誉为古都洛阳的三大异风。 
洛阳水席的格式非常讲究，24 道菜不多不少，8 个

凉菜、16 个热菜不能有丝毫偏差。16 个热菜中又分为

大件、中件和压桌菜，名称讲究，上菜顺序也非常严格。

客人到齐坐定后才上凉菜。8 个冷盘分为 4 荤 4 素，冷

盘拼成的花鸟图案，色彩鲜艳，构思别致。水席首先以

色取胜，客人一览席面，未曾动筷就食欲大振。 
冷菜过后，接着是 16 个热菜依次上桌。上热菜时，

大件和中件搭配成组，也就是一个大菜要和两个略小的

中菜配成一组。一组一组地上，味道齐全，丰富实惠。

在水席上，爱吃冷食的人，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凉菜。

爱吃酸辣菜的人，水席菜能让你辣得冒汗，酸得淋漓。

有人喜食甜食，第4组甜菜足以让人吃得可口，吃得惬意。

如果有人爱吃荤菜，席面上山珍海味、飞禽走兽应有尽有，

尽可大饱口福。不愿吃荤想吃素菜，以普通蔬菜为原料

的素菜，粗菜细作，清爽利口。 

5000 年的味觉记忆

1915 年，徐同泰第二代传人徐树东、徐锡坤、徐锡

贵三兄弟，借助钱塘江水运发达，南北客商云集于此的

天然优势，成立“徐同泰”酒楼，邀请北京知名画师及

巧手工匠精心设计，保留各大菜系的正宗做法和用料，

辅以自家出品的特色酱料润味，迅速成为浙江名流绅士

的宴请首选，时任两浙盐运使司亲自书写字号并赠与牌

匾，“西湖楼外楼，钱塘徐同泰”的说法，在江浙地区

广为流传。

其实早先，徐同泰原是一个酱坊。浙江萧山人徐三春，

拜当地玉峰寺方丈为师，学习酱品制作工艺，五年艺成，

取“同心同德，国泰民安”之意，创“徐同泰”酱坊，

至清末民初，已发展为酒、乳、酱、糖、磨等五大作坊，

因其工艺独到，用料地道，并奉行童叟无欺，取信于民

之理，故吸引方圆百里民众争相购买，节日年关排队可

达 2 公里之长。

到了第 9 代嫡系传人徐肿名，秉持“真材实料，取

信于民”的徐氏家训，完整保留“酱，虎，画，石，水，瓷，铜，

木，鱼”等徐同泰九大宝经典元素，在中华崛起的时代

背景之下，在酒店同行高举创新大旗之时，徐同泰传达

的是一份对于真材实料真美味的坚持，是一个民族 5000
年的味觉记忆，是一个百年世家的经典传承！ 

地道中国味

豫菜，是中国烹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于春秋，

盛于唐宋，被称为百菜之源，“国菜之母”，是中国烹

饪文化自仰韶文明以来一个历史过程的结果，一直站在

中华饮食界鼻祖的地位。

从高超的烹饪技艺为出发点，延展到中国博大的五

常文化，才使阿五美食得到如此的发展。如今，阿五美

食“以物寻性，以性求术；有香使其出，无味使其入；

以味为核心，以养为目的”的烹饪理念更被现代餐饮奉

为烹饪宝典。

阿五美食创始人——中国烹饪大师樊胜武，把复兴

豫菜、打造中国味道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和责任，从“烹

坛少帅”到“中国餐饮业十大人物”，凭借自己精湛的

烹饪技艺和独特的管理理念获奖无数，不断到世界各地

传播中华美食，俨然已经成为宣扬豫菜及中国美食的“马

可 •波罗”，引领阿五不断攀登，走向一个又一个辉煌。

现在，樊胜武率领阿五美食创立的“新派豫菜”，

和少林武术、豫剧一样，逐渐成为河南的第三张名片！

中华饮食文化源远流长，豫菜的中正平和，尊重中庸王

道的理念，恰恰是中国文化的具体表现。阿五美食，也

正是这种表现的一个缩影。

能够把豫菜美食，做成中国味道，也可以说是一种

奇迹了。豫菜的调和五味终至中正平和，正是中国的味道；

阿五的弘扬五常终至圆融温润，正是中国的味道。

Longevity - LuoYang's Water 
Banqu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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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的待客厅
在豫菜飘香的仲记豫满楼，一碗简单烩面，也能感

受到浓浓的河南风味！豫满楼的三鲜杂粮烩面，山羊脊

骨加 30 多种中药，炖五六个小时熬制而成的汤，浓白飘

香。汤上卧着虾仁、海参和鱿鱼，配着有点泛黑的面条，

品相极佳。那面滑、香、绵、弹，细品，既有黄豆的味

道，还有玉米、绿豆的味道，在羊肉汤和海鲜的作用下，

面中竟还有点淡淡的海洋味道，美妙至极。

红烧野生黄河鲤鱼，也是来豫满楼不可错过的招牌

菜。鲤鱼在我国历来被尊为“诸鱼之长”或“鱼王”。 
黄河鲤鱼与其他几种鲤鱼相比，肉中具有较高的蛋白质

和较低的脂肪，并富含丰富的微量元素铁、铜、锌、钙、

镁、磷等。品一口这道红烧野生黄河鲤鱼，肉质紧密，

口感香嫩，爽滑间还带着一点弹性，唇齿之妙，很是销魂；

多种中药熬制的汤汁透亮中泛点黄，咸香中还有丝微甜，

回味甘甜绵香。

豫满楼还与大型绿色种植、养殖基地合作，最大限

度地保证产品绿色、天然、无公害。这里的每一道菜品

都是用天然、绿色食材精心烹制而成。在领略这浓浓的

中原文化、享用佳肴美馔的同时，去品味这舌尖上的河

南！

一席素食，俗念顿消
永泰寺素斋馆位于千年古刹——永泰寺南院，原是

专供寺内僧尼用餐的斋堂，斋饭制作精细，风味独特，

渐被社会各界人士接受和喜爱，成为僧、俗共赏的素食

佳肴，也是嵩山地区唯一一家专门经营素食的餐馆。

嵩山的素食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嵩山寺院林

立，名刹众多，在民间素有“七十二峰、七十二寺”的

说法。寺庙的鼎盛促进了素食的发展，留下了深厚的素

食文化传统。据记载，历史上先后曾有唐太宗、元世宗、

清真宗等 20 多位帝王到嵩山慕名品尝素斋。永泰寺素斋

在继承的基础上，充分吸收现代素食技术，弃旧扬新，

博采众长，以豆制品、食用菌和天然菜蔬作为主要原料，

推出了一系列健康营养、味美可口、用料讲究、造型逼真，

为僧、俗共赏的素食佳肴。在这样一个清净所在，品味

着沁人心脾的素食，身心也得到净化。

永泰寺素斋制作精细，风味独特，菜品均是用豆制

品、食用菌和天然菜蔬制作而成。食材皆采自寺内菜园

或附近山野，现摘现做，晨露清新之味犹存。一席素食，

可使人俗念顿消，神清气爽，飘飘然莫知所知。

时至今日，素食已不再单纯被视为佛门清规，不再

局限于出家人或佛教徒，出于健康、环保、人道等因素

的考虑，食素的人日益增多，素食逐渐成为二十一世纪

新的饮食潮流。

Henan People's Living Room

Vegetarian Food Removing 
the Earthliness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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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
购物去

圣诞节是欧美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也向来是
购物的狂欢季。近来几年前往国外过圣诞节
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买买买的花样也层出
不穷，不妨现在就做好功课，找准方位，给

自己来个圣诞购物之旅吧。

Go 
Shopping 

on Christmas 

Christmas is the largest traditional festival 
,and also the season to go shopping.

Recently,more Chinese tourists spend the 
holiday overseas and ways to buy are 

numerous。So, why not make plans now and 
begin a festival to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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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的“新艺术风格”穹顶同样令人惊叹，更增添建筑的

艺术性。

法国春天百货 Printemps 既是时尚的先驱，也是时

尚的推手。它汇集国际设计品牌，专为女士与男士打造

独栋时尚馆，容纳最精致的时尚单品，在缤纷绚丽的时

尚领域独领风骚，当仁不让地成为所有以现代风范引人

入胜的经典潮流初试身手的前沿阵地。

 在女士时尚方面，法国春天百货 Printemps 的

时尚买手们和先锋时尚专家 Maria Luisa，自 2009 年

起 便 不 断 将 Christopher Kane，JW Anderson，

HaiderAckerman，Cedric Charlier 等一批时尚新星带

入公众的视野。这是法国春天百货 Printemps 先于他人

为顾客许下的独到风格承诺。店内的购物楼层也同样设

计为展示各大知名品牌的不同区间，在体现春天理念的

同时也言说着每一季的心声。 
作为都市第一家专为男士设计的百货公司，春天时

尚男士馆于 1970 年开业，原本被命名为 Brummell（布

鲁梅尔）——英国的时髦领袖，后发展为法国春天白

货 Printemps 专为男士创立的自有品牌。法国春天百货

Printemps 规划出整块属意男士情怀和习俗、专注优雅

的国际品牌的空间。这是首个在巴黎的独栋时尚男士馆，

结集了诸多男士时尚和生活方式品牌，时尚男士馆也因

此成为“巴黎贵公子”的时尚聚集地。 

 
法 国 春 天 Printemps 
VIP 导购服务
法国春天百货 Printemps 专设
私人导购部拥有 11 名懂得 15
种语言的私人导购，为来自世
界各地的顾客提供专属服务，
并有中文导购团队为您提供在
时尚、造型和美容方面的专业
指导。个人购物助理服务可以
让您在更为舒适、私密、休闲
的沙龙中享受量身定制、限量
精品特选等多种服务。

法国
春天百货 Printemps 续写传奇 

在世界艺术之都法国巴黎的中心位置，距离卢浮宫

和香榭丽舍大街步行仅几分钟之遥，屹立着一家非比寻

常的百货公司——法国春天百货 Printemps。它已超越

了一般意义上的购物场所，成为法国历史和文化不可或

缺的坐标之一。

比往年更惊喜的是，今年是法国春天百货

Printemps 成立 150 周年。走过悠悠 150 载岁月的法国

春天百货 Printemps 如今依然充满活力、华美如昔，怀

着比以往更加坚定的信念和热诚，要跟世界分享充满灵

气与惊喜的巴黎乐享生活艺术。建筑艺术、购物体验、

橱窗大戏、周年庆典，四把钥匙带您打开法国春天百货

Printemps 的圣殿之门，洞悉和感受其更深层的魅力。

本色不改的百货商场，演变不息的艺术之地。法国

春天百货 Printemps 以丰富的商品种类和优雅的购物空

间诠释着时代的风尚和艺术。与巴黎的历史相伴相随的

法国春天百货 Printemps，如巴黎的名胜古建一般，是

光影之城魅力的化身，也因此成为所有人去往巴黎的必

游之地。这栋建筑是历史文化遗产，让顾客可以一边购物，

一边领略法国的文化历史。而其外墙装饰则更是美艳不

可方物，让整条奥斯曼大道都为之动容，1881 年修建的

彩色马赛克玻璃天窗的角楼现在也已是举世闻名的游览

之地。商场内由 3185 块彩画玻璃组成的屋顶和宏伟华

Part 1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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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Harrods 百货 圣诞世界欢乐启程

Harrods 百货公司是英国首屈一指的购物圣地，在

英国人心中，每年的圣诞节仿佛要去 Harrods 百货看看

才完整。

随着今年圣诞节的临近，Harrods 圣诞橱窗也于 11
月 6 日星期五拉开帷幕。Brompton 街上的圣诞橱窗将

化身魔法木偶和表演者的世界，通过灯光、布景和红色

天鹅绒帷幕这些经典元素，以舞台的形式呈现 Harrods
圣诞主题。不仅如此，地板下潜藏着圣诞鼠的神奇世界。

伴随圣诞鼠的演出和热场，Peter Pumpernickel 将回归

领衔这一娱乐盛典。

作为伦敦最受欢迎的圣诞活动之一，别出心裁的限

定装饰和礼物在 Harrods 圣诞世界中随处可见。今年，

Harrods 百货将以七个主题庆贺这一节日，其中包括灵

感取自威尼斯的盛大魔法木偶戏。目前圣诞世界已在二

楼开幕。此外 Harrods 将联合文华东方海德公园店庆祝

Harrods 特 别

圣诞活动。届时，

我们将用 Harrods 圣诞

饰品将酒店大堂布置成充满

节日气氛的冬日景象，圣诞树

将成为这幅节日景象的中心焦点。

The Rosebery 将提供泰迪熊下午茶，

搭配主厨 Heather Kaniuk 精心制作的蛋

糕和马卡龙。Harrods 还将在地下一层的 Bar 

Boulud 旁开设临时店，贩售包括 Harrods 圣诞礼

篮在内的圣诞礼物。

圣诞期间你还可以前来 Harrods 圣诞洞穴探索圣诞

老人的神奇玩具工场。沿着冰雪覆盖的蜿蜒的街道前行，

欣赏由包括“乖不乖测试机”在内的玩具和活动装扮的

橱窗，圣诞老人将在终点迎接客人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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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多地
名品奥特莱斯 旅游胜地中购物

McArthurGlen 集团旗下的名品奥特莱斯中心遍布

欧洲 8 个国家，均毗邻当地旅游胜地，加上日前在加拿

大新开设的名品奥特莱斯购物中心，其旗下的名品奥特

莱斯数量已达到 21 家，让前来光顾的中国旅客体验到无

穷的购物乐趣。

McArthurGlen 集团是欧洲顶尖的设计品牌奥特莱

斯零售专家，1993 年由 Kaempfer Partners 在欧洲创

立。作为品牌零售领域的先锋企业，McArthurGlen 拥

有近60万平方米的零售面积，公司管理旗下位于奥地利、

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荷兰及

英国九个国家的 21 家 McArthurGlen 名品奥特莱斯。

McArthurGlen名品奥特莱斯中心环境时尚而富有活力，

汇聚了备受推崇的奢侈品顶级品牌，全年为时尚先锋们

提供优惠的商品。

为进一步扩大业务版图，McArthurGlen 筹划开设

的全新 McArthurGlen 名品奥特莱斯分别位于普罗旺斯

（靠近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和马赛）、马拉加（西班牙

南部）、伊斯坦布尔（两座奥特莱斯中心，分别位于博

斯普鲁斯海峡两岸）、根特（在布鲁塞尔和布鲁日两座

比利时城市之间）、雷姆沙伊德（靠近德国城市科隆和

杜塞尔多夫），以及巴黎西部第一间豪华的名品奥特莱斯。

美国 
西蒙购物地

西蒙购物地乍听起来可能陌生，但旗下包括的 35 家

西蒙购物中心（Simon® Malls），67 家名牌折扣购物

中心（ Premium Outlets®），以及 10 家大都会区购物

中心（The Mills®）却是遍布美国全境，这些美国最大

的购物场所均属于西蒙购物目的地（Simon Shopping 

Destinations）。

西蒙购物目的地提供了美国最大的购物场所，在美

国 32 个州及波多黎各岛拥有超过 100 家店。西蒙购物

目的地几乎遍布所有的主要客源市场，我们能提供各种

风格及高性价比的购物体验，各大店家紧跟潮流的脚步，

超值奢侈品零售加上独特的餐饮娱乐体验。不论您是去

西蒙购物中心，名牌折扣购物中心或者大都会区购物中

心，客人们将对我们世界一流的购物环境感到愉悦，成

就梦想中的购物体验。

在西蒙购物中心你可以享受到到一站式购物的便捷。

在美国 15 个州和波多黎各提供经典时尚品牌与最热门零

售店，以及奢侈品牌的理想组合，各种高档餐饮更为无

与伦比的购物体验锦上添花。

从纽约、拉斯维加斯、洛杉矶、奥兰多到其他旅游

目的地，西蒙购物品牌折扣店遍布了美国。以最好的设

计师以及各式名牌为特点，体验室外购物氛围的同时每

日节省 25%到 65%。大都会区购物中心集餐饮、时尚、

娱乐为一体的购物，从新品到超值的名牌均有折扣，更

有工厂店每日提供低至 70% 的优惠，并配套独特的家庭

式娱乐活动以及多样的餐饮选择。

西蒙购物地分布
北加利福尼亚州三藩市及海湾
地区：Gilroy Premium Outlets, 
Livermore Premium Outlets, 
N a p a  P r e m i u m  O u t l e t s , 
Stanford Shopping Center, 
Vacaville Premium Outlets

南加州洛杉矶地区：
Camarillo Premium Outlets, 
Desert Hill Premium Outlets, 
Ontario Mills, The Outlets at 
Orange San Diego: Carlsbad 
Premium Outle ts ,  Fashion 
Valley, Las Americas Premium 
Outlets

纽约地区：
Woodbury Common Premium 
Outlets
The Mills at Jersey Gardens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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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最具圣诞气质的礼物

1. LLADRÓ 东方三博士摆件

这件雕塑品的灵感来源于三个智者携带着没药，乳

香和黄金，前往祭拜耶稣途中的情景。

LLADRÓ 曾经将其原作赠与教皇保罗六世。1969
年，阿波罗十一号成功登月的三名宇航员拜访保罗六世

时，教皇将这件原作转赠于尼尔·奥尔登·阿姆斯特朗。今

年 LLADRÓ 创始人三兄弟再次还原经典。

2. 霓净思胶原蛋白膨润回弹面膜

圣诞狂欢时刻肌肤想要摆脱疲惫状态就要补充胶原

蛋白，本霓净思胶原蛋白膨润回弹面膜

富含 Q10，另肌肤快速恢复弹润，保湿并维持肌肤

水份恒定，肌肤看起来更加水润丰弹。

3. roseonly 许愿玫瑰 

以 19 支厄瓜多尔顶级七彩玫瑰，许下的心愿，璀璨

绽放笃定永恒。精选高达 3 英寸的罕世花蕾，每一朵如

心脏般大小，roseonly，只选全世界百里挑一的鲜花奢

侈品。2015 年圣诞节，因为 roseonly 和爱，带来不一

样的惊喜。

4. Paul Frank 围巾

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最能带来暖意的潮流单品当然

是帽子和围巾。永远经典不落伍的条纹围巾和帽子上绣上

活泼可爱的大嘴猴 Julius，不仅可以抵御寒流的侵袭，提

亮潮人整体造型，更是冬日寒冷里的一份暖心礼物。

5. Roger Vivier

这一季的圣诞限量单品延续了 Roger Vivier 罗杰·维

维亚一贯优雅精致的格调，银色缎面尽显古典与浪漫，而

香槟金则凸显摩登风范，营造出独特的混搭效果。鞋头

璀璨华丽的水钻饰扣与星星点点的圣诞装饰交相呼应，

如同夜晚闪烁的埃菲尔铁塔。

6. Kipling 欢庆系列 PARTY BAG

主袋空间足以容纳各类随身物品，化妆包、钥匙包

等均可以摆放得井井有条，拉链内袋更大大提升了安全

性。轻便又不失设计感的百搭款型，令乐想女在年末的

各类派对中，瞬间变身 Party Queen。

7. Balenciaga 男鞋

火红色是最能代表圣诞的颜色，Balenciaga 向来是

将古典融入现代时尚的典范，正红色皮质浅口处理，不

沉闷也不突兀。

8. JBL Pulse 2 耳机

采用全新加入的高感光镜头，一键按钮就能轻松

捕捉生活中任何你想要的色彩，摇动机身就能体验 JBL 

Pulse 2 特殊的物理化光效，内置的 8 种灯光主题还可以

根据播放的音乐和心情来设置趣味性十足，让热爱时尚

的年轻一族随时随地彰显自我。

9. 萧邦 Happy Sport 腕表

精钢和钻石的材质组合大胆不羁而又充满现代感，

缔造了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Happy Sport。而今它

搭载自动上链机芯，采用更为小巧的尺寸，耀世回归，

在美学设计和技术性能上皆达至巅峰。 

10. Harrods 百货圣诞挂饰系列

每年圣诞英国 Harrods 百货都会推出精美的圣诞挂

饰，让每个家庭更具圣诞气氛。

Part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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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不一样的城市 
在美国的旅行盛宴

一座城里住着好多“秘密”，如果都是千篇一律，
单调的旋律，多么乏味，缺少探索的冲动和愉悦。
一座城的故事，总带有自己特有的风情，她的外
表静雅或灵动高歌，她或许是充满圣洁的氛围，
偶尔也感受到街角咖啡店在午后的倦懒惬意。
熙熙攘攘的人群，各式商店琳琅满目，风清清朗
朗从远处走来；现代化的时尚都市里，随处都是
高科技演变后的“摩登时代”；游玩，和孩子一
样，徜徉在童话世界，有时候年龄并不是根本的
界限……

EXPLORING DIFFERENT 
CITIES－TRAVEL 
BANQUET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ity hides many "secrets". If all are the same with 
monotonous melody, it is very boring and lacks the 
impulse and pleasure to explore. The story of a city 
always has its own special amorous feelings. She 
can be quiet and elegant, or flexible and vital, or 
full of holy atmosphere. You can occasionally feel 
the laziness and pleasure of the coffee shop on the 
corner in the afternoon.
The bustling crowd, various things in all kinds of 
shops, and breeze from distance, in modern cities, 
everywhere is Modern Times evolved by high-
tech. You can play like children and stroll in the 
fairy tale world, because sometimes age is not the 
fundamental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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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Francisco Museum, 
the World of Gift

Gift, always gives people 

surprise, in which there is 

often joy. However, it seems 

not an easy thing to find a 

gift with both surprise and joy. There are 

more sighs if you go to a foreign country, as 

everything is new and feelings are normal.   

Gift, is a kind of opinion, namely, from 

the moment you see it you have a melody 

fitting for a string; Gift, is a kind of 

complex, as reciprocal courtesy is the social 

etiquette of China since ancient times. 

In San Francisco Museum, we often see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stop before 

various collections and gifts. For the choice 
of gift, here has its own meaning.

Look, Gift Banquet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sian Art Museum Shop blends classical 

and modern atmosphere. In the gifts for 

sale in the shop, there are crafts shipped 

directly from Asia, elaborate works of 

art made by artists, as well as the statue 

of Guan Yin, 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India. Guan Yin is its Chinese name, 

which means "god who delivers all living 

creatures from torment ". In China, 

Guan Yin is merciful and any human 

sufferings will get Guan Yin’s care. The 

statue of Guan Yin in the museum shop 

is designed by a traditional family in 

China. The statue is 5.25 feet high, 

and is composed by seven kinds of 

color, namely transparent, green, gold, 

noctilucent, cyan, blue and amber color.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three stores and provides a wide variety 

of collections and gifts. Each store has 

its unique theme. Lab Junior is designed 

for children; Swamp Shop is the must-

go place of aquarium lovers; another is a 

shop for academy of sciences, which can 

be visited in the absence of ticket for the 

shop. Inspired by science and the natural 

world, most goods in three stores us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material.

San Diego, Meets You 
in Winter
I s  w in t e r  w i thou t  snow  a  l i t t l e 

monotonous? In the fantasy complex 

of the white world, the magic scene of 

overnight snow makes a white world can 

be without? However, in the concept 

of winter, there should not be only 

snow. A world with little snow but more 

happiness and fun, do you like it?
Telling Different Romance in Winter

In San Diego, there is no silence of winter. 

So follow the hilarious travel, and move!

Following the bustling crowd and looking 

at the street decorated by colorful lights, 

you are attracted by various modeling 

spontaneously, as if walking in a huge 

magic city where you can shuttle freely. 

San Diego cruise show is held on 12, 

December, with lights lighting up all ships. 

On 13 and 20, December, a grand boat 

show is performed. At this time, small 

animals in festival costumes have fun with 

people, which give us another scene.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ustom

Colorful Christmas Activities

Lost in the Corner of 
Seattle
There is a place of flowers, with elegant 

flowers. Every flower is with feeling. Even 

in the moment of bud, it is with light 

fragrance. Shuttling in the street, you can 

enjoy the beauty in the morning. This 

is the beauty of Pike Place Market in 

Seattle. More than that, in the morning, 

vendors of fruits will plac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to the shape of a pyramid. 

Fish-mongers usually wear rubber boots, 

which are suitable to have "dialogue" with 

hairy crab and salmon.

Walking in the street, you are not sure 

whether you will be attracted by amorous 

feelings in the corner. Maybe it is the 

focused look of the vendor, or the free and 

easy manner of street artists, or a special 

store. There is surprise in the corner. 

Wearing a coat, a girl with long hair walks 

away with dream and smile. Everywhere is 

the harmony of faint scent lotus.

Chicago, Taste the 
Excellent Flavor of 
Architecture
In city, buildings are paths needing 

to be bypassed, but topics cannot 

be. Architecture with unique design 

becomes the city's business card to 

certain point, because feelings of the 

architecture --towering, or fashionable, 

or concise, or dazzling--bring different 

travel experience.

Walking on Chicago street, everywhere 

are high-rise buildings, which is also a 

high-end visual feast. The uniqueness of 

Chicago architecture is its freshness, as 

it is not affected by popular European 

architectural style in the east coast. In 

inheriting tradition, the architect cast 

the burden of mediocre design and 

designed great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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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总是让人惊喜，在惊喜中，又常常有欣喜，

想要一份既有惊喜，又让人欣喜的礼物，似乎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来到异国他乡的感慨总是比平时多

一些，一切都是新的，又常常会有感触。

礼物，是一种见解，即从看到的一刻就有了与某

一根弦契合的音律；礼物，是一种情结，礼尚往来更

是中国自古的交际礼仪。在美国旧金山博物馆，经常

看到来自各国的人，不时驻足各式收藏品或礼品前，

对于礼物的选择，到这里自有一番意义。

Look，来自世界各地的礼品盛宴

亚洲艺术博物馆商店将古典与现代气息杂糅，商

店里在售的礼品既有直接从亚洲运送过来的手工艺品，

也有艺术家精心制作的艺术品，以及观世音菩萨的雕

像。观世音菩萨可以追溯至印度，“观音”是其中文名，

名字释为“普度众生之神”。在中国，观音慈悲为怀，

任何的人间疾苦都会得到观音的救护。博物馆商店中

的观世音菩萨雕像是由中国的一个传统世家设计，高

5.25 英尺，共分为七种颜色，分别是透明色、绿色、

金色、夜光色、青色、蓝色和琥珀色。

加州科学博物馆共设有三家商店，提供种类繁

多的收藏品和礼品。每间商店都有独特的主题，其中

Lab Junior 是专为儿童开设的，Swamp 商店则是水

族馆爱好者的必逛之地，还有一间科学院商店可在没

有科学院门票的情况下参观。三家商店中的商品多数

受到科学和自然世界的启发，使用环保材料制成。

儿童创意博物馆书店位于博物馆周边，为不同年

龄的儿童提供琳琅满目的礼品，如玩具、游戏、书籍等。

喜爱创意的小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商店里的创意 T 恤、

背包和贴纸噢。

中国文化中心的视觉文化中心商店专门出售艺术

家和设计师设计的商品，所有的艺术品和设计品都限

量发售。

在华美博物馆里，博物馆书店位于大厅区域。书

店内出售大量关于亚裔美国人历史、艺术和出版物的

书籍。

当代犹太博物馆商店可算得上是旧金山湾区现代

犹太文物必游的景点。商店内出售展览周边商品、艺

术书籍、当代珠宝、饰品、创意设计物品、犹太手工

艺品和儿童玩具及书籍。

迪洋美术馆商店位于美术馆广场及地下区域。商

店里礼品种类繁多，不仅有大量的艺术书籍、博物馆

出版物，还有来自美洲、大洋洲、非洲的艺术品，而

珠宝、家居饰品等常见礼品也在出售之列。游客们还

可以挑选旧金山、美国乃至世界的艺术家们亲手制作

的收藏品。此外，商店还有高端定制服务。参观迪洋

美术馆商店不需要博物馆门票。

来自各国不同的艺术品，亦是不同的文化，彰显

着不同的情怀。这何尝不是一个大的视野？随心随意，

带着好奇，走一走吧；怀揣收获，留下心情。看世界

的时候，带一份礼物，是心情亦是心意；看礼物的时候，

看看世界，或将是一种追求。

旧金山博物馆，礼品的世界

San Francisco Museum, 
the World of G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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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白雪的冬天是不是会有些单调，在白色世界里

的梦幻情结，一夜飘雪世界变成白色的魔幻场景，真的

可以没有吗？然而，冬天的概念里未必只有白雪，一个

少了白雪，却多了欢乐和浪漫繁华的冬季，你喜欢吗？

讲述冬天里不一样的浪漫

圣地亚哥，没有冬天的沉寂，跟着热闹旅行，动起

来吧！

跟随者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在街上，看着被绚丽灯光

渲染后的街道，不由地被各式造型吸引着，犹如走在一

座大大的魔幻城，肆意地穿梭。圣地亚哥的游船表演即

是在 12 月 12 日举行，灯光点亮所有船只，将在 12 月

13 日和 20 日进行盛大的游船表演。在这个时间，还有

小动物们穿上节日盛装与人们一起欢乐，更是别有一番

景致，甚或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感触，这

样的世界你喜欢吗？请锁定 12 月 13 日的瓦斯灯街区

（Gaslamp Quarter）。另外，12 月 6 日传统的圣诞

节节日游行会在美丽的拉霍亚（La Jolla）海边的街道

上举行。12 月 30 日节日碗橄榄球赛之前，在大湾海湾

（Big Bay）还会有盛大的气球游行。

圣地亚哥的 12 月可谓是孩子们的乐园。第二届

Petco 公园节日乐园（Holiday Wonderland at Petco 

Park）将如期而至，将有孩子们为之疯狂和喜爱的有趣

活动，炫目的彩灯展、极地特快列车、糖果世界、活驯鹿等。

同时，高达 40 英尺的圣诞树增添节日气氛，圣诞老人

还会给到访小朋友们送上节日的礼物哦。

传统习俗的浸染

历史习俗与怀旧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就像在一个沉

静午后，静静回想一个好朋友，他的一言一行，总会勾

起自己快要遗忘温馨的故事情节，轻轻包好的温柔，是

生命里充满迷幻色的阳光。

美国最受欢迎的圣诞传说“圣诞怪杰”，将再

次在 11 月 7 日至 12 月 6 日期间，在巴尔博亚公园

（Balboa Park）享有全球托尼奖（The Tony Award® 

-winning）嘉奖的老环球剧院（Old Globe Theater）

上映，作为已经经历了 18 年的传统习俗，是不是令人

既怀想又期待呢！

为了增添节日气氛，环球公司将装饰一棵巨型的有

圣诞怪杰元素的圣诞树，并于 11 月 15 日在环球广场举

行盛大的点灯仪式，游客可免费参加，同时还会有现场

演员表演和节日降雪活动。

圣诞节活动精彩纷呈地袭来

一年一度的圣地亚哥海洋公园圣诞节庆祝活动

（SeaWorld San Diego’s Christmas Celebration）

将于 11 月 21 日至 1 月 3 日期间举行，全新的圣诞主

题动物表演，眼花缭乱的节日装饰，将有超过一百万的

节日灯被点亮，圣诞老人村，高达 320 英尺的天塔被装

饰为五彩缤纷的圣诞树，将把圣诞气氛推向高潮。

圣地亚哥动物园季节庆祝（San Diego Zoo’s 

Seasonal Celebration）丛林钟声（Jungle Bells）将

于 12 月 12 日至 1 月 3 日（12 月 24 日除外）如期而

至。加州乐高乐园节日雪节和冬季夜场（LEGOLAND® 

California’s Holiday Snow Days & W inter 

Nights）将于 11 月 21 日至 1 月 3 日期间举行，游客

可以尽情享受堆雪人的欢乐，参观最大的乐高圣诞树，

加入到其他娱乐活动。

第十一届圣地亚哥圣诞前夜晚会（The 11th 

Annual Big Night San Diego New Year’s Eve 

gala）将在位于市中心的希尔顿圣地亚哥海湾酒店

（Hilton San Diego Bayfront Hotel）举办。作为年度

奢华的成人庆祝活动，将会有精彩的现场表演奉上。加

州乐高乐园（LEGOLAND California）还特别为小朋

友们定制的儿童圣诞前夜活动（Kids’ New Year’s 

Eve）也会让小朋友们享受现场音乐表演，烟火表演和

激动人心的新年倒数活动。

来到圣地亚哥，你还在担心没有雪花的冬天不够浪

漫吗？各式各样的活动，已经让心灵激荡着兴奋和热情，

原来，夜晚可以让灯火渲染成光芒万丈，相信，圣地亚

哥邂逅的也将是冬季里的一片深情！

圣地亚哥，和你约在冬季

San Diego, Meets You in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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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处花香之处，精致的花朵，朵朵含情，甚或是

含苞欲放的时刻，轻抿花香，穿梭着走在街上，一路晨

曦和美好。这里是西雅图派克市场的美丽，不仅如此，

早上，卖水果商贩会把农产品摆成金字塔的形状；鱼贩

们通常穿着橡胶靴，这样的行头适合与大闸蟹、三文鱼“对

话”呢。

走在街上，你不知道会不会被街角的哪一处别样风

情吸引，是商贩专注的神情，还是街头艺人的洒脱，或

者是某一处特别的店面，转角有惊喜，一个长发飘飘、

身着大衣的姑娘带着自己的梦想和微笑走过，处处是迷

香清莲的和谐。

岁月洗礼 派克市场的发展演变

派克市场（Pike Place Market）可谓是美国历史最久

远的市场之一，也是西雅图最具吸引力的景点，每年有超

过 100万游客参观游览该市场。

派克市场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历史

的洗礼和演变。她的前身是农村集贸市场，由 8个农民在

1907年建立。这几个农民厌倦了被中间商的剥削，于是他

们建立集贸市场，直接将他们的货物卖给顾客。在未来的

几个月里，该集贸市场发展到 76个摊位。经过十几年的发

展，派克市场慢慢扩张，直到1922年，派克市场逐渐成型。

该市场的繁荣一直持续到二战时期，美国总统富兰

克林·罗斯福于 2 月 19 日签署了行政命令 9066 号，把

西岸全部美籍日本人拘禁于收容所。当时派克市场有三分

之二的商贩都是美籍日本人，所以派克市场异常低迷。直

到 1960 年代，该行政命令逐渐废除，派克市场才开始逐

渐复苏。更幸运的是在 1971 年，著名的建筑师、公民活

动家由伟达 (Victor Steinbrueck)在派克市场周围领导建

立了 17英亩的历史保护区。

经历这么多，派克市场似乎也从稚嫩走向了成熟，每

一处似都彰显出沉稳的气质和优雅的神情，对于来来往往

的行人，沉着应对，亦在迎来送往间，带有真诚的情绪。

如今，派克市场就如美国的常青藤一样是西雅图标

志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与其说漫步在此，穿梭于迷宫一

样的拱廊和店面，穿梭在街头艺人、农民和渔民之间，

这样丰富的层次感，会突然使人忘记了从哪里来，究竟

去哪里。更应该说，过惯了程式化的生活，也多么想体

验在某个转角、某个街头突然忘了来时的路，然后一边

新奇探索，一边走下去。

在西雅图的派克市场，迷失，成了一道划过心灵的倩影。

在西雅图，愿意迷失的街角

Lost in the Corner of Se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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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于现代化都市，建筑物的千篇一律不免使人产

生倦怠，喜欢享受惬意小调的情趣，喜欢推陈出新，脑

袋里经常有千奇百怪构思的“时尚家”，大自然的惬意

与时代发展的完美结合，在城市的建筑情境中，可谓之

既承传了传统，又聚焦了当代，自然是难得！

在城市，建筑物是需要绕开的路径，却是绕不开的

话题。构思独特、设计感十足的建筑物在一定情结上就

变成了这座城的名片，因为建筑物表现出的或高耸、或

时尚、或简约、或炫目的感受会带给旅行不一样的感受。

走在芝加哥的街道上，处处是高耸林立的建筑，而

这亦是一场视觉的高端盛宴。芝加哥建筑的独特之处，

在于不受美国东岸大行其道的欧陆建筑风格影响，建筑

师在传统的承传下，抛开平庸设计构思的包袱，设计出

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伟大建筑。

芝 加 哥 第 一 高 楼 威 利 斯 大 厦（Willis 

Tower） 

来到芝加哥，探访高 442.3 米的威利斯大厦，这是

建筑师布鲁斯·格雷厄姆（Bruce Graham），斯基德莫

尔（Skidmore），欧因斯（Owings）和梅瑞尔（Merill）

的作品。大厦深褐色的铝质外壁和青铜色彩的玻璃给了

它与众不同的外形。

走到大厦 103 层，有一个供观光者俯瞰全市用的观

望台，它距地面 412 米，展示了震撼人心的城市及周边

地区的全景。站在外面的壁架上，这个地方是玻璃的扩

展窗户，可以直接看到脚下 412 米的城市街道和河流。

芝 加 哥 第 二 高 楼 特 朗 普 大 厦（Trump 

Tower ）

Trump Tower 在芝加哥的文明，不仅因为它是

高 415.1 米仅次于 Willis Tower 的芝加哥第二高楼和

芝加哥，品味建筑的极致

风韵

C h i c a g o ,  T a s t e  t h e 
Ex c e l l en t  F lavo r  o f 
Architecture



SOM 的设计，更与它的开发者 Donald Trump 有关。

他是一位明星，是生活招摇的暴发户，是善于作秀的富翁，

是一位娴熟的作家……因为他的招摇，一度有人认为他

是美国最讨人嫌的富翁。随着真人秀《飞黄腾达》的热播，

Donald Trump 夸张的手势、语气、话语，让全民都认

识了 Donald Trump。

听到建筑物背后的故事，会情不自禁赋予建筑物人

情味，驻足建筑物旁边，似乎是与那些故事对话，思绪

慢慢延展一会儿，然后离去，而 Trump Tower 依然在

那里。

芝加哥玉米楼马里纳城（Marina City）

建筑物的外形是最能引起人们感官的跃动吧！

芝加哥就有一座外形独特，酷似玉米的大楼，建筑师

Bertrand Goldberg 构思精巧，出人意料的设计感震撼

了整个建筑界。

这一建筑似乎还是一个小型的城市，大厦包含两栋

61层、高179米的住宅大楼，底部19层为开放式停车场，

可供 450 辆汽车停放，第 20 层为洗衣房和仓库，第 61
层是一个开放的屋顶平台，在这里可以观看周围的风景。

大楼中心的“玉米芯”为直径 10.7 米的电梯间，在楼

顶上还有 4 层玉米芯用于安放电梯设备，因此也可以说

大厦的总层数为 65 层。大楼底下是小船的港口，大楼

内除了住家外，还设有购物中心、办公室、电影院和溜

冰场等，像一座小型的城市。

有人问，芝加哥这样的摩登城市，是如何发展的呢？

其实，19 世纪以前芝加哥是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仅

有 4000 人；19 世纪后期，美国西部开发，这个位于东

部和西部交通要道的小镇也急速发展起来。然而，1871
年发生在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场火灾， 熊熊火焰几乎毁掉

了城市三分之一的建筑，造成价值 2 亿美元的损失。大

火过后，芝加哥几乎被夷为平地。

后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师和景观设计师齐聚

芝加哥参与重建，共同打造了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摩登

都市，并也因此诞生了芝加哥建筑学派。我们今天看

到的芝加哥的样子，正是在经历了浩劫洗礼后精彩呈

现，城市如人生，简单背后蕴含灿烂，惨败过后亦可

更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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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亦是旅行中的一部分，在有限的时间里，静静思索时间画出来的静雅之态，
微微泛起些许喜悦或惆怅……这里，真的是旅行中的一部分，因为你已经走出

了高档写字楼，因为你已经拒绝了应酬的邀约，和自己在一起，真好！

香港航空
从遇见，与你温情相伴

HONG KONG AIRLINES
ENCOUNTER, AND TENDERLY ACCOMPANY YOU

Flying is also part of the journey. In limited time, you can quietly think the quiet and 
elegant condition drawn by time, with a little joy or sadness...Here, is really part of 
the journey, because you have walked out of the high-end office buildings and rejected 

social engagements and invitations. It is nice to be with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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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从遇见开始

人生的路上，聚散常有，和亲朋好友，或是自己熟悉

的地点。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似乎总有一些情愫在跳跃，

代表一个浅笑，一个慰藉；大大小小的城市里，似乎也彰

显出点点滴滴熟悉的味道，是小时候最爱的浅水湾，或是

曾与邻居哥哥嬉闹的场景。是啊，我们在前行，亦在怀念，

不变的却是对一种温情的眷恋，被一种真情的吸引。

因此，我们需要更温情的陪伴。

如你在旅程，香港航空可与你为伴，因为这里专门准

备了带给你的惊喜，在高空求婚、过新婚或周年纪念、过

生日……在飞机上竟然可以！香港航空告诉你，这是专属

你的贴心服务。

在特殊的日子里，请让我为你留下美好的记忆。

香港航空推出“Sweeten You Up 飞尝喜悦”星级服

务，亦在秉承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以独特的方式为在

特别的日子里，给乘客以关爱和惊喜。如果你在生日当

天搭乘香港航空航班，也将从办理登机手续起即刻开始

享受到一系列的特殊待遇，如获得专属“Sweeten You 

Up”生日登机证封套、生日襟章、香港航空朱古力盒，

以及生日旅客可与同伴一起享用香港航空机场贵宾室“紫

荆堂”的尊贵服务和“即影即有”相片服务，体验一个

难忘的生日之旅。

陪伴，因为我们可以

山与水相亲，因为他们拥有气贯山河的勇气和魄力，

亦秉存了任凭岁月封存、甘于承担寂寞的淡泊安然。香港

航空陪伴你的不仅是靠着美丽的脸蛋和花拳绣腿，更是拿

出过硬的业务素质和人文修养，这是更深刻的真诚，更具

真诚的热情。

专业的服务与你相伴，以香港航空致力于优秀的团

队的打造。每年，香港航空都会对新加入团队的新鲜血

液和在岗的优秀服务团队进行服务培训及考核。服务培

训及考核包括以往人们熟知的乘务员礼仪、服务及沟通

技巧、机舱安全守则、应急事件处理等，从站在客舱门

口与乘客微笑打招呼开始，到为乘客安排递送餐食，再

到机上广播的语调语速，空姐或空少的每个手势是否标

准，面对每位乘客的目光与微笑程度是否标准，都将受

到严格的培训和考核。

不仅是初入公司的普通乘务员，优秀的乘务长们也同

样需要以身作则，成为空姐和空少们服务的标榜。例如在

对乘务长的商务舱培训中，要求乘务长在航班飞行前，从

已知的商务舱乘客信息和多年的服务经验中，分析推测出

乘客更多的乘机习惯，如乘客使用的语言、餐食偏好、出

行目的及有可能需要的更多服务要求等，从而让旅客减少

陌生感，享受更加贴心的服务。

热情待客（Passion to deliver）、多走一步（Extra 

to give）、提供选择（Options to offer）、履行承诺（Promise 

to fulfill）、难忘印象（Lasting impression to create）、

高度情商（Emotional quotient to serve）……香港航空的

服务文化在云端与你同行。

选择，是一种自由，选择，亦是一种追求。以前、现在、

将来，香港航空以生机勃勃的姿态，不断地丰富、完善自己，

专注于打造人们的优质旅途，“很年轻·好香港”与你相

伴在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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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旅行的舒适体验
酒店的精致情怀

杯光交映的瞬间，掩映着于喧闹处安谧的美感；雍穆典雅
的氛围，衬托着雅气脱俗的气质……旅行途中，自有一份

值得渲染的情境。
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满眼新奇或似曾相识，甚或是魂牵
梦绕的旧相识……行走亦是栖息，不同的酒店有不同的质
感，与旅行的体验密不可分。酒店，不仅是尊贵体验，还

有更意想不到的精致情怀。

The moment of toasting hides the feelings toward pearly lustre; the solemn and 
elegant atmosphere set off its elegance...In travel, there is situation worth rendering.

From one city to another, you can see new things as well as familiar ones, or even 
what on your mind...travel is also resting, and different hotels have various textures, 

which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travel experience. Hotel is not only distinguished 
experience, but more unexpected delicate feelings.

EXPLORE COMFORTABLE EXPERIENCE 
IN TRAVEL AND HOTELS' DELICATE FEE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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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略带一点神秘感地矗立着，每当夜幕降临，黄

澄澄的灯光映缀出她低调、高雅且华贵的身姿。

她，毗邻明城墙遗址，距离故宫、天安门广场和秀

水街仅五分钟车程，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她有了与生俱来

的优越感。

她，即是北京万豪酒店，是北京商务中心地带的一

座地标性酒店。

典雅氛围 高端享受

走进酒店，平静而典雅的氛围，让人忘记时间和疲

惫，略带古典装饰风格和情调，更觉安详、平静。酒店

拥有 357 间装饰典雅的客房和套间，配备享有盛誉的万

豪“REVIVE”床上用品套系，即插式 iPod 音乐播放器

及其他个性化设施。

这里有专为商务旅行者设计的房间，够宽敞，视野

宽广，平均面积达到 40 平方米；设立有高速网络连接的

宽大工作台；更有奢华的细节，更加满足商旅中舒适体验。

低调奢华的北京万豪酒店
奢华宴会 美妙餐饮

无论是高档宴会，还是惬意驻足，都可以享受到酒

店带来的至尊服务和体验。

酒店拥有 1156 平方米的无廊柱大宴会厅和 10 个

多功能厅，所有公共区域和会议场地均可接通高速无线

互联网。大宴会厅能容纳 1100 人，小会议室可容纳 15
人。

两个风味各具特色的餐厅与酒吧，给宾客带来饕餮

美食的享受。

全天开放的西餐厅——城墙小馆，提供各式零点、

海鲜自助、广式点心午餐自助及国际菜。

大堂酒廊——开放式酒吧，舒适的座椅，美妙的现

场音乐，适合下午茶与餐前鸡尾酒会。

她，低调奢华地存在着，在灯火辉煌的长街上，或并

不出挑；然，真正体验时，怎能说她不是沁入心扉，香醇

蔓延的“陈酿”？

Low-key Luxury JW Marriott Beijing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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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净的味道，是干净的，不含有杂质，不含有车马

喧嚣；纯净的味道，是自在的，不需要去迎合，也不需

要去改变；纯净的味道，是自然的，还原生活本来的样子，

让每一点空气都值得呼吸。

城市中的灰尘雾气和会蔓延出化学味道的街头巷

尾，会加剧人的紧张情绪和心理压力。显然，最纯净最

自然的空气才是适合人们呼吸的，也是最美好的，如同

将自己置身于大自然中，身心放松，惬意。

全力营造舒适环境

好的环境可以让人精神倍增，清新自然的环境于

健康十分有益。自 2015 年初起，上海威斯汀开始通过

逐步更换客房空调通风设备并安装过滤网，从而全面升

级客房空调净化系统，有效阻隔 75% 以上来自外界的

PM2.5 颗粒（直径小于等于 2.5 个微米的颗粒物），提

高客房空气质量。

清晨，伴着睡梦中的香甜醒来，在净化系统升级后，

酒店客房空气更加清新自然，如同将大自然中许许多多

的植被搬了进来，给了需要身心休整或呼吸道及皮肤易

过敏人们一颗安心丸。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环境竟不

需要宾客支付任何附加费用哦。

地利优势 更多休闲

上海威斯汀酒店有着良好的地利优势，距流光溢彩的

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和黄浦江滨仅咫尺之遥，离拥有 400
年历史的中国经典园林豫园以及著名的南京路购物步行街

也仅数步之遥，离陆家嘴金融中心更是仅十分钟车程。优

越的地理条件将带来更多观感，更多休闲购物体验。

置身上海威斯汀，如在大自然中呼吸，享受洁净的

空气，每一刻都可以溢满大自然深处的秘密。

上海威斯汀，让你与大自然更亲近

The Westin Bund Center Shanghai, Closer Contact 
with Nature



可曾发觉，人们对于时尚感的敏感与捕捉是极为热衷

的，或许，时尚能代表变革与创新，能代表简洁和趣味。

时尚休闲元素在现代化设施中注入了活力，更加能贴近现

代人的生活节奏和精神追求。所以，时尚，不可缺少。

味，不仅是吃，还有感受。下面讲述来自北京康莱德

酒店餐厅和酒吧的时尚创意。

Chapter 餐厅——美食图书馆

独特的餐厅环境仿若一座宏大的欧洲图书馆，置身其

中品味创意美食别有一番滋味。Chapter餐厅门口的巧克

力精品店以巧克力制成的手工装饰，为宾客打造甜蜜惊喜，

此外还有款款美味小食供宾客外带享用。

陆羽餐厅——以茶为名

宏伟的入口以高耸的墙面为特色，其中镶嵌着各式来

自中国各个地区的茶叶。宾客可以在晚餐前先品茗茶香，

清心养性；然后，选择在餐厅大堂里享用美味，或是在容

纳 20人的私人包房与亲朋欢聚，同时观赏厨师在开放式厨

房中现场烹调。

大堂酒廊——小酌的情调

既可与朋友休闲聚会，也可以一杯咖啡或香茗悠然自

得。而威士忌吧坐落在连接酒店和裙楼的景观桥之上，自

然温馨的意境更精妙，让小酌一杯充满情趣，每一次会面

都有一个美好记忆。

廿九阁——多元西餐厅

餐厅以高档海鲜、进口牛肉和高品质奶酪为特色，还

有众多优质葡萄酒作为佐餐佳品。此外，餐厅还有一间私

人餐室和休闲酒吧，无论是正式晚宴或休闲小聚都能尽情

尽兴。

环境优雅 交通便利

北京康莱德酒店坐落于朝阳区，透过宽阔的落地窗，

可欣赏到风光如画的团结湖公园、眺望北京标志性的建

筑——中央电视台新址，沉醉于北京迷人的天际线下。

她拥有自由洒脱的名片，过往的人们打造出至真、至

纯境界，于奢华处心安，于时尚中至简，于自由中热情。

北京康莱德酒店，与时尚更

贴近

Conrad Beijing, Closer to 
the 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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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一句：“江城五月落梅花”，让

“江城”成为了武汉的代名词。这颗处在长江、

汉水交汇之处的璀璨明珠，处处散发着“水”

的柔美与大气。坐落在东湖之滨的武汉万达

嘉华酒店，便是这样一个让你处处想到“江

城”，想到“水”的所在。仅仅咫尺之遥，

你可以选择繁华的都市生活：现代版清明上

河图“楚河汉街”，举世瞩目的汉秀剧场、

万达电影乐园、杜莎夫人蜡像馆……或者静

享一片纯美的自然景致：国内最大的城中湖

“东湖”。下榻于此，便是开启一场浪漫温

馨的旅程。 

游在“水”的诗情画意

大堂的中心主吊灯以 82 片水晶挂板错

落拼合，闪烁斑斓，有如东湖之水的波光粼粼。

大堂主入口正对面，是以东湖“听涛”为主

题的水景艺术雕塑，以亮面不锈钢浇筑的水

浪花造型，仿佛可以听到阵阵水声。大堂服

务台背景，引东湖山峦起伏的景致，用以 60
万铆钉为原材料，稀疏有致，惟妙惟肖，更

让人震撼不已。

无乡愁，夜夜好梦

经过了一天的忙碌，回到温馨的客房，

无处不流露的东方文化气息，是给游子最舒

心的慰藉。躺在观景窗前躺椅上，静赏窗外

夜景的静谧曼妙。或者，享受一段悠然的阅

读时光，一览散发着千年墨香的《礼记》，

浸润在东方典章制度与礼仪道德之中，更添

一份卓尔不群的高雅风范。“无乡愁，未旅

思，夜夜好梦”。行在武汉，万达嘉华酒店

有着家一般的熟悉与悠然。万达独创的妙梦

系列，“眠之趣”提供的童趣公仔，“眠之香”

放送的心仪香氛，“眠之籁”沉醉的经典音

乐或“眠之阅”徜徉的睡前读物，随性选来，

尽享一夜安眠。

流连“江城”的精致味道

武汉那流淌在血液里的美食文化，在万

达嘉华酒店可见一斑。在东方特色的品珍中

餐厅，流连美食佳肴的精致与匠心独具的奢

华氛围。在极具异国风情的焱鲜烤西餐厅，

邂逅西式大餐和醉人美酒。在汇聚各国佳肴

的自助大餐以及别有情调的招牌零点的美食

汇全日餐厅，寻找心仪的美味。在休闲舒适

的大堂酒廊，独自小酌或与三五知己谈天说

地，尽享惬意。

武汉万达嘉华酒店
电话：027-5900 8888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东湖路 105 号

居停“江城”，氤氲一段如水的时光

Tips

ENCOUNTER, AND TENDERLY ACCOMPANY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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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推动上饶旅游创新升级发展，

打造“互联网 +”旅游模式，上饶市政府与途

家网战略合作项目签约在上饶市行政中心召

开。上饶历史悠久、人文荟萃、风光奇秀，是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乡村旅游是上饶最大的优

势资源，此次上饶与途家深度合作，将全力支

持途家模式落地上饶，开启“互联网 + 度假

租赁”上饶旅游度假新模式，共同推动乡村旅

游创新发展。

途家网联合创始人兼 CEO 罗军在会上

就“互联网 + 旅游分享的新生态”为主题精

彩解读了途家模式和途家所构建的生态系统。

市政府副市长朱寅健与途家网联合创始人兼

CEO 罗军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三清山管委

会、鄱阳湖湿地公园管委会、灵山管委会各

景区分别与途家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当地政府深谙途家网作为创新旅游企业代

表，一直助力于当地政府打通线上线下，实现

市场完全实效对接。途家助力当地政府创新旅

游产业模式，力推当地乡村旅游建设，推动旅

游产品结构由观光为主，向观光、休闲、度假

复合发展转变。

途家五年补贴上饶景区门票总额 5

亿元

经典山水，美哉上饶，这里拥有中国

最美的乡村——婺源，这里拥有世界自然遗

产——三清山、龟峰，这里拥有“睡美人”——

灵山，这里就像一幅山水画，这里名山胜迹

星罗棋布，早在唐朝就已是闻名遐迩的旅游

胜地。途家积极投入资源与当地政府、景区

密切联动，通过途家线上线下资源联动，致

力共同发展上饶旅游、积极推动上饶旅游形

象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途家雄踞每个城市的核心位置

每座城市的中山路都占据了这座城市的

核心位置，上饶也是如此。途家在上饶的第

一个地产合作项目——山河印象正在其中，

以老自来水厂的繁华过往，成就中山路新的

繁华精髓。山河印象以其近 80 米的高度将

成为信江边新的地标建筑。山河印象占据上

饶核心稀缺位置，是业主保值投资的首选，

而途家选择强强合作，用管家 + 托管的模式

为业主提供增值服务，是双方合作理念的深

度契合。

途家打造家一般的旅行居住体验

途家致力于为旅行者打造家一般的旅行

居住体验，是全球公寓民宿预订平台，是中

国首个依托国际领先的分散式酒店管理经验

和专业服务标准，紧密结合线下旅游地不动

产存量以及线中优质的呼叫中心服务的新型

平台，其创立弥补了中国的空白，能够满足

游客高性价比高品质住宿需求。经过 3 年多

的发展，途家目前已覆盖国内 279 个目的地，

海外 133个目的地，在线房源超过 38万套。

其中不仅有度假公寓和别墅，还有房车、游艇、

木屋、民宿等特色住宿产品。无论是情侣游、

家庭游、亲子游，还是朋友聚会、团队出游、

商务出行，旅行者都可以在途家平台上找到

适合自己的住处，感受家一般的旅行居住体

验。

经典山水在上饶，温馨同行住途家
CLASSICAL LANDSCAPE IN SHANGRAO, 
LIVE COZILY THROUGH TUJIA.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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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岸阁的风情

水岸阁，水面上的泰式阁楼，置身其中，

体验一把梦幻旅程吧！水岸阁里不仅有泰国

的特色小食，更有泰国的著名四大菜系中的

经典佳肴，可满足人们的不同味蕾；用餐包

房的配备十分有心，五间包房分别以不同的

泰国地区名命名，以充满独特暹罗风情的装

饰布置其间，并分别配有特色酒吧。 
泰餐的用餐习惯和制作方法，来体验吧！

泰式用餐习惯是将美食整齐地在餐桌中央排

列成一排供大家分享，如果泰餐的美味使你

久久不能遗忘，恰好你又是一个喜爱 DIY 的

人，那么请跟随厨师长 Chef Sai 的脚步，在

一个清晨，前往当地集市亲自挑选新鲜食材，

然后在厨师长指导下，烹饪出自己爱吃的泰

国经典美食，而且，一些曾为泰国皇族所独

享烹饪技艺也有可能学到哦。

安纳塔拉水疗

安纳塔拉旗下的“Anantara Spa”作

为蜚声世界的水疗品牌，以融合不同目的地

的民俗传承为主要特色。从享誉盛名的阿育

吠陀医疗式按摩到古老的泰式按摩，经典的

东方技法与全新的西式技艺在这里一一呈

现。

水疗中心透露出典雅的中国风情，在中

国风水中意味着美满富足的金鱼图案随处可

见。安纳塔拉水疗中心共设有 8 间水疗室，

包含一间双人奢华水疗套房。在这里，让身

体真正放松起来。磨砂项目涵盖有优雅的茶

疗，奢华的珍珠美容以及自然的椰子精华；

量身定制的面部美容项目则选用了科学且具

有重焕青春功效的天然护理精华；芳香精油，

中国草本精华及香料，令宾客的蒸汽与浸浴

体验更添完美。

定制浪漫婚礼

漫步海南岛，感受神秘而浪漫的氛围，使

恋人的心靠得更近，浓浓蜜意与海面波澜。爱情，

永远是人们最钟情的童话故事，你是否期待一

场浪漫的求婚，是否期待在这海天相接、如梦

如幻的美景中拥有一生刻骨铭心的婚礼！

婚礼，可谓是人生中最美丽、浪漫的时刻，

需要更加真诚、用心地打造。三亚安纳塔拉以“灵

感庆典”的理念，策划专属于你们的爱情故事。

这里有 122 间各具东方神韵的客房、套房及泳

池别墅，无论室内婚礼还是室外婚礼，三亚安

纳塔拉为你倾情打造亲密、浪漫、异域或盛大

的氛围，为你精心定制唯美的婚礼仪式或奢华

的婚宴。

无异于一座神秘的伊甸园，让你带着自己

的憧憬和梦幻到来，慢慢让身心慢下来，去拥

有那一片美丽的海。

来到三亚安纳塔拉，放松、自在、休闲、温馨等词汇是必须有的。
在这里，能感受到顶级奢华礼遇和返璞归真的放松。安纳塔拉水
疗屡获国际殊荣；品鉴茶道，感受心清气静；茶浴和古老的南海
珍珠美颜秘法，汲取来自印度和泰国的传统养生之道，为疲倦身
心展开一段新生之旅；海边烧烤，感受纯正的泰国异域风情；个
性化配餐服务，悉心烹制的味道……三亚安纳塔拉既有东方设计
理念，又融入了浓郁的泰国风情，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旅程。

电话：0898-8888 5088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河东区小东海路 6 号 

Tips

三亚安纳塔拉，神秘的伊甸园
ANANTARA SANYA, A SECRET EDEN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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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塞尔·杜尚的达达主义第一次听到苏

黎世这个名字，后来，了解到独特的地中海

气候使她成为世界上“最宜居城市”之一。

再后来，又知道她还是西欧重要的金融中心。

教学尖塔、古堡、双塔式罗马大教堂、修女院，

这里保留着最古朴的中世纪建筑风格，但也

不乏现代化的住宅。绵延 40 多千米的苏黎世

湖将城市迷宫般的羊肠小道凸显得幽静怡然。

带有露台的花园随处可见。如此曼妙的城市，

最吸引人的，要数久负盛名的巴尔拉克酒店。

酒店不仅汇聚了苏黎世湖与阿尔卑斯山的独

到景致，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艺术殿堂。称

它为业内奇迹一点也不为过，酒店一直是由

创始家族经营，迄今已有 171 年历史。从巴

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瑞典国王到挪威

王后、埃塞俄比亚皇帝、茜茜公主都曾下榻

于此。

酒店从大堂到客房，各色当季鲜花精心

摆放，馨香弥漫。入住酒店后，服务人员会贴

心地在床边放上酒店单独定制的巧克力。喜爱

欣赏城市夜色的旅客可以选择入住豪华双人客

房。而对于那些痴迷于湖景房的客人来说，朝

向私人湖畔花园的豪华标准套房一定不会让你

失望。深棕色沙发大气沉稳，而橘红色落地窗

帘又跳脱出优雅迷人气质。站在露台上，远处

墨色峰峦层层叠嶂，云朵肆意卷舒。近处，湖

水碧蓝，偶尔划过的白色风帆，卷起粼粼波光。

房间抛开传统酒店的疏离感，更像是忙碌了一

周之后，期盼快速抵达的私密住所。

酒店还拥有米其林一星级餐厅——

Restaurant Pavillon，餐厅不仅拥有地道法

式餐点，装饰更是别具一格。粉红色玫瑰随

意点缀，处处透着浪漫气息。若是在这里举

办一场声势浩大的婚礼，每一道菜品都堪称

佳肴，每一处风景都镌刻永恒，浪漫意味不

胜枚举。

而酒店之外，若你着迷于古迹或是艺术，

附近便有多处遗迹供你寻访，歌剧院、剧场、

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行走即可抵达。但你

若是一个十足的时尚达人，千万不可错过奢华

购物街班霍夫大街。

摩登城市的纷纷扰扰调快了所有的节奏，

我们被迫奔涌向前，我们也难得寻一处秘境，

看过了那么多的灯红酒绿，此刻，只想要一处

巴尔拉克，私享遗失已久的慢生活。

相较于巴黎与纽约的繁复、盛大，苏
黎世时而是位高贵典雅的女子，闲庭
信步于静静的苏黎世湖畔，等待结识
有缘人，时而又有着如火如荼的热情，
比如无数的演唱会、演奏会，比如歌
剧，比如奔放的吟游诗人。会有那么
一天，那些心怀远方的人们，会卸下
所有防备，将这一腔古典情怀留在苏
黎世。

暂居苏黎世
TEMPORARY STAY IN ZU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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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 Findlay 曾担任首尔 W 酒店的总

经理，现任北京 W 酒店的总经理，他对 W 酒

店这一品牌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说：“我在喜

达屋酒店集团工作已经有 23 年了，之前担任

过集团旗下的喜来登酒店和威斯汀酒店的总经

理，而 W 酒店的工作环境与之前大不相同，

W 酒店的特别之处是非常有活力。”

W 酒店更年轻时尚

与传统酒店相比，W 酒店年轻、时尚、

有设计感。W 酒店有很多吸引人的元素，氛

围很轻快、时尚，在这里会自然感受到文化的

碰撞感，这也是酒店未来发展的一个潮流体现。

乐享生活，W 酒店适合年轻人的生活

形式。W 酒店有非常出色的设计，有很棒的

DJ，可以举办泳池趴体，中国的年轻一代会

很享受 W 酒店的氛围，在科技和娱乐中乐享

生活。Greg Findlay 说：“喜达屋旗下的 W
酒店在香港和台北非常受欢迎，相信也会吸引

到更多中国内地客人。”

Whatever/Whenever 随 时 / 随

需服务

北京 W 酒店作为开在中国首都的一家 W
酒店，受到北京许多年轻的、新锐设计师的喜

爱，而W酒店传达的放松、乐活的生活方式，

不断强化人们对时尚生活方式的理解。

W酒店落地北京的市中心，周围环境优美，

而W酒店服务理念源自纽约，因纽约是一个不

夜城，24 小时充满活力的城市给 W 酒店带来

服务的灵感。Greg Findlay 说：“这项服务符

合W酒店的品牌技巧和文化，我们希望给客人

提供全天候的超越期望的服务体验。”

Greg Findlay 的中国印象

对 Greg Findlay 来说，在酒店工作的每

一天都是新的。Greg Findlay 认为，在酒店

业工作可以说每天都是全新的，每天都有挑战。

他说：“作为酒店总经理，我的工作涉及很多

方面，包括服务、财务、餐饮、市场、酒店设

施等；这份工作的激情源于你会不断学习新的

知识，接触不同的人，自然不会感觉厌倦。”

走走停停，Greg Findlay 展开了自己的中国

印象。在Greg Findlay看来，中国是美食大国，

传统美食很多，他曾去过东北，东北菜就是他

喜爱的中国菜之一。Greg Findlay 认为中国

的酒店发展是非常有前景的。

Greg Findlay 的旅行

Greg Findlay 忆起自己的第一次旅行，

即在七岁时独自乘飞机从奥克兰飞到墨尔本去

看望祖父母，那是他最初的旅行记忆。

Greg Findlay的工作虽然繁忙，没有太多

个人时间和假期，但他有丰富的个人爱好，诸

如滑雪、打网球等；而旅行是他最钟爱的放松

模式。说起旅行的美好回忆，泰国甲米是Greg 

Findlay 很喜欢的地方，将自己置身于悠然的

大自然，那种感觉是美好的，与小象同行……

怀 着 对 中 国 的 好 奇 和 喜 爱，Greg 

Findlay 也期待更多地到中国的各地去旅行，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W 酒店，与年轻、时尚更贴近
访 W 酒店总经理 Greg Findlay

W HOTEL, CLOSER TO THE YOUNG AND FASHIONABLE 
VISIT GENERAL MANAGER GREG FINDLAY OF W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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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万豪集团宠爱于一身的北京万豪

酒店

彭总所管理的北京万豪酒店有着傲人的优

势，她面带微笑表示，北京万豪酒店作为万豪

集团旗舰品牌的酒店，品牌认知度占了很大的

优势。其次，集团竞争力相对于独立酒店从综

合统一性和市场的战略来讲更强一些；北京万

豪酒店在二环的交叉点，地理位置上很有优势；

酒店有一个凝聚力很强、执行力很好的团队，

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今年酒店的客房、餐

厅及宴会厅进行了升级改造，注重对网速的投

资，力求把最好的产品和服务回馈给客户。

牵手姚基金共筑爱心彩虹

万豪集团携手姚明发起的姚基金，在大

中华区的酒店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姚基金筹款，

筹得的善款用来给偏远山区的孩子建希望小

学。从 2013 年起，万豪集团与姚基金携手

开展了第一个为期三年的合作计划，作为其

中的一员，北京万豪酒店积极参与慈善活动。

到目前为止，万豪集团已为姚基金捐赠了超

过 500 万元人民币，在中国西南地区建立了

两所万豪·姚基金希望小学。彭总说：“万豪

集团与姚基金的第二个三年合作协议也已经

签订，将继续关爱贫困地区的青少年健康发

展。”

有万豪的地方便是家

在北京万豪酒店宾至如归的感觉是无时无

刻不在的，这里注重怎么更聪明地、更有技巧

地为宾客服务。彭总说：“客人需要服务员的

时候会在，不需要的时候是看不到的，我们认

为这叫宾至如归，是一种举手投足间的经意和

不经意的服务。”工作所带来的新鲜感和环境

是她在万豪集团工作了 16 年的动力，万豪文

化更是贯穿她的工作理念，鼓励员工，培训员

工，关心员工，让他们每个成功。只有我们正

确地对待员工，员工就会认真地对待客人，客

人被认真地对待了，他们自然就会回到万豪。

最聪明的享受

闲暇时彭总最享受的是找一个安静、偏

僻的地方，独自悠闲地坐上两三天享受惬意

的时光。度假时彭总更喜欢入住万豪旗下的

酒店。

她是帝都五星级酒店的总经理，初见她言谈举止间流露
着高雅。忙，当然也是她生活中的主旋律，从早上七点
到下午接受采访时一直没有停歇。她注重新潮的事情，
经常线上线下广泛快速阅读，非常在意年轻人的想法和
意见，她就是北京万豪酒店总经理彭庄声女士。

庄雅聪慧的总经理驾到 尽展女性领导人的细腻
AN ELEGANT AND INTELLIGENT WOMAN

FULLY EXHIBITS FINENESS OF FEMALE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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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杭州第一世界大酒店，犹如置身于一片生
机盎然的生态世界。绕过弧形的走廊才能到达
前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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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让人产生时
空错觉，仿佛进入了密林中的世外宫殿。

会议型酒店转型为亲子酒店的必然性

杭州第一世界大酒店最早是会议型的酒店，而且当时国内做会议

的酒店已经很多，且初具规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慢慢地发现，特别

是周末的时候，以亲子家庭入住的客人越来越多，而且这种成长的速

度非常迅速，所以转型是一件必然的事情。然而本身酒店周边都属于

集团旗下的完善的配套设施，如杭州乐园、烂苹果乐园等，酒店的转

型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杭州第一世界大酒店的设计理念

杭州第一世界大酒店整体是热带雨林的风格，营造出非常热闹和

放松的环境氛围。随处彰显出来的童真童趣，让每一个到来的小朋友

都犹如亲临热带雨林中的梦幻城堡一样。各种亮色可爱的小象，穿着

南美风格服饰和戴着羽毛头饰的服务人员，小朋友们充满好奇和喜爱！

先进的科技和创意，运用到亲子主题酒店中，让酒店成为休闲度假中

的一种休闲方式。

宾客的参与互动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对于杭州第一世界大酒店来说，在全国亲子主题酒店已抢占很好

的一部分市场，有了一个很好的势头，接下来会继续做一些细分，或

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优势。很多时候会联想到宋城集团的背景，宋城作

为国内唯一演艺产品上市的公司，很有可能在演艺大片区做好互动，

增强宾客的观赏性、孩子的互动性，让宾客有更多的参与性。

杭州第一世界大酒店最大优势是产品的丰富性，把集体下属的产

品相组合，打造“吃住行，优购娱”一体化。住在杭州第一世界大酒店，

吃有泰香阁等餐厅，玩可以去杭州乐园、烂苹果乐园，把酒店周边的

产品全打包，为客人提供最方便、最快捷、最好玩的娱乐方式和体验。

打造中国最佳亲子酒店

现在的家庭出游，一般都是以孩子为中心，最关注也是孩子的舒

适度。尤其是现在的家庭，外出一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等多个

大人看一个小孩。考核的标准也是孩子的满意程度，所以杭州第一世

界大酒店的很多产品的打造都是围绕着儿童，比如说新推出的陶艺、

彩绘等，站在小朋友的角度，了解和发现他们的世界，他们的兴趣爱

好和他们所喜欢的出游方式。

在做好亲子酒店的同时，酒店会持续做一些主题性延展，如

2006 年推出的时候，零客房，既惊艳，也很有争议，但绝大多数的

客人还是喜欢的。我们接下来会在原来的风格上，不断加入新的元素、

新的创意，做出适当的调整，不断迎接新的市场挑战！

亲子主题酒店成为酒店业新宠 
专访杭州第一世界大酒店总经理俞枫女士

PARENT-CHILD THEME HOTEL BECOMES NEW 
FAVORITE OF HOTEL INDUSTRY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MS YU FENG, 
GENERAL MANAGER IN THE FIRST WORLD HOTEL 

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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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带一路──释放文化旅游新动力”

为题的世界旅游经济论坛·澳门 2015 宣布圆

满结束。论坛有效利用高层次的国际旅游交流

平台促进多边合作，云集近 60 位来自世界不

同国家的部长级官员、国际知名企业领袖和专

家学者主讲，探讨利用文化旅游把握“一带一

路”机遇的重要性，让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及地

区的参会代表收获甚丰。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兼

世界旅游经济论坛执行主席谭俊荣致闭幕词时

表示，本届论坛就如何通过文化和旅游带动经

济发展展开了生动的对话，与会的各国部长官

员、国际旅游组织的负责人、私人企业的股东、

专家和其他论坛参与者论述了旅游业的最新趋

势，指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中肯的建

议。这次讨论，为我们从更深入和更高层次上

开展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区域合作，开辟了一条

宝贵的路径。

更难得的是，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和世界

旅游经济研究中心在论坛上共同发布了亚洲旅

游趋势年度报告，令决策者和业界领袖能够着

眼更明确的远景目标，进一步利用自身优势，

增强区域之间的政策协作。

谭俊荣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共同发展

和双赢合作，区域协作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

经之路。作为海上丝路的重要中心，连接中国

和世界的主要门户之一，澳门将积极投身于这

一构想的愿景和行动，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们将不遗余力地推动城市发展，利用澳门在

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独特优势，充分把握“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互利合作的良好机遇，

与更多的国际伙伴开展全新的合作。

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副主席暨秘书长何超琼

总结本届论坛时表示：“从古至今，澳门无论

在通商、汇智，以及实干等方面，都一直是汇

聚四方人才的重要平台。”何续说：“正如联

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所述，全球化让我们

越趋相似，但旅游带出了世界各地文化的多元

和非凡之处，凸显每个文化的独特个性。澳门

的策略性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正好展示‘一

带一路’所蕴含的多样性、多层次，以及多元

文化的特色旅游体验，能为旅客和市民缔造历

久常新的回忆。通过旅客和市民之间的互动，

建立起循环不息、连绵不断的相互影响，给旅

客及市民带来更臻完美和难忘的体验。”

第五届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将于 2016 年

再次在澳门举行。主办单位期望能延续首四届

论坛积累的成果及宝贵经验，为未来一届论坛

注入更多创新的内容和模式，确保参会的合作

伙伴能通过论坛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寻求跨

行业、跨界别、跨地域旅游合作。

世界旅游经济论坛·澳门 2015 圆满结束
2015 GLOBAL TOURISM ECONOMY FORUM IN MACAO 

COME TO A SUCCESSFUL CONCLUSION



111・TRAVEL&LEISURE

P114

开启一段品牌寻源之旅
Start a Journey to 

Find Brand Source 

深秋来袭 深沉当道
Late Autumn Coming 
Dark Color in Power

乐享水的极致呵护
Enjoy the Ultimate 

Care of Water

金秋时节 “蟹”逅美味
Encounter Delicacy in 
Golden Autumn Time

P116 P124 P130

行走世界 享受生活

 

旅游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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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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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明星来说，每场提名的电影节和出镜活动都是一场装扮上的战争。想要打
扮得漂亮，不仅需要用心搭配，也需要独特的配饰作为点睛之笔。悉数近期的

名人吸睛搭配，你会学到更多。

文 Gia  图 各品牌提供

今年 9 月 25 日，美国第一夫人 Michelle Obama 身着 3.1 Phillip Lim 出席在白

宫举行的隆重仪式，为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第一夫人身着的定制款 3.1 Phillip Lim 暗夜黑铂金花图案连身裙及外套，出自最新

发布的 2016 春季系列。

英国皇家歌剧院英国演员 Douglas Booth 今年出席 2015 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

大奖颁奖典礼的一身装扮优雅又清新。他身着 Dunhill 橄榄绿色天鹅绒青果领晚礼

服、白色纯棉正装衬衫、黑色真丝领结、黑色羊毛西裤、黑色系带正装鞋，出席当

晚的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大奖颁奖典礼（BAFTA）。Booth 目前正在推广电影

《木星上行》（Juniper Ascending），最近又出演了《骚乱俱乐部》（The Riot 

Club）和《诺亚方舟》（Noah）。 

当地时间 2015 年 9 月 20 日，国际著名影星娜奥米·沃茨（Naomi Watts）手拿

Bally 2015 秋冬新款 Corner Frame 手包，现身第 67 届艾美奖颁奖典礼现场。当

日，娜奥米·沃茨一身精致长裙搭配 Bally Corner Frame 手包造型端庄得体，同时

又不失清新气质，尽显女神魅力。

BEAUTY WORK OF CELEBRITIES  
悉数名人扮靓之作

For celebrities, each nominated film festival and camera activity is a war to dress up. 
If you want to play well, you not only need to match by heart, but also use unique 
accessories as the finishing touch. Let’s look at recent celebrities’ eye-catching match, 

and you will learn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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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美国女演员朱丽安·摩尔凭借《依然爱丽丝》荣获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女主角，

在出席第 68 届英国电影学院大奖时，她选择了 Chopard 萧邦 High Jewellery 系

列的一对 18 克拉白金耳环，和 Chopard 萧邦 La Strada 系列 18 克拉白金戒指。

耳环由 14cts 的梨形钻石组成，而戒指由 2cts 珠宝镶嵌精心打造而成。

刘涛佩戴戴比尔斯钻石珠宝 (DE BEERS DIAMOND JEWELLERS) 惊艳亮

相 2015GQ 年度人物盛典，并作为颁奖嘉宾为李易峰颁发年度流行艺人奖。De 

Beers Enchanted Lotus 系列单莲花造型钻石手链与 De Beers Arpeggia 系列

三层钻石耳环衬托出刘涛的迷人雅致，唯美典雅。

在今年伯爵邀请韩星崔始源拍摄的短片中，崔始源独自在咖啡馆等候挚友，手边精

致的礼盒中盛放着一枚伯爵 Possession 指环。微醺的午后，慵懒的阳光，淡淡的

咖啡香氤氲在空气中，恰是一段难得的休憩时光。两人相谈正酣之际，始源欣然拿

出礼物盒，将 Possession 指环和他温暖迷人的微笑一起送上，演绎最迷人的礼物

哲学。

Angelababy 与黄晓明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在上海举行盛大婚礼。其实这对璧

人早已青睐于 CHAUMET 历经两个多世纪的深厚历史底蕴与高雅的法式格调，由

此在婚前便远赴 CHAUMET 位于巴黎芳登广场的总部，了解品牌贵为拿破仑御

用珠宝匠、始于 1780 年且享有“钻冕大师”美誉的传奇，同时挑选心仪之作。

CHAUMET 为祝福两位重要贵宾迈入幸福殿堂，破例出借收藏于巴黎总部博物馆的

非卖古董孤品珍珠钻冕及胸针为这场瞩目婚礼再增华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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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末冬初的默契是把夏日鲜艳的服饰一一换成优雅
简约的素色与深色系列。从腕表到领带，手包与皮
带，深色带来的质感在冬初再也藏不住。

深秋来袭 深沉当道

文 Gia  图 各品牌提供

Ferragamo 蓝色帆布男士置物包

在 2015 年秋冬，Salvatore Ferragamo 菲拉格慕创

意总监 Massimiliano Giornetti 为男装系列带上一趟

激荡想象力的旅程，揭开了暗夜森林中神秘而浪漫的

童话故事。服装图腾不仅有光怪陆离、形形色色的动

物穿梭其间；配饰方面更前卫地使用铜质犄角与脚爪

作为带扣与胸针，为英姿飒爽的男士增添一份传奇格

调。

RADO 雷达表皓星系列陶瓷腕表

雷达的该系列因其独特的色彩与材质组合，让人联想

起瑞士著名 Maîtres Chocolatiers 巧克力的艺术性与

精湛工艺。作为日常生活优雅风范的代表之作，瑞士

雷达表 HyperChrome 皓星系列全新推出三款焕发浓

郁巧克力棕色的表款，为金秋平添缤纷光彩。

Sperry Dockyard 系列手工皮靴

Sperry 在面料上做出了革命性的改良，推出莫卡辛结

构的 Dockyard Oxford Chukka 系列，一改皮鞋厚

重和僵硬的穿着感受。鞋面和鞋底采用一整张优质牛

皮制作，360 度包裹双脚。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牛皮

内衬像丝绸一样柔软舒适、贴合足型。

Ferragamo

Male

LATE AUTUMN COMING, DARK COLOR IN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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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Galliano

魅惑的淡紫色、深红色、沙色和黑色调配出的貂皮、

狐皮、仿羔皮马海毛、碎花边织物的装饰和卵石装饰

图案是这个冬天 John Galliano 演绎优雅的方式。充

分展现腿部线条的短裙与经典的骑行者风格的靴子相

得益彰，相互协调。

Ferragamo 黑色牛皮皮带

采用螺旋折纸设计的皮质腰带，不仅创造了

崭新亮眼的形象，这些充满清新气质、工艺

精湛的单品，亦是陪伴旅人出行的绝佳伙伴。

Roger Vivier

黑白格与千鸟格几乎每年都有其回归的

方式。今年的黑白格同样显现在 Roger 

Vivier 的主线产品中，低调不夸张的黑白

格，是优雅的典范，精良的一款包包也是

冬日里提升气质的法宝。

Links of London

Aurora 系列以圆环图案为中心，象征着太空中

的极光现象。钻石切割犹如星光璀璨，凸显了宇

宙感。切面链环设计与黑色裙装相得益彰，堪称

完美搭配。

Female

Juicy Culture 毛绒外套

色彩的哲学在这个冬天是 Juicy Culture 演绎的重点

主题。除了品牌钟爱的大红色、粉红色，优雅的灰黑、

灰蓝色也是今年的主打色彩。在寒冷的冬季，总是需

要一款温暖的毛绒外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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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也好，潮流服饰也好，经过设计者的灵感升华与销售包装后，往往让人一
见钟情。但对于不少时尚爱好者来说，除了成品带来的视觉享受和拥有的快感，
探寻品牌背后的故事与成品原材的知识更是真正的丰满和充实，这一次，走近
有色宝石原产地和“离天堂最近的花田”， 也将收获另一番风景。

开启一段品牌寻源之旅
文 Gia  图 各品牌提供

START A JOURNEY TO 
FIND BRAND SOURCE 

After the designer's inspiration and packaging, jewelry or fashion apparel often let 
a person fall in love at first sight. But for many fashion lovers, in addition to visual 
enjoyment and pleasure the finished product brings, to explore the story behind the 
brand and the raw material knowledge of the product is really fulfilling. This time, 
we approach the place of origin of colored gems and “flower field nearest to heaven”, 

and we will reap another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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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黄金不璀璨红宝石和祖母绿的经典搭配高贵典

雅，数千年来一直是皇室贵胄们的至爱之选。作为顶级

的有色宝石供应商，Gemfields 与各大品牌和知名的设

计师品牌合作，打造了不少绚丽夺目的珠宝系列，而这

背后，也必定离不开有着来源可靠、开采专业的原产地

支持。

Gemfields 是世界顶级有色宝石供应商，与全球

珠宝商、生产商及奢饰品牌稳定、持续地提供高品质的

赞比亚祖母绿不紫水晶，以及莫桑比克红宝石等。世界

上最精华的一些宝石储存地是Gemfields的宝石来源，

例如赞比亚卡齐姆祖母绿矿，是世上最大的祖母绿矿，

目前年产量为 2500 万克拉；莫桑比克蒙特普埃兹红宝

石矿，同样是世上最大的单体红宝石矿，预计年产量

为 800 万克拉。Gemfields 的宝石工艺从勘探开采开

始，到其后的销售推广均直接参与，确保每一环节道德、

有色宝石背后的神奇
负责、透明。值得一提的是，Gemfields 创立了全球

第一套祖母绿和红宝石的独家分级系统。

2013 年 1 月，Gemfields 收购了历史悠久的珠宝

品牌法贝热（Fabergé），全球最大的有色宝石生产者

与最具标志性的历史品牌结合，打造真正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有色宝石翘楚。 

Gemfields 也很注重宝石开采文化，致力于让更

多人了解宝石的内涵。品牌宣传有宝石搭配技巧与相

关的知识介绍。例如红宝石因其超凡脱俗的气质世代

受人追捧，火焰般热烈的红宝石在如和煦秋阳般质感

的黄金衬托下更添优雅，搭配的服装范围更广。祖母

绿自公元前一世纪的古埃及时期就备受青睐，埃及艳

后克里奥佩特拉七世即是祖母绿的追捧者。在温润黄

金的环绕下，璀璨绚烂的祖母绿更添一分宁静和神秘

的气息。

左上 Gyan X Gemfields 高级定
制戒指 
         Gemfields 莫桑比克红宝石
手镯 Farah Khan LR 设计 
左下 Gemfields 赞比亚祖母绿手
镯 Octium 设计  
右图 Gemfields 未打磨的天然祖
母绿

The Magic behind Colored Gems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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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 Roseonly 诺誓，一如在颠簸人海中遇见真爱。

“诺”，因为爱，心甘情愿背负生命的重轭；“誓”，

一生只送一人，以花为誓，落笔为证。因为对真爱的偏

执信念，品牌斗胆定下了“一生只送一人”的离奇规则，

当 TA用唯一的 ID填写下唯一的名字，此生便不能更改。

这庄重的誓言，是祝福，也是考验。

 “离天堂最近的花田”厄瓜多尔玫瑰园距地心

6384.4 公里，海拔 2800 米，拥有独特的单一型热带气

候，西面的太平洋带来温暖的海洋季风和充沛的雨水，

纵贯南北的安第斯山脉制造出完美的昼夜温差，赤道附

近的充沛阳光，火山灰积淀出丰饶的土壤……天时地利

的恩赐成就了厄瓜多尔玫瑰。沐浴 365 天阳光和雨水，

才有生长在其中的“顶级玫瑰”长达 21 天的浓艳花期，

挺拔至 1.5 米的花枝以及高达 3 英寸的罕世花蕾，每一

从离天堂最近的花田取材
朵都如心脏般大小。

而从厄瓜多尔的玫瑰园到 Roseonly，这一过程严

格要求在 72 小时之内完成，保障最完整的花期，全程

低温冷链包装、储存、运输，无缝衔接。每一支花枝的

剪切，都会对专业器具进行消毒，以免花朵受到细菌侵扰。

如此标准，只有万分之一的厄瓜多尔玫瑰能够达到要求，

从生长到选择，Roseonly只选取顶级玫瑰中的奢侈品。

永生花的诞生让保持鲜花的娇媚姿态成为可能。这

种技术最早在20世纪的德国出现，采用高科技手段处理，

将鲜花经过脱水、保色、干燥等 109 道复杂程序、持续

60 天精密制作而成，色泽、性状、手感与鲜花无异，它

既保持了鲜花的特质，也可以更长久地陪伴在 TA身边。

Roseonly 的永生花系列层出不穷，也让鲜花与科技得

到了最完美的结合。

Materials from Flower Field Nearest to 
heaven



钻石在文明发展史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Diamond（钻石）”一词源自希腊语“Adamas”，

译为坚不可摧。钻石也一度被认为是诸神的眼泪抑或是

陨落星辰的碎片，凭借其卓然之美引人遐想无限。

这些璀璨迷人的稀世彩钻因其强烈的独特性与深厚

意蕴，被誉为艺术瑰宝。戴比尔斯（De Beers）作为全

球最大的钻石开发商，深谙钻石开采与销售之道。品牌

作为钻石商不仅掌控着全球的钻石产业链，同时品牌设

计的钻石也深受世人喜爱。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是戴比尔斯的钻石宣

言。若想收藏钻石，1888 MASTER DIAMONDS 大师

美钻系列绝对是钻石爱慕者们的首选。该系列的钻石作

品以生动的蓝黄色调为主，联袂明暗间轻快变幻的美妙

光影，集惊艳的饱满色泽与净度于一身，极致呈现钻石

的缤纷光耀。

戴比尔斯曾将世界顶级钻石奉献给世人。1888 大

师美钻系列始终如一地不断发掘稀世珍宝和华贵美钻，

这些来自大自然的珍品经过精工巧艺的琢磨，每一颗都

散发出独特魅力。

该系列每款设计灵感皆源于自然，以此向钻石这一

自然界最极致的臻宝奇迹致敬。此外，戴比尔斯只选用

最顶级工场来打造这些艺术杰作。自 1888 年戴比尔斯

创立至今的逾 125 年间，始终如一地孜孜追求大自然给

予的不凡馈赠。

除了开发与销售钻石，戴比尔斯也十分注重钻石

文化的传播。戴比尔斯钻石研究院正是基于对钻石工

作深入的研究而于 2001 年在伦敦成立。世界级钻石大

师、戴比尔斯钻石研究院院长安德鲁·考克森 (Andrew 

Coxon) 在戴比尔斯集团和戴比尔斯钻石珠宝工作已超

过 40 年。研究院的专家们拥有多年的经验，即使是两

颗分级报告完全相同的钻石，专家们也能通过肉眼看出

两者的不同之处。戴比尔斯深知其中的原理，用娴熟专

业的钻石经验来甄选出优质的钻石。

深入举足轻重的钻石文明

De Beers 1888 大师美钻系列

Entering Important

Diamond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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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18 日，为期 9 天的上海劳力士大师赛
在上海旗忠网球中心圆满落下帷幕。瑞士制表品牌劳力
士作为一年一度上海劳力士大师赛（Shanghai Rolex 
Masters）的冠名赞助商，今年七度担任官方指定计时。
当晚，德约科维奇在决赛中以 6：2 和 6：4 战胜特松加，

夺得了本届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的冠军头衔。

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圆满落幕 
劳力士对话网坛名宿谈论网球变迁 

SHANGHAI ROLEX MASTERS COME TO A SUCCESSFUL CONCLUSION
ROLEX TALKS ABOUT THE CHANGE OF TENNIS WITH TENNIS CELEBRITIES

澳大利亚网球名宿罗德 • 拉沃 ( 左 ) 和印度网球
明星、运动评论家和演员维杰 • 安瑞查吉 (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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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力士与“大师”

今年的上海劳力士大师赛除了多国网球名将带来的

精彩赛事，劳力士还特别请到澳大利亚网球名宿罗德·拉

沃（Rod Laver）以及印度网球明星、运动评论家和演

员维杰·安瑞查吉 (Vijay Amritraj)，于上海外滩的劳力

士世·界（The Rolex Experience）举办媒体见面会。

两位网坛传奇人物在和乐愉悦的氛围下分享了个人的网

球生涯，更发表对网球运动发展的独特见解。

罗德·拉沃素有“网坛火箭”之称，并保有网球史上

最多单打冠军的纪录，其运动生涯中累积了超过两百个

冠军头衔。更在 1962 年与 1969 年成功赢得网球四大

满贯，成为球坛史上唯一一位两度赢得大满贯的选手。

维杰·安瑞查吉则是曾经十四年稳坐亚洲排名第一宝座的

杰出网球选手。两位非凡的网球明星均与劳力士有过合

作，对于品牌自 1970 年代给予网球运动的支持及做出

的贡献，他们表示肯定和认同。

在记者见面会中，罗德·拉沃和维杰·安瑞查吉谈到网

球的变迁，二位均表示当下和昔日的网球运动已大不相同。

“过去所使用的是木制球拍。除此之外，我在 1961 年获

得温布尔登冠军时的奖品为 10英镑的奖卷。” 拉沃先生

笑着说到。谈到劳力士对网球发展的促进，罗德·拉沃说道：

“榜样是启发青年运动员相当重要的动力。劳力士的众多

代言人中有来自瑞士的费德勒及中国的李娜这样炙手可热

的明星，他们会成为新一代人的榜样，激励他们热爱并渴

望从事网球运动。”维杰·安瑞查吉认同并表示：“劳力

士一直不断地关注和支持网球人才，像中国网球明星李娜

这样杰出和成功的选手就是个完美的案例。无论是过去、

现在，还是未来，劳力士不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

力用于推动网球事业的发展，这样的热情值得敬佩。” 

劳力士的网球渊源

劳力士与体育结缘可以追溯到品牌创立之初。品牌

创始人汉斯·威尔斯多夫（Hans Wilsdorf）深受 20 世纪

初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伦敦创办了自己的腕表

制造公司。在腕表还被视为脆弱饰品的时代，他决心制造

出坚固、精准、可靠的腕表，从而适应人们越来越活跃的

生活方式。因此，劳力士与网球运动结缘可谓顺理成章。

1970 年代末，劳力士成为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的官方计

时器，从此劳力士与网球运动的合作持续蓬勃发展。

劳力士与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的合作关系可追溯到

2009 年的第一届赛事。当时作为独家赞助商，劳力士为

这项 ATP1000 男子单打赛事担任指定计时。并于第二年

起，劳力士将这份合作升级为冠名赞助，倾力支持这项国

内最大的网球赛事。去年，上海大师赛的组委会宣布，劳

力士将在未来长达十年的时间内，继续冠名赞助这项曾经

五度荣膺“年度 ATP 最佳 1000 级赛事”的世界男子职

业网球巡回赛。

今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再次以劳力士代言人的强大

阵容，包括瑞士球星罗杰·费德勒（Roger Federer）、

荣获本届赛事亚军的法国名将乔·维尔弗雷德·特松加（Jo- 

Wilfried Tsonga）、加拿大名将米洛斯·拉奥尼奇（Milos 

Raonic）及其他近百位顶级球员的阵容吸引网球爱好者

的关注。高水准的网坛对决和一流的赛事服务，让这项亚

洲唯一的ATP1000赛事已成为全球最具声誉的赛事之一。

同时劳力士是国际职业网球联合会（ATP）世界巡回

赛以及其关键赛事 ATP 世界巡回赛总决赛（ATP World 

Tour Finals）的官方计时器，同时也是 WTA 巡回总决赛

（WTA Championships）的官方计时器。此外，劳力

士还赞助其他 ATP1000 大师赛，如穆塔阿马德里公开赛

（Mutua Madrid Open）、在罗马举行的意大利劳动银

行赛（Internazionali BNL d’Italia）、加拿大罗杰斯

杯（Rogers Cup）、巴黎银行大师赛（BNP Paribas 

Master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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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书法 部队筑筹

“一个人的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钱建恒说。他

自幼喜爱书法，从 7 岁执笔到现在，40 多年来，一直在

不断学习、精进，笔耕不辍；尤其是参军后，在部队不断

历练、成长，并与许多优秀的书法前辈、老师结缘、学习，

将身心浸透于书法海洋，使书法作品气韵和谐贯融，隽秀

驰雅。

钱建恒与书法的结缘，得益于父亲。孩提时的他比

较好动、调皮，为了磨练他的性情，写得一手漂亮钢笔字、

毛笔字的父亲，这时专门为他买来颜真卿、欧阳询的字帖，

教授他书法。他说，练习书法后，自己可以静心了，做事

有了恒心，也有了毅力。

他 17 岁参军时，已经能写得一手好看的钢笔字和毛

笔字，更因此被新兵连领导看重，主持、主办新兵连黑板

报；新兵连结束后，又被选调到海军司令部接待处当文书。

几十年来，他在部队的大熔炉里锻炼、深造、自学，接触

到书法大家启功、欧阳先生、沈鹏、邵宇等，以及与张道

兴、丁振来等诸多良师益友互相学习、互相影响下，使自

己的视野更加开阔，书法技艺日臻提升。

多年来，他发表、刊载的书法、篆刻作品不计其数。

他说：现在自己有一些成绩，离不开部队的培养。同时，

他对书法的热爱亦是发自内心的，他动情地说，“书法是

我永恒的恋人，如果把书法当成恋人对待，自己就有一种

激情、拼搏向上的劲”。

师承传统 积思顿释

观钱建恒的书法作品气韵和谐，点画灵动间，似有

细腻对话；飘逸洒脱，提按使转处，若清丽驰翔。书法犹

如心生的语言，将一位书法家的志趣情怀嵌入墨汁笔尖。

对书法，钱建恒倾注了自己的情感和精神寄托。他说：

“书法创作过程，即能通过书法展现出人心灵深处对美的

憧憬和寄托，这些灵感在大脑里会不时地闪现。”他的作

品总给人以清新、温馨的质感；形有肃穆雅正，神韵美妙

和谐。

学习书法要从寂寞中走来，坚持下去更需强大的毅

力。钱建恒却乐观地认为，“书法的学习过程虽然枯燥乏

味，却能磨练意志和恒心，通过不断研习、创作，从中获

得的愉悦感也是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取代的”。

写书法急不得，自己需要慢下来，而对书法的练习

又反过来促使自己慢生活。他从颜真卿、欧阳询，到李北

俊逸潇洒有文章
访书法家钱建恒

书法是汉字的艺术，点画灵动间蕴藏着书者的情
怀志趣。书法于文化，她傲然于世，古往今来，
倾慕研习者甚多；书法于人文，她不远亦不近，
真正萃取其精髓，是一生的事业。书法对每一位
虔诚敬仰者来说，亲切如知己，或泊淡寂寞，或
热情狂放，她竟都能走进心里。

钱建恒艺术简历

钱建恒，当代著名书画艺术家，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
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
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北京
中天华夏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
长，北京世纪名人国际书画院副
秘书长，《名人名书画报》副主编，
中韩书画家联谊会顾问，辽宁科
技大学教授，中国书协三明培训
中心教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高
研班指导老师，海军直属工作部
干部。

ARTICLES IN NATURAL ELEGANCE 
VISIT CALLIGRAPHER QIAN JIAN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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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怀素，再到王羲之、张猛龙魏碑字帖，等等，从古体

入手，并一直追寻书法的古韵，在他看来，承古是第一位，

也是根本的。他的临习是长期的，对于王羲之的书法，《兰

亭序》临习 200多遍，《圣教序》临习近百遍。

临习，即是与古人对话。对于王羲之书法的中和之美，

他大为赞叹。他说：“王羲之书法带给自己在技法上的无

限发挥和思考，处处蕴含为人处世的中庸之道，这迫使自

己冷静，不激不厉。”在不断地临习和思考中，钱建恒悟

出“45°概念”，即王羲之一笔一划，起笔、行笔、收

笔的角度，都用 45°角的侧锋书写，堪称经典。

学养丰厚 雅趣妙润

钱建恒认为，书法是靠文化养出来的，须把自己置

身于文化沃土之中。他善于从古代书籍中汲取营养，四书

五经、经典名著、论语等古书，古字帖、诗词歌赋等书籍，

几乎摆满一屋子，书的香气与墨的雅气交织在一起，成为

工作室的一景。

读书明心，从书中求志气。作为书法家，品读古典

的文学作品对自身修养的提升和书法的学习、创作十分重

要；他喜爱研究佛教文化，他说：“佛教，告诉人们，真

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

念佛”。诚然，观他的《心经》、《金刚经》，每一笔都

工整肃严，每一字都浸透真挚安详。

自古书家多雅趣，犹如“笔墨纸砚”四字常放一起，

对书法家钱建恒而言亦是。他喜紫砂、手串，爱写诗、刻

章；钟情于字画收藏，古玩市场，也研究各类砚台；也喜

欢收藏佛教贡品，砗磲，手串，感受佛教的博大精深。

在轻松趣味的对话中，钱建恒忽而认真地说，“收藏，

不仅是对于这一物品单纯的喜爱，同时也收藏了古人制砚

的过程，接收了用砚台方法，传承了写书法的过程和方法”。

是的，时代在变，时间在流逝，而这些收藏品带着历史，

使我们更加了解书法，传承书法。

工作室摆置的滴水观音，幸福树，兰草，蔓延出自

然幽静的氛围。钱建恒言谈话语间，都是对文和雅的专注

和喜爱，正因为丰厚内在学养的滋润，使得作品韵香四溢，

真诚温雅。

学书做人 恒贯有情  

钱建恒师从苗培红老师，并长期跟随苗老师参与清

华大学高研班的指导教学工作，他在教学中十分强调对传

统的学习、继承。他将学习、创作的过程简述为五步，第

一步，一笔一画临习，把每一笔研究透，追求形似；第二

步，字形大小、点画灵动都要有，追求形神兼备；第三步，

将形与神完美结合；第四步，既有古人，又有自己，在书

法作品中注入自己对书法的理解，糅入自己的性情、志趣；

第五步，完全自我。

笔墨含情，他将书法作品回馈社会。钱建恒作为参

与“继承与传承”为主题的书法展的书法家之一，其作品

先后在北京、河北、山东、河南、福建进行展览，并把展

览作品捐献给当地，用于当地的高校扶贫、希望小学、图

书馆等的建设。他说，“把自己的书法作品展现给社会，

回馈给人民群众，不仅提高了我的书法技艺，也提升了自

己的思想修养”。

“汉字，能够以书法的形式作为艺术呈献给全世界，

是了不起的”钱建恒说。传统的书法形式对于民族文化的

传承有重要意义，今后如果能更多地提倡书法的学习和发

扬，包括与国外大学的交流学习，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

书法，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书法家作为书法艺术的追溯者和传承者， 这不单单

是个人的事业，更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责任。书法艺术的

传承与发展，消逝着书法家为之默默耕耘的无数日夜。云

淡风轻的交谈，似乎展现在笔尖墨端的灵动韵味中……



LIFE          | Food & WineS

124・TRAVEL&LEISURE

蟹

坐落在红墙花园酒店内的红墙小院餐厅，堪称繁华

都市里的一片静谧绿洲。餐厅供应的菜品，源自中国八

大菜系里美味可口的中式菜式。中国的美食一向有着浓

浓的“家”的味道，一起分享，开启中国式的美食之旅。

开放式的面条厨房，在庭院当中，观看厨师们现场制作

特色的面条和饺子，氤氲在一片浓浓的温馨的氛围之中。

这个季节，红墙小院推出了特色的时令美味，期待

着给食客们送上别样的美食体验。炭烤黑椒牛肋排、玻璃

明虾球、夏威夷果西芹百合、一勺蘑菇汤、招牌桂林米粉、

石锅四川泡菜煮牛腩，这一季，给你的味蕾一次全新的体

验。招牌桂林米粉是红墙小院餐厅富于创造力的行政总厨

陈林峰先生的得意之作。鲜香滑爽的桂林米粉，覆以皮酥

肉嫩的烧肉和牛肉，加上餐厅自制的酸豆角和各种配料，

酸爽可口。陈主厨来自桂林，自是对家乡的小吃及米粉深

有见地，再加上独特创意，在口味及配料上创新尝试，既

保存了桂林米粉自有的特色及纯正口味，又加入了自制的

卤汁，搭配上厨房自酿辣酱，美味无法匹敌。小院的汤品

也值得一试。一勺蘑菇汤，融化的黄油与香菇和褐蘑菇融

合在一起，给你的味蕾带来别样鲜美体验！这是小院中最

棒的汤品，蘑菇汤也是秋季养胃的理想之选。

小院里的“家”味道

对于老餮们来说，这个季节是属于大闸蟹的。秋风渐起，丹桂飘香。在这个
一年才有一次的季节，还有什么比膏脂香滑、肉质细嫩的蟹肉，最能让人大

快朵颐呢。金秋时节，带上家人、约上好友，一起“蟹”逅美味！

金秋时节

逅美味“
”

ENCOUNTER DELICACY 
IN GOLDEN AUTUMN TIME

For foodies, this season belongs to hairy crab. The autumn wind blows and 
osmanthus fragrance floats in the air. In this season, what can compare the smooth 
and tender crab meat? You can bring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to encounter the 

delicious crab meat in this golden autumn season!

“Home” Flavor in a 
Small Y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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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让人大快朵颐的湖蟹隆重登场，行政总厨刘文

钦也开始跃跃欲试。亲临阳澄湖，挑选最地道的食材和

美味，带回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十月十一月，

等到秋风渐起，宾客就可以到金阁中餐厅品尝阳澄湖大

闸蟹与湖鲜美馔。

想要烹饪出自然甜美口感的大闸蟹，除了烹制手

法，养殖条件也是很重要的。行政总厨刘文钦精心挑

选的是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阳澄湖水质清纯气候得

怡 , 盛产大闸蟹与这里的地貌有紧密联系。湖形成与娄

江的堰塞有关，这是地表湖，平均水深 1.6 米，湖底

长满水草，距离长江入海口很近，这些都是养殖大闸

蟹的必要条件。

除了大闸蟹，金阁中餐厅的阳澄湖的湖鲜，盐水河

虾、清蒸白丝鱼、红烧大鳊鱼等都值得一试。清蒸白丝

鱼是传统的汉族名菜。白丝鱼喜食小鱼虾，游动快捷，“有

浪里白条”之美称。清蒸白丝鱼的烹饪很讲究原材料，

做法细腻，重在保持鱼的原汁原味，入口鲜嫩，味浓醇

厚。阳澄湖里皆是珍品，一般湖里的鳊鱼都在一斤上下，

阳澄湖独特的环境养育了硕壮肥美的超级大鳊鱼。三斤

甚至四斤重的大鳊鱼肥而不腻，入口鲜糯，吃蟹的同时，

点上一条红烧大鳊鱼尝鲜是必不可少的选择。盐水河虾

选用阳澄湖天然野生河虾，取材天然，原汁原味。

昆山爆鱼奥灶面，味道十分鲜美，浇头考究，爆鱼

一律用青鱼制作，面条选用精白面加工成的龙须面。奥

灶面的名字据说是一个有关乾隆下江南有关的故事，以

红油爆鱼面最为著名，酱油也是这一碗面的灵魂所在。

奥灶面最注重的是“五热一体”，五热就是碗热，汤热，

油热，面热，浇头热。

不用舟车劳顿前往阳澄湖，就能在金阁中餐厅，品

尝到地道的大闸蟹与湖鲜美味。在这样一处高贵典雅的

所在，古雅宁静装饰，点滴时尚元素在手绘的丝绸墙壁

衬托下雍容有度。再加上王维的名句“空山新雨后 , 天

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 , 清泉石上流”。书于琉璃屏风

之上，雅致私密的格调豁然而出。

主厨寻鲜季

ENCOUNTER DELICACY 
IN GOLDEN AUTUMN TIME

Season for Chefs to Search for Fresh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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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黄金地段的北京金茂威斯汀大饭店，也是一

个寻找蟹味的好去处。酒店靠近三里屯娱乐区，是北京

最精美的酒店之一。逛完了大小的商铺，回到酒店，亦

可以静静欣赏迷人的城市美景。当然，在这个季节，你

也不能错过这里的浓情“蟹”意。

酒店的中国元素餐厅，以神秘紫为主色调。现代化

的亚洲风格装饰，柔和的光线，从餐厅内的桌椅摆设到

各色菜式以及充满中国古典韵味的装饰，处处都打上了

中国元素的烙印。11 间风格迥异的私人用餐包间以中国

五大朝代元素为设计理念，让人尽情徜徉在汉唐的繁荣

之中。金秋时节，这里又增添了一份别样的味道——蟹

味！带上家人或朋友，一起邂逅精美蟹宴，体味浓情“蟹”

意。精选“膏多”、“味美”的阳澄湖大闸蟹，调配各

式美味珍馐。吮吸一口蟹黄的油汁，再细细咀嚼白嫩的

蟹肉，品味一段欢乐时光。

在顺德万豪酒店，你可以欣赏到顺峰山公园景观

及美轮美奂的城市天际线。大良东区美的广场，是顺

德区最高的国际五星级酒店。在佛山市顺德区，这片

备受关注的富庶之地，给旅客带来更多精彩。

尝蟹季，顺德万豪酒店更是带来了匠心菜式。源

自苏州的正宗大闸蟹加以巧妙的烹调方法，配上一杯

花雕黄酒及姜茶，尽享这道大闸蟹佳肴美味的同时，

也不失温补之道。

“蟹”逅美味

食温补之味
按中国人的传统，吃蟹少不了生姜。蟹与姜是很好的

配搭，而且姜属于热性，有辛辣味，可以祛寒温胃，姜中

的姜汁还有杀菌、去腥和解毒的作用，食用时饮上一口姜

汁醋，更是温补滋味。黄酒向来是螃蟹的最好“拍档”，

古人早有“饮黄酒，食醉蟹”的雅兴。但需要注意的是，

吃螃蟹时，一定不要喝冰镇饮料，会使胃寒的情况加重。

在这个适合滋补的季节，来到顺德万豪酒店，以

最佳的食蟹方式，悠享一段休闲放松的时光。

Encounter Delicacy

Eat Warm And Delicious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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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阳澄湖水质孕育的阳澄湖大闸蟹早已驰名中

外。每到秋风起，菊花黄的时节，到阳澄湖费尔蒙酒

店品味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就成了体验江南的重要篇章。

风光旖旎、水天一色的阳澄湖美景自无需赘言，洋溢

着当代艺术气息的阳澄湖费尔蒙酒店，也可以带来家

一般的舒适和温暖。

酒店拥有四件风格各异的餐厅，顶级中餐厅颐丰阁，

是秋季当仁不让的王牌。餐厅设计华丽而不失情调，阳

澄湖的生态湖鲜、本帮特色佳肴和田园农家菜是这里的

主打。餐厅的大闸蟹选材地道，每一只均在 4 两左右，

膏油丰厚，肉质鲜嫩，无不让人垂涎三尺，大快朵颐。

10 间贵宾包房奢华中尽显品位，一边品尝着地道的大闸

蟹，一边观赏着阳澄湖的迷人景致，也是人生一大乐事。

除了绝佳的位置和精湛的烹饪技艺，酒店的有机

农场也是食材的一大保障。酒店拥有一个 200 亩的悦

丰岛，种着枇杷、梨树、西瓜等有机瓜果，以及一批

季节性时令有机蔬菜。最天然、最健康的美味，也源

自这里。农场已引进苏州名茶碧螺春、阳澄湖清水大

闸蟹等一批当地特色农产品，每到金秋时分，还可以

亲临农场体验摘鲜果、抓螃蟹的无穷乐趣。

每年大闸蟹成熟时，蟹季揭幕典礼以及第一场隆

重的蟹宴必将成为阳澄湖的传统节日。今年是酒店举

办的第六届大闸蟹首捕仪式暨晚宴，将延续去年“乘

坐本地渔船、抓第一只螃蟹”的主题。在来宾们的见

证下，今年的首批阳澄湖大闸蟹鲜活上岸并即刻送往

位于悦丰岛有机农场内的五谷餐厅。同时将选取一公

一母两只大闸蟹，将其放回阳澄湖，寓意明年的丰收。

仪式之后，贵宾们将移步五谷餐厅，伴着香槟大快朵

颐无上美味的大闸蟹宴，为这个因蟹而起的节日画上

完美句点。

曼妙湖鲜的不二选择

Spectacular Lake Food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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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季节，正是身体储存能量的最佳时期，大闸蟹

也正是这一季养生食材的最大亮点。大闸蟹的烹饪方法

多种多样，主要以蒸、煮、炒和酒酿为主，但对于大闸

蟹的忠实爱好者来说，唯有清蒸大闸蟹方能完美呈现其

本味，橘色的蟹油、白嫩的蟹肉，佐以温热的黄酒，约

上至亲好友举杯邀月，共品香蟹，无限美好。

秋意正浓日，品蟹最佳时。北京瑞吉酒店天宝阁中

餐厅主厨刘道明师傅，也开始忙着做准备，为京城食客奉

上独到的秋季美味。他带领厨师团队，潜心准备，悉心精

选优质肥美的阳澄湖大闸蟹。从传统的清蒸大闸蟹到粤味

十足的鲍粒焗酿蟹盖，烹制多种创意蟹肉佳肴，在感受丝

丝秋意的同时也能尽享肥美丰腴的地道大闸蟹盛宴。

如果想用最美的江景佐餐，杭州尊蓝钱江豪华精选

酒店的澜亭中餐厅，是绝佳的选择。著名设计公司 AB 

Concept 操刀设计，巨大的水晶灯自然分隔空间，私密

而轻奢。在雍容华贵的氛围里，融入杭州本地元素，大

厅的翠绿装饰宛若杭州西湖的一弯碧水，在此就餐可将

钱塘江景一览无遗。

赏菊、对饮、剥螃蟹，秋之时节的盎然兴致，也不

过如此。一道虫草花拌蟹脚柳，蟹肉特有的鲜香缠绕温

润滋补的虫草花，再加入萝卜苗与鲜青花椒，拌入酱汁

保持鲜味。咀嚼一口，混合了所有食材的鲜味便在唇齿

间飘逸开去。辣螃蟹小笼包，新鲜蟹肉吸收了酱汁的香

味与五花肉、葱姜等混合，再用秘制菜汁泡制的薄皮包裹。

小笼包色艳形美，口感别具一格。蟹粉与鱼面的混搭口感，

蟹黄冰激凌的精妙绝伦……也就是在这个时节，金灿灿

的蟹黄膏，令人回味的鲜香，瞬间也便满足了。

一湾江景佐餐

金秋浓情蟹飘香

Strong Crab Fragrance in

Autumn

River View Accompanying

Your M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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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是商朝古都，拥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

史和灿烂的文化，会集了少林寺、黄帝故里、

黄河风景名胜区、康百万庄园和嵩阳书院等众

多名胜古迹。随着航空港区的建设及高铁网络

的发展覆盖，郑州作为全国乃至世界交通枢纽

的地位已经日渐凸显。郑州也因其丰富的历史

文化古迹而闻名天下。郑州汇艺万怡酒店已经

扬帆起航，准备迎接造访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

商务旅客和休闲旅客，必将会成为郑州首屈一

指的高端商务酒店。

郑州汇艺万怡酒店坐落于郑东新区高铁站

商圈核心地带。从酒店步行十分钟即可到达郑

州东站进站口及地铁 1 号线出口，与郑州新郑

国际机场相隔仅 35 公里，交通便捷。郑州汇

艺万怡酒店是汇艺中心的一部分。作为文化商

务综合体，汇艺中心集合了高端写字楼、酒店、

国际名品奢尚街、进口商品保税店、进口汽车

展示中心以及汇艺剧院等。整个项目极具现代

感，配备有中原首个 LED 巨型天幕，是这幢

建筑的点睛之笔。

酒店拥有 277间客房及套房，客房宽敞、

明亮，分为工作区、休息区、娱乐区和卧室。

客房采用时尚考究的设计，设有人性化的工作

区，并拥有高速无线网络覆盖，让顾客随时随

地同外界保持无缝衔接，享受酒店舒适的设施

和服务。

酒店的氛围轻松愉悦，空间设计充满时尚

感。位于酒店三层的餐厅万怡轩，早上可以提

供自助早餐，在午餐和晚餐时就会变身为可以

提供融合川菜、粤菜和本地特色菜肴的高档中

式餐厅。

酒店总面积近 1,000 平方米的会议和宴

会空间分别位于酒店的二层和四层，其中包括

一间 120 度自然采光的 400 平方米宴会厅以

及七间大小不一的多功能会议室，配合高速互

联网及先进灯光音响系统，是举办各类商务及

时尚社交活动的完美选择。

华中首家万怡酒店盛大揭幕

电话：0371-8596 8888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 77 号 B 座 

Tips

GRAND OPENING OF FIRST COURTYARD 
BY MARRIOTT IN CENTR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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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享水的极致呵护
秋冬季节的进补不仅要从饮食上入手，干燥的天气也让深层补水成为全身的需
要。随着高端水疗目的地越来越多，全面且独到的呵护是客人选择目的地时的
考量。这一次，为您推荐三家独到的水疗中心，在这个冬季给予您最全面的呵护。

文 Gia  图 各酒店提供

In autumn and winter, you not only start from the diet to supplement nutrients, but 
the dry weather also makes deep moisturizing the body becomes a need. There are 
more high-end spa destinations, but the comprehensive and special care is the guest’s 
consideration in choosing a destination. This time, we recommend three unique spa 

centers for you, which will give you the most comprehensive care in this winter.

ENJOY THE ULTIMATE CARE OF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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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飘满了氤氲的香味，柔和的灯光投射出一个

静谧王国，一步一步体验漫步云端的奇妙感受，这里就

是上海新发展亚太 JW万豪酒店的“泉”水疗中心。“泉”

水疗中心位于酒店地下一层，是上海唯一一家主打泉水

养身的水疗中心。酒店依附清新翠绿的长风公园及秀美

蜿蜒的苏州河，与“泉”水疗品牌成为天作之合，缔造

完美人间天堂。

水是生命之泉，水可以清洁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在

“泉”水疗中心我们采用有助于恢复健康和体力的水提

供给客人一种宁静、安详和放松的体验。“泉”水疗中

心也是由“纯净的水”的含义演变而来。在中国文化里，

水被视为一切美好、纯净的事物，水也象征着健康和谐，

这些也体现在我们“泉”水疗的理念和疗程上面。

“泉”水疗拥有 8 间设施齐全的豪华水疗房，每一

间都有独立的美容理疗区、水疗浴缸、淋浴和更衣室，

极致私密与周全的服务。并提供一间专业的足浴房，帮

您达到全身心的放松。在理疗之前，还可一品“泉”水

独一无二的活泉体验
疗中心特调红莓茶的芳香，可谓绝佳体验。独一无二的

“泉”水疗中心提供亚洲地中海和西方不同风格的水疗

服务，满足各式需求。多种服务和疗法包括芳香调理浴，

香薰按摩护理，深层减压按摩，经典面部护理和男士面

部护理。专业的脸部按摩师使用“泉”特有的高品质护

肤品，让脸颊重新焕发青春的光彩。专用香料以及散发

香味的蜡烛带来远离都市尘嚣的异国田园静谧之美。

“泉”水疗中心特别推荐——滋养润肤护理套餐 

1080 元 （120 分钟）

泡浴 + 去角质 + 香薰精油按摩

秋冬干燥，一定不要错过滋养润肤护理。全身沉浸

于滋润倍护的滋养润肤之旅，滋养润肤护理套餐从 20
分钟的放松泡浴开始怡神活气，继而享受 40 分钟的全

身去角质，令您的肌肤如丝般柔滑，以一个滋润放松的

全身按摩结束，帮助唤醒您全身的能量，并对肌肤深度

保湿，使之细化柔嫩。此外，深层减压按摩、香薰活力

按摩、精纯胶原提升护理也是这里的照片项目。

上海新发展亚太 JW 万豪酒店
    021-2215 6166
   上海新发展亚太 JW 万豪酒 
店（大渡河路 158 号，B1 层）

Tips

Unique Experience of Living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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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纳塔拉假日和服务理念的精髓在于“目的地本土

的地道风情体验”。安纳塔拉品牌的发迹和发展都深深植

根于泰国，品牌的名称亦得益于古代的梵文中“无穷无尽”

这一被用来象征每一次美好假日回忆的古老梵文。

而创立于 2004 年的“安纳塔拉水疗 Anantara 

Spa”，作为安纳塔拉度假酒店特有、同时也是独立的水

疗品牌，更是完整地传承了泰国“微笑国度”的魅力和悠

久的理疗文化。不论是在泰国本土、热情似火的东南亚度

假目的地、沙漠和海岛相伴相随的阿联酋地区，还是在令

世人赞叹向往的顶级海岛度假圣地马尔代夫，每一处安纳

塔拉水疗都将东方草药古方所传承的修复精髓、历经沉淀

的经典东方治愈理念、纯熟温和的东方理疗手法天衣无缝

地结合和呈现。因此，当安纳塔拉这次在四川峨眉山作为

选址宝地，一切又被赋予了中式的内敛与秀美。

坐落在中国富有“天府之国”美誉的西南之隅 —— 
峨眉山这块宝地，“峨眉山蓝光安纳塔拉度假酒店”坐拥

峨眉山和峨秀湖的壮丽自然美景、吸纳着当地山水相融的

灵秀气息、秉承着当地温润悠哉的生活方式，为客人们提

供独具蜀地特色的水疗享受 —— 精选山水相融的精髓自

然产物 —— 茶疗。茶，这一可以代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

史传承和厚重文化积淀的独特自然所赐，对它的采撷、提

炼、在水疗的应用，何尝不是中国人自古种茶、制茶、茶

饮的智慧升华。进一步经由理疗师纯熟专业的现代护理手

目的地本土的风情体验

峨眉山蓝光安纳塔拉度假酒店
    833-2212 888
   四川省峨眉山市山湖路南段
8 号

Tips

法“娓娓道来”，为客人在假日中带来身心的深度放松。

峨眉山安纳塔拉水疗目前定制了五款茶护理服务，

巧妙地将茶的保健、美容、宁神以及神奇的抗氧化功效相

互融合并提升，以便更加适合于不同肤质的宾客在不同的

季节享用 —— 绿茶的解毒功效为身心提供从内至外的净

化养护；白茶的平衡功效则有助于为平日里操劳疲惫的身

心在理疗过程中重获和谐；菊花茶的清新滋养有利于温和

地修复并唤醒肌肤自身的能量；玫瑰花茶的温润力量则是

驻颜养护的必备精华；而苦甜之味相互融合的乌龙茶，则

是激发肌肤的细胞活性，焕发容光的不二佳选。

Experience Local Amorous 
Feelings of Destinations



成都全新风尚购物中心内伫立着一座百年历史建

筑——章华里7、8号院，全新水疗中心“谧寻”便坐落于此。

它的前身是大慈寺历朝的桑院，于民国时期改建为民宅，

因此水疗中心的室内装潢仍保留了川西民国建筑风格，营

造出宁静清幽的氛围，犹如繁华都市中的一片宁静绿洲。

谧寻精心挑选优质水疗护理品牌，采用国际知名的

悦 碧 施（Natura Bissé）、Mesoestic、Thémaé 及

Refinery 等产品，为来客打造一系列高效的专业水疗疗

程。其中，首度在中国亮相的 Thémaé 品牌更是创新地

利用四种茶叶提取精华制作美容护肤产品。作为谧寻水

疗的特色疗程“Autographs”系列提供各具特色的护

理选择，让肌肤恢复年轻紧致，使用悦碧施产品的钻石

高效面部护理让肌肤重现动人光泽；散发摩洛哥风情、

具有排毒功效的矿物泥身体磨砂及体膜护理让全身肌肤

焕然一新；谧寻 “Autographs”身体按摩借助特殊处

理的竹棍作为按摩工具，体现四川地域特色，让宾客尽

于历史氛围中缔造愉悦身心的体验
享细致呵护，重拾最佳状态。

考虑到现代时尚男士们的养生护肤需求，谧寻水疗

推出一系列男士专享疗程及一间男士专享理发室。提供

包括针对性肌肉按摩、面部、背部护理及特色护发修面等，

让男士们充分放松身体，重现飞扬神采。

对于追求更多细节呵护的女士来说，谧寻水疗中心

的美甲及蜜蜡脱毛等延伸美容服务，会让人得到全方位

的美容护理服务。客人在完成疗程后可在茶室继续休息，

茶室根据中医养生原理精心挑选茗茶，借助茶叶的天然

功效，为客人巩固水疗护理的效果。或品尝几道清单的

素食，可体验由内而外的放松身心。

谧寻占地 900 平方米，设有 11 间护理室，包括 4
间标准护理室、5 间豪华水疗套房及 2 间 VIP 体验套房，

另设有茶室及零售商店，宾客不仅可品尝精致茗茶及美

食，还能选购心仪产品带回家，使放松、愉悦的优质养

生体验得以伸延。

谧寻水疗中心
    028-6506 1999
   成都市锦江区笔帖式街
81 号

Tips

Find the Experience of Pleasure in Historical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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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万达嘉华酒店
Wanda Realm Fuyang
参评奖项

2015最佳新开业酒店

阜阳万达嘉华酒店坐落于阜阳市颍州区新核心商

业圈，毗邻大型综合购物中心阜阳万达广场。酒

店距离西关机场8公里，距离火车站8公里，交通

极为便利。酒店拥有286间宽敞舒适的客房与套

房。拥有多家品牌专属餐厅，其中“品珍”中餐厅

将精美粤菜与本地菜相结合，专注于原汁原味以

及均衡营养；“美食汇”全日餐厅囊括世界各地风

味美食，以及别有情调的招牌零点，让宾客在高效工作之余感受家的温

暖；“辣道”特色餐厅以川菜、湘菜经典菜肴为主，提供具有代表性的辣

味美食；酒店拥有1200平方米无柱式大宴会厅，层高10米并配备80平方

米液晶显示屏。另有4间风格雅致的多功能会议室配有最先进的多媒体设

施，是筹办大型会议、商务宴请和婚宴的首选之地。

电话：0558-710 6666
地址：阜阳市颍州区颍州南路299号

4北京希尔顿逸林酒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Beijing
参评奖项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最佳餐厅

北京希尔顿逸林酒店位于北京西二环广安门外大

街，交通便利、毗邻金融街。酒店设计时尚简约，拥

有超过两百多件来自日本、韩国、以色列、中国等地

的三十多名艺术家的原创艺术精品。酒店拥有超过

5000平方米的会议空间，以最新的通讯技术和全面

的功能特性为您提供服务，其中包括3000平方米的

超大户外花园可举办室外会议及活动，各地花木和

潺潺流水使其成为四季常青的都市绿洲，令您在将

宜人美景尽收眼底之余更增添了一种全新的会议选择。大堂酒廊林廊舒

适、时尚的氛围是商务洽谈和休闲小聚的首选；逸轩西餐厅将西式佳肴及

亚洲美食一网打尽；随园中餐厅集合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精髓，这里不

但有最为正宗而时尚、现代的粤菜，同时还有各地驰名的中华美食。

电话：010-6338 1888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168号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
Grand Hyatt Shanghai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最佳设计酒店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地处商业金融

区陆家嘴的中心，酒店位于88层金

茂大厦的53-87层，548间豪华客房

均配备42吋液晶电视并全面覆盖了

无线网络接入，更安装了触摸式控

制面板，可以轻松调节客房内所有

灯光的明暗、窗帘闭合。酒店拥有10
个餐厅及酒吧供客人随意挑选，充

分满足了不同味蕾需求。酒店提供

多样宴会和会议场地，其中包括能容纳1,200人的大宴会厅、800人的嘉

宾厅及多个多功能厅，均装备先进的艺术多媒体器材及音响设施。客人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可以享受位于酒店57层的健身和娱乐设施。绿洲健身

中心是“世界上最高的健身俱乐部”之一，客人在室内游泳池游泳时还可

以观赏上海全景。

电话：021-5049 1234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

1 3
北京丽思卡尔顿酒店于

2007年12月开业。位

于 C B D 商 业 核 心 区 ，

距北京首都国际机场45
分钟车程，名胜古迹和

文化地标皆近在咫尺。

秉承经典丽思卡尔顿风

格，酒店共拥有305间

豪华客房，6家餐厅及酒

吧，包括巴罗洛意大利

餐厅，玉中餐厅，香溢全天候餐厅，丽思卡尔顿酒吧 ,大堂吧和大卫

杜夫会所。其他设施包括丽思卡尔顿水疗中心，健身中心，室内游泳

池，1100平方米的会议空间，648 平方米的宴会厅和北京唯一一座

酒店式独立婚礼堂。

电话：010-5908 888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华贸中心建国路甲83号

2

2015年度旅游大奖评选酒店展评
北京丽思卡尔顿酒店
The Ritz-Carlton, Beijing
参评奖项

十大奢华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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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文华东方酒店水疗中心

旨为顾客带来净化身、心的

水疗护理体验，把水疗定义

为一种生活方式，关注身体

的态度，让情绪与健康有效

地得到调节。文华水疗中心

致力让客人每天从生活中做

出一点点地改变，从而改掉

不好的生活习惯，让身体和

思想都得以洗涤和放松，让

宾客在愉悦的环境中得以感

化。每一间文华水疗中心在秉承集团水疗的一贯优质服务理念上，再结

合当地的人文理念，制定独有的水疗疗程。广州文华东方酒店的水疗中

心是繁嚣城市中的一片净土。

电话：020-3808 8888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89号

8

安缇缦度假品牌是在享受远

离大都市生活方式的愿望，

以及渴望回归纯净自然、绿

色低碳、家庭欢聚的理念下

应运而生的。安缇缦莫干山

度假区遵循生态建筑原则，

在保留自然形态的基础上，

应用简洁的设计、可持续

发展的现代化设施设备建造而成。度假村隐藏于一片松林竹海之中，客

房错落在私人山谷之间，独具乡村风格。8家风格迥异的餐厅带来非同

凡响舌尖上的美味。每日新鲜采摘有机食材，由专业的营养师和厨师长

调配烹饪而成，以最健康的方式享受饕餮美食。18000平米多功能大草

坪是您举办露天Party、个性婚宴的绝佳场地，细致入微的会议管家服

务，让您无后顾之忧。

电话：0572- 8888 886
地址：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镇安缇缦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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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婚庆酒店

重庆江北希尔顿逸林酒店致力于打造城

中精致派对婚礼。酒店一层的“名人”宴

会厅设计简洁高雅，适合举办各类型风

格婚宴，可容纳200位宾客，同时配备4
个超大液晶显示屏，可同步直播仪式盛

况，独有的新娘化妆间配套设施齐全，为

其打造专属私密空间。六楼181平方米的天台花园配备婚礼小礼堂，是举

办浪漫西式婚礼仪式及婚前单身派对的理想首选之地。酒店专属婚宴专

员将为新人私人定制管家式婚宴服务，不论是个性化的婚礼仪式风格挑

选、婚宴菜单设计及装饰、新人婚礼日程安排、酒店婚房布置到婚前婚后

保养计划等，都将令其成为最幸福的丽人。荣获奥地利世界烹饪比赛大奖

的行政总厨Kevin为新人度身定制数款中西式婚宴套餐，为甜蜜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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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棋盘山绿地铂瑞酒店
Primus Hotel Qi Pan Mountain, Shenyang
参评奖项

最佳度假酒店

沈阳棋盘山绿地铂瑞酒店是

由绿地集团投资、绿地国际

酒店管理集团使用“铂瑞”品

牌经营管理的首家豪华五星

级会议度假酒店。酒店位于

国家4A级风景旅游区—沈阳

棋盘山风景区境内，总占地面

积66.7万平方米。酒店由三栋

楼体组成，分别为酒店主楼、康乐中心及会议中心，依山傍湖而居，坐拥

林海松涛与层峦叠嶂的秀美自然景观，是集旅游度假、商务会议、休闲娱

乐、高档商业为一体的大型现代服务业综合体。远离城市喧嚣，环绕旖旎

美景，独享至尊奢华，无需远望，近在咫尺。

电话：024-8370 5566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辉山路298号

6

7莫干山安缇缦度假区
About Andaman Moganshan
参评奖项

2015最佳新开业酒店

最佳度假酒店

5 广州文华东方酒店
Mandarin Oriental, Guangzhou
参评奖项

最佳SPA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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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ogue

收获的金秋，虾肥蟹美，北京希尔顿逸林酒店随园中餐

厅精选多种水中珍馐，精心烹制多款特色菜肴，让您忘情

品尝海洋的鲜味馈赠，尽情感受海洋气息在舌尖的鲜香

盛放。多达 18 种的鱼类、蟹类、虾类、贝壳类等时令海

鲜皆为海洋直送，应季大闸蟹、波士顿龙虾、大连鲍等款

款品种上乘、质量新鲜，带着海洋特有的灵动味道奔涌

而来。随园中餐厅多款鲜美海鲜令人难以抉择，静待您

来细细品尝，感受难以言喻的鲜味芬芳。

蒙古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莅临北京励骏酒店，酒

店总经理徐锦祉先生（左）在酒店迎接，并代表北京励骏

酒店向蒙古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的到访表示了热

烈的欢迎。此次，蒙古总统对酒店的豪华设施、齐全的功

能及细致周到的服务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评价。

极具传奇色彩的意大利超豪华跑车制造商帕加尼在上

海 新 天地举办了一场隆 重的揭幕仪 式，庆 祝 亚 洲地区

首家展厅盛大开幕。值此盛事，帕加尼推出专为中国市

场定 制、极 具 东 方特 色的珍 稀限 量 版车型—H uay ra 

D inast ia 并进行全球首发。帕加尼品牌创始人荷拉齐

奥·帕加尼 (Horacio Pagani) 先生亲临盛典现场，与

现场嘉宾、媒体朋友们共同见证了帕加尼这一激动人心

的荣耀时刻。帕加尼此次力拓中国市场，体现了帕加尼

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也证明中国在全球汽车市场的重要

战略地位。

2015 年国际头皮头发养护专家海飞丝在去屑科 技上

实现了革命性升级。海飞丝在京举办“无屑实力派·奔

跑无屑待”的活动中，公布了全球护发科学家多年研创

的最 新成 果：头屑与四大 外部刺激— 代 谢产 物、温 度

刺激、环境污染和情绪压力之间的直接关联，以及全新

的双重锌 Bio-activate 智能长效去屑科技。海飞丝全

新 升级的去屑洗 发露丝质柔滑型中含有双 重锌 B i o-

ac t i va te 智能去屑感应技术，可根据头皮油脂环境的

改变，根据头皮的需要，释放活性 Z PT，形成智能去屑

长效保护层，帮助头皮轻松保持无屑状态。

戴尔新推出的游匣 15 7000 笔记本拥有强悍性能，标准

电压，四核显卡强悍，外观炫酷机身，类肤触感，红黑经

典配色。纤薄便携，最窄处仅 25.3 毫米。极致散热，双

风扇三铜管，隔热条设计。酣畅游戏，近 8 小时超长续航，

15 英寸 FHD 防眩光显示屏（4K 触控可选），强劲低音。

轻松扩展，HDMI 接口可外接 4K 高清。

源自瑞士的科技品牌 aeris 在北京 798 中心 M WOODS（木

木美术馆）举行“这时开始呼吸——aura”产品发布会，发布

其品牌第一款空气净化器产品 aura。作为一款专为中国市场

打造的产品，aura 不仅是目前市面上第一款完整的空气净化

器，而且彰显瑞士工艺、前沿技术和独特极简主义与当代美

学的无缝融合。与此同时，aeris 更携手艺术大师倾献 aura

艺术家特别版，呈现科技元素和艺术魅力的精彩交汇及碰撞。

知名艺术家陈漫女士与木木美术馆的创始人雷宛萤（晚晚）

女士也现身发布会现场，与近百位科技界大佬、生活时尚类

达人共享科技与艺术之旅。

作为全球领先的邮轮集团，嘉年华集团宣布，旗下公主

邮轮品牌携蓝宝石公主号正式以天津为母港，开启全新

首航航季。这是公主邮轮首次推出以中国北方城市为母

港的邮轮航线。此次，公主邮轮携手北京领先的包船旅

行社——凯撒旅游，推出为期 32 天的天津母港航季，宾

北京南太管 理 顾问有限公司联合胜 景 旅游、斐济玫瑰

假日及中国实力强势的旅行社推出 2016 年“ Go 斐济，

炫幸福！”北京上海两地包机直飞项目。去年成功运作

了斐济航空的首次包机，在斐济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斐济政府及当地各旅游相关企业也非常支持中国的包

机 项目。斐济旅游部长在 7 月份陪 伴斐济群岛共和国

总理访华的时候也特意感谢了中国包机商对斐济旅游

的贡献并希望包 机商 可延 续此 项目，斐济旅游部长也

在来华访问中与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及企业进行了洽谈。

瑞士空气净化器 aura
优雅亮相中国

蒙古总统莅临北京励骏酒店

海鲜的盛放

戴尔推出新游匣 15 7000
为游戏而生的利器

2016 斐济包机新闻发布会

海飞丝开启长效无屑新时代

帕加尼力拓中国市场 
亚洲首家展厅耀世开幕

蓝宝石公主号抵达天津首度开启天津母港航季

客可搭乘蓝宝石公主号前往韩国和日本地区众多丰富多

彩的目的地。2015 年 10 月 9 日至 11 月 9 日，公主邮

轮将为宾客提供 5 个天津往返日本和韩国的邮轮之旅，

到访包括釜山、济州、福冈、长崎和鹿儿岛等在内的多

个著名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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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任命周刚先生为酒店总经理。出生于沈阳的周刚先生

身上有着东北人鲜明的气质：严谨却不失幽默、宽容又热忱

待人。对喜达屋品牌一贯忠实于追求卓越服务及对客人的

承诺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周刚先生曾任职于多个奢华酒

店集团和品牌，包括香格里拉酒店集团、IHG 等。自 1999

年加入喜达屋酒店及度假村集团以来，历任厦门喜来登酒店、

深圳福田喜来登酒店的行政管理层职务。履新前，周刚先生

于江阴黄嘉喜来登酒店及合肥新站利港喜来登酒店担任总

经理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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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建华先生多年服务于洲际酒店集团，以其出色的房务管理

及超前思考而著名。近日，莆田秀屿假日酒店正式任命邓建

华先生为酒店总经理。邓建华先生拥有超过 27 年酒店行业

的从业经验，于 2008 年正式加入洲际酒店集团，邓建华先

生表示：“在过去的 3 年中，我有幸参与到佛山南海智选假日

酒店的筹备工作，并与同事们一起，齐心协力地为营运付出努

力。我更期待与莆田秀屿假日酒店的杰出团队合作，在莆田

酒店市场，创造更多佳绩。”

天津恒大世纪旅游城推出冬季乐游恒大优惠套餐：1050 元

尽享舒适五星豪华双人房及艾葳格兰西餐厅豪华早餐，另享

百元餐饮代金券；畅游运动、休闲，体验健康 SPA, 还可约上

小伙伴来娱乐中心，游戏竞赛一决高下！当然，若您想要为朋

友带回精心的礼品，还赠送百元精品购物代金券，更有独家

景区门票优惠！还等什么？为完美假日一起约吧！

莆田秀屿假日酒店总经理任命 深圳大梅沙京基喜来登酒店任命

初冬礼遇—乐游恒大

夏威夷州旅游观光局重磅打造
夏威夷阿罗哈（Aloha）文化之旅

不是阳澄蟹味好 何必常来费尔蒙

为让中国游客有机会近距离直观感受夏威夷的阿罗哈

（Aloha）精神和特色呼拉舞表演，夏威夷州旅游观光

局联手环球购物频道和中青旅重磅推出夏威夷阿罗哈

（Aloha）文化之旅。在活动启动仪式的新闻发布会上，

夏威夷州旅游观光局主席兼 CEO George Szigeti，环

球购物（GHS）总经理陈美秀以及中青旅度假旅游分公

司副总经理韩杰均出席并致辞。此次夏威夷州旅游观光

局联手环球购物频道及中青旅重磅打造夏威夷 Aloha

文化之旅是夏威夷州旅游观光局今年在华推广的众多活

动之一，也是首次针对文化主题推出的消费者活动。旅游

局希望可以借此发展夏威夷旅游的中国市场，吸引更多

消费者前往夏威夷。

“生命在于运动”,

时下健身不仅成

为时尚，更成为人

们生活中的必需，

拥有健美的身材

和健康的活力不

仅能大大增加一

个人成功的机会，

也能更有魅力。酒店运动中心总面积近 30,000 ㎡，汇集运

动精粹，由国际恒温标准游泳馆、国际健身中心、网球场、

篮球场、壁球馆、桌球中心、旱冰场、沙狐球等多种健身项

目组成。世界顶级健身设备，专业教练、健身课程及运动医

疗顾问为您“私人定制”，致力成为亚健康运动疗法及全方

位健身管理的领跑者。酒店运动中心的问世也将成为京津

地区功能最齐全、设施最完善、人气最旺盛的大型综合性运

动中心。

天津东丽湖恒大酒店“运动中心”盛大开幕

德国专业户外品牌 Jack Wolfskin 举办的“2015 狼行

天下南非篇—穿越彩虹，探秘南非”活动已圆满结束。

此次狼行天下南非之旅从约翰内斯堡出发，乘坐经典

复 古列 车— 非 洲 之傲，深 入非 洲 丛 林 腹 地，畅游 萨比

萨比丛林营地 和私人野 生动物保 护区，最后到达开 普

敦，在非洲大陆的最南角欣 赏美丽的海景和壮 观的鲸

群。亲身感受户外广阔的天地，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在 南 非 这 片 热 土 上 展 开深 入自然 的 探 索 之 旅。Jac k 

Wo l f sk in 坚信户外运动是充满乐趣的，无论你是在勇

攀高峰，穿 越 丛林，重装 徒 步，还 是漫 步城 市，都可以

体验到 At Home Outdoors 居家般舒适的户外体验。

穿越彩虹 探秘南非

值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开

通北京至蒙特利尔航线

之际，为推广魁北克省

深度旅游资源，加深中

国市场对于魁北克省的

认知，加拿大魁北克省

旅游局于 9 月 28 日在

京举行招待晚宴，邀请

旅游业界同仁、媒体代表、国航和首都机场的来宾出席。

晚宴上播放魁北克宣传视频、魁北克特色民谣、展示魁北

克省特色产品和商品，并且向到场嘉宾提供原料为魁北克

省出产的海鲜制作的美味佳肴，从视觉、听觉、味觉等多

方面展示魁北克的精彩和本色。

魁北克省旅游局大力推广深度旅游资源

“海洋量子号”开启天津母港航季
姐妹船“海洋赞礼号”明夏起航华北

全球最大豪华游轮领导品牌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旗下全

球最新游轮“海洋量子号”近日首访天津，开启其 2015 年

天津母港航季。即日起至 11 月中，“海洋量子号”将为华

北游轮度假爱好者带来 4 条四至六晚的精彩航线，融合了

“来自未来的游轮”丰富的船上活动和仿若置身大都市的

餐饮体验，旨在为广大游客打造精彩难忘的海上假期。皇

家加勒比在今年 3 月宣布将于 2016 年在天津母港部署

皇家量子系列第三艘游轮“海洋赞礼号”，此次“海洋量子号”

造访天津，也为旅行社及消费者提供了一次预览“海洋赞

礼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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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跑唐山湾国际旅游岛
京津冀媒体菩提岛迷你马拉松开赛

海岛、温泉、沙滩、北方罕见的菩提林，这不是海外

仙山，而是距离北京只有 2 个小时车程的跑步天堂。10

月 11 日，首届菩提岛京津冀媒体迷你马拉松在唐山湾国

际旅游岛菩提岛鸣枪开跑，来自京津冀的 50 多位媒体

跑者在这座“孤悬海上的天然动植物园”中一同体验了

与众不同的 6 公里迷你马拉松赛。

唐山湾国际旅游岛位于河北省唐山市东南部渤海之

滨，由菩提岛、月岛、祥云岛及北侧陆域组成，旅游岛为

京津唐 秦四市所 环抱，距 北 京 230 公里、天津 140 公

里、唐山 75 公里、秦皇岛 130 公里，位于京津冀一体化

区域的重要节点。唐山湾国际旅游岛坐拥得天独厚的海

岛、温泉、沙滩、深海淤泥、生态及文化资源组合，自然

资源独特，文化底蕴深厚，生态环境宜人，为国家级海岛

开发利用示范基地、河北省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河北省

“十二五”重点项目。在当今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大趋

势下，唐山湾国际旅游岛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

然风光，有望成为环渤海经济圈内旅游市场一颗璀璨

的明珠。

在海岛特有的清爽空气中，50 余位来自北京、天津、

河北等媒体的参赛选手于 10 月 10 日抵达菩提岛。在

乘坐大巴车感受旅游岛陆域项目后，又乘坐游艇先后对

月岛、金沙岛和菩提岛进行了游览，初步体验了唐山湾

国际旅游岛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优美环境。

11 日一早，经 过有序的集 结和简单的热 身，8 点

30 分，唐山湾国际旅游岛管委会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王玉国，党工委副书记王长发等领导一同打响发令枪，

宣布比赛开始。在菩提岛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参赛

者涌进赛道，一同用双脚体验“孤悬海上的天然动植物

园”之美景。岛上灌木丛生，绿草繁茂，有各种植物 260

多种，更有北方所罕见的大片菩提树林，绮丽的风光和清

新的空气让参与者忘记了比赛，充分感受到跑步带来的

生机和快乐。

唐山湾国际旅游岛辖区的岛屿群由上游滦河河流和海

汐作用冲积而成，为高纬度地区稀缺型海岛，旅游资源丰富、

生态环境优越，不同海岛之间风格迥然，景色宜人，为北方

地区罕有的海岛景观。该地区坐拥京津冀核心区域地理结

点，东临渤海、西指京畿、南面天津、北通秦皇岛，堪称京津

冀一体化区域中最佳的核心旅游带。随着唐山、昌黎机场的

通航，与香港、日本的大阪、东京，韩国的釜山等城市，构成

了三小时休闲旅游娱乐圈，交通四通八达，区位优势明显。

区域内滨海大道、乐北路、滨海景观道、旅游专用线道路等

形成旅游区“两横两纵”路网，极具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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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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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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0327-0332室
《旅游休闲》杂志社

RMB 18.00元

194.4 102.6
欢迎加入旅游休闲杂志

社的官方微信与我们及

时互动。现在加入旅游

休闲杂志社微信，有机

会获得旅游休闲杂志社

送出的精美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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