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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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2.3125妘䯖DSD蠐妘酴獰攝釀㪕礃㡡諍、

Euro NCAP(欧洲新车安全评

鉴协会)5星级安全评定

ANCAP(澳大利亚新车评估程序)

5星级安全评定

JNCAP(日本新车安全评鉴协会)

高等级安全评定

2013-2014年中国新车质量研究SM(IQS)报告

Forester森林人蝉联榜首

IIHS(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高等级安全评定

进行查询。

2013-2014年中国新车质量研究SM(IQS)报告

Forester森林人蝉联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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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eam of Middle Summer 
仲夏之梦

椰林树影，水清沙白的苏梅岛，少了几分世俗凡尘的喧嚣，多了几许天堂

幽谧的宁静。在未抵达之前，便给我一种亲切而熟悉的感觉。苏梅之岛，

还未踏足，就已恋上。

在某次偶然看到苏梅岛的风景照片时，那种心跳的悸动便油然而生，此后

一直对她念念不忘……。

Feature 世界休闲地

016

The Sumei Island is covered the white sands and clear streams of 
water. Under the shadow of coconut trees the Island lacks some 
secular noises, but gains some gloomy quietness. Before arriving 
there, I have had a cordial and familiar feeling. Before stepping on 
the Sumei Island, I have fallen in love with it.
Once I happened to see the photos of the landscape of Sumei 
Island, my heart throbbed up. Since then I never forget about it.



除了美丽而激动人心的目的地，没有什么能比免费签证更能
带给旅行者好心情。毕竟，免签政策能消除旅行者和目的地
之间的障碍。印度尼西亚，以原始的海滩、珍贵的热带雨林
和多样的文化而被人们所知的世界上最大的群岛，近来准
备将免签政策扩展到至少169个国家和地区。

政府将免签政策扩展到更多的国家是为了通过旅游业来促
进国家经济的发展。政府宣称希望到2019年能迎来2000
万的观光者。2016年3月2日，由 Joko Widodo 总统签署
的2016第26号命令细化了政策的条款和条件，并附上了国
家的名单。

从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等169个国家和地区来的旅行者需
要拥有至少六个月以上有效期的护照和返程机票方能入境。
同时，来自阿富汗、喀麦隆、几内亚、以色列、利比里亚、尼日
尔、尼日利亚、朝鲜、巴基斯坦和索马里等国的访客仍然需
要在行前获得印尼移民局的签证许可。以休闲度假、探亲、
社交、艺术文化、政府、教育、商务会议、过境等目的来印度
尼西亚，可享受停留30天的免签入境。但时间不可以延长。

出入境

政府规定了指定的入境和出境地点。但游客们也不用担心，
印度尼西亚移民总局表示，有多达124个出入境登记点，其
中有29个位于机场（包括Soekarno-Hatta, Tangerang,
距Jakarta30公里；Halim Perdanakusuma, Jakarta; I 
Gusti Ngurah Rai, Bali; Juanda, Surabaya; Hang 
Nadim, Batam; Kuala Namu 和Polonia, Medan等），
88个位于港口，7个位于陆上边境地。访客可以由这些出入
境点进入或离开印度尼西亚。这些信息以及附有免签国清
单的名单可以在移民总局的网站上查到。

印度尼西亚政府已经对169个国家和地区

实行了免签政策

广告畅游神奇国度印度尼西亚免签证

Komodo Island, Flores • Indonesia

在实行短期访问免签政策方面，印度尼西亚已经走了很长
的路。政府过去将短期免签发放给像泰国、马来西亚、新加
坡、文莱达鲁萨兰国、菲律宾、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这
样的东南亚邻国，2015年69号令中将包括像智利、秘鲁、
厄瓜多尔，摩洛哥和中国香港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列入免签
范畴内。2015年晚些时候，根据总统的第104号令，又将其
他75个国家列入免签范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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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菲律宾042 A very different Philippines

Travel 旅游

行走安顺  做一回屯里的人060 Walking in Anshun and being the villager

阳光、沙滩、海浪、热带植物完美融合，风格各异的建筑，丰富多

样的水果和美食，这就是西太平洋上的千岛之国菲律宾。在这里，

你可以领略它数百年变幻的历史风云，也可以走入它茂密的丛林

安享安宁与静谧；你可以乘坐螃蟹船乘风破浪，也可以在高处远

望星罗棋布的海岛；你可以享受海钓带给你的一次次惊喜，也可

以切换到马卡蒂商业区现代生活的场景里。在这里，太多的美景

可以欣赏，太多的风情可以体验，当然，也有太多美好的记忆值得

你珍藏……

The perfect blend of sunshine, beach, waves and tropical 
plants, various styles of architecture, a rich diversity of 
fruits and delicious food, this is the Philippines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Thousand-Island country located in the 
western Pacific island. Here, you can enjoy its hundreds 
of years of change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you can also 
walk into its dense jungle and enjoy peace and stillness; 
you can ride the winds and break the waves by taking 
crab boats, it is also possible for you to take a broad view 
of the islands scattered all over like stars in the sky; you 
can enjoy the surprises brought by sea fishing, it can 
also be switched to the scene of modern life of Makati 

六百年的屯堡，六百年的故事，六百年的沧桑。岁月悠悠，时光倒

流,延续了六百年的屯堡文化在这里定格。凤阳汉装、屯堡石屋、

生活方式依然沿袭着六百年前的文化习俗，独特的屯堡文化现

象，演绎着一幕幕明代历史的活化石。

Six hundred years’Tunpu,  six hundred years’ story, six 
hundred years’ vicissitudes of life. Years may wrinkle, 
time flows backwards, the Tunpu culture which has been 
lasted for six hundred years was freeze-framed here. The 
Han Dress of Fengyang, the stone house of Tunpu, the 
lifestyle still carries on the cultural custom of six hundred 
years ago, the unique phenomenon of Tunpu culture; the 
living fossil in the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is interpreted. 

business district. There are too many beautiful landscapes for 
people to enjoy and too much amorous feelings people can 
experience, of course, there are too many wonderful memories 
which are worth cher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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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旅游大奖评选酒店展评

发行名单

138
134

142
Reader Questionaire读者调查表144

独一无二的梦幻婚礼

悠享甜蜜时光 

092

100

The unique dreaming wedding

Contented enjoyment of good times

 伴着悠扬的乐声，袭一身白色梦幻婚裙，捧一束火红怒放玫瑰，

在亲朋来宾的见证下，将一生交给最心爱的他。梦幻的宴会场

地，最纯粹的美味体验，加上完美无瑕的专业服务⋯⋯一生一次

的婚礼，缔造最美好的幸福回忆。

Along with the melodious music, wearing the a white 
dreamy wedding skirt, holding a bunch of fire-colored 
rose, in the presence of relatives, friends and guests, 
giving the whole life to the most beloved. Fantastic 
banquet venue, the purest culinary experience, with the 
addition of perfect professional service, once in a lifetime 
wedding, creation of the best happy memories.  

慵懒的午后，小憩一下。清新怡人的春日，花香正浓。一口咖

啡，一口小点，任阳光和时光从身上流过，悠然享受一段惬

意的下午茶时光。

恋上纯白美肌

劳力士中国海帆船赛 扬帆起航

124

126

Falling in love with the pure and white skin

Rolex China Sea Race setting sail

New Luxury 新奢华

Taking a break in a lazy afternoon. The rich aroma of flowers in 
a refreshing spring. A mouthful of coffee, a mouthful is a little bit 
small, allowing sunshine and time to pass by, enjoying leisurely the 
relaxing afternoon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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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过程是最精彩的，热爱旅游的你，
何不拿起手中笔与相机将旅途中的趣事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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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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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我们的读者俱乐部，还有可能获得我们为你精心准备的超值奖品！

 Travel Around The World,and
 ENJOY LIFE 

行走世界，享受生活    

奖品微博上公布。

投稿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0327-0332室（100050）电话：010-83169752/83169722   邮箱：travelleisure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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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信箱：enjoylifew@sina.com
主编微博：旅游休闲杂志主编肖杨

卷首 EDITOR'S LETTER

岁月静好
这是一个物欲涌动的时代，每个

人都被无形的鞭子鞭策着，不能停歇

也不敢停歇，没人顾得上抬头看远方，

也没人有片刻空闲去想一下明天是否

是自己期待的明天。岁月无奈地看着

汹涌的人流，想要给一个善意的提醒，

然而无人倾听，更无人驻足。那个最

美的样子，最诗意的盘桓，最温柔的

风铃，通通被抛弃，甚或残酷的碾踏。

说好的约定呢？说好的牵手呢？

说好的梦想呢？太多的放弃或许并不

是我们的本意，就像蛮荒的沙漠长不

出水仙一样，我们也只能看誓言随风

而逝，徒留叹息。我们多么需要一片

白沙，一袭树影，一阵海风，一抹夕阳；我们多么需要一个古老的街角，一辆锈蚀的脚踏车，或是一尊沉默的佛像，一

段斑驳的石墙。它们能让你的脚步变得柔软，唤醒你心底沉睡的根茎。我们终于能看清自己从哪个方向走来，又正在向

哪个方向走去。我们慢慢看清了自己的面庞，看清了自己的眼眸，我们发现自己还有一丝丝美好幸存，终于我们又感受

到泪的温度，向另一个我伸出手，握紧。

苏梅岛的椰树在风中摇曳，夕阳染红海面。马尼拉的古城之巅，你俯瞰的仿佛不是一幅风景，而是数百年的历史风

烟沉淀在此刻的一个镜头。甚至在遥远的西南之隅，贵州，安顺，那里已经存在了六百多年的古屯，人们还会在穿屯而

过的小溪里放河灯，它们来自过去，经过现在，飘向未来，仿佛一只无声的笔，静静记录着岁月的每一个瞬间，在那些

瞬间里，有你，有我，有笑，有泪……

无言，惟愿岁月静好。

YEARS OF QUIET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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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Store
即刻前往搜索“旅游休闲”
欢迎免费下载

《旅游休闲》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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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旅游大奖

2016
ANNUAL
TRAVEL

AWARDS

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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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酒店集团     

最佳商务酒店     

最佳度假酒店     

最佳新开业酒店   

十大奢华酒店     

最佳精品酒店     

最佳设计酒店     

最佳亲子酒店     

最佳娱乐度假胜地 

最佳餐厅         

最佳酒吧          

最佳行政酒廊     

最佳总统套       

最佳SPA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最佳海外酒店     

最佳旅行目的地    

最佳邮轮          

最佳小型豪华邮轮  

最佳游艇俱乐部    

最佳航空公司联盟    

最佳航空品牌      

最佳头等舱        

最佳商务舱         

最佳航空服务奖    

最具环保理念奖     

最具贡献航空奖

    

最具影响力汽车品牌   

最佳豪华汽车品牌  

最佳环保汽车      

最佳旅行伴侣    

最佳户外品牌      

十佳高尔夫球场    

Best Hotel Groups
Best Business Hotels
Best Resort Hotels
Best New Opening Hotels
Top 10 Luxury Hotels
Best Boutique Hotels
Best Design Hotels
Best Family Resorts
Top Entertainment Resorts
Best Restaurants
Top Bars
Best Executive Lounges
Best Hotel Presidential Suite
Best Spa
Best MICE Hotel
Top Overseas Hotels
Best Travel Destinations
Best Cruise Line
Best Small Luxury Cruise Line
Top Yacht Club
Best Airline Alliance
Best Aviation Brand
Best First Class Cabin
Best Business Class Cabins
Best Airline Service Award
Best Eco-philosophy Award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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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湄南海滩浪漫上演
文图  沈越    部分酒店提供

仲夏之梦
is put on in the sea shore to the 
south of Meigong River

he Dream of Middle Summe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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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林树影，水清沙白的苏梅岛，少了几分世俗凡尘的喧嚣，
多了几许天堂幽谧的宁静。在未抵达之前，便给我一种亲
切而熟悉的感觉。苏梅之岛，还未踏足，就已恋上。
在某次偶然看到苏梅岛的风景照片时，那种心跳的悸动便
油然而生，此后一直对她念念不忘…….

The Sumei Island is covered the white sands and clear streams of water. Under 
the shadow of coconut trees the Island lacks some secular noises, but gains some 
gloomy quietness. Before arriving there, I have had a cordial and familiar feeling. 
Before stepping on the Sumei Island, I have fallen in love with it.
Once I happened to see the photos of the landscape of Sumei Island, my heart 
throbbed up. Since then I never forget abou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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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plane flew over 

the morning mist and 

landed on the Sumei 

Island, the whole body 

and soul of the tourists are calmed down 

by the sea wind of the Sumei Island in the 

morning,  the green forest and the blue 

world of the sea and the sky. A feeling of 

ever meeting together filled the air. The 

encounter with Sumei Island is like a 

meeting between lovers by chance.

By first sight, Sumei Island looks like a 

super garden or a mini-holiday village 

with blooming flowers and tropical island 

flavor. An all round opened terminal hall 

surrounded with wriggling, lotus-ponds. 

While taking your breakfast, small birds 

may fly onto the plate, chirping. It is full 

of fun. The airport in Sumei Island is the 

most beautiful airport of the world. It is 

the only one. It was said the airport was 

built by Bankok Airline and for this reason 

all the flights to and from Thailand are run 

by Bankok Airline and Thailand Airline. 

Thus , the price of the air-tickets is high all 

the year round. 

Because of the beautiful and 

poetic name of Sumei Island, 

a better feeling is given for 

this small southern island of 

Thailand. Sumei Island is a hot tourist 

spot in the heart of tourists from Europe 

and America. There are hidden luxurious 

hotels, lively night market, delicious Thai-

sea food, diving resort at the Wave Island, 

the picturesque Antong, and the most 

frenzied honey-moon party of the Globe. 

Either to spend the holidays quietly or 

looking for stimulation and jollification, 

the admiring style of spending holidays 

may be found at Sumei Island.

Stepping on Sumei Island, it is apparent 

that the Island is different from the bustles 

and  noises of Bankok..  It is more like an 

original ecological island that is forgotten 

by the modern society intentionally. 

The biggest feature of the Island is the 

coconut trees which appear every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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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sland. The area of Sumei Island is 

only 250 square km. Thick coconut trees 

grow almost everywhere. It was said that 

b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he 

coconuts on the island are the main source 

of economic income of Sumei Island. Up 

to now two million coconuts are produced 

from the island and sent to Bankok per 

month on the average. That is why Sumei 

Island is also called “coconut island”. 

The scenery of Sumei Island is 

famous for the snow-like white 

sand and the dense vegetation. 

A small ridge goes through 

from east to west on the island. Thick 

woods can be found everywhere on the 

island. While the coastlines are like the 

leaves of palm trees stretch down in the 

four directions. Walking on the island, you 

never lose sight of the coconut trees. You 

can even smell the fragrance of coconut 

when walking on the road. However the 

most wonderful enjoyment is lazily lying 

down on the sandy shore, listening to the 

rustling of the coconut trees and enjoying 

the spectacular setting sun.

An unusual lodging 
place, encountering 
Santiburi
Santiburi belongs to The Leading Hotels 

group, it is located on the sea shore to 

the south of Meigong River and by the 

northern coastline of Sumei Island. 

The new moon shaped golden beach, 

together with the unmatched landscape of 

coastline, it is one of the best seller beach 

on the island. Advantageous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e distance to the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Sumei Island is only 20 

minutes car-riding, comparatively quiet 

from among its surroundings, Santiburi is 

known for its luxury. 

Santiburi owns 65 villas for holiday use. 

Here all the villas are well proportioned 

and hidden in the dense green forest. 

Some are located in the back of the hills 

with a curving path leading to, some 

facing the sea, like flowers bloom up in 

the spring season, providing a private 

lodging for the guest, it is both quiet 

and hidden.  From the time you step in 

the front door, you can distinctively feel 

each part of the effort the hotel afford for 

the guest to enjoy luxurious lodging in a 

leisure time. The living space inside the 

room is naturally and smoothly connected 

with the living space outside the room, 

those are the sunshine bed and the private 

swimming pool. The decoration of the 

villas is a skillful combination of modern 

facilities and traditional Thai-element. For 

instance, the natural cane furnit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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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boo furniture, as 

well as the colorful Thai-

silk. The luxurious sea-

view villa we stayed this 

time is surrounded by 

thick vegetation. It is 

just staying in a natural 

oxygen bar .  Hence, 

we can see that the 

hotel aims at a perfect 

combination with the 

natural surroundings.

Most people say that you 

can not go to Thailand 

without doing SPA. 

There are numerous SPA 

parlors on Sumei Island. In some place, 

SPA parlors are only a few paces away 

from each other. The Thai-style massage 

and the ancient style massage are the most 

favorite items for the customers. 

Lying on the beach and in the shadow of 

the trees, soft music is accompanied by the 

sound of the waves.  Sometimes the bird 

chirps, sometimes the leaves of the trees 

rustle. Fresh and natural, good for the 

health of people. Plus the scent of essential 

oil and aroma, the time of the afternoon 

will extend and spread gradually. While 

the typical rhythm of ancient Thailand 

massage will slowly plunge you into sleep. 

When the masseur calls you up, you will 

find yourself thoroughly remolded and in 

high spirit.

Santiburi Spa is surrounded with beautiful 

gardens and oasis. It has not only a 

picturesque environment, but is also 

private and hidden away. It uses precious 

local medical herbs and provide first class 

treatment in the world. Water therapy 

and treatment include massage, manicure, 

pedicure and floral bath ceremony. Purify 

the body, relax the mood and restore the 

energy and vigor.  

The dream for the night 
in midsummer 
The most beautiful and quiet time of the 

day on Sumei Island is upon the setting of 

the sun. when the sun sloping down to the 

line between the sea and the sky in the far 

end, the far away water of the sea and the 

end of the sky will be dyed in red color. 

The whole beach to the south of Meigong 

River is under a stretch of rose color. 

Walking on the beach, the temperature of 

the sea water is comfortable. Whenever 

this happens, I always find it enjoyable. 

For the supper in the restaurant on the 

beach, it is the most romance time of 

the setting sun I have 

ever found. When dark 

is falling, couples upon 

couple of lovers will take 

seat at the dining tables set 

on the beach, leaning on 

each other or arm in arm. 

Mixing up with the soft 

colors the nature, a moving 

landscape is formed up. 

The atmosphere is both 

romance and comfortable. 

After the setting of the sun, 

the dark-blue color of the 

far end of the sky, matching 

with the dusky light from the restaurant, 

reflects another type of gloomy romance. 

In this atmosphere the people in love can 

slowly and whole heartedly experience the 

happiness of delicious food in the mouth 

during this private time. 

Santiburi Country Golf

Santiburi Country Golf Club is 

an eighteen holes championship 

golf course. It ranks number 

ten in the world. A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golf course in Asia, it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PGA tournament for 

many years.

Santiburi Country Golf Club was built by 

the side of the hill. It is cluster rounded 

by coconut trees and flowers. Eighteen 

pole holes, the total length of which is 

about 7000 yards. Each hole is designed 

on the slope of different height. Of which 

the seventeenth hole is the best viewing 

point. While appreciating the stretching 

sea water, have a leisure time. The lawn is 

trimmed neatly, plus the mountain stones, 

Afternoon 
delighting in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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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ees the streams, they are integrated 

together with the nature.

The cruise

Coming to  the  p l a c e  o f 

white cloud and blue sky, 

surrounded with the blue 

sea, you must go out on the 

sea to feel the breeze and the soft waves. 

Riding in a sail boat or a yacht, flickering 

on the sea, we found the happiness of 

riding on the waves. It is surely ah unusual 

experience of yachting on the sea. The 

destination is the five islands in the sea 

area of Sumei Island, an island chain 

form by five adjacent islands which are 

uninhabited.

It is said that the five islands are left over 

by the god. So people regard it as an 

auspicious place. When the yacht reached 

the island, we found there were people 

living on the island. They can set up straw 

huts on the cliffs and live in side with there 

families. By asking the boatmen , we got 

to know that they were swallow watchers 

on the island. There are numerous sea 

swallows, when winter comes in the north, 

the swallows come to this place t set up 

their nests. Some residents relying on the 

bird nests moved to this place. Though life 

is hard, they do not have much trouble as 

in the cities.

A small boat on the sea, when the waves 

rising, it joggled hard and we feared that it 

may fall into the sea. The weather on the 

sea is changeable, in a short time ,layers 

and layers of clouds clustered in the near 

sky and heavy rain fell. Looking back to 

Sumei Island, it stood quietly under the 

sun and covered with green vegetation. 

The wonderful landscape of the nature 

can be only seen in such an environment. 

Sumei Island has taken the advantage of 

the nature. 



22・TRAVEL&LEISURE

途观演绎最佳拍档

可控 ,使车辆在湿滑、泥泞的路况上依然能保持强大的通

过能力，令车主纵情感受速度与激情。

品质细节 纵享生活惬意

旅行的意义不只是目的地，更是享受沿途的风景。

繁忙的工作之余，驾驶着途观远走郊外，穿行于高山流水

间，细细品味生活的舒适惬意是一桩何等美事。晨光透过

途观的全景电动天窗洒入车内，其高达 1.1m²的玻璃尺寸

是普通天窗的 3倍，开启面积更比普通天窗大 40%，大自

然的气息迎面扑来。此时点一支悠扬的歌曲，丹拿 8喇叭

豪华立体扬声器忠实还原每一个音符，为耳朵做一次放松

SPA。
行驶途中，途观的真皮座椅触感柔和，同时座椅结构

兼顾舒适性与支撑性，完美贴合人体肩部、腰背部和腿部

曲线，为驾乘者提供良好的肩部支持和腿部空间。早春时分，

体感微凉，一键开启智能自动恒温空调，系统可通过遍布

车身内外的传感器感知温度差异及日照强度，实现 0.5℃的

温控精度，还可根据驾乘者需求左右分区独立调节，全力

打造舒适惬意的车内空间，让旅行变成悠然自如的驾乘享

受。

有人说，如果你足够热爱生活就买 SUV吧。拥有一

辆 SUV能够让你张弛自如，在紧张有序的都市节奏中体验

惬意洒脱的乐趣。途观拥有强大的动力性能与先进的车载

装备，不论在工作或是生活都能成为车主可靠又睿智的出

行拍档，带领车主领略无垠的人生美景。

高效操控 纵情驾驶驰骋

城市的现代化带来了高效有序的生活方式。久居钢筋

水泥的樊笼，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变得弥足珍贵。不妨驾

驶着途观穿街过巷，纵情驰骋，享受迎风疾驰的快感。途

观拥有 300TSI、330TSI两款动力配置，在可靠的水冷式

涡轮增压器、燃油缸内直喷技术和液压进气正时技术的组

合下，实现高效动力输出。以 330TSI车型为例，在 1700
转 /分钟到5000转 /分钟的区间内，可输出高达280 N·m
的极限扭矩，快速响应操控需求，使得起步、提速都在分

秒之间，彻底点燃驾驭激情。

与之匹配的 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配合智趣方向盘换

挡拨片，使途观拥有快速灵敏的挡位切换表现。此外，区

别于同级 SUV普遍配备的适时四驱，途观搭载 4MOTION
智能全时四驱系统，在行驶的任何时间，所有车轮均独立



随着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现代家庭人员结

构更加多元化，消费者对座驾的造型与空间、科

技与动力、安全与品质等要求也更高。全新途安

L基于全新MQB平台打造，在外观内饰、车身

尺寸、科技配置、动力系统、安全性能等方面全

面升级。在 2016北京车展上，六座版车型全球

首秀，未来，这款高级家庭用车将提供五座、六

座及七座版多种选择，以更出色的综合实力出击

高级家庭用车的新市场。

全新设计定义大颜值

全新途安 L采用 Fashion Harmony设计理

念，赋予了新车更加年轻时尚、和谐动感的外型，

内饰线条流畅简练，风格时尚明快。驾驶座舱采

用Driver Focus设计理念，中控屏向驾驶席略

微倾斜，环抱式驾驶座舱更显人性化。全新途

安 L诞生自全新MQB平台，新车长、宽、高和

轴距分别为 4527mm、1829mm、1659mm、

2791mm；与上一代比，全新途安 L的车身长

度与轴距分别增加 132mm和 113mm，达到部

分A+级 SUV和B级三厢车的水平，车内空间

大幅提升，为家庭出行带来无尽遐想与可能。全

新途安 L还拥有摩登蓝、咖啡棕、魔力灰等七种

车身配色，并有黑色、米色、黑棕双拼三种内饰

配色选择，搭配 16吋、17吋共三款不同造型风

格的铝合金轮毂，充分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审美喜

好。

实用配置诠释大贴心

无论是空间使用的便捷，还是驾乘品质与

舒适性，全新途安 L都做到了真正的实用与贴

心。全新途安 L的星空全景电动天窗，拥有面积

1.4平方米左右的超大玻璃尺寸，此外还配备了

带有记忆和防夹功能的智能电动尾门，也是在同

级车型中首次采用。全新途安 L采用平整化座椅

折叠设计，并首次采用副驾驶座椅折叠功能，大

大增强了车内空间的实用性，容积最大可拓展至

1857L。第二排外侧座椅可选装集成式儿童安全

座椅，无需再被庞大的外置式儿童座椅占据大部

分空间。此外，新车配备有智能三区独立空调，

集成AQS空气质量系统和Clean Air PM2.5空
气净化系统，为家人带来适合各自宜人环境的同

时，有效阻隔车外空气中有害物质进入车内，呵

护全家人的出行健康。

科技升级玩出大乐趣

全新途安 L 280TSI、330TSI车型分别搭载

全新一代 EA211 TSI涡轮增压缸内直喷发动机

与第三代EA888 TSI涡轮增压缸内直喷发动机，

峰值扭矩分别高达 250Nm、300Nm。其中，第

三代 EA888 TSI涡轮增压缸内直喷发动机搭配

全新DSG七速双离合变速箱，带来澎湃动力输

出。不止如此，全新途安 L还配备有带 LED日

间行车灯的星耀氙气大灯、AFS大灯随动转向

等多项领先的灯光系统，带来宽阔的行车视野。

全面保护给家大安心

在安全驾驶方面，全新途安 L搭载十余项

前瞻安全科技配置，全程给予驾驶者更多辅助。

新车率先引入 SWA智能变道辅助系统，大大提

升了超车变道时的安全性。同时，配合 EPB电

子驻车制动系统 /Auto Hold自动驻车功能、升

级版 PLA3.0自动泊车辅助系统、全新一代 ESP
车身动态电子稳定系统、前后 8探头泊车雷达、

RVC 倒车影像、RKA+ 智能胎压检测系统、

MKB预防多次碰撞制动系统等领先安全配置，

全面提升驾车安全性。

引领高级家庭用车新潮流
摩登家庭大不同全新途安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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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飞机跨过晨雾，抵达苏梅岛，清晨苏梅岛爽朗的

海风，绿意葱葱的森林，蔚蓝色海天世界，让人整个身

心都沉浸下来。似曾相识的感觉在空气里弥漫，与苏梅

的相遇，犹如恋爱的邂逅。

初入眼帘，苏梅岛机场看起来像超大型花园也像微

型度假村，繁花似锦，充满热带岛屿风情。全开放式候

机厅，蜿蜒的荷花池环绕四周，当你在享用丰富的早餐时，

会有小鸟叽叽喳喳飞到盘子上，好生热闹。苏梅岛机场

是全世界最美的机场，没有之一。据说这个机场是由曼

谷航空建造，所以往返泰国的国内航线都是由曼谷航空

和泰国航空独营，机票价格常年居高不下。

因苏梅这美丽又诗意名字而对这个泰国南部小岛特

别有好感。苏梅是欧美度假客心中大热的旅行胜地，因

为这里有隐秘的豪华酒店，热闹的夜市，美味的泰式海鲜，

潜水胜地涛岛，风光绝美的安通，以及全球最疯狂的满

月派对。无论是想安静度假，还是寻求刺激热闹，在苏

梅都可以找到心仪的度假方式。

踏上苏梅岛，显然有别于曼谷的热闹喧嚣，更像是

一座被现代社会有意遗忘的“原生态”之岛。岛上最大

的特征，莫过于无处不在的椰子树，苏梅岛的面积不过

250 平方公里，几乎布满了茂密的椰林，据说，在开发

旅游产业之前，苏梅岛的主要经济来源即是岛上的椰子，

直到今天，岛上平均每月还要产出 200 万颗椰子送至曼

谷，所以苏梅岛又被称为“椰子岛”。

苏梅岛的美，以洁白如雪的沙滩和茂密的植被景观

著称，小岛东西由一条小山脉连贯，岛內丛林密布，海

岸线则如棕榈叶般向四下伸展。走在岛上，椰树随处可

见，甚至走在路上都可以闻到芳香的椰子味。而最棒的

享受莫过于慵懒地躺在沙滩上，倾听椰子树沙沙的响声，

欣赏绝美的夕阳。

左页上图：

苏梅岛机场里几百种花草，竞相
开放，在阳光下愈发显得明艳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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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每天早晨，味蕾被香醇浓郁
的咖啡唤醒。坐在阳台上的
躺椅，呼吸清新的空气，感
受身体与心灵彻底放空，完
全融入大自然的魔力。

右页从上到下图：

室内大理石浴室；每个房间都有
现磨咖啡机；清晨的栈桥染上了
朝霞，显得特别柔美。

An unusual lodging place, 
encountering Santiburi
非凡下榻地 
邂逅 Santiburi

Santiburi 隶属 The Leading Hotels 集团，位于湄

南海滩，苏梅岛的北部海岸线，月牙状的金色沙滩，坐

拥海岸线无敌美景，是岛上最抢手的海滩之一。地理位

置优越，距离苏梅岛国际机场仅 20分钟车程，闹中取静，

以其特有的奢华著称。

Santiburi 共有 65 栋度假别墅，在这里每间别墅都

错落有致地隐身于繁茂翠绿的山林之中，有的曲径通幽

处，有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到访者提供了私密的休

憩之所，宁静而隐秘。当你踏进前门的那一刻起，便能

清楚感受到酒店为客人在悠闲氛围中享受奢华住宿所付

出的每一分努力。室内的起居空间自然流畅地衔接至户

外的起居空间、日光床和私人泳池。别墅的装修巧妙融

合了现代的便利性及传统的泰式元素，如天然的藤制和

竹制家俱，以及色彩亮丽的泰丝。而此次入住的豪华海

景别墅被茂盛的植被包围，仿佛置身于天然氧吧中，由

此可以看出酒店力求与自然环境的完美融合。

推开门便是美不胜收的海景画，室内面积非常大，

一室一厅，整体是复古风格，色调明亮而温馨。主卧室

和客厅由古朴的木制推拉门隔开。宽敞的步入式衣柜，

双洗手盆，圆形浴缸和独立淋浴的连接大理石浴室。门

口是个小露台，每天早上会有专人过来送报纸，可以悠

哉边喝咖啡边看报，抬眼望去，无际的海岸与蓝天在地

平线交融，湄南海滩的美丽景致尽收眼底。

而最令人欢喜的还是浴室的设计，浴缸和外面的花

草世界仅有一扇玻璃之隔，辉映成趣，看起来颇具情调，

入浴时伴随着鸟叫虫鸣，令人心生惬意，神清气爽。

客房服务每天会有两次，上午清理房间，更换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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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页从上到下图：

Santiburi 大堂及游泳池；房间细节。

内的水果和洗护用品，整理好穿过的衣物，接近傍晚时分，

他们会贴心地为客人开好夜房，将空调调至怡人的温度，

拉上窗帘，以防蚊虫进入。

苏梅岛圣缇丽度假村（Santiburi Beach Resort 
&Spa Samui）的“夏日花园”仿佛是机场的热带花园的

序章一般出现在我眼中，让苏梅岛的“治愈系”得到了

延续。身穿着泰国传统服饰的“门童”彬彬有礼地接过

行李后，脸上露出泰国标志性的微笑和亲切的问候。办

完 check-in 的手续，不知何时等候在旁的礼宾们微微欠

身一躬，领着客人步下台阶，走入了Villa所在的花园，“度

假村的花园内种植着上百种的植物和花卉。”礼宾介绍道，

一脸平静，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一般。Santiburi 精心构

建的 23 亩花园营造了一步一景的精致感。部分树木的躯

干上还带着二维码，扫描一下即可查看它们的维基百科

名片。

“Santiburi 是泰语吗？有什么含义吗？”将我送达

Villa 后，正准备与礼宾告别时我问道。

“Santi 其实是酒店老板的名字，Buri 是泰语里‘地

方’的意思。Santi 泰语里本意是‘平和’，你也可以认

为这里是一个‘让人寻找平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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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起柔风拂面，轻水拍岸，一缕斜阳透过云端倾洒

下来，让整个人都沉浸在舒缓的节奏中，心绪慢慢沉淀，

渐渐安宁，感受这片天与地之间的灵气与和谐。静静坐

在瑜伽垫上，同教练一起缓慢地舒拉筋骨。疲劳所带来

的倦意，以及身体的酸楚，都随着这一张一弛，缓缓消散。

感受万物宁静的一面能给人带来最为舒适的心灵养息。

Santiburi 的行政主厨 Tangkuay Kwangkaew 总

能让人第一时间感受到亲切感，“我的家族来自中国，

但很遗憾，到了我这一代已经没人会说汉语了。我试着

学过，但汉语真得很让人抓狂。”他轻轻挠着头发，一

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然而，对于料理 Tangkuay 却有着

与众不同的天赋，小时候跟着外婆学习厨艺，乃至成为

一名泰国最优秀的厨师，Tangkuay形成了自成一派的风

格。厨师的料理水准如何，往往是一见钟情的一种感觉。

不被绑得紧紧的厨师制服所束缚，不因主厨的高帽而沾

沾自喜，全然是一种与客人交心的心境，勺下的料理自

然有着让人满足的水准。

Santiburi 酒店有许多趣味活动：瑜伽课、泰拳
课、烹饪课等都免费配备私教，特别适合情侣
度蜜月和一家人度假。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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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运动

冲浪，皮划艇，帆船

活动

游泳池，健身中心，网球场，排球，慢跑路径
（1.2 公里），台球，飞镖，足球，自行车，海
滩钓鱼，泰拳，泰国烹饪班，瑜伽和普拉提

儿童活动

儿童俱乐部，儿童游泳池和游乐场，足球场，自
行车，桌上足球，沙滩玩具，小“宠物动物园”

Watersports 

Surfing, kayak, Sailing ( Hobie Cat, Hobie Wafe, 
Laser) Personal coaching complimentary 

Activities 
Swimming Pool, Fitness Centre , Tennis Court, 
Volleyball, Jogging path (1.2km), Billiard, Dart, 
Football, Cycling, Beach Fishing, Thai Boxing, 
Thai Cooking Classes, Yoga and Pilates 

Children activities 

Kids Club, children’s pool and playground, 
football field, bicycles, table football 
, beach toys, mini “pet zoo”

炎热的午后，Tangkuay 带着我们在厨房里开始了别样的美食之旅，主厨将教我们

烹饪三道最经典的泰式料理。每每参加泰餐 Cooking Class，冬阴功海鲜汤总是逃不

掉的，然而，Tangkuay却有着自己的独门配方，冬阴功汤底选用鸡骨熬制而成的鸡汤，

与大虾、鱼露和各式香料熬制而成。Tangkuay 说这是家族的秘方，看来毕竟由中国迁

徙而来，料理中依然带着中餐的风格。

上可阳春白雪，下可下里巴人，或许是对 Tangkuay 的料理最佳评价。在圣缇丽

度过的假期，我们的舌尖似乎尝遍了主厨的料理，从酒店泰餐厅的泰式 Fine Dining 中

让人惊艳的红毛丹鸡肉球与泰式香辣海鲈鱼的创意泰餐，到在海边餐厅所尝到的以泰国

家庭风情为主打的海鲜料理，各具特色。于我而言，我更喜爱这种家庭口味的佳肴，亲

切且没有什么负担。如同湄南的海水一般，纯粹、简单，天然去雕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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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noon delighting in SPA
午后怡情 SPA

都说不做 SPA 就好像没到过泰国，苏梅

岛的 SPA 像是星罗棋布，有的地方甚至能到

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程度。泰式按摩和古式按

摩是爱好者最青睐的项目。

躺在树影海滩边，轻柔的音乐，伴随着海

浪涛涛。时而飞鸟鸣叫，时而树叶摩挲，清新

自然，十分宜人。再配上精油香薰的芬香，整

个午后的时光会随之被慢慢拉伸，舒展开。而

泰国古式按摩的特殊韵律，也会让你沉浸其中，

慢慢入睡。等按摩师轻轻地将你唤醒，你会发

觉整个人犹如脱胎换骨，精神奕奕。

Santiburi Spa由美丽的花园和绿洲环绕，

环境优美，私密而隐蔽，这里使用泰国当地珍

贵的草药，提供世界一流的治疗。水疗护理的

广泛包括按摩，修甲，PEDI-疗法和芳香浴仪式。

净化身体，放松心情，恢复活力。

泰式 Spa 水疗按摩融合了东西方的水疗

特色，配以传统的泰式按摩，在西方香薰按摩

Santiburi Spa

An oasis surrounded by beautiful gardens, the 
Santiburi Spa provides guests with professional, 
world-class treatments designed to purify the 
body, relax the mind and re-energize the spirit. 
Using healing Thai herbs, the wide array of 
spa treatments include massages, manicures, 
pedi-cures, and aromatic bath rit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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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加入泰式香料，形成自己独特的 Spa 风格。泰

式 Spa 提倡简约而又现代的概念，“重生”是泰式 Spa
的精神。离开喧嚣的都市红尘，通过 Spa 让生活重生。

泰式 Spa 很重视身体与心灵的协调，带有神秘色彩

的自然疗法和养生之道。泰式 Spa 有很多秘方，除了在

推拿和按摩时，采用天然植物精华调制成的各种美容美

体原料外，还搭配有特别的 Spa 饮食。

泰式传统按摩、冥想、瑜伽、太极等 Spa 项目，是

一种崇尚治疗与减压的 Spa 模式，以求达到身体和心灵

的放松与平衡。

泰式 SPA 的黄金法则：

1. 做 SPA 前不要吃得太饱，因为这样会造成血液流

通不顺，多吃一些清淡的，尤其是在SPA前不要摄入酒精。

2.SPA 前避免过度清洁自己的脸部，因为在做 SPA
的时候治疗师会第二次清洁，这样会给面部带去刺激。

3. 在做身体护理前最好做一个蒸汽和桑拿按摩，有

助于放松和血液循环减轻压力。

4.如果是男性，在做SPA的前一天晚上最好剃胡子，

不然第二天肌肤会因为胡子的原因造成治疗效果吸收不

是很好。

5. 告诉 SPA 治疗师你对室温和背景音乐的要求，如

果治疗师不会英语要提前咨询好。任何问题一定是在理

疗前开始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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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eam for the night 
in midsummer 
仲夏夜之梦

傍晚时分是苏梅岛最美、最安静的时刻。当夕阳斜

下，渐渐沉入远方的海天一线之间，远方的海水和天际

都会被印染成绯红，整片湄南海滩罩在一片玫瑰红中，

散步沙滩，海水的温度正合适，每每此时，都很陶醉期间。

而在沙滩餐厅的晚餐，是我在苏梅所见过的最浪漫的夕

阳瞬间。当夜幕来临时，布置在沙滩上的餐桌，会坐上

成对成对的情侣们，或依偎，或携手，和这大自然的柔

和色彩组成动人的画面，气氛浪漫温馨。而当夕阳沉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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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iburi 有四个餐厅：沙滩
餐厅、Sala Thai 泰餐厅、泳
池餐吧、酒店大堂餐厅。
红毛丹鸡肉汤、海鲜龙虾汤、
罗勒叶烤澳洲牛眼肉、泰式
蒸虾、泰式香辣海鲈鱼，都
是不容错过的美味。
酒店提供有趣的泰餐课程，
是跟着大厨学做泰餐。相较
于中餐，泰餐做起来完全没
难度，主要还是靠各种酱料
的调味，和大厨做出同样美
味的秘诀就是多加半勺糖和
少许鱼露。

Tips

天际所泛出的幽幽的蓝紫色，配合着餐厅的昏色灯光，

又体现着另一种幽谧的浪漫氛围。让爱恋中的人们，能

够尽情在私密的时光中，慢慢体会美食入口的幸福。

青木瓜沙拉，无须赘述，泰餐中一定要点的清爽开

胃菜 。
冬阴功汤，这里的做法更精致，大个的新鲜海虾，

原只草菇，配上香茅、青柠叶、鱼露等，吃起来酸酸辣辣的，

非常开胃。 
红咖喱鸡肉，辣度最高，最适合拌饭，单吃可能会

感觉到挺辣，但拌上米饭，鲜美可口。 

左页从上到下图：

海边餐厅每当夕阳西下夜幕降
临，就会亮起温馨浪漫的灯光，
你可以选择坐在室内，当然，室
外会更有情调。

每天早餐都有鲜榨的果汁，你可
以自行搭配。

右页上图：餐厅最名的美食，不禁

让人食指大动。

众所周知，泰国名汤冬阴功汤，是世界十大名汤之

一，因其放入了多种香料和食材一起炖煮，汤以色泽全红，

汤味馥郁可口，酸辣十足为上佳。

要煮出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冬阴功汤，需要注意以下

几点：

1. 泰国东部地区的冬阴功汤，会加番茄，不仅颜色 
鲜艳，口感也多了另一种酸甜。

2. 用鸡汤高汤来代替清水 , 味道更鲜美。

3. 最后关火再加入柠檬 / 青柠汁调味，太热会破坏

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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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iburi Golf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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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iburi Country Golf Club 是 18 洞锦标赛高尔

夫球场，世界排名前十，作为亚洲风景最秀美的球场之一，

已多年在 PGA 亚洲巡回赛上扮演重要的一站。

Santiburi Country Golf Club 依山而建，被椰林和

鲜花簇拥着，18 杆洞，全长约 7000 码。每个洞都被设

计在不同高度的山丘上，与视野之中的碧海青山的悠闲

气氛不同，这里的球场的难度却是“魔鬼级”的。其中

第 17 洞为最佳观景点，在欣赏着连绵碧海的同时轻松休

闲，草皮修剪得整整齐齐，附以山石、林木、小溪，和

大自然融为一体。

从酒店到球场有免费的穿梭巴士，仅 10 分钟路程。

还为每个球员提供一台电动车，以及单独的球童陪同。

Santiburi 一直以来与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来此的体育

界名人比比皆是。德约科维奇在 2008 年参加泰国网球公

开课后，与女友一同在圣缇丽度过了美妙的假期。曼联

俱乐部名宿大卫·梅也曾造访此地。英超另一大豪门球会

切尔西以及 F1 红牛车队的成员们也曾下榻于此。

Santiburi Country Golf Club 是一家独特的私人俱

乐部，为您提供最好的设施。 课程也是世界级标准，并

将测试每一个高尔夫球手，因为要求他们打出的每一杆

都需要最大限度的思考和准确度，希望实现他们的最好

成绩。然而，发球台被放置在不同的位置，以确保的高

尔夫球手在测试过程中也可以享受乐趣。在打较长的前 9
洞时力量和准确度都是必要的， 技巧和精确度的要求是

必须。在较短的但充满危险的是后 9洞，尤其是第 17洞。

酒店客人可享 25% 的折扣。
所需的球具、衣物等都可以现场租到，无需提前准备。
每天下午 3:30 以后，打 9 洞有更低折扣。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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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uise
海上巡游

来到白云蓝天，处处碧海之地，一定要出一次海，

去体会微风轻浪中的闲情。乘坐帆船或游艇，摇曳在海上，

体验乘风破浪的快感，绝对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海上游弋

体验。而到访之地是苏梅岛海域的 five island，由五座

相邻的无人小岛构建的岛链。

据说，五座小岛是神灵遗留所至，因此被大家视为

吉祥之地。当小船驶近小岛时，才发觉岛上还是住着人

的，他们会以悬崖峭壁为依托，用草木建上高脚茅草房，

和自己的家人居住于此。问及船老大，才知道他们是岛

上的守燕人。这里海燕众多，一到北方的冬季，海燕纷

纷来此落巢，部分以燕窝为生的居民就迁移至此，虽然

物质简陋清贫，却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一叶小舟漂浮于世，风浪起时，左右摇摆的厉害，

会有要被摔下海去的惊心。而海上的天气也变幻莫测，

些许时间，不远处就聚集起了厚厚的云层，下起瓢泼大雨。

而回眸苏梅，仍旧静立与艳阳之下绿意盎然。自然界的

美妙奇景，也只能在此种环境中观赏到，苏梅的美得益

于此。

祖父祖母石

苏梅岛上具代表性矗立岸边的 2 块石头，又称男人

石（HinTa）和女人石（HinYai），位于苏梅岛东海岸，

查武恩海滩的南部。这是苏梅岛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

石头的造型是经由天然风化海蚀而成，状似男女性生殖

器，阿公石直直耸立在岩石上，阿妈石则隐没在波涛汹

涌的海中，只有在退潮时方可清楚看见，仿佛在述说着

远古文明的生殖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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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岛

涛岛是泰国东南面的小岛，因为外形类似一只乌龟，

所以此岛又被称为是“龟岛”，这儿是个面积仅有 8.5 
平方英里的小岛，从帕安岛的通拉市搭快轮来此约需 2 
小时，若乘坐一般的轮船则是 4 小时左右。此地的珊瑚

礁和丰富的海洋生物，提供极佳的潜水环境，是泰国最

有名的潜水胜地。涛岛是暹罗湾中最棒的潜水地点。海

中丰富的海洋景观，不论是潜水或漂浮在海面上、甚至

一早起床到海边丢面包喂鱼都是一种享受。这里也是拿

潜水执照的好地方，共计有 10 余个著名潜水点，拿到

PADI 各级潜水执照的价钱比别处便宜许多。

安通国家海洋公园

安通国家海洋公园 (Angthon National Marine 
Park) 是泰国国家海洋公园之一，由 42 个小岛屿组成，

为海洋自然保护公园。石灰岩构成的悬崖峭壁、白色的

沙滩、隐蔽的礁湖和茂盛的丛林及野生长臂猿，在少有

人烟的小岛上随处可见。由 40 多个小岛组成，辽阔的大

海和石灰岩的小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明信片画面。从苏

梅码头搭快艇约 1 个小时可以到达，路上运气好还能遇

上成群的海豚。 
安通因为要保护海洋环境，所以只有一个浮潜点，

几乎所有的快艇都会停靠在这个港湾，其实下水后会发

现越是离岸边近，鱼儿越多，底下的珊瑚礁上还有很多

黑色海胆，可惜的是没有看到小丑鱼。

大沙滩 

苏梅岛东海岸，长达 7 公里，是苏梅岛上最长、最

热闹、最负盛名的大海滩。由于海滩被各个酒店和度假

村占据，因此内陆一侧才是海滩路，路的对面是酒吧、

餐厅、商店和娱乐场所等。沿着海滩的道路有着众多的

高级饭店、度假村、餐厅、潜水学校、风格各异的酒吧、

购物中心，是游客的集散地和夜生活的中心。海滩上柔

软的白沙滩和碧绿的大海相映，景色十分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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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雅寺

帕雅寺位于大佛海滩边的小岛上，是苏梅岛上出名

的地标和景点。寺庙内有一尊高 12 米的金色大佛像，雄

伟壮观，你从任何角度接近苏梅岛，都能一眼先看到这

尊高大的佛像。

帕岸岛

帕岸岛是一个位于泰国东南方暹逻湾中的岛屿。它

以满月派对而闻名全球，也是许多自助旅行者的旅游点。

帕岸岛有两个姐妹岛：南边的苏美岛及北边的龟岛。 对
于过去整整一代背包客来说，泰国帕岸岛只代表着一件

事，那就是月圆之夜的派对。每个月都有超过 2 万名年

轻的背包客来到哈林海滩，迫不及待地脱掉鞋子，在又

细又软的白沙滩上尽情跳舞狂欢到第二天。然而，帕岸

岛并不只是荧光棒和派对的代名词，从泰国著名旅游胜

地苏梅岛出发，乘坐摆渡，只要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帕岸岛。

岛上有茂密的丛林和连绵的山峰，不过，最出名的还要

数这里的沙滩，可以算是亚洲最好的沙滩之一。

蝴蝶园

苏梅岛蝴蝶园坐落于素叻府苏梅岛西南角的一个山

谷中，由山谷、溪流所形成的自然生态环境使它成为一

个极适合蝴蝶以及其他生物栖息的地方。园内生活有 30
多种，上千只色彩各异的蝴蝶，它们成为这个花园的精灵，

成为这个花园最灵动的色彩。

左上图起顺时针方向：

参观帕雅寺不能穿短袖短裤，裙
子要长过膝盖，要特别注意。

当地人用小桶装着各种饮料和酒
精贩卖，可以调制属于自己口味
的饮品。

满月派对上的手工艺品。



出海打鱼的渔船临时靠岸。

潜水拍到的海底世界，五彩斑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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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沙滩、海浪、热带植物完美融合，风格各异的建筑，丰
富多样的水果和美食，这就是西太平洋上的千岛之国菲律宾。
在这里，你可以领略它数百年变幻的历史风云，也可以走入它
茂密的丛林安享安宁与静谧；你可以乘坐螃蟹船乘风破浪，也
可以在高处远望星罗棋布的海岛；你可以享受海钓带给你的一
次次惊喜，也可以切换到马卡蒂商业区现代生活的场景里。在
这里，太多的美景可以欣赏，太多的风情可以体验，当然，也
有太多美好的记忆值得你珍藏……

别样菲律宾

A very 
different
文／图   Steven 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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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fect blend of sunshine, beach, waves and tropical plants, various 
styles of architecture, a rich diversity of fruits and delicious food, this 
is the Philippines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Thousand-Island country 

located in the western Pacific island. Here, you can enjoy its hundreds 
of years of change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you can also walk into its 
dense jungle and enjoy peace and stillness; you can ride the winds and 
break the waves by taking crab boats, it is also possible for you to take 
a broad view of the islands scattered all over like stars in the sky; you 

can enjoy the surprises brought by sea fishing, it can also be switched to 
the scene of modern life of Makati business district. There are too many 
beautiful landscapes for people to enjoy and too much amorous feelings 

people can experience, of course, there are too many wonderful memories 
which are worth cher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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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yon Cove Hotel 
and Spa

CCanyon Cove is a holiday 

village in the south of Manila, 

there are vacation property 

and private beach, it is a 

popular holiday village. A few red buildings 

extend layer upon layer from the seaside 

into the hillside, it looks very vigorous at 

a distance. There is large swimming pool 

in the hotel, clear and free of all pollution, 

the rippling surface of the water spreads, it 

is the children’s favorite. There are several 

small pavilions along the beach, hiding 

under the tree, taking good care of scarce 

shade, guests sit face to face, drink some 

cold drinks or beer, enjoying the sea breeze 

and it is a very wonderful enjoyment. 

The great variety of water sports is the 

most popular item of Canyon Cove holiday 

village including motorboat, banana boat, 

kayak, etc. And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crab 

boat with the most popular Philippine’s 

characteristics. The guests are able to enjoy 

the journey of going to sea for about two 

hours by taking crab boat, in addition to 

enjoy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the coast, 

they can also experience programs such as 

sea fishing, snorkeling, etc.  

Being supported by the crew, boarding the 

crab boat carefully, as the motor rumbles, 

the crab boat turned about and headed 

toward the broad sea. Due to the long 

bamboo poles on both sides of the ship’s 

rail which look like scaffold that supported 

the hull on the sea, the crab boat was 

outstanding in its stability. The bamboo 

poles moves up and down, sometimes, 

they touched the water surface, it seemed 

sending a lightweight kiss to the sea 

water, sometimes, they lashed the waves 

, splashed loads of spray and vented 

extravagantly the joy of cleaving through 

the waves, i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unique 

scenery of crab boat. There is a very big 

ceiling for crab boat which is capable of 

blocking the strong sunlight so that visitors 

can be freed from the scourge of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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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ure.

Leaving the dock, our boat 

traveled forward along the 

coast. The meandering coast 

unfolded slowly like a long 

scroll of painting, the rich topography 

and physiognomy looked like a novel 

with twists and turns which attracted 

your constant reading. Some of the 

coasts possess verdant trees, it is a scene 

of vitality, others revealed light yellow 

sandstone, the graceful ups and downs 

or a mottled hole on the surface of the 

sandstone all displayed each moment 

of years of carving. There were even 

numerous holiday villages and private 

villas along the way which showed the 

style of a holiday resort without making 

any effort. Various shapes and colors of 

villas which could be overlooked from 

around the sea made people really envious.

Nurture Wellness 
village

Health is the main element of 

Nurture Wellness Village, 

the holiday village is located 

in the jungle, it is in perfect 

harmony with the nature, the guests are 

reluctant to leave because of the healthy 

diet provided by the holiday village and 

all sorts of healthy leisure projects. The 

reception desk of holiday village is just 

like a big pavilion, it is completely open, 

it is surrounded by lush trees, the breeze 

goes through the hall, you can also feel 

comfortably cool and refreshing in a 

tropical island such as the Philippines. 

You can feel the style of being simple and 

natural of the holiday village from the 

reception, there is no excessive decoration 

and furnishings for scaring people, there 

are plenty of soft sofa, the tables made 

of slightly clipped trunk, small articles of 

personal adornment in a traditional local 

style, such as wind bell, tambourine, hand 

painted decorative painting, etc, although 

they are not new items, they render a 

traditional feeling and relaxed atmosphere. 

The rooms are located everywhere in the 

jungle; it is in a harmonious combination 

with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atched roofs, wooden doors and 

windows, the white outer walls, it seems 

to be slightly old-fashioned, however, 

it is just this obsolescence which made 

these rooms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without showing 

any incongruity. Most rooms are half 

concealed, exposing a roof or half a door, 

it is not presented straightforwardly. 

Walking among them, it seemed that 

we were accompanied by silent melody. 

The transformation is both smooth and 

appealing. 

A SPA is indispensable experience and 

enjoyment in Nurture Wellness Village, 

some SPA rooms are situated on the 

second floor of the guest room, you can 

reach there by taking the spiral staircase, 

it is very convenient. You are ab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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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all kinds of SPA here, especially 

the SPA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ilippines, coconut oil is a unique 

essential oil for SPA, the technique of 

technician is authentic and his service is 

also serious. Each step is elaborate, after 

one treatment, the body feels relaxed from 

the inside out, as if every cell was renewed. 

If you have more spare time, it is possible 

for you to visit the organic vegetable 

garden in the nearby area of the holiday 

village. All kind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are planted here, all of them belong to 

organic farming, no chemical fertilizers 

are applied here. Under the sunlight, 

whether it is fruitful jackfruit or vegetables 

just emerge from the ground is growing 

vigorously. The nature displayed its most 

harmonious existence and most natural 

growth in such a small garden. It seems to 

remind the visitors of adjusting their own 

way of life and obtain a more perfect life. 

This is perhaps what Nurture Wellness 

Village want to tell their guests. 

Taal Volcano

Taal Volcano is a scenic spot 

which is worth visiting,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beauty; 

the process of riding up and 

down the mountain is also impressive. 

Tourists should take crab boat from the 

main island to the volcanic island in order 

to visit the volcano, and then ride up the 

hill. The horses here are very short, when 

sitting on the horse, it does not feel very 

steady, it is very easy to swing from side to 

side, but after a short ride, people will be 

slowly adapted to it. 

After riding for a while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the 

road becomes rough, what made people 

even more uncomfortable is that there 

is thick lime soil on the roads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The 

dust will be highly raised after the hoofs 

of the horse; it is not called the darkening 

of sky above the grotto but clouds of dirty 

smoke, your face and body were full of 

dust, fortunately, masks were prepar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journey, otherwise, 

we should really experience the suffering of 

taking dust. The weather was very hot, the 

little pony struggled to climb and breathed 

heavily, the tension of muscle could be 

seen very clearly. The guy the sweat of 

whom fell straight down took the reins 

of the horse on the side. The mountain 

road is rough and narrow, the guests are 

required to be careful for the purpose of 

not touching rocks or branches in order to 

avoid collision or scratches.  Although the 

process of climbing is very hard, however, 

as the height rises,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the island was slowly presented, a 

cascade of mountains, lush trees andthe 

broad sea surface in a distance as well as 

the graceful outline of even more distant 

island constitute a beautiful picture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blue sky and white cloud. 

After the last painstaking sprint, we finally 

got to the terminal point on top of the 

mountain. After getting off the horse 

and climbing dozens of steps on foot, we 

have ultimately crossed the ridge, then 

a picture of beautiful scenery of volcanic 

lake suddenly appeared in front of us. The 

rolling contour of crater surrounded the 

lake water which looks like green emerald, 

like a huge emerald ring floating on the 

surface of the sea, the lake water has a 

unique texture, it doesn’t seem to be as 

sparking as the sea water and it doesn’t 

have the ups and downs caused by the 

ripples of the sea water. That’s the feeling 

of jade, smooth and sleek, people cannot 

help but want to feel it.  There is st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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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 sea water and dots of sea islands in 

the distant area of the crater.  Overlooking 

this invigorating scenery, the hardship 

and dust encountered when climbing up 

the hill seemed to be put out of the mind, 

people have been absorbed in appreciating 

greedily this beauty of the world.

Taal Vista Hotel

Taal Vista Hotel is another 

popular holiday village for 

tourists. The buildings in the 

village are not tall and large 

and they stretch out along the ridge of the 

hills by the sea.

The main building of the Hotel was first 

built in 1939 and it became the primary 

choice of the Mariland elite people for 

their holidays and conferences. Many 

events have occurred during the 80 years 

of its history. The Hotel has become a hot 

resort for holidays upon its renovation 

and enlargement. The guest rooms of Taal 

Vista Hotel are painted mainly in light 

color, the white color is adorned with light 

brown and dark green color. The two light-

blue silk cushions added bright spot and 

taste to the room. The matching of the 

colors gives out a feeling of simplicity and 

cool which naturally relaxes the mood 

the guests. In the history of nearly eighty 

years Taal Vista Hotel has always been 

welcomed greatly. The unique geographic 

location is most important. The Hotel is 

located on the highland by the sea. There 

is no eye-blinding things on the side of the 

Hotel facing the sea. A beautiful view of 

the sea and sky spreads out as far as the 

your sight reaches. The viewing platform 

of the Hotel is the favorite spot of the 

guests. The platform stretches out along 

the highland by the sea. With a length 

of more than one hundred meters, the 

platform has become the best place for 

strolling and viewing. Standing on and 

looking out from the platform, there are 

rising and falling slopes of hills which are 

covered with layer after layer of green 

vegetation in the near front. A little far 

away are the zigzag coastline and scattered 

civilian houses. On the right side is the 

main island, small hills of about the same 

height stretch out, on the left side is the 

vast sea in which scattered big and small 

islands. The nearest one is a volcano island 

with fine lines and gentle curves which is 

the focus of the whole landscape and also 

the best background for the guests to have 

a photo taken.

By the evening, taking a stroll 

along the viewing platform, 

the cool sea wind blows again 

and again and the heat of the 

daytime is carried away. While the far 

islands loom up, the lights in the small 

town by the sea gradually shine up. On 

the big tree by the platform, some small 

lanterns are lighted up. The nigh sight 

loses some color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daytime, but is added with some 

quietness romance, showing another kind 

of charming t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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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马尼拉
马尼拉是一座富有浓厚热带情调的城市，也是东南

亚地区著名的旅游胜地，城内可供游览的名胜很多。位

于马尼拉市中心的黎刹尔公园，占地 58 公顷，它原名鲁

纳达公园，后来为纪念菲律宾的民族英雄黎刹尔博士而

改名为黎刹尔公园。黎刹尔博士是个教育家，同时也是

文学家和艺术家。他早年学医，后从事反对西班牙殖民

统治的斗争，领导人民完成了以 1862 年卡比特运动为

开端的独立运动，后被殖民统治者杀害，年仅 35 岁。为

了纪念他的丰功伟绩，公园里铸有他的铜像，每天有两

名警卫守护。

马尼拉最著名的大街是罗哈斯（Roxas）海滨大道，

又称日落大道，它沿着海岸从南往北笔直延伸，长达 10
公里。罗哈斯大街是为纪念战后的第一位总统罗哈斯而

命名的。这里融合了东西方的许多特色，道路宽阔、椰

树夹道。街道两旁有国际会议中心、文化中心、国际贸

易展览中心、豪华酒店、夜总会、商场等，这些建筑物，

大多数是 70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兴建的，设计新颖别致，

融合了欧洲和东南亚的建筑风格，很多建筑都高达几十

层。在大道上欣赏落日已成为马尼拉一景，每到夜晚，

Strolling in Manila

各种街头演出、聚会又让这条大道热闹非凡。外来的旅

游者都要到这里领略一番典型的马尼拉风光。

马尼拉还有一些著名街区，也是旅游者观光的地方。

作为马尼拉中央商务区的马卡蒂（Makati）市，拥有包

括马卡蒂街、阿亚拉（Ayala）等金融商业街。阿亚拉街

原是西班牙财阀阿亚拉的私有土地，经过多年的不断扩

建发展成为今日菲律宾最繁荣的商业中心。这里集中了

许多公司、餐厅、商店、电影院和马尼拉第一流的饭店，

不少外国大使馆也在这个地区。

马尼拉保留了很多古建筑，那些布满着苔藓的古教

堂外表古老，式样别致，建筑水平高超，与现代建筑互

相辉映，形成东方与西方、质朴与繁华，古老与现代的

混合体。马尼拉市教堂极多，每一个教堂都有其建筑年

代的特征，是马尼拉历史的无声见证。市内著名的圣·奥

古斯丁教堂建于 1599 年，是菲律宾最古老的西班牙式

天主教堂，也是菲律宾境内最古老的石造建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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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yon Cove 是马尼拉南部一个度假村，

有酒店和度假地产，还有私家海滩，是很受欢

迎的一个度假村。几幢红色的建筑重重叠叠从

海边往山坡上延伸，远远看去很有气势。酒店

有大大的游泳池，清澈见底，水波荡漾，是孩

子们的最爱。沿着沙滩有若干个小亭子，躲在

大树底下，呵护着一份难得的阴凉，客人在此

相对而坐，喝点冷饮或啤酒，吹吹海风，是非

常惬意的享受。

丰富多彩的水上运动是 Canyon Cove 度

假村最受客人欢迎的项目，有摩托艇、香蕉船、

皮划艇等等，当然少不了菲律宾最具特色的螃

蟹船。乘坐螃蟹船，客人可以享受两个小时左

右的出海行程，除了欣赏沿途的海岸美景外，

还可以在行程中体验海钓和浮潜等项目。

在船员的搀扶下，小心翼翼登上螃蟹船，

随着马达的轰响，螃蟹船调转方向，向着宽阔

Canyon Cove Hotel and Spa
的海面驶去，螃蟹船因为船舷两边伸出长长的

竹竿，像两个支架一样把船体支撑在海面上，

所以有很好的稳定性。竹竿上下起伏，时而轻

抚水面，好像给海水送出一个轻巧的亲吻；时

而拍打海浪，飞溅起一串串水沫，放肆地发泄

着劈波斩浪的痛快，可算是螃蟹船的一道独特

的风景。螃蟹船有大大的顶棚，可以挡住强烈

的阳光，使游客免受暴晒之苦。

离开码头，我们的小船沿着海岸向前行驶，

蜿蜒曲折的海岸像一幅长卷慢慢展开，丰富的

地形和地貌像一个情节曲折的小说，吸引你不

断地翻篇阅读。有的海岸树木茂盛，一派生机

盎然；有的则裸露出浅黄色的砂岩，砂岩表面

一个优美的起伏，或是一个斑驳的坑洞，都在

展示着岁月雕刻的一个个瞬间。沿途更有无数

的度假村、私家别墅，毫不掩饰地展现出一个

度假胜地的派头。一个个形状各异、色彩缤纷，

临海远眺的别墅，也确实让人羡慕不已。

海钓是一定要体验的项目，工具非常简单，

没有鱼竿，只是一卷巴掌大的鱼线，船员帮客

人装好鱼饵，就可以直接用双手将钓饵从船舷

外慢慢沉入水下，大约往下放六七米即可。在

这里海钓，既不需要技术，也不需要漫长的等

待。鱼饵放下一两分钟，如果你感觉到有东西

在扯动鱼线，你的手会感觉到像脉搏似的跳动，

你可以轻拉鱼线，如果确实地感觉到一种下坠

的力量，说明鱼已经咬钩了，这时你需要快速

地用双手收起鱼线，随着手中的鱼线越来越短，

惊喜倏忽而至，石斑鱼，或者是其他你根本叫

不上名字的海鱼就会像变魔术一样浮出海面，

提着鱼线，感受鱼线末端石斑鱼的跳动，看着

它光滑湿润的皮肤，还有挣扎时不断变换的姿

态，绝对是一个难忘的体验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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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ninsula Manila
马尼拉半岛酒店

马尼拉半岛酒店位于马卡蒂市中心，因其经典的地

位和富丽堂皇而被誉为“首都里闪耀皇冠上的珠宝”。

30 余年来，马尼拉半岛酒店树立了奢华尊贵和端庄典雅

的标准，酒店奢华尊贵、舒适宜人。

马尼拉半岛酒店每年吸引无数宾客来此就餐，各

大餐厅酒吧风格各异，令人耳目一新，风味美食种类繁

多，唇齿留香，回味无穷。步入大堂，眼前豁然开朗，

大堂不仅面积很大，而且空间也很高，环绕大堂一圈绿

意盎然的棕榈树，让大堂顿时显得生机勃勃，让人恍惚

间忘了自己是在一个酒店大堂的内部，而是在一个阳

光灿烂的热带植物园。大堂茶座是马尼拉半岛酒店的中

心，提供二十四小时餐饮服务，向来都是菲律宾社交名

人聚首之地。大堂天花板之上辉煌夺目的“旭日”雕塑

是整个大堂茶座的点睛之笔，该作品由菲律宾国宝艺术

家 Napoleon Abueva 创作而成。19 勺的巨大“Pen 
Pals”可供八人分享，是大堂茶座最受欢迎且最美味的

冰淇淋。

酒店客房和套间宽敞明亮，在设计中均选用经典优

雅的菲律宾元素，色调丰富浓郁，家具美观时尚，丝织

品及装饰品尊贵典雅，并且配有奢华大理石浴室采用天

然材料进行装饰，提供各种现代设备和顶尖科技，风格

别致；宾客置身其中，更可观赏迷人城市景观。

酒店专有的特色半岛学堂，开展不同的文化艺术活

动，引领客人以不同的角度，亲身体验菲岛的魅力及不

断变化的文化风情。郁郁葱葱的热带花园中，半岛水疗

中心气氛恬静、设施先进，令宾客焕发活力、舒展身心。

酒店的泳池也令人称道，不仅面积大，而且四周有郁郁

葱葱的树木环绕，俨然一幅城中绿洲的景象。在泳池里

畅游之后，斜靠在池畔的躺椅上，点一杯清凉爽口的果汁，

享受一段不一样的马尼拉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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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尔火山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景点，不只是因为风光

优美，骑马山上和下山的过程也令人印象深刻。

游览火山需要从主岛乘坐螃蟹船达到火山岛，然后

再骑马上山。这里的马比较矮小，坐上后感觉并不是很

稳当，容易左右摇晃，不过经过一小段骑行之后就慢慢

适应了。

从山脚的出发点骑行一小段后，路就变得崎岖起来，

更让人觉得不适应的是从山脚一直到山顶的路面都有很

厚的土灰，马蹄踏过之后会扬起高高的灰尘，不能说遮

天蔽日，但也称得上是烟尘滚滚，一下你的脸上、身上

就沾满了灰尘，幸好出发时准备了一个口罩，不然真的

塔尔火山
Taal Volcano

要感受一下“吃土”的苦头了。

天气很热，小矮马吃力地向上攀登，大口大口喘着

粗气，肌肉的紧张清晰可见。牵着马缰在旁边赶马的小

伙也满头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山路崎岖而狭窄，客人

需要小心左右不要碰到山石或树枝，避免磕碰或划伤。

攀登的过程虽然辛苦，不过随着高度上升，海岛优美的

景色慢慢呈现出来，层叠的山峦，葱郁的树木，远处开

阔的海面以及更远处海岛的优美曲线，在蓝天白云的映

衬下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

在经过最后一段艰难的冲刺之后，我们终于上到了

山顶的终点。在下马步行往上爬过几十级台阶之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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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终于越过了山脊，而一幅绝美的火山湖美景豁然呈现

在我们眼前：起伏的火山口轮廓包围着一汪如绿翡翠一

般的湖水，犹如一枚巨大的祖母绿戒指浮在海面之上，

湖水有一种独特的质感，不似海水那般波光粼粼，也没

有海水的起伏荡漾，那就是一种玉石的感觉，温润圆滑，

让你忍不住想伸手触摸。火山口的远处仍然是开阔的海

水和零星点缀的海岛，眺望这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色，上

山时的辛苦和尘土似乎一下抛到九霄云外，只顾贪婪地

欣赏这人间美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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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al Vista Hotel 是另一个受游客欢迎的度假村，度

假村的建筑并不高大，沿着靠海的山脊延展开去。

酒店的主体建筑始建于 1939 年，自建成起就是马

尼拉精英阶层度假及会议的首选，在近 80 年的历史中也

发生过很多故事。酒店在经过翻新及扩建之后，已经成

为热门的度假地。

Taal Vista Hotel 的客房以浅色调为主，白色前面点

缀浅棕色和灰绿色，两个浅蓝色的丝质靠枕为房间增添

了亮点及趣味。整个配色透出简洁与清凉，让客人的心

情自然地放松下来。

Taal Vista Hotel 在将近 80 年的历史中一直备受欢

迎，绝佳的地理位置可以说是至关重要。酒店位于海边

的高地，临海一面毫无遮挡，海天美景尽可一览无余。

Taal Vista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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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的观景平台是最受客人欢迎的地点，平台沿着临海

的高地延伸，超过百米的长度使它成为客人散步及观景

的绝佳场所。站在平台远眺，近前是起伏的山坡，翠绿

的植被重重叠叠，稍远处是蜿蜒的海岸和星罗棋布的民

居，右手边主岛一侧是水平延伸的山峦，左手一侧则是

广阔的大海，大大小小的海岛散布其中，最靠前是一个

火山岛，线条优美，婀娜多姿，是整幅画面的焦点，也

是客人留影的最佳背景。

傍晚时分，沿着观景平台随意漫步，阵阵清凉的海

风吹来，带走白日的暑气，远处的海岛变得模糊，而海

岸边的小镇的灯光慢慢亮起，平台旁的大树上，一个个

小灯笼也被点亮，夜晚的景色相比白日少了些艳丽，却

多了些宁静与浪漫，展现出另一种迷人的味道。

观景平台靠后的高处，是酒店的主楼和餐厅，晚餐

可以选择在餐厅的户外，美食美酒与海风一起会把你灌

醉，摇曳的烛光，朦胧的树影，皎洁的月亮，让你深陷

其中不愿醒来。现场的 LIVE 乐队可以在你的餐桌前演唱

你喜爱的歌曲，除了经典的英文歌曲，他们还能演唱中

文经典——《月亮代表我的心》和《甜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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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ture Wellness Village 度假村主打健康元素，

度假村位于丛林之中，与大自然水乳交融般地融合，而

度假村提供的健康饮食，以及各类有益健康的休闲项目，

使客人流连忘返。

度假村的接待处就像一个大的凉亭，四周完全开放，

茂密的树木将其簇拥，微风穿堂而过，让你在菲律宾这

样的热带岛国也能感到惬意的清凉。从接待处你就能感

觉到度假村朴实自然的风格，这里没有过度的装饰和吓

唬人的摆设，有的是软软的沙发，稍加修剪的树干做成

的桌子，当地传统风格的小饰物，如风铃、手鼓、手绘

装饰画等，虽然不是簇新的物件，却把一种传统的感觉

和轻松的氛围渲染出来。

办完入住，穿过接待处就可通向散布在各处的客房，

蜿蜒起伏的小路把你带向丛林深处，眼之所及，手之所触，

是各种高高低低的树木、花草，有高耸的，也有低伏的；

有沿小路排列成队的，也有随意穿插的；有独处一角的，

也有相互簇拥的；各种姿态竞相展现，你的第一感觉是

来到了一个植物园，而不是一个度假村。这里既有热带

植物园的蓬勃热情，却又透出几分日式园林的精致，高

低错落的草坪，曲径通幽的小路，色彩各异的植物，编

织出一个耐人玩味的画卷。

客房散布在丛林的各处，与周围环境融洽结合，茅

草屋顶、木质的门窗、白色的外墙，略显几分陈旧感，

然而正是这几分陈旧，让这些客房完全融入到周围的环

Nurture Wellness Village

境，不显半分突兀。大部分客房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

姿态，或露出一个顶，或露出半扇门，没有直白俗气的

呈现。行走其中，仿佛有无声的旋律陪伴，起承转合既

流畅又韵味十足。

做一个 SPA 是在 Nurture Wellness Village 不可缺

少的体验和享受，有的 SPA 房间就在客房的二层，沿着

扶梯旋转而上就可达到，方便至极。在这里可以体验各

种 SPA，尤其是菲律宾当地特色的 SPA, 椰子油是独特

的SPA精油，而技师不仅手法非常地道，服务也非常认真，

每个环节绝无敷衍，一个 Treatment 下来，身体从里到

外透着轻松，仿佛每个细胞都获得了新生。

清晨还可以学习打太极拳，虽然太极拳是中国的传

统，但在菲律宾也相当的流行，而度假村也配备了专业

的太极拳教练。在 Nurture Wellness Village 树木的簇

拥中，在鸟鸣的伴奏下，呼吸吐纳，起承转合，慢慢感

受关节的转动，筋骨的舒展，

跟随晨光一起焕发出新的生

命，也就不虚此行了。

如果你有更多闲暇时

间，可以去参观一下度假村

附近的有机菜园，这里种植

着各类水果、蔬菜，全部都

是有机种植，不施用任何化

肥。阳光下，无论是果实累

累的菠萝蜜，还是刚刚破土

出苗的蔬菜，都在蓬勃生长。

大自然把它最和谐的存在和

最自然的生长在一片并不算

大的菜园中展现出来。似乎

在提醒参观者是否也该调整

一下自己的生存方式，获得

一个更完美的生命。这或许

Nurture Wellness Village
度假村想要告诉它的客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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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年的屯堡，六百年的故事，六百年的沧桑。岁月
悠悠，时光倒流 , 延续了六百年的屯堡文化在这里定
格。凤阳汉装、屯堡石屋、生活方式依然沿袭着六百
年前的文化习俗，独特的屯堡文化现象，演绎着一幕

幕明代历史的活化石。

Six hundred years’Tunpu,  six hundred years’ story, six 
hundred years’ vicissitudes of life. Years may wrinkle, time 
flows backwards, the Tunpu culture which has been lasted 

for six hundred years was freeze-framed here. The Han 
Dress of Fengyang, the stone house of Tunpu, the lifestyle 

still carries on the cultural custom of six hundred years 
ago, the unique phenomenon of Tunpu culture; the living 

fossil in the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is interpreted. 

文  禹庆平  摄影师  孙骁

行走安顺  
做一回屯里的人

Walking in 
Anshun and 

being the vill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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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guard over Tunpu 
for six hundred years
    A number of mottled lanes formed 

through ages, the woman who was dressed 

in a blue long sleeved blouse passed by, 

they have the charm of the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modesty of 

the women in the mountains of Guizhou 

province. Suddenly, you'd think which 

ethnic minority areas you might stray 

into. In fact, this is a place called Tianlong 

Tunpu in the deep mountains of Guizhou 

province, the people here are all the 

absolute Han people, they are the people 

of Tunpu who are still wearing Hanfu and 

have lived for 600 years like that. 

Someone once described Yunshan village: 

“the things which cannot be bought in 

Anshun, can definitely be bought in 

Yunshan village. If they cannot be found 

out in Yunshan village, you have to go to 

the provincial capital”. Here is the only 

route of ancient path of Yunn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so this has been a busy 

commercial village. the previous ancient 

street still exists, the shops are also here, 

years may leave the deep imprint which is 

able to grant the village a unique flavor. 

Yunshan village is a place where people 

can keep sound in body and mind. The 

whole village is located in the hillside; 

the air is fresh and the environment is 

beautiful. People who live in the village 

may enjoy the lazy sunshine, and walk 

leisurely on the stone plank road. As far 

as we can see, besides green hills and 

clear waters, there are gray tiles and stone 

houses. 

Where is the deep and 
remote ancient city
This village is backed by cloud-serpent 

peak, Sisters mountain and Qinglong 

mountain are situated on both sides, the 

spacious and clear Sancha river is the 

natural barrier of this village. Overlooking 

from outside the village, you can se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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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自然，感受自由，对于想往一个轻松

而又充满乐趣的闲适周末的家庭都丝毫不会吝啬

对长春净月潭益田喜来登酒店的赞美之词。它不

但拥有 345间配有喜来登招牌睡床的宽敞舒适

的客房、提供各式美酒美馔的餐厅及酒吧、设备

先进的喜来登健身中心、臭氧消毒的湖景室内恒

温泳池及园林式的酒店风格，更因它毗邻众多人

文及自然景观而受到商旅宾客的喜爱。酒店特有

的喜来登冒险俱乐部为小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安

全、新奇的游乐天地。同时所有热门游玩景点距

离均在 15分钟车程以内。

携手家人，在广阔无垠的森林美景中尽情

呼吸，在森林浴场中放松心情。位于大森林中的

索滑道，是净月潭景区内经典的娱乐项目。领略

亚洲第一大人工林海的独特魅力，俯首即可饱览

净月潭水的秀丽、山的空灵。穿梭在茫茫林海中，

如同驾驶赛车一般，在光滑的轨道上风驰电掣，

体验飞鸟般的感觉。在东北虎园看“动物大巡游”

并与 2000多只各类动物亲密接触，高纬度地区

唯一的熊猫馆成为小朋友的新宠。在世界上最先

进的各种特效电影于一体的影视主题公园——长

影世纪城内领略3D 巨幕、4D特效、激光悬浮、

动感球幕、正交多幕特效影院带给您的无限震撼。 
在吉林省自然博物馆及东北民族民俗馆学习和领

略东北这方土地上独特的自然知识及人文历史。

美轮美奂的自然风景、舒适怡人的入住环

境、令人大快朵颐的精致美食、乐趣十足的儿童

互动环节……无需花费更多精力去筹划的周末，

在长春净月潭益田喜来登酒店这里便可轻松变得

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欢乐。

长春净月潭益田喜来登酒店
长春市净月区永顺路 1777 号
T 0431 8181 1111
Sheraton.com/changchunjingyuetan
官方微博：www.weibo.com/sheratonchangchun

穿越“奇幻森林”，玩转“疯狂动物城”

长春净月潭益田喜来登酒店带您尽情体验

虎园畅游套餐（周末连住两晚） 798 元净价 / 晚起

林海索滑道穿梭周末套餐 998 元净价 / 晚起

以上套餐享服务如下：

50 平方米起超大舒阔起居空间豪华客房

次日双人自助早餐      相应景区门票

喜来登冒险俱乐部儿童畅玩

健身中心及恒温泳池在店使用

高速 WIFI 及房间上网接入 室内室外停车场

入住日期：即日起至 2016 年 10 月每周末

seven towers on top of a towering slate.  

The old people of the village sat on stone 

bench and chatted, some people were 

busy working in the fields of the village for 

spring ploughing.

This was once the stronghold of a 

military commander during the period 

of punitive expedition to South China of 

Ming dynasty. Most of the houses of the 

village are courtyards enclosed in three 

directions and quadrangle courtyard. The 

defensiveness of every courtyard is very 

strong; there is loophole for each high-rise 

tower. Though this is the residence of the 

military officer, most people of the village 

come from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 

Its unique and exquisite delicacy is shown 

incisively and vividly in the interior part of 

the stone house. 

Entering the courtyard of the village, 

various patterns of ubiquitous stone 

carving, woodcarving, ancient coins and 

so on can be seen. From these details, we 

can really feel about the sentiment of the 

people of Tunpu who miss their homeland. 

Fascinating land of 
idyllic beauty
Perhaps you have been to many places 

during your whole life, got a fantastic view 

of the countless magnificent rivers and 

beautiful scenery and also appreciated 

many cultural and exotic customs……

however, you have not been to such a 

magical place!  The Getu river of Anshun, 

here is not only peculiar karst landform, 

age-old culture of King Ahasuerus, the old 

story of hanging coffins but also the tribes 

who live in caves that you can't imagine.

Go on a mental journey 
of dragon palace
In the dragon palace of March, while 

flowers are blooming in warm spring, the 

season of spring is evident everywhere, 

under the moisturization of the son and 

the rain,  the intercropped “dragon” 

character silhouetted by the golden rape 

flower looks like a green dragon, it seems 

that it would quickly fly up to the clou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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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guard over Tunpu 
for six hundred years
600年的屯堡守望

一条条被岁月冲刷留下斑驳痕迹的小巷，身穿蓝色

长衣大袖的摇曳女子从身边而过，她们有着江南的风韵，

又有着贵州山里女人的质朴。蓦然，你会以为误入哪个

少数民族地区。其实这是贵州深山里一个叫做天龙屯堡

的地方，这里的人都是地地道道的汉人，是至今还穿着

汉服的屯堡人，就这样生活了 600 多年。

进入天龙屯堡，我们会先经过一条颇有江南风味的

风情街。道路窄而长，两旁都是各种的商户，就像古代

的集市一样。有银器店，木雕店和当地的一些手工艺品。

每家每户的门头上都挂着红红的大灯笼，颇为喜庆。偶

尔街头会遇到挑担者，售卖特色乐器、手工艺品。

屯堡最大的特色就是仿如一个石头的世界，石头的

屋子，石头的路，手摸到的、眼睛所看到的都是和石头

息息相关。村民家中的生活用品水缸、石磨、石臼、石

钵等都是用石头雕琢成的，就连做饭的石灶和桌子、凳

子都是用石头做的。

一块块形状相似、薄度均匀的石瓦盖在屋顶上拼出

像油菜花梯田般的灰色梯田。瘦长的石块搭成了既有艺

术感又很有安全感的一堵墙。虽然没有采用任何的粘合

剂，干垒起来的。但是每一栋的石屋都可以屹立百年之久，

最老的一栋石屋大约有五百年之久的历史。

屯堡里的女人们依旧恪守着世代传承的明朝文化习

俗，穿着 600 年前的汉服，腰系丝头腰带、足蹬高帮单

勾凤头鞋。在这里结了婚的女人都叫大孃孃，头上会包

纱巾，没有结婚的女孩叫小孃孃，脑后会垂着长长的大

辫子。

服饰上最珍贵的是丝头腰带，它是用 888 根丝线编

织而成，长一丈二（四米），佩戴时绕腰四圈，象征着

一年十二个月月月红和四季平安的美好祝愿。 在屯堡女

人的一生中，只有两条这样的丝带，一条是成年时，母

亲赠送的成年礼；一条是订婚时男方赠送的定情信物。

在古街道上有一座这样的四角茶亭“驿茶站”，每

每有客人路过的时候，这里的太婆都会招呼客人“喝碗

驿茶再走吧 !”驿茶，顾名思义，就是古时驿站提供给旅

客的茶水，屯堡的驿茶，是按古方冲泡的，用金银花、

菊花、生姜等 18 味中药材，以当地井水熬煮而成，冬可

御寒、夏可避暑。

太婆可是当地有名的明星人物，在不少电视节目里

都出过镜。十几年过去了，荞麦色的肤色，慈爱的笑脸，

让她显得越发的年轻。没有客人的时候，太婆会坐下来

缝制一些精美的小鞋子，作为工艺品来售卖。

屯里的人大多数是明朝朱元璋屯兵的后裔，多数为

陈、张、沈、郑四大姓，而这些人的故乡多数是江浙一带，

所以在坚硬敦实的屯堡里可以感受到柔柔的江南韵味。

环绕石屋门前的小溪，小溪上的小桥及各种雕刻的图案

等。每年在鬼节期间都会在屯里的穿屯小溪里放河灯，

以此表示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600 年前的“假面舞会”

在屯堡人心中，地戏是永远割舍不掉的情结，戴着

假面的地戏，比起描眉画眼、音韵悠扬的京戏、越剧来，

是少了很多精细，但其间的原始、粗犷的韵味，却是与

数百年前汉族文化更为接近的形态。

安顺地戏传承人顾家顺十几岁时就开始跟随父亲学

习地戏，他认为地戏是屯堡文化里最具有代表性的体现。

所以他肩负着把地戏文化传承下去的重担。自己不仅是

地戏演员，还在当地开设了专门地戏教学的学校。

左上图：

穿着传统汉服的屯堡太婆们做着
针线活、聊着天。

右页上图起顺时针方向：

天台山上看天龙屯堡；地戏面具；
600 年的天龙屯堡。

天龙屯堡
地址：贵州省安顺市平坝
县天龙镇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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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街的两旁，巧妙地散落着三合院、四合院、碉楼，却

隐隐地藏着一条攻防相济的安全通道。

曾经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繁华如梦，布匹店、米店、

药铺等遍布全屯，商业贸易让这里曾经繁荣一时。如今

这里大大小小的店铺在准备着开张，可以歇息的咖啡馆、

茶馆，还有蜡染制品、旅游工艺品。此外，还有各种不

同风味的小吃店。

云山屯的美，不仅仅是商屯的清地。还美在抬头可

见的云鹫山寺。这座寺庙，就建在屯子所在山体的最高峰，

从山下向上望，无论晴雨，其亭台楼阁，总会散发出耀

眼的灵气。沿山一路石阶，蜿蜒而上，山道两旁终年翠绿，

走走停停，寺庙便出现在眼前。

安静的寺庙，庙里的僧人顾自地修行着。将自己置

身于寺庙的最高处是一处亭阁。彼时远远望去，绿绿的

山丘、灰瓦石房、黄灿灿的油菜花梯田融汇在一起，仿

如一幅美丽的自然风景画，让人不禁地想入画！

Once flourishing like a 
dream  Safe and sound in 
the years ahead
曾繁华如梦 今岁月安好

曾经有人这样形容云山屯：“在安顺买不到的东西在

云山屯一定可以买得到。如果云山屯都没有，那么就只有

省城有了”。这里是滇黔古道的必经之路，所以这里曾是

一座热闹的商屯。如今曾经的古街还在，商铺也还在，岁

月流逝留下的深深印记，让这个屯却有了别样的味道。

云山屯是个养身又养心的地方。整个处在山腰上，空

气清新，环境优美。住在屯里的人们，可以享受这慵懒的

阳光，悠闲地漫步在石板路上。目光所及之处，除了青山

绿水就是灰瓦石房。

进屯其实就是一个上山的过程，戏楼是这个村非常显

眼的古建筑了。据说曾因《铡美案》一剧，唱红了此村，

更唱红了此楼，一旦开锣唱戏，四邻屯寨的人无不闻声而

来。

明清街是云山屯最具特色的地方，整条街不长，只有

六百多米，却承载了这个屯里的所有繁华和变迁。首先经

过明朝的建筑，然后是清朝，最后就是民国以后的年代了，

云山屯的石屋

云山屯
地址：贵州省安顺市云山
屯村位于西秀区七眼桥镇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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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is the deep and 
remote ancient city

The slow time of old streets 
and old alleys

幽幽故寨何处寻

老街、旧巷的慢时光

本寨背靠云鹫峰，左右两边是姊妹顶山和青龙山，

宽敞清澈的三汊河是本寨的天然屏障。在寨外远远望去，

就能看到一片石板瓦顶上高耸着七座碉楼。村口的老人

们坐在石板凳上闲聊着，有的人在村边的田地里为春耕

而忙碌着。

这里曾经是明朝征南时期一个武将的大本营。整个

寨子多是“三合院”、“四合院”。每个院的防御性都很强，

每个高层碉楼上都设有瞭望孔。虽说是武将居住的地方，

但寨里的人大多来自江浙一带，它特有的细腻在石屋的

内部彰显得淋漓尽致。

走进寨中的小院，随处可见的石雕花纹，木雕，古

钱币等各式各样的图案。也正是从这些细节上，可以真

切地感受到屯堡人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闲逛在一条条曲折幽深却间隔不宽的石板小巷里，

像一个迷宫一般，觥筹交错。邻里之间隔巷而望，出了

这家门，几步就可以踏进邻居对面的门，往往有的纵深

一些的小巷都会深藏着一个大户人家。很多家的大门都

旧州老街是一条不长的街道，却有着长长的历史。

这里的建筑传承了屯堡风格，融合了江南文化的特色，

一般都是两三进的四合院，有雕刻精美的垂花楼，木制

的窗棂、门上雕刻着龙凤等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院子

里的地漏四周还雕着“古老钱”图案。屋面用石板铺设，

窗栏雕花，窗下景观流水潺潺。走在集镇上每一条街道，

都能感受到满满的古色古蕴。

老街上的“孙家大院”、“鲁氏老宅”、“谷氏老宅”、

“刘家大院”、“郑家老宅”、“周之冕住宅”等都是

曾经的大户人家……旧州也曾人文荟萃，人才辈出。走

在街道上，看到这些修葺过的住宅，依然能真切感受到

600 年前的大明遗风。

是敞开的，我们就这样可以随意地走进去，偶尔有人在家，

还可以相互问个好。

村里的猫悠闲地在屋檐上窜来窜去，喵喵地叫着。

偶尔看着村里的男人、女人从身边走过，每个人的神态都

是那么地安然而悠闲。而这里已沉淀了 600 多年的每一

座老式建筑，依旧在演绎着一段沧桑而传奇的历史。

深藏在旧州老街的那些深宅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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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凸河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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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cinating land of idyllic beauty
隐秘的世外桃源

进入到格凸河景区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股深深的凉意，却不像北

方那样干冷，它是带着些柔和浸入到你的身体里。青石板的小路旁，便

是一池清澈、绿汪汪的河水。2015年时，周迅、小沈阳、岳云鹏来拍《西

游奇遇记》时都不禁发出感叹和赞美 !
每日的清晨，天上的神灵在横跨格凸河的巍巍大山之巅，透过通往

天上的穿上洞通天门，将一束金灿灿的阳光倾泻到薄雾冉冉的格凸河上，

为这里的生灵带来无限的生机，神光变幻多姿，犹如时空穿越般，给这

里的山水生灵带来无限的吉祥。

大穿洞看起来只有 40、50 米，当你真正融入她的怀抱当中，会被

它的壮观所震撼。每年农历清明节或重阳节期间都有数十万格凸鹰燕，

翻飞其间。格凸鹰燕在 2009 年列为世界濒临灭绝品种之一。

蜘蛛人徒手攀岩绝对是格凸河不可错过的风景。我们抵达的当天，

在格凸河的入口处看到绝壁上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在峭壁上爬上爬下，

如履平地。看得人反而心脏都紧张地停止跳动了。蜘蛛人都是居住在格

凸河附近的苗家人，他们在 15、16 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攀岩，共有六

位传承人。大师兄是徒手赤脚攀岩，二师兄是整个攀岩用时最短的保持者，

六师妹是蜘蛛人中唯一的一个女徒弟。

女神足印是一个洞口，看起来向女人的右脚一样，洞外的光线是照

射进来，溶洞的倒影映在碧绿清澈的河水上，好看极了 ! 来这里的人们

都喜欢把脚放在铁栏上，让脚印和洞口正好相吻。而在溶洞的另一方，

还有一个浑厚有力的男人之脚。乘坐 70 米高的观光电梯而上，便可望原

始森林，这里有非常好的自然生态，有很多的野生芭蕉、野菜、野果子、

名贵草药等

乘船前往大河苗寨，船行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悬崖峭壁上的悬棺，

这就是格凸河的神秘之处。悬棺葬，是当地苗族人一种比较奇特的丧葬

方式，一直延续至今。顺着清澈河流前行，两侧被青山环绕，山上长着

茂密的绿植。绕过一个小弯的时候，也就到达了大河苗寨，约需要十几

分钟。大河苗寨居住的人是花苗，只有五十多户人家。

苗族的特色跳花场总是可以吸引人的目光，上刀山的花杆摆放在中

央，粉、黄、蓝色等彩色旗帜随风飘扬。每年跳花节是安顺苗族最为隆重、

历史最为悠久的传统节日。苗族人民的男女青年，穿上节日盛装，男子

吹笙舞蹈，女子摇铃执帕起舞附和，围绕花树翩翩起舞。

大河苗寨并不大，四周被一座座小山丘所包围着。苗族特色跳花场

总是可以吸引人的目光，上刀山的花杆摆放在中央，粉、黄、蓝色等彩

色旗帜随风飘扬。每年跳花节是安顺苗族最为隆重、历史最为悠久的传

统节日。苗族人民的男女青年，穿上节日盛装，男子吹笙舞蹈，女子摇

铃执帕起舞附和，围绕花树翩翩起舞。 上图：大河苗寨的跳花场

也许你一生中去过很多的地方，饱览过无
数的壮丽山河、秀美风光，也领略众多人
文风情、奇风异俗……但是你却没有到过
这么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方！安顺格凸
河，这里不仅有奇特的喀斯特地貌，有悠
久的亚鲁王文化，有古老的悬棺故事。还

有你无法想象的穴居部落。

格凸河风景区
地址：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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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nderness of Huangguoshu
水漾柔情黄果树

说起黄果树瀑布，可能人们印象里只有大

瀑布。其实不然，除了黄果树瀑布景区以外，

还有仿若身着白色衣裙的天仙的滴水崖瀑布，

极具亚热带的河谷田园风光的郎宫景区，土著

少数民族尊为“神洞”的神龙洞景区等等，都

各有千秋。真正游览下来，最少也需要一天的

时间。

天星桥景区位于黄果树瀑布景区下游 6 公

里处，它融汇了喀斯特地貌的精华，集山、水、

林、洞、根、藤、石、瀑为一体，形成了形态

各异，却又紧密相连。景区中石林奇诡，移步

换景，鸟语花香，山水交融，构成了一个宛如

仙境的喀斯特生态微缩景观，名作家梁衡先生

2003 年游览天星桥之后，激情中留下“桥那

边有个美丽的地方”经典散文之作。

穿行于石壁、石壕、石缝之中，逶迤于盆

景之上。沿小道游走，抬头是景、低头是景，

前后左右都是景，仿佛一跃来到了天上的仙境，

又似乎走进了地下的迷宫。漫步其间，既领略

山水之美，又可品味石林之雄奇。

刚刚进入景区，看着身边的人好像在数着

步子，又好像在低头寻找着什么？原来这是天

星桥的数生步，这里水上有石、石中有水，石

上又长树，它比起云南的石林更多了一份灵气

和秀气，脚下的石头散落在水中，形成了 365
块石磴，正好暗合了一年的周期，它韵含了世

界上每个人的生日，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可

以寻找自己的生日，而每个石磴上还可以寻找

到和你同一天出生的名人。

 天星湖，给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这

里是《西游记》的“高老庄”猪八戒背媳妇拍

摄点。荧屏上的高老庄竟然就在眼前这里，灰

上图：春意荡漾的黄果树大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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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白墙的房屋在天星湖的那一边，湖面上多个喷泉像天

女散花般多姿多彩。

春季的黄果树大瀑布，没有夏季雨季的波涛汹涌，

却多了几分春季特有的细腻和柔情。就如少女柔顺飘逸

的长发一般，顺着山势直流而入清澈的犀牛潭里，声音

也不再如巨雷般响彻天空，而是像伴随着如轻音乐音符

般缓缓地。大瀑布的地上小瀑布，就如少女洁白的蓬蓬

纱裙一般，随着身体曲线翘出的姿态一般。这个如梦初

醒的少女，仿佛在期盼着什么？

布依山寨里探寻阮莞的家

从天星桥到黄果树大瀑布的路上，会经过一个叫滑

石哨的村庄。真正让它名声大噪的应该是赵薇导演的那

部《致青春》，时光一瞬间拉回到了2013年，想起了郑微，

想起了阮莞，当然还有林静和、陈孝正。

阮莞说：“我们家是在黄果树滑石哨的一个布依寨

子里。”阮莞是虚构的人物，而她的家乡却是真实存在的。

“滑石哨”布依语中意为“一块大的扁石板”，因寨子

建在大小不等的扁石板上而得名。它是全国第一个布依

民族保护村，整个村寨均为清一色石头构建，依山势而建，

上图：《致青春》里阮莞的家“安顺滑石哨”

滑石哨
地址：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
依族苗族自治县

黄果树风景区
地址：贵州省安顺镇宁布依
族苗族自治县

Tips

布局错落有致。

整个寨子呈蜂腰形，背靠着小米坡，面朝红岩山，

寨前白水河由北向南流过。整个寨子在青山环抱中，依

山傍水，风景十分秀丽。周围是近百亩翠绿山林，绿树

掩映了村寨，往往只有走进寨子，才能见着房屋与院落。

村口高大威武的黄榕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要

十一个人才能围拢合抱。为滑石哨的布依族人撑起了一

片绿色的天空，凉爽从树枝中阵阵袭来，让人的心都醉

了一半。滑石哨人将榕树称为黄桷树，它是村民的风水树，

也是村民心中的神树。除了二月份掉一些黄叶，其他时

候总是郁郁葱葱。虬杆枝蔓，斑驳中，抒写着布依民族

悠久的历史。

闲逛时看到一个穿着布依族服装，系着蓝色围裙的

老奶奶坐在自家门前的凳子上，双目注视着手里的针线

活。小小的藤篮里，放着民族特色钱包、布依族娃娃、

还有黄果树扎染图的工艺品。

渐行渐远 , 滑石哨的石门、石房、石阶逐一跃入眼帘，

疏密相间的墙壁、整齐如鳞的瓦片、迂回曲折的小道、

高低起伏的坡坎 , 掩映在葱郁的古榕翠竹中间 , 石头的浅

白与植物的翠绿相互映衬 , 质朴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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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宫栩栩如生的巨幅植物“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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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on a mental journey 
of dragon palace
神游龙宫

三月的龙宫，正值花红柳绿，春意盎然，在阳光和

雨露的滋润下，由植物套种的“龙”字在金灿灿的油菜

花的映衬下犹如一条绿色的飞龙一般，仿如真的一下子

要飞上云霄似的。

未来到龙宫之前，早就听人说过它的神奇。它有着

全国最长、最美丽的水溶洞，多类型的喀斯特景观。景

区的广场上摆放着九个石雕，他们是老龙王的九个儿子，

俗话说：龙生九子。

卧龙桥的前面就是卧龙潭，这条河水面清澈碧绿，

像一条巨龙卧在大地之上，沿着卧龙潭旁边的幽静小道

往上走，可以看到很多的石刻。旁边就是“天下第一洞水”

的龙门飞瀑了，龙门飞瀑是全国最大的洞中瀑布。

龙门飞瀑上面就是天池，天池的水在心安处拐了个

90度的弯后奔流而下，然后天池的水就这样“一泻千里”

了。龙门飞瀑的对面是飞瀑桥，桥头两条雕刻的龙栩栩

如生，仿佛是在迎接客人一样。

从龙门飞瀑到天池，天梯洞是我们的必经之路，眼

前这一汪碧水就是天池了，迎面而来的“龙宫”两个大

字苍劲有力，这是我们著名书法家刘海粟在 90 岁高龄时

畅游龙宫题写的。

龙宫水溶洞全长 5000 余米，贯穿二十七座山头。

乘坐一叶轻舟，畅游于龙宫洞内，晃晃悠悠如在梦中。

龙宫的入口宽大，粗细高低不等的钟乳石从顶上垂挂下

来，景象非凡。船在静谧的暗河中行进，只听得轻微的

划桨声，装在岩壁上的灯光，照亮各种形态的钟乳石。当

船走到尽头，游人弃舟登岸，从另一洞口出。这个洞口竟

是在一片高达 100 米的崖壁之下，气势极其雄伟。而水洞

只是龙宫的一部分，水洞旱洞相连，真是走不尽的风光。

 龙宫属多民族地区 , 主要有布依族、苗族等，各民族

服钸各具特色、多姿多彩。布依族妇女身着黑色和深色土

布做成的斜衩领大襟短衣 , 领沿、肩围、衣袖及襟摆多镶

金边和蜡染图案，胸前系花围裙，下装是多层蜡染百折裙；

苗族的妇女多数是裙装，以刺锈精美和色彩艳丽而夺目，

更兼佩以手镯、耳环和层层项圈等花纹细腻、别具一格的

银钸，服饰流彩，浑身上下透出充满活力的动感美。

更令人惊叹的是龙宫中全国最大的洞中寺院——龙宫

观音洞。总体面积达 2 万多平方米，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

的殿堂都是天然溶洞。并非人工建造。主殿上天然神似观

音的钟乳石，天然和人造的佛像浑为一体。只见观音微笑

地注视着前方，善财童子和龙女守护在两旁。不远处就是

和蔼的弥勒佛注视着每一个看他的人，带给人们一种喜悦

的心情。山洞正好被七座山峰环绕，宛如观音七朵莲花宝

座一般！

游览快结束的时候，漩塘绝妙的景观豁然出现，一

个面积达万余平方米的圆塘，池水不借风力，日日夜夜、

年年岁岁地沿着顺时针方向旋转着。好像从来不知疲倦似

的！
龙宫风景区
地址：贵州省安顺市龙宫镇
龙宫风景名胜区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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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ingdom of karst 
caves of Yelang
夜郎的溶洞王国

国家 4A 级景区，贵州夜郎洞风景名胜区位于镇宁

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西北部、世界著名的黄果树瀑布上

游。上海至云南瑞丽的高速公路、贵黄高等级公路、320
国道可达。距黄果树大瀑布 15 公里。　

夜郎洞风景名胜区总面积 38 平方公里。景区有夜郎

洞、石花洞、双洞、响水洞和蜂子岩洞 12 个溶洞、天坑

组成的溶洞群景观。夜郎洞传说因夜郎王曾居住过而得

名，洞全长 6000 公尺，宽 63 公尺，高 48 公尺，第一

上图：夜郎洞中奇幻的溶洞风光

层为水洞，第二层和第三层为旱洞。

夜郎洞里的情侣洞，当地的布依族有一个风俗，每

年农历三月三是非常重要的节日，那一天布依族的年轻

人都会唱着山歌赶表，寻找自己的意中人，很多人就是

在美丽的歌声中互诉衷肠，彼此了解，最后携手人生，

白头到老。而情侣洞那里的两块岩石就好像一对青年男

女在唱着山歌。有朋友想倾诉真情也可以在这里把心声

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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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都大厅是当年夜郎王在这里接见各国来使的地方，

场面宏大壮观。夜郎王端坐在宝座之上，文武群臣分列

两厢，一队队士兵威武雄壮，一群群仕女穿梭席间，一

只只火把照彻洞府，一面面铜鼓响声震天，觥筹交错之间，

汇成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

万里长城是夜郎洞的第一处镇洞之宝。据史书记载，

在西南的部族中，只有夜郎王和滇王接受了汉朝的册封，

比较多的接受了汉民族文化，促进了本民族的发展，而

那些拒绝册封、坚持封闭的部族早早的就消失了。夜郎

也好、蒙古族和满族也罢，他们的发展都证明了只有民

族融合、只有兄弟民族之间互相学习才是最好的选择。

“中国地图”是第二个镇洞之宝，一幅溶洞版的立

体的中国地图就呈现在眼前，山川起伏、轮廓清晰，这

里是长江、那里是黄河，还有宝岛台湾，这块奇石是在

夜郎洞形成过程中，因为溶蚀和垮塌作用形成的。

洞外景观有官寨、白骨塔、麻元水库、麻元河，沿

河两岸有秀丽的田园风光，景区集居众多的布依族 , 少数

民族风情浓郁。夜郎洞景区是集洞景、山景、水景、田

园风光、民族风情景浓郁的景区。夜郎洞内主要景观有：

夜郎王迎客大殿、夜郎前宫、夜郎中宫、夜郎天宫、地

下河莲花郎道、洞中水上石林、钟乳奇石厅等，景致奇

异罕见，美不胜收。洞中石林晶莹洁润、形态逼真 ; 钟乳

石造型千姿百态、精妙绝伦。石花洞内群狮驮罗汉、群

龙聚会、远上寒山石径斜、波涌莲台、冻云凝雪、玉液

香凝、广寒滴漏、万年人参、漏天雨丝、阊梦晓、珊瑚

佛等奇异景观，令人叹为观止。

景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

16.5℃，负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 2.8 万个以上，是典型

的森林氧吧。修建了湖坝，并在湖的沿岸建有休闲长廊，

修通进洞的渡船水路，修建了步行道、停车场，水上宾馆、

山上别墅、布依竹楼宾馆，可住宿200人，有大小会议室，

可召开 150 人会议，有茶室、大小 KTV 娱乐设施，还设

有 3000 平方米的露天篝火晚会会场。 

上图：嫦娥悄临景观

右图：神奇壮观的夜郎洞入口

夜郎洞风景名胜区
地址：贵州省镇宁县境内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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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起顺时针方向：

壮美花江大峡谷的绝美景观；神奇的马岩脚壁画；花江铁索桥。

花江大峡谷风景名胜区集岩溶、山、洞、

奇石、历史组合之精髓，融“雄奇、宏大、险峻、

神秘”于一身，构成了一幅完美的风景图画，

是喀斯特王国的博物馆，她既不同于马岭河峡

谷“天沟地缝”和长江大峡“阔远”的特点，

是我国唯一号称“地球裂缝”的大峡谷。

景区中峰林、峰丛似海，石林石笋群布如

迷宫，河流深切绝壁如画，钟乳石溶洞、盘江

奇石千姿百态，并有瀑布、伏流、花滩、旋塘

等多种水景，石灰岩植被完好，特别是景区内

保存精美的海生爬行动物、海百合化石和伴生

大量的菊石、双壳类、牙形石及少量鱼类、腕

足类和古生物的生物群，堪称为全球晚三叠世

纪早、中期独一无二的“化石库”，具有较高

The magnificent 
Karst Gorge of Huajiang
壮美花江大峡谷

的科研和观赏价值。

沿途游去 , 可见江水因峡谷地势的变化 ,
一段咆啸汹涌 , 一段波平浪静 , 动静皆成难得

一见的好风光。在峡谷底部 , 沿途有盘江石刻

群、花江铁索桥、盘江桥等景观可赏。在峡谷

中的牛角井村 , 有 6 处牛角井壁画可观赏 , 或
红色或红黑色 , 内容有人、马、鸟、龟等 , 颇
具神秘色彩。此外 , 在下瓜村临江岸的悬崖下 ,
还有马岩脚壁画 , 画的是赤红色的马和人 , 或
奔或立 , 姿态不一 , 看上去还很生动。这些画

不是用笔画的 , 从其线条来看应是竹条之类画

出 , 画面显得颇为古朴典雅 , 引人遐思。 
花江大峡谷一带，曾是电视剧《西游记》

的多处摄景点，花江桥一隅，黄浪滔天，浊浪

滚滚，岩石丛立。其景不正是“八百流沙界，

七千弱水深，鹅毛漂不起，芦花定底沉”的流

沙河吗？唐僧收沙和尚就在此处拍摄。

距下瓜村马岩脚壁画 10 多公里的江畔崖

上 , 有一大洞 , 这就是著名的汉元洞 , 其洞门

顶处和旁边分别题有汉元洞、汉元门字迹 , 洞
内壁上题有古诗 , 并有大汉元年等小字。另外 ,
洞中有一些壁画 ,图案看上去像是太阳、云、龙、

龟等 , 神秘且怪异 , 这就是颇让专家学者注意

的汉元洞壁画。

花江大峡谷藏于群山之间 , 其雄峻巍峨的

自然风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为世人注

目 , 并逐渐声名远扬。

花江大峡谷
地址：贵州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县城西南面

Tips



77・TRAVEL&LEISURE



78・TRAVEL&LEISURE

TRAVEL            | TravelS

黔墨秀水

秀水，就如它的名字一样美丽灵秀。去往秀水村的

路上，一路都可以看到两侧金灿灿盛开正艳的油菜花。

秀水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地方，经过两个雕刻精致的石牌

坊便进入村里。干净宽敞的路面和晴朗蔚蓝的天空遥相

呼应，就如它的名字一般。

远远望去山峦起伏，水天相连合为一体，使人神清

气爽，心旷神怡。这里的一切都是崭新的，新的风貌，

新的木屋。一条清澈的小河流淌在中央，木屋前花朵盛

开正艳。小资情调的咖啡馆、浓郁名族风的商店等分布

在两侧。未来的秀水村将打造成为城郊型波玉河湿地休

闲公园，集漂流、垂钓、休闲等为一体的城郊休闲旅游

基地。

揭秘古生物化石王国

贵州被誉为“古生物化石王国”，兴伟石博园坐落

于安顺经济开发区，占地面积近两万平方米，分为 16 个

展厅，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品种最齐、档次最高的观

赏石博园。这里汇聚了数以万计来自全国各地大小各异、

形态各异的观赏石及生物化石珍宝。

馆内主要有海百合、贵州龙、鱼龙等几大类。其中

鱼龙化石最长的有8米；还有46平方米最大海百合化石；

更有一条头上长犄角出土于安顺关岭县的鱼龙，身长约

760CM，头上长有对称的两个柱状长角，形似神话中的

中国龙，而它是生活在 2.2 亿年前三叠纪海洋中的水生

爬行动物“新中国龙”。它令很多专家学者大开眼界，

对于中国龙只是个传说似乎有了新的猜想。

兴伟石博园，将那些大自然和人类创作于不同时间

和空间的稀世珍宝聚集在一起，走在馆中，会感觉到一

种神奇的超能量，当第一看见获得金奖的名叫《法眼》

的奇石时，被震慑，它无比的神似《西游记》中的孙悟空，

火眼金睛似能洞穿世间万物，而它却兀自安静矗立在那

里，静观整个世界。这尊奇石为国红石，被众多国内外

专家估值为 2.8 亿元人民币！也被 2009 年中央电视台 5
月的《寻宝》评为“民间国宝”。

秀水村
地址：贵州省安顺市普定
县龙场乡秀水村

兴伟石博园
地址：贵州省安顺市西秀
区兴伟国际家具城内

Tips

Tips

左上图起逆时针方向：

秀水村的绮丽风光蓝天下的秀水
村；“法眼”奇石，专家估值：2.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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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tik craftsmanship 
of Xingyue Miao ethnic group

福远蜡染艺术馆
福远蜡染艺术馆，是一座五层楼的私人蜡染馆，里

面展示的全是洪福远先生的作品。洪福远先生毕业于贵

州大学艺术系，毕业后在安顺蜡染总长担任设计，1993
年从蜡染厂退下来后，即创设了自己的作坊，凭着他沉

浸在蜡染几十年的出色设计能力，以及夫人的卓越的经

营手法，如今，在安顺地区，他的蜡染厂规模可是数一

数二的。而这座福远蜡染艺术馆，也可以说是他们多年

心血的结晶。

洪福远先生的作品里有不少传统的苗族图案的作品，

他从年轻时就开始研究苗家图样。而他又不只是固守传

统图样而已，他运用传统图样当设计元素，另整合设计

出新的图样，不但给予蜡染新的艺术生命，也给予观赏

者一种全新的美学感受。

星月苗族蜡染工艺品
杨兰，花苗族，贵州安顺人。十岁左右开始学习蜡染，

后开始在安顺蜡染总厂工作。后又创办安顺市西秀区杨

兰苗族蜡染工艺品制作中心，2014 年在中心基础上新增

投资340万创建星月苗族蜡染工艺品。并担任公司法人，

2011年至 2015年 10月多次到意大利、法国、加拿大、

西班牙、泰国、港、澳等地出访表演蜡染蜡画技术，深

得外国友人的喜欢。

不久前，杨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安顺蜡染市

级代表性传承人，与黔南马尾绣、黔东南银饰的两名手

工艺大师，一道前往西班牙参加“多彩贵州民族民间手

工艺品走进西班牙活动”。他们精湛娴熟的技艺与绚丽

多彩的作品征服了众多西班牙人。

福远蜡染艺术馆
地址：贵州省安顺市开发区
龙井小区

星月苗族蜡染工艺品
地址：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

Tips

上图：福远蜡染艺术馆里的蜡染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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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ing on the 
lake view as pillow
湖景枕入眠

安顺百灵希尔顿逸林酒店坐落于市中心虹山湖畔，

毗邻市政府。交通便捷，轻松抵达高速公路入口，火车站

及机场。距离黄果树大瀑布风景区仅 40 公里，从酒店步

行即可到达安顺文庙景区。不仅服务热情周到，还会奉上

享誉全球的热巧克力香脆曲奇。

酒店拥有 300 间雅致舒适的客房。在客房内，透过

全景落地玻璃窗，您可以尽情饱览虹山湖或城市的景致，

除了能够在42英寸高清液晶电视上欣赏国内外电视节目，

您还可以在宽大的办公桌旁使用无线网络轻松上网。此外，

房间内配有的独立浴缸、雨林淋浴设备及一系列洗护产品，

让您尽情放松、重焕活力。

入住 41 平方米明亮时尚的湖景房，欣赏明丽如镜的

虹山湖景，尽享舒适的入住体验。在希尔顿逸林“甜梦之

床”上安然入睡。宽敞的浴室，独立的浴缸与热带雨林淋

浴设计组合让人放松身心、重焕活力。繁忙的一天之后，

您可以冲一杯香浓咖啡，或享用迷冰箱内的各类饮品，

享受轻松惬意的时光。您还可以连接无线高速网络轻松

上网，或者通过 42 英寸高清液晶电视了解时事要闻或欣

赏国内外电视节目。此外，酒店还提供其他特别礼遇：

保险箱、熨斗、熨衣板及室内独立温度调节器。

优雅舒逸的 350 平方米总统套房，秀美如画的虹山

湖景尽收眼底。优雅大气的双卧室设计，精致的设施及

浴室电视让人尽情放松、唤醒您疲倦的身体。您可以在

室内吧台怡情浅酌，或者在用餐区、客厅或会议室与朋

友一起休憩娱乐。同时，入住总统套房的宾客尊享行政

酒廊专属礼遇，享受自助早餐、鸡尾酒时光以及虹山湖

美不胜收的景致。

在意韵雅致的中餐厅精选特色佳肴，提供地道粤式

安顺百灵希尔顿逸林酒店
地址：贵州省安顺市西秀
区虹湖东路 42 号

Tips

上图：极尽奢华的总统套房，秀
美如画的虹山湖景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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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及本地珍馐。多元化的“開”全日制餐厅提供丰富

多样的自助大餐。全开放式厨房现场烹饪，带来身临其

境的视觉美食体验、尽享饕餮珍馐、感受品质服务带来

的欢愉。餐厅提供丰盛美味的早、中、晚三餐，技艺高

超的大厨秉承注重真实、口感、健康饮食的原则，巧妙

结合当地特色食材及调味，为您呈现各式亚洲美味和西

式经典菜肴，同时还提供一系列啤酒和葡萄酒供您享用。

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商务会面，轻松宜人的大堂吧

伴有旖旎风光的湖景将是休闲惬意的完美去处。品一壶
上图：“開”全日制餐厅，丰富
多样的自助大餐。

新沏的香茗或浓郁的咖啡，唤醒心灵忘却疲乏。或者来

一份新鲜出炉的美味甜品，感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惊喜。

安顺百灵希尔顿逸林酒店拥有 1200 平方米无柱式

大宴会厅及 8 个多功能会议室，配备先进的会议设施及

视听设备，是安顺市内首屈一指的宴会场所。无论您是

举办各类大小型商务会议，或是宴请朋友、客户，酒店

专业的会议策划团队将竭诚服务、注重细节，协助您处

理一切相关的会议事务，为您开启一场完美的会议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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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vate night of Bo Ruizi
私属铂瑞兹之夜

铂瑞兹酒店是新加坡铂瑞兹酒店集团旗下高级品牌，

典雅、精致，极富文化内涵，以创新的服务理念吸引世

界精英和中高端旅游休闲人士，致力打造卓越领导品牌。

铂瑞兹以美轮美奂的高雅风格，融合当地的文化底蕴及

风情，演绎不同的经典和传奇。

安顺万绿城铂瑞兹酒店，是万绿城集团引进新加坡

铂瑞兹酒店管理理念的高端酒店，也是国家级优秀旅游

城市——贵州省安顺市的首家国际品牌酒店。酒店位于

黄果树大街与市府路交汇处。可在 10 分钟内抵达黄果树

机场，70 分钟内抵达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

酒店总建筑面积为 56000 ㎡，拥有各类客房 441
间 / 套，分为标准客房、高级客房、标准套房、家庭套

房、行政客房 / 套房、总统套房等。均为落地玻璃设计，

可凭窗饱览独特迷人的安顺天际线及喀斯特地貌美景；

客房的设计精致、典雅、温馨，均配套全景落地玻璃窗、

助眠功能寝具、光纤网络（有线 / 无线）、大屏幕高清电

视等一系列高品质设施，让您如居家般自由舒适。我们

还根据客人的作息规律和特殊要求，有针对性地提供特

色服务及设施，让所有宾客都对本酒店留下美好的回忆。

总统套房在二十三层，是五星级酒店标志性的超豪华套

房，总统套房拥有主人房、夫人房、随从房、大、小型

会客厅、迷你酒吧等顶级豪华设备和设施，尽显尊贵荣耀。 
清逸大堂吧、嘉兰无国界西餐厅、屯堡文化元素佰

味轩中餐厅为您提供丰富的营养菜式与美食，均由各菜

上图：温馨浪漫的宴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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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万绿城铂瑞兹酒店
地址：贵州省安顺市黄果树大街万绿城国际广场 

Tips

上图：气质典雅的酒店大厅

系名厨主理；清逸大堂吧可容纳约 50 人。咖啡香浓，茶

韵醇厚，用片刻的停驻感受铂瑞兹带来的魅力。您可以

在此品味沁入心脾的贵州名茶，享用精致的西式糕点、

美味小食，更有种类繁多的悦心饮品和精选美酒伴您度

过美妙时光。别致典雅的嘉兰西餐厅为您提供各地特色

美食，将异国餐饮融合东方文化，注重新鲜、健康、丰富、

色香味俱全的菜品特色，让您在此乐享高品质的用餐时

光。时尚、精美的无国界自助餐可供您随心挑选自己所爱，

定制不同的美味惊喜。装修新颖、品位独特的佰味轩中

餐厅，特聘名厨主理，融合各大菜系烹饪大师精心调制

上品佳肴，“聚佰味轩，品百味情”，配上享誉国际的

黔地名酒，定令您回味无穷，更是您商务休闲、品味生

活的绝佳之选。      
国际宴会厅、多功能厅、专业会议室、天合国际娱

乐会所及水疗 Spa 馆、游泳池、健身中心等配套设施，

在商务休闲之余轻松品味时尚生活新理念。另有 1000 ㎡

无柱国际宴会厅，可接待商务会议、婚庆喜宴、联欢聚会、

年会庆典等大型活动。

酒店还设有环境优雅的水疗 SPA 馆、康体中心、户

外游泳池、健身房、棋牌室等综合休闲娱乐设施，可为

您在铂瑞兹酒店放松身心、享受生活提供贴心的专业服

务。四季恒温游泳池，采用自然采光的全玻璃钢天顶、

玻璃幕墙结构。全套进口的泳池过滤恒温设备，超洁净

的泳池水给您的肌肤带来超一流的滋润，温度永远保持

在 28-3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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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ering over the quiet place
流连宁静之地

青瓦台酒店坐落于安顺多彩万象旅游城，由四栋装

修风格各异的度假式建筑组成，共有各类套房 183 套，

新中式的装修设计风格典雅而不失奢华，超高配套尽显

低调的中式典雅风格。置于安顺国际一线品牌林立的奥

特莱斯步行街内。

远远望去青瓦台酒店在安顺多彩万象旅游城里显得

格外的素雅，透露出淡淡的小资情调。一提到“青瓦台”

三个字，更多人想到的是韩国总统官邸“青瓦台”，而

青瓦台宾馆的内部其实是地地道道的中式装潢，处处彰

显着中国味道。

简洁典雅的大堂，偶尔穿着白色秀有蓝色青花图案

旗袍的服务员从身边走过。大堂里的休息区摆放着中式

的红木椅子和陈列柜。柜子里陈列着优美的青花瓷器。

酒店的房间是一个回廊型，中间是露天的。在回廊

一侧的尽头立着类似于有着柔美线条的中国徽派建筑的

窗户，通到酒店顶部。回型走廊的一楼中间的平台摆放

着各种茂密的绿植，阳光正好从屋顶照射下来。

酒店房间的整个设计以中国古典的暗红色为主，床

头上方陈列着一幅梅花的国画，一侧是的中国式花纹镂

空的木质的建筑修饰，地毯的暗红色花纹、红木的书桌、

红木椅子形成了整个房间的主色调。一盏像古代灯笼的

旧式吊灯透出暖暖的灯光，点亮了整个房间。

而且还采用了五星级酒店的专用床垫，全套 100%
纯棉床品，鸭绒被芯枕芯，更有棕白相间印有花纹的长

方形枕头为整个房间增添一道韵味。让每一位住在青瓦

台的“家人”畅享“甜梦之旅”。

在这里，不仅可以拥有高端的入住体验，同时还可

以享受到愉悦、便捷的购物体验。距离黄果树景区只需

30 分钟，龙宫只需 25 分钟。

安顺青瓦台酒店
地址：贵州省安顺市开发区
多彩万象旅游城

Tips

上图：陈列着古色古韵青花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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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cation villa next 
to Huangguoshu

黄果树旁的度假别墅
想要熟悉一座城市，住在这里是最好的方法。长达

600年的安顺屯堡文化，需要静下心来，慢慢地去品味。

黄果树迎宾馆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的前身是黄果树屯

堡酒店，所以很多屯堡文化在这里都有所体现。

安顺黄果树屯堡酒店位于黄果树旅游景区的中心地

带，依托 600年前大明屯堡建筑风格，并将龙、水、云、

石四大主题景观错落镶嵌其间，建筑风格和装修格调彰

显独有的地方文化和历史积淀。是集旅游、度假、休闲、

商务于一体的别墅度假型酒店。

酒店是由 42 栋别墅组成，外观装修得古朴典雅，灰

砖搭配原木色、白色颇有一番情调。而每一栋别墅就像

家一样，在结束了一天的行程，黄果树迎宾馆是你放松

休憩、滋养身心的温馨港湾，就像回家一样的舒适。独

立自由的空间，如家一样的布置。整洁宽敞的客厅，高

贵的水晶灯垂挂屋顶中央，沙发上方挂着红色喜庆的中

国结。墙壁两侧是不同时期的黄果树风景，大株的绿植

生长正茂盛。

酒店还配有格调高雅的中、西餐厅，特别是专门聘

请贵州知名的厨师团队，烹饪布依民族风情浓郁、取材

原生态、色香味俱全的少数民族菜肴。另设有大小会议

室、咖啡吧、商务中心、洗衣服务、棋牌室等服务设施。

是居家休闲、旅游观光、商务会议的理想场所。

当你回到时尚典雅的客房，高速互联网接入、宽敞

的办公区、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座椅、纯平液晶电视⋯⋯

最佳的设备配置带来舒心的感受。静静享用天梦之浴、

威斯汀天梦之床带来的舒适吧，一夜酣眠之后，期待着

一个焕然一新的早晨。

安顺黄果树迎宾馆
地址：贵州省安顺镇宁县黄
果树新城 ( 近黄果树旅游景
区 )

Tips

本页左图：舒适典雅的客房内景

右图：黄果树酒店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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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isurely enjoyment of 
silence and tranquility
悠享静谧与安宁

贵州贵安北斗湾开元酒店位于贵安新区北

斗湖畔（原克酬水库），依山傍水、山美水秀、

翠玉葱葱、景色瑰丽，远离城市的喧嚣和尘埃，

感受自然的静谧与安宁。酒店总建筑面积逾 4.2
万平方米、拥有209间 /套客房。配套有西餐厅、

特色餐厅、中餐厅以及宴会厅、多功能厅和各

类大小专业会议室等，各项服务设施先进齐全，

网球场、室内游泳池、儿童游乐室、儿童游泳

池等多种娱乐康体设施，是国家级新区——贵

安新区目前唯一大型政务会议型酒店。

酒店有 4 栋湖畔别墅及 209 间客房，其中

包括开元套房 3 间、豪华套房 4 间、豪华大床

房60间、豪华双床房21间、高级大床房69间、

高级双床房 52 间。均带有景观式阳台，触眼

处景色宜人。客房家具人性化设计，充分满足

商务客人的需要。酒店遵循绿色环保理念，所

以客房洗漱用品均采用时尚、环保的“还木开

元”低碳环保产品系列。客房卫生间设计独特，

富有情趣，所有洁具均选用知名品牌，另有免

费宽带上网、留言、叫醒、私人保险箱等一站

式快捷服务。

酒店拥有中餐厅（黄果树包厢、万峰林包

厢、红枫湖包厢、娄山关包厢、梵净山包厢、

凉都包厢、小七孔包厢、草海包厢、西江包厢、

甲秀楼包厢）10 个包厢、咖啡厅、大堂吧及特

色餐厅等各项餐饮设施，拥有 1400 个餐位，

为宾客提供各类不同的中西餐美食。

10 个不同规格的会议室及宴会厅，大宴

会厅（开元厅）1080 平方米、多功能厅 440
平方米、VIP 接待室 123.5 平方米，会议室

八、会议室七、会议室六都是面积为 133 平方

米无固定式的会议室，会议室一、会议室二都

是 72.5 平方米无固定式的会议室，会议室三

为 72.5 平方米的已固定的圆形会议室，会议

室五为 72.5 平方米已固定的董事会会议室。

无固定的会议室都可以按照客人的需要来进行

调整，满足各种高品质要求的大型会议、新闻

发布会、主题宴会及社会活动的一切需要，宾

客可享受会务经理及“会议金钥匙”等专业上

的服务、全程帮助客人解决任何问题，保证每

一个活动的圆满进行。

贵州贵安北斗湾开元酒店
地址：贵州省贵安新区北斗湾路 1 号

Tips

酒店外迷人风景的木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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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minate Anshun
寻味安顺

对于吃货来说，安顺是吃的天堂。安顺一个汇集了

美食、美景的地方，从集六百年前屯堡江南美食与当地

民族美食于一身的“屯堡菜”，到安顺名小吃“过街调”，

再到安顺特色菜“民族汤锅”三大菜系，彰显独特美食

文化。

舌尖上的“鸡辣子”

安顺有道菜叫鸡辣子，与辣子鸡之称刚好颠而倒之。

后者属民间家常菜，几乎有客必备；前者则是有名的屯

堡佳肴。制作好的鸡辣子，其色红亮，其味鲜美；貌似辛辣，

实则柔和还略带回甜。

“一锅容天下”

“到贵州不吃烙锅是一种遗憾”，这是到过贵州的

人发出的感叹。烙锅吃法特别，烙制后各种主料原味鲜美，

可烙的食物有山珍、海味、野菜。难怪人们说 :“一锅容

天下”。　

“夺夺粉”

夺夺粉是一种类似火锅又完全不同于火锅的贵州安

顺小吃，在一锅由店家配好的汤锅端上来以后，你就可

以点菜了。火腿肠是必不可少的配菜，此外还有蛋饺、

鱼丸、粉丝、藕片、二块耙、冻魔芋等等，再加一份时

鲜蔬菜，就能让你美美吃上一顿。

冲冲糕

如何在众多美食里辨别冲冲糕呢，这很简单，若你

看见蒸锅里有高约十厘米左右的木制的小罐子，那就是

了。冲冲糕是将大米磨成粉加水混合成小颗粒状，放进

特制的大锡壶上用蒸汽蒸熟，再放进由荸荠粉加开水调

成的糊里，再加上玫瑰糖、芝麻、核桃、花生粒、冬瓜

条等作料，食之味美香甜，松软可口。

裹卷

裹卷就是裹起来吃的卷，即在方形裹卷皮上抹一层

辣酱，放上各种小菜，嫩嫩的绿豆芽、脆脆的酸萝卜、

鲜鲜的折耳根和海带丝……最后裹成一只寸把长的卷子，

裹卷皮薄得近乎透明，最关键的是皮上抹的辣酱，一般

有鸡辣椒、青辣椒、油豆豉、肉沫豆腐干和香菇肉沫五

种味道。

安顺小吃街　

儒林路是一条能让人品味到正宗“安顺味道”与安

顺饮食文化精髓的老街，在安顺城中，没有一条老街像

儒林路一样汇聚那么多有特色的地方小吃。

安顺好吃街

前身是顾府街（民主路）夜市，拥有上百商家及上

千种美味佳肴，好吃街有各类屯堡风格的景观设施及各

类特色小吃、冷饮、百货等。

安顺小吃街
地址：贵州省安顺市儒林
路对面的顾府街

Tips

安顺好吃街
地址：贵州省安顺黄果树
大街葡华欧洲城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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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一把
青城派掌门

Practicing Tai Chi 
with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Qingcheng school 

与

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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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照寺清晨太极课程

• 寺院茶寺的禅茶道

• 中式素菜早餐搭配有机新鲜果汁

• 太极服和鞋

• 六善专车接送

历时两百余年方才完工的青城山古刹普照寺，坐落

于太极发源地附近。得天独厚的风水将古朴寺庙自然融

入宁静山林之中，成为了太极运动的理想场地。入住青

城山六善便可享受这种独家专属的服务。

太极常被称为运动冥想，注重练气（一种生命能量）。

它通过轻柔的动作和沉静的呼吸，来放松心灵、强身健体，

具有降低血压、改善睡眠等功效。太极运动倡导健康生活，

是一项老幼皆宜的运动方式。太极起源与佛道寺庙息息

相关，当时寺院中的僧人将技巧和武术相结合，创造出

一种新型的健康运动。清晨打上一段太极，可以控制气息，

为身体和心灵注入能量。

师承青城派掌门刘绥滨的太极大师将会新迎每一位

客人，大师教授的太极技法来源于青城山，称为“青城

太极六式”。寺庙独特之处当属宁静优美的环境，可以

沉浸其中感受气息流动。一小时的体验中，太极大师会

指导如何进行呼吸练习，展示基本的太极动作。在练习

时静听山中鸟鸣清越，观看孔雀漫步闲游。

作为中国太极的忠粉，青城山六善总经理 Manish 
Puri：太极是中国最迷人的艺术形式之一。历史悠久、氛

围古朴、风水绝佳的普照寺是练习太极的理想场地。我

到过普照寺很多次，除了练习太极外，也为了感受这里

的历史、宗教和文化。锻炼完后，我总会点上几根香烛，

进行一次独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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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时尚之都上海，比起明媚春光，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更让人

惊喜。华为在上海举行发布会，正式面向中国市场发布了与徕卡联合设

计的全新旗舰智能手机——华为 P9。现场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5000
多名各界人士，“超人”扮演者，好莱坞知名影星亨利·卡维尔也以华为

P9 代言人的身份盛装出席。

华为携手徕卡，

追求极致手机摄影体验

作为双方合作的首款产品，华为本着对精湛工艺和极致体验不懈

追求的工匠精神，与徕卡共同开发、联合设计出华为 P9 这款产品。这

种深度合作使得华为 P9 的拍照效果延续了徕卡在相机领域的百年传奇

表现。

华为 P9 采用了德国徕卡的 SUMMARIT 系列镜头，每台 P9 手机

镜头都经过了华为和徕卡工程师的共同设计与筛选，徕卡的光学工程师

对每一组镜片制定了严格的筛选标准，保证了P9具备最一流的影像表现。

当每一道光线从进入镜片到抵达传感器，再到成像的全过程，都完美复

刻了徕卡在传统相机上的惊艳成像效果。同时，华为 P9 拍照时，可以

获取更多进光量，获得更高质量的照片。

卓越外观设计，全新工艺引领科技新风尚

外观设计上，华为P9拥有很强的辨识度，机身线条时尚而又简约，

既不过分圆润，同时也不会带有棱角，凭借独特的设计语言带来专属的

身份感。华为 P9 采用业界首创金属陶瓷效果与雕刻纹理工艺，P9 高配

版的陶瓷白配色，将金属材质后壳通过 5 层镀层工艺处理，制作出陶瓷

般晶莹质感光泽。而琥珀金独创性的拉丝抛光工艺，带来独特的金属雕

刻纹理，很好地诠释了华为对于时尚概念的全新理解。

智能科技，点亮移动互联新生活

华为 P9 手机针对用户在日常使用中的通讯网络切换进行了专门优

化。当周围存在多个WIFI信号时，华为 P9会评定每个WIFI信号的“健

康度”，提升用户连接到可用 WIFI 的效率。而对于咖啡馆、酒店等公

用 WIFI，华为 P9 进行了热点登录优化，免去繁琐过程。除此之外，华

为 P9 首创的虚拟三天线技术，让用户无论以任何握持手机方式进行通

讯时，都能获得最佳的信号质量。

在硬件配置方面，华为 P9 手机采用 5.2 英寸 1080P 显示屏，首次

搭载麒麟 955 处理器，高达 2.5Ghz 的主频为 P9 带来更强的运算处理

能力和更为畅快的手机使用体验。

时尚之都 见证手机摄影新高度时尚之都 见证手机摄影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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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无二的梦幻婚礼
The unique dreaming 
wedding

恋上纯白美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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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悠扬的乐声，袭一身白色梦幻婚裙，捧一束火红怒放玫瑰，在亲朋
来宾的见证下，将一生交给最心爱的他。梦幻的宴会场地，最纯粹的美
味体验，加上完美无瑕的专业服务⋯⋯一生一次的婚礼，缔造最美好的
幸福回忆。

Along with the melodious music, wearing the a white dreamy wedding skirt, 
holding a bunch of fire-colored rose, in the presence of relatives, friends and 
guests, giving the whole life to the most beloved. Fantastic banquet venue, the 
purest culinary experience, with the addition of perfect professional service, 
once in a lifetime wedding, creation of the best happy memories.

独一无二的梦幻婚礼

The unique 
dreaming we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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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que 
dreaming wedding 

Crowne Plaza Beijing Sun Palace

温馨浪漫的婚礼庆典，激情澎湃的时尚派对，凭函入场的

高端酒会，高大上的新品发布会，妙趣横生的公司野餐会……

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都将您的多样创意惊喜呈现！

在户外阳光会所，办一场浪漫至极的婚礼。阳光普照，绿

草茵茵， 袭一身白色梦幻婚裙，捧一束火红怒放玫瑰，在温暖

阳光的怀抱中，在亲朋来宾的见证下，将一生交给最心爱的他。

阳光会所位于酒店正门喷泉旁侧，面积 530 平方米，顶高

6.3 米，全场无柱，四面玻璃墙映衬出会所外的山野青绿，幔帐

顶棚又遮去了户外的灼热和闷热；虽然毗邻东北三环和京承高

速，却远离都市纷扰和喧嚣，让这场婚礼伴着清脆的喷泉，神

圣庄重又清新自然！

云南大宴会厅，是举办婚礼仪式的绝佳选择。1,400 平方

米无柱式云南大宴会厅及 450 平方米昆明多功能厅，均能分割

为三个部分，可满足 100 人的简约时尚婚宴到多达 1,000 位宾

客的大型豪华婚典。高吊顶、自然采光的 600 平方米宴会前厅，

与云南大宴会厅内喜宴呼应。

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量身打造专属婚宴庆典，专业高

效的皇冠婚宴经理将自始至终提供专属服务，精心策划一场时

尚、有格调、与众不同的梦幻婚礼！专业高效的厨师和宴会服

务团队将为新人和宾客们带来最纯粹的美味体验，最美好的幸

福记忆！

在酒店举办婚宴，即可获得新人蜜月住宿 1 晚 ( 含次日双

人美味早餐 )、豪华新娘化妆间 1 间、五层典雅香槟塔一个和祝

酒香槟一瓶、酒店常规音响设备、每席精美婚宴菜单、婚礼仪

式装饰蛋糕塔及蛋糕、自带酒水免收开瓶费、婚房布置、新人

家人及嘉宾将获得优惠客房价格等优待礼遇！

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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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ninsula Shanghai

上海半岛酒店的婚礼服务将为新人呈献婚礼中

难忘的一切，让每对新人在最完美的环境中共证一

生盟誓。古典、传统与现代风格兼备的豪华宴会场

地，配以完美无瑕的半岛服务、一流的设施，瑰丽

的环境陈设，气派超然的劳斯莱斯车队；配合婚礼

顾问的专业意见，确保所有婚宴细节都尽善尽美。

从晚宴、婚礼、会议到鸡尾酒会——无论什么

类型的活动、规模大小，上海半岛酒店都竭诚为您

提供享有盛名的半岛式服务以及顶级的餐饮体验。

酒店设有一系列豪华典雅的宴会场地，包括可容纳

1,000 人参加的鸡尾酒会或 450 人宴席的大宴会

厅玫瑰厅，各式主题酒吧，配以精心烹饪的中西式

美食和专享的个人化服务，这一切都将为缔造独特

而难忘的盛宴服务。

即使婚礼庆典已拉开序幕，专业的半岛婚礼顾

问仍在幕后忙碌地工作，从布置花饰、菜单、酒水

选择、灯光、背景音乐到席卡、流程、音响系统、

游戏环节、后勤到客人离场，力求做到一切都顺畅

上海半岛酒店
完美。

上海半岛酒店设有44间豪华宽敞的套间，

气氛温馨亲切，让新婚夫妇尽情沉醉于甜蜜浪

漫时光。

为新人的浪漫婚礼加添典雅隆重的气派，

上海半岛酒店特别设有劳斯莱斯豪华车队，是

在半岛酒店婚宴的独特之处之一，当中包括四

辆散发独一无二的黄金岁月情调的全新幻影

加长型劳斯莱斯轿车 (Phantom)，以及一辆

1934 年出品的古董劳斯莱斯“幻影 II”，这

款别致而珍贵的豪车将专门用于上海半岛酒店

的婚宴接待，为新人们打造独一无二的梦幻婚

礼回忆。

上海半岛酒店总经理张荣耀先生表示：“上

海半岛酒店拥有典雅高贵的环境，服务水平享

誉国际。在此优越的条件配合之下，我们致力

为每对新人缔造独一无二、毕生难忘的完美婚

礼，共证其美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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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 Hyatt Shanghai

上海柏悦酒店专业的婚礼顾问与新人共同打造，精

心筹办每一场婚礼，使每一个细节都成为甜蜜的回忆。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中心的上海柏

悦酒店，被誉为城市中心一方平静优雅的绿洲。上海柏

悦酒店的婚宴场地可设在酒店的 93 层或 86 层，可谓是

中国至高的婚宴会场。位于酒店 93 楼的世纪 100 宴会

厅坐拥云端 600 平方米的独立空间，由著名设计师季裕

棠先生（Mr.Tony Chi）设计，其中特有的开放式厨房与

挑高玻璃落地窗绘制成为新人婚礼的奢华背景。宽敞舒

适的原木色调仿明式桌椅，显示出一派儒家文人格调，

与顶上璀璨的金属感顶灯恰似东方文化与西方艺术的美

感碰撞，带来如春风拂面的清雅之美。

世纪 100宴会厅可容纳 200人的仪式前鸡尾酒会，

用作晚宴则可容纳 144 人，非常适合中小型，精致独特

的高端婚礼。相配套的庭院、休息室、多功能厅和厨房，

为新人和来宾营造了体贴入微的私享空间，仿如将大师

设计的空间搬到了自家般。婚宴厅一旁的休息室，以银

上海柏悦酒店

灰色为主要色调，极富视觉冲击力的雕塑装饰、具有光

泽感的大理石装饰墙面，简单几何体造型的沙发、灯饰

在随意间体现着设计师对于品位的独到理解。休息室拥

有当代北欧风格的装饰——蒙古羊皮垫的固榉木沙发，

由屡获殊荣的韩国艺术家 Lee Jae-Hyo 设计橡树叶包裹

的墙壁，及由美国艺术家 Jessica Corr 和 Isami Ching
共同创作的有异常想象力的喷漆雄鹿头 —— 组成了一个

独特的时尚之所，徜徉其中，定能领悟这种不张扬的生

活态度。

酒店中式、西式、日式的国际化料理，也定能带给

新人和宾客一场味觉的畅快之旅。宾客可在这 400 米高

空的独立宴会区域，享受由经验丰富的餐饮专家们，运

用当季食材呈现的精致美馔。

而酒店 86 楼低调典雅的沙龙更是以精致、私密的环

境与坐拥城中迷人美景而闻名，是小型、精致婚礼的不

二选择。面积 171 平方米的沙龙，能容纳至多 96 位宾

客的婚宴。沙龙内可欣赏到壮丽美景，更配有 102 寸平

幕电视、先进的多媒体系统、舒适轻松的休息区域。而

位于沙龙楼层中间的区域是“聚集厅”，由天然石料制

成的展示台点缀其中，带来视觉震撼的效果，是筵席开

始前专享下午茶或鸡尾酒的理想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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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ne Plaza Beijing Lido

丽都商圈 , 向来以国际化、时尚和繁荣著称，成为

人们心目中永恒的地标。在位于丽都商圈的北京丽都皇

冠假日酒店，赴一场盛大的婚礼秀，身临其境，感受那

份梦幻与浪漫。

婚礼秀将在北京丽都皇冠假日酒店面积超过 1200

平方米的大宴会厅举行，将为新人们演绎一场 3D 全息投

影星空主题的婚礼盛典。该场婚礼秀新人有机会试乘拉

风座驾特斯拉，可以说 Tesla 的出现是汽车行业的一个

极大的创新，特斯拉不仅仅是公路上最快且最节省燃料

的车子，同时它有了将跑车与新能源结合的想法。

北京丽都皇冠假日酒店还为新人们量身定制多款皇

冠婚宴套餐，为准新人的婚礼盛典提供丰富选择。婚礼秀

北京丽都皇冠假日酒店

当天亲临现场的嘉宾均可获得英国 PERFECT SIZE 时尚

领结， 每克拉美钻石赞助的神秘签到礼，并有机会参与幸

运抽奖，赢取 iPad、每克拉美天然红玛瑙手链、AA 租车

优惠券、WE COUTURE 高级定制头纱、丽都皇冠假日

酒店豪华套房、餐厅及健身房体验券等多重好礼。

新人婚礼这样的喜庆时刻怎能缺少美食的陪伴？北

京丽都皇冠假日酒店的两间国际餐厅 ——CRAFT 趣餐

厅和 MATRIX 亦餐厅各具特色，而且每一间都是备受赞

誉。寻找新与旧的味觉碰撞——亦餐厅，环球自助荟萃

中餐、西餐、日餐美食经典，款款为人们所爱。无论是

一流的硬件设施，还是专业周到的个性化服务，北京丽

都皇冠假日酒店绝对是婚礼庆典的理想筹办之所。在这

里，每一对新人都能够拥有一个梦幻星空的森林系婚礼，

同时在记忆深处镌刻下彼此幸福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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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tz-Carlton, Chengdu

在城市中央上演你和她的完美爱情，到成都富力丽

思卡尔顿酒店打造一场专属完美婚礼，开启蜜月人生。

想象一下，属于你和她的一天，洒满玫瑰花瓣蜜月

套房早已准备就绪，豪华婚车载着你们驶入神圣的殿堂；

伴随着现场乐队的动人乐章，抵达等候多时的酒店；踩

着柔软的手织地毯，穿过鲜花盛放的筵席，接受亲朋好

友的祝福。谈笑间，品尝个性化的餐饮，感受细腻贴心

的服务，让你人生重要的时刻完美起航。

成都富力丽思卡尔顿酒店拥有超过 1，700 平方米

的宴会空间，包括 12 个宴会厅及多功能厅。殷勤周到的

宴会及会议服务团队，为你制定个性化的婚礼方案。面

积达 900 平方米的无柱式大宴会厅，以“钻石”为名，

可灵活分拆成三个多功能厅，同时容纳 570 人的晚宴或

成都富力丽思卡尔顿酒店
1080 人的酒会，是举行婚宴的最佳之地。钻石，寓意“矜

贵富裕”，亦象征“忠贞爱情”。一场在钻石厅举行浪

漫的婚礼，既见证你的幸福的时刻，又寄托对爱情的美

好祝愿。

除了在宴会厅举行婚礼，新人也可以在任何心仪的

地点举行爱的盛典。

位于酒店 10 楼，有一个秘密花园，它清幽静谧，

可以举行款待亲密友人的精致晚宴，可以举办回归原野

的篝火之夜，也可被打造一新，成为新人心中所想的任

一秘境。

在距离酒店 180 多公里之外的城市——遂宁，平地

而起，打造超过 2150 平方米的奢华婚宴现场，款待超

过 1200 位宾客，带去一场浪漫唯美的全天候婚宴——中

式午宴，自助晚宴及茶歇，让新人在婚典当天，尽享专

属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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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ne Plaza Beijing Chaoyang U-Town

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跟爱人去分

享简单的清晨和夜晚，拥有一个等待自己的家。此生，

爱一个人的真心，让我们用星星般的璀璨婚礼来铭刻。

曾经有一瞬间，我希望时间永远停止，只为与你牵手云

霄的极致浪漫。那一天我们告别了父母的怀抱，肩负起

了一个家庭的责任。从那时候起，我们在彼此的人生路

上演绎着无可替代的角色。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一刻

开始我们的爱，一生不会褪色。

婚礼是爱情最完美的镌刻！每一对新人都希望拥有

最完美浪漫的婚礼。北京朝阳悠唐皇冠假日酒店婚礼策

北京朝阳悠唐皇冠假日酒店
划团队以极具创新的策划方案，高档、精致的菜肴及酒

水，贴心入微的一站式服务，为您专属定制一台完美的

盛宴，让这一时刻成为永恒。拥有 480 平方米的云霄厅

独具匠心，是北京唯一拥有阳光穹顶的婚礼礼堂。礼堂

挑高 17.8 米的设计高雅神圣，别具格调，使您的婚礼充

满无与伦比的浪漫与别致。典雅华贵的无柱式皇冠大宴

会厅顶高 6 米，面积达 1050 平方米。水晶吊灯璀璨明

亮，设计夺目不失时尚气息，处处闪耀着属于一对新人

的幸福光芒。宽敞明亮的玻璃顶外廊面积达 1000 平方米，

可用于婚礼开始前的鸡尾酒会接待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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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stin Nanjing

玄武湖畔清风徐徐，洁白的纱裙，铺满花瓣的小路，

是南京威斯汀一场浪漫的婚礼，更是一道如画的风景。

南京威斯汀大酒店，位于中央路商业区，距隽秀的

玄武湖仅数步之遥，可以轻松前往众多购物场所和观光

景点，酒店的便利设施为外地客人和婚礼嘉宾带来精彩

纷呈的活动体验。经验丰富的员工期待为您策划圆满活

动，并尊重您坚信的传统礼仪，让您的婚礼与众不同。

装潢精美的 9 楼宴会厅，氛围温馨宜人，紫金山景

尽收眼底，510 平方米的多功能宴会厅可容纳约 340 人，

还可分割为三个更加私密的小厅，适合不同规模的婚宴布

置规模。宴会厅外约 250 平方米高雅的迎宾区自然采光

充足，落地窗设计可欣赏到迷人美景，紧邻的户外区域约 

150 平方米，可在温暖时节举办鸡尾酒会或阳光照耀的婚

礼仪式。

屡获殊荣的行政总厨“南京十大名厨”殷允民先生

与中餐团队将与您携手合作，淮扬菜与地方特色菜品相

结合打造您大喜之日的超高性价比寓意美满的菜单。为

您营造出完美无瑕的庆典氛围，并恰如其分地反映您的

个性和愿望。

Beijing Marriott Hotel 
Northeast 

北京海航大厦万豪酒店位于朝阳中央商务区中心地

带，毗邻北京第三使馆区。交通便利得天独厚的地理位

置使酒店虽置身于闹市中却有独特的一份静谧。酒店的

840 平方米无柱宴会厅可承接多达 450 人的婚宴，并且

可以分隔成为 3 个独立空间。宴会厅内华美绚烂的水晶

灯及豪华的装潢为您的婚礼增添色彩，5.7 米的挑高绝对

满足您的场布要求。六间多功能厅与宽敞的开放型休憩

区融为一体，并拥有强大的灵活性：可作为年轻朋友相

聚的安静空间；可成为自助茶歇时的休闲去处；还可变

为婚礼前朋友们畅谈的场所。

酒店的婚宴符合高端品位，从经典的、家常的、舒

适的，到异国情调各式风格均可满足您的需要。酒店提

供各国风情美食供客人选取，为您准备完全私属的独特

菜肴。北京海航大厦万豪酒店，致力于打造专属于您的

婚礼，让这一天成为您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北京海航大厦万豪酒店

南京威斯汀大酒店



100・TRAVEL&LEISURE

LIFE          | New LuxuryS

慵懒的午后，小憩一下。清新怡人的春日，花香正浓。一口咖啡，一口小点，任阳光和
时光从身上流过，悠然享受一段惬意的下午茶时光。

甜蜜时光悠享

Contented 
enjoyment 
of good times 

 Taking a break in a lazy afternoon. The rich aroma of 
flowers in a refreshing spring. A mouthful of coffee, a 
mouthful is a little bit small, allowing sunshine and time to 
pass by, enjoying leisurely the relaxing afternoon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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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温煦的春风吹过徽州大地，唤醒了百草万物，阳和启蛰，品物

皆春。笼罩在云雾中的黄山飘渺如仙境，历经岁月的洗礼显得沉稳而

威严，仿若一幅生动的中国古典水墨画跃然而出。花岗岩质的山峰怪

石林立，坚韧挺拔的奇松点缀其中，日升日落交替轮换，无一不令人

迷醉，无一不激荡人心。随心徜徉于村落之间，拾级穿过古朴的小桥，

抬头便见连绵的群山，低头可见蜿蜒的流水。

到黄山悦榕庄，尽情领略黄山古老的文化风情。酒店所在的田

园小镇，青山围绕，包罗万象，开阔的视野和梦境般的景色令人心醉

神往。每年十一月至次年五月是采风最佳时节，山岚之巅，云海绵绵，

艺术家们慕名而来，诞生出无数描绘此美景的诗歌及画作，流传千古。

酒店设计无不体现出徽派建筑风格以及中国水墨画的韵味。仿

木构的坡顶，粉墙，黛瓦，马头墙，这些徽派建筑特色让悦榕庄与周

围景致浑然一体，使建筑更显简约、稳重。酒店各处都有玻璃窗景可

Hui Style Afternoon Tea
徽式田园下午茶   

供远眺，从而将清山秀水映入室内。宾客可踱步阳台，轻吸清冽的山

间空气，抑或倚在躺椅上放空身心，欣赏环抱四周的自然风光。这处

静谧的度假村，古朴中又散发着现代的优雅气息。大地色系的内饰

色调使人倍感温馨，木雕和竹雕刻画着古老的故事，而其他工艺品亦

呈现出黄山无处不在的俊秀。

由内而外散发着古典雅致之美地明月餐厅，祥云朵朵被精雕细

琢于屏风上，流露着大自然赋予徽州的独特风韵。视野开阔的露台

远眺仙境般的辽阔山景和安静的古村，悠然自得地享受一段惬意的

下午茶时光，令人迷醉，清甜柔滑的芒果布丁和意式香草奶冻，沁人

心脾的白葡萄酒啫喱和椰子奶冻，以及独具特色的徽州芝麻甜饼及

手打饼，伴一壶馥郁沁香的祁门红茶或黄色毛峰茶，感受清新怡人

的春天带来的美妙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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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Day High Tea
优雅情怀下午茶

北京康莱德酒店 , 作为全球旅行家专享的现代奢华酒店新地

标 , 融合北京城悠久的历史文化与动感的生机活力 , 为宾客提供细

致入微的贴心服务与顶级设施 , 完美诠释回归自我的至真境界，致

力于打造中国首都北京商务与社交活动的高端平台。酒店更有超过

1000 平方米的宴会及会议设施；包括 Chapter, 陆羽，廿九阁，绯

酒吧在内的六个充满创意、令人惊喜的餐厅与酒吧，是国际旅行家

与本地客人尽享真我的绝佳场所。

女士月，时尚且富有设计感的大堂酒廊将为女士们打造优雅精

致下午茶。浓郁花香玫瑰杯子蛋糕，法式经典鹅肝司康饼，沏一杯咖

啡或茶，既可与闺蜜们闲聊私语，亦可开始一场充满仪式感的下午

茶会。这个春天，与优雅的下午茶来一场约会吧！

Mad Hat Afternoon Tea
“疯帽子”主题下午茶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疯帽子”主题下午茶重磅回归，在温

暖的春季为您重现爱丽丝奇幻世界中的疯狂和怪诞，开启一段仿

佛置身于童话世界的午后奇幻之旅。“疯帽子”主题下午茶以童

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为创作灵感，选取了书中人物的经典元

素，精心设计并创造出了妙趣横生的马卡龙、树莓纸杯蛋糕、芒果

巧克力蛋糕、焦糖爆米花、金枪鱼挞挞、马苏里拉芝士棒等甜品

和咸点，充分演绎了神奇的魔幻故事，让人爱不释手。下午茶另一

点睛之处在于特别设计的独特菜单，让您在就坐片刻即能感受到

来自“疯帽子先生”的热忱邀请，瞬间营造出童话般的氛围，也让

午后时光变得有趣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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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umptious Afternoon Tea
美味英式下午茶

京城时尚绅士俱乐部格调美食地标北京怡亨酒店 Alf ie′s 

Beij ing 推出全新美味英式下午茶，与您相约在杰出艺术家萨尔瓦

多·达利的世界最大艺术品收藏地，沉溺于静谧明媚的午后时光。

Alf ie’s Beij ing 的英式下午茶由三层精美印花瓷盘盛装，自

下而上逐次进阶，从什锦三明治到精致甜点，令味蕾自咸至甜逐渐

打开，伴着悠扬乐曲的环绕滋润着味蕾。

无论对于热爱艺术还是生活的你，Alf ie’s Beij ing 为您烹制

的各式下午茶小食无疑是春日午后的最美享受。从火腿奶酪到烟熏

三文鱼牛油果，以及黄瓜奶油芝士的多种口味三明治，给您带来无

限选择。更有缤纷甜点：开心果慕斯杯、 焦糖坚果搭配黑巧克力慕斯、

胡萝卜蛋糕、柠檬蛋白塔、泡芙以及主厨特别推荐的粉色布朗尼，

让您在午后暖阳下，通过味蕾的滋润与满腹之感，给忙碌的身心带

来一丝安慰。一次完美的英式下午茶套餐，重头戏必是承载着英国

人情愫的转筒点心司康饼，刚从烤箱出品热腾腾的司康饼搭配香甜

酸樱桃果酱和得文郡奶油，再配以精选茗茶或咖啡，绝对是春日美

好午后的最美映衬。

Afternoon Tea
英式下午茶    

大堂酒廊是位于澳门康莱德酒店大堂的圆形开放餐厅，以其

特色鸡尾酒、下午茶套餐及海鲜冷盘驰名，为宾客营造一个轻松写

意的环境。大堂酒廊外围采用精心锻造的围墙设计，让宾客如置身

户外露台，放松身心享受悠然时光。一盏璀璨的施华洛世奇水晶吊

灯悬挂在天花，将餐厅格局一分为二，一边是宁静绿洲，另一边则

是活力之地，任君选择。

大堂酒廊的下午茶套餐为吸引宾客的特色之一，设有让人食指

大动的英式下午茶套餐和西班牙下午茶套餐。英式下午茶供应一

口小吃，如三文鱼、鸡肉沙律及西洋菜、火腿及青苹果、鸡蛋沙律、

配以德文郡浓缩忌廉的烤饼以及各类甜品和水果挞、丹地蛋糕和

苏格兰酥饼。西班牙下午茶套餐为宾客精心准备了充满异国风味

的火腿配以菲达芝士及西瓜、柑橘曼切格芝士、肉桂焦糖布甸、草

苺甜品及西班牙蛋糕。美味和质感的创意融合，带领宾客的味蕾踏

上美食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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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90th Anniversary Afternoon Tea
90 周年经典巧克力下午茶

北京丽思卡尔顿酒店携手比利时尊享巧克力品牌 GODIVA

歌帝梵，在 GODIVA 歌帝梵的 90 周年庆典这一尊贵荣耀时刻，

呈现特别限定“90 周年经典巧克力下午茶”。将丽思卡尔顿酒店

久负盛名的下午茶和 GODIVA 歌帝梵比利时巧克力的美好味道

完美融合，为所有甜点与巧克力爱好者提供至臻美食享受。

以 90 周年限量经典系列中八款极具纪念意义的巧克力和

一款全 新打造的口味为灵感，为所有巧克力与甜点爱好者们带

来独特的美味体验，以味蕾之享游历品牌发展历程的璀璨时光。

宛如过往与今昔的美好约定，此系列既保留了传统工艺的传承，

又在口味与设计上大胆创意，向品牌 90 周年致敬。

为了向 GODIVA 歌帝梵的比利时文化与传统制作工艺致敬，

以 GODIVA 歌帝梵 2016 年最新力作玫瑰味覆盆子黑巧克力为

灵感来源的覆盆子巧克力碎英式松饼为此次下午茶带来充满创

新口感的佳品。覆盆子的香气融于松饼之中，搭配马斯卡邦乳酪

及覆盆子玫瑰果酱，唇齿间的清甜滋味让人欲罢不能。

两款饮品，GODIVA 歌帝梵巧克力饮品浓郁醇厚，感受唇齿

间的丝丝入扣；覆盆子玫瑰白巧克力冻饮清新怡人，花香与果香

在舌尖四溢。

GODIVA 歌帝梵更是别出心裁地打造了以比利时布鲁塞尔

大广场为蓝本的下午茶盘，刻有字母“G”的水晶装置摆放在缓缓

旋转的金色大广场之中，透出由内而外的闪耀光芒，如同流转的

时间，诉说着 GODIVA 歌帝梵的前世今生。10 余款美味下午茶

点围绕在其周围，带来丰富的感官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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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colate Indulgence Afternoon Tea
情迷巧克力下午茶 

多切斯特精选酒店集团 (Dorchester Collection) 旗下的标志性英

国酒店——多切斯特酒店 (The Dorchester)，呈献“情迷巧克力下午茶”

礼遇 (Chocolate Indulgence Afternoon Tea)。

多切斯特酒店团队定制的巧克力小车上会展示来自加纳、海地和古巴

等地 12 种不同风味的巧克力。客人在品尝过几种不同的巧克力后，餐厅服

务员将亲自在客人餐桌旁，依据客人喜好现场调制一杯美味的热巧克力饮品。

多切斯特酒店的糕点总厨 David Girard 还特别用巧克力创作了一系

列精致甜点，包括榛仁蛋糕、可可碎豆、巧克力、香豆挞、Nute l la 榛子酱

和姜饼点心。除此，还有原味和鲜果司康饼及自家烘焙的巧克力面包供客

人选择。

传承经典英伦精神，多切斯特酒店因应节庆和季节，更为客人精心准

备特色礼遇，包括特别为疯狂帽客、温网赛事和切尔西花卉展推出限定下

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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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素有“太湖明珠”的美誉，悠久的历史文化赋

与城市深厚的底蕴，太湖的滋养和京杭运河的穿行使无

锡成为长三角经济圈的重镇之一。无锡苏宁凯悦酒店地

处无锡繁华商业中心的苏宁广场北塔，楼高 328 米，酒

店大堂、客房及餐饮设施分布于 43 至 67 层，带来独一

无二的云端体验。

无锡苏宁凯悦酒店客房以现代风格为基调，融合江

南元素。每间客房均有通透的落地窗设计，从房间眺望，

无论是不远处太湖的美轮美奂，还是整座城市的明快现

代，都会令人赏心悦目。

云端面食
 Ruminate cloud pasta

传承了凯悦享誉国际的美食理念和独树一帜餐饮

文化的无锡苏宁凯悦酒店，满足宾客对食物鲜活与本

味平衡的至真要求，从江南特色到欧陆风情，口味多元，

选择多样，为客人营造不同的餐饮体验。

现在，入住位于城市核心地段的无锡苏宁凯悦酒

店，每房每晚净价人民币 888 元起，不仅可以酣畅淋

漓在酒店健身房及游泳池，还可享受 64 层咖啡厅双人

自助早餐和 64 层麺餐厅双人专属晚餐。在夜幕来临

时，欣赏城市繁华夜景，悦享云端面食之旅。预订细

则及限制条款，请登录 wuxi.regency.hyatt.com 或拨

打 +86 5108989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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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大理浑然天成的美景

背靠苍山、俯瞰洱海，美丽的大理实力希尔顿酒店，

是大理的第一家国际品牌度假酒店。酒店毗邻张家花园、

苍山国家地质公园、苍山缆车和崇圣寺三塔。附近还有

大理古城购物区和下关商业区以及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

博物馆。你可以在这里探寻大理浑然天成的美景和古城

明清遗风。

大理实力希尔顿酒店正式开业，标志着希尔顿酒店

首次亮相大理。酒店有 375 间可欣赏洱海美景的客房 , 

其中 26 间套房 , 74 间行政楼层房间。3 3 个餐厅和 2 

2 个酒吧，1 1 个室内泳池和水疗中心。Hirsch Bedner 

Associates (HBA) 担纲设计的大理实力希尔顿酒店将白

族风格融入建筑，提供 375 间装饰典雅的客房，每间都

配有私密阳台，宾客可欣赏优美风景。此外，选择行政

客房和套房的宾客可享用专属行政酒廊。

大理实力希尔顿酒店有一系列灵活的会议空间以及

庭院和苍翠繁茂的开放区，是适合产品发布、汽车展览、

商务会议、鸡尾酒活动、社交聚会和举办婚礼的绝佳场所。

大理实力希尔顿酒店

苍山大宴会厅面积高达 1,100 平方米，可分成三个独立

活动厅。还有 300 平方米洱海小宴会厅和 12 个其他多

功能会议室，面积从 60 到 100 平方米。全部空间都配

备高速 Wi-Fi 和最新视听技术。商务中心提供文秘和商

务服务，专业酒店团队随时满足任何要求。

大理实力希尔顿酒店有三个创新餐厅和两个酒吧。

香全日制餐厅享用正宗云南菜和西式菜肴。揽月餐厅，

享受意式美味或在户外露台俯瞰湖光美景。御璽餐厅，

厨艺巧妙地融合中国特色菜和本地烹饪传统。在大堂吧

啜饮美茶，佳酿吧小酌几轮精酿啤酒，都能让身心完美

放松。

酒店的健身中心24小时开放，您可来这里迸发活力，

或在 250 平方米的室内泳池畅游，33 个不同功能的按摩

浴池供您选择，孩子们更可在儿童池和儿童乐园尽情游

玩，这里将有手工制作等各种丰富的活动。同时，您可

在水疗馆体验豪华水疗项目，放松身心，亦可在迷你高

尔夫球场潇洒挥杆。

Explore 
the totally 
natural 
beauty of Dal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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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文风赏华韵
郑州万达文华酒店耀然于世
Wanda Vista Zhengzhou，Coming Soon

万达酒店及度假村旗下的超五星级酒

店——郑州万达文华酒店正式开业迎宾。酒

店设计方面注重融合大宋王朝古都风韵与

现代都市优雅风尚为一体，加以万达文华酒

店个性、精致、愉悦的品牌特征，在设计装

饰中充分展示了无处不在的千年古都风采。

使宾客在酒店中时刻感受到千年古都的优

雅与时尚。慕东京之风韵，展大宋之精魂。

一座郑州万达文华酒店，致敬先人之韵味。

酒店设有 292 间时尚典雅的客房与套

房，充满东方温情的设计，为宾客悉心提供

私享服务和艺术氛围。暗色系地毯配上金色

牡丹花刺绣，不同客房配有不同壁画和墙纸，

从宋代风格的山水画到端庄华丽的牡丹花，

家具古典优雅，摆设陈列处处用心，在古色

古香的壁画衬托下，更凸显了万达文华酒店

的优雅与高贵。总统套房入口门厅处挂画源

自赵伯驹《春山图》，绢布绘画配以局部刺绣，

高贵端庄，彰显品位。

作为城中最高的自助餐厅，美食汇全日

餐厅毫无疑问地拥有绝佳的赏景优势。宾客

可以在充满现代设计感的餐厅中一边享用

世界各国美食，一边通过落地窗欣赏郑州最

繁华地区城市风景。餐厅中的图案灵感来源

于“九曲黄河万里沙”，通过现代的工艺，在

玻璃里激光雕刻而成，工艺精湛，画面意境

深远，含蓄地体现黄河之气势磅礴。

品珍中餐厅接待台的背景采用透光玉

石设计，配以镶嵌激光雕刻而成的牡丹花，

富贵荣华，典雅尊贵。中餐散座及周边散落

着层层叠叠的屏风，玻璃屏风中间镶嵌玉石，

像古代皇帝佩戴的玉佩，彰显华贵；公共就

餐区域的双面屏风，技艺精湛，凸显用心。

餐厅以豫菜为主，融合粤菜及各地地方特色

菜肴，精选有机食品，专注于原汁原味以及

均衡营养。美食佳酿的精致感受、匠心独具

的奢华氛围以及温情备至的周到服务定会

令您忘返于我们独具东方特色的美食文化。

郑州名仕会一如既往延续万达酒店及

度假村对名仕会一贯的“品质、品位、格调”

的期望，在设计上也延续了“名仕会”的一贯

设计风格：细腻的线条造型、奢华有质感的

物料，同时也糅合了郑州的地域特色，与郑

州万达文华酒店的风格保持一致。接待大堂

壁画灵感源自宋代艺术作品，金色主题既响

应万达文华酒店主题色万达文华金，亦体现

优雅高贵的品位。

宴会前厅巨幅装饰画取自范宽《溪山行

旅图》，以金箔漆画工艺装饰，大气磅礴。会

议厅，均配备最先进的视听及多媒体设备。

大型水晶灯极具现代感，墙面层层叠叠的

造型，是郑州万达文华酒店细节的体现。不

论是小型高层聚会，还是大型会议庆典，郑

州万达文华酒店均可满足您不同的需求。面

积为 1,400 平方米的无柱式大宴会厅，层高

10 米，巨大的 LED 显示屏，气派恢宏，富丽

堂皇，还可灵活分隔成三个独立空间，量身

打造专属于您的非凡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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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 Jeffrey Sussman
专访厦门润丰吉祥温德姆至尊酒店

厦门润丰吉祥温德姆至尊酒店总经理

Jeffrey Sussman 来自美国，有着多年丰富

的世界顶级酒店管理及工作经验，包括四季

酒店（纽约），丽思卡尔顿酒店（夏威夷，大

阪及纽约），中国大饭店，香格里拉（北京）

及东方文华（日本）。他拥有超过 25 年的宝

贵的酒店管理经验，将带领厦门温德姆至尊

酒店进入全新的服务高度。

Jeffrey 首先为我们介绍了温德姆至尊

品牌和厦门润丰吉祥温德姆至尊酒店的基

本情况及特色。

温德姆至尊酒店及度假酒店是温德姆

品牌大家庭中的一颗耀眼明星。旗下酒店均

坐落于世界知名的旅游胜地和繁华都市 , 在

设计与服务中充分考虑并融入了当地特色 ,

为客人带来独一无二的体验。温德姆至尊酒

店将温德姆品牌细致入微的服务、悠闲轻松

的氛围以及设计巧妙的细节提升到一个崭

新的高度 , 堪称奢华酒店之典范。在这里 ,

舒适精美的客房、顶级大厨烹制的美味佳肴 ,

以及充满艺术气息的酒廊和公共空间都让

客人流连忘返。

厦门润丰吉祥温德姆至尊酒店地处厦

门新兴黄金商业会展区，靠近风景优美的环

岛海岸线，拥有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是一

家豪华五星级城市度假酒店。无论是商务出行、

休闲娱乐还是旅游度假这里都是开启厦门之

旅的至臻之选。酒店拥有291间客房、3 间餐厅、

2间酒吧以及一座能够遥望海景的无边泳池。

酒店恢宏大气的设计风格，完善的现代化会

议设施以及细致入微的服务都为下榻酒店客

人打造个性化的奢华入住体验。

酒店设有 5 种房型，能够满足客人的多

样化入住需求。所有房间都拥有全景落地窗，

其中 121 间豪华客房可以看到无敌全海景，

39 间套房和唯一的 1 套总统套房更是家庭

出游和追求大空间奢华入住体验客人的不二

之选。每间客房都装有智能客房管理系统，

为客人打造全方位最便利的现代高科技入住

体验。酒店共设有三间特色餐厅、一间时尚大

堂酒廊、一间可遥望海景的池畔酒吧。多样

化的餐饮选择为下榻酒店的客人以及城中客

人打造最舒适的用餐环境和最难忘的美食体

验。

910 平米的豪华宴会厅和各类大、中、小

型会议室及多功能厅，提供优质的商务会议

和完善的会议解决方案。酒店还设有恒温游

泳池、水疗、健身房等高档娱乐休闲配套，为

繁忙的客人诠释悠然自得的难忘体验。从客

人下榻饭店的那一刻起，就完全置身于放松、

高雅的氛围中。

谈到如何让一个酒店在众多的竞争者中

脱颖而出，Jeffrey 特别强调了服务的重要性。

Jef frey 提到客人记住一个酒店往往是因为

酒店的服务而不是单纯的硬件设施。服务是

酒店的员工的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组成的，

正是这些细节决定了一个酒店服务的质量。

发现好的员工以及对员工进行正确的培训尤

为重要。Jeffrey 在打造员工团队上投入了大

量的精力，他甚至亲自面试每一个客房服务

人员。

对于即将到来的正式开业，Jeffrey 充满

信心，他相信在整个团队的积极努力下，酒店

的运营会达到使员工开心、客人开心、业主

开心的完满结果。

优质服务将让我们
与众不同

QUALITY SERVICE WILL 
MAKE US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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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赵晓娟 cherry

近百年来，西方古典音乐界一直有人在提倡 M&M

的观念，这和巧克力豆无关，指的是“音乐”（Music）

和“美食”（Menu）的搭配。将音乐和美食结合，代表

了十九世纪欧洲上流社会对享乐主义的推崇，身体力

行推广这一生活方式的代表人物是著名音乐家罗西尼

（Gioacchino Rossini），罗西尼是意大利人，晚年在

巴黎度过，他的作品以歌剧为主，是十九世纪欧洲最

红的作曲家。和其他音乐家相比，罗西尼不但好美食，

还精于理财，在他四十岁不到，即停笔不写歌剧，在往

后的三十多年岁月里，一直力行 M&M 的生活方式。

在巴黎居住期间，罗西尼每周六晚上定期在家里举办

音乐餐会，也就是后来知名的“周六晚会”（Samedi 

Soirs），李斯特、威尔第、比才、圣桑等著名音乐家都

是他的座上客。

在这段期间，罗西尼写过一些小曲子，也经常以食

物为名，其中有一首为《当我喝下红酒，客栈所有的东

西都在转动》。今天，我想要聊的话题就和音乐葡萄酒

有关，姑且称为 M&W 吧，指的是“音乐”（Music）和“葡

萄酒”（Wine）的结合。要知道，葡萄酒作为美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与音乐的搭配同样是可以让人愉悦、享

受和感动的！

在忙碌的工作中，夜深人静得闲时，不管是周末还

是平时，我都喜欢开一瓶葡萄酒，放上一张经典唱片，

在音乐的流淌中，让自己彻底放松下来，享受生活带给

我们的美好。葡萄酒搭配音乐有很多个人的偏好在里面，

对我来说，简单易饮果香充沛的酒款，适合轻快动人的

乐曲，醇香的威士忌适合意大利的歌剧，西班牙的吉

他曲，则很适合里奥哈的白葡萄酒。而对于复杂深刻

的红酒，我更喜欢选择古典音乐来搭配。

意大利作曲家托马索·齐奥凡尼·阿尔比诺尼

（Tomaso Albinoni）的《柔板》被称为这个星球上悲

伤的音乐，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很多个版本。作曲家中

很少有像阿尔比诺尼那样，仅以一首曲子而闻名于世。

有关西方音乐史的书籍几乎不会提到他，因此人们自

致命运的音符
和美酒

Fatal note 
and fine 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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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的宝石红，散发出黑李子、黑森林蛋糕和奶油坚果的芳香，交织

着薄荷、香辛料和巧克力的香气，香气层层叠叠，犹如打开了一个绚烂多彩

的宝石盒。入口酒体饱满，富有结构感，单宁丝滑，让人愉悦的酸度，回味

有淡淡甘草糖的香甜。杯光闪烁中，隐隐看到一个神秘的蒙着面纱的女人，

随着音乐展现着她的曼妙身姿，让人沉醉其中。同时，这款酒本来也是一首

动人的乐章，演奏出迷人的乐曲，又那么神秘而让人遐想。

在音乐的婉转流淌中，能够感受到一种厚重而有深度的力量，拨弄着

人的心弦。动人的音乐与 Zenato Amarone 2011 交相辉映。这样柔缓的

音乐搭配同样富有内涵的葡萄酒，让音乐和美酒在搭配中同时得到提升，

迸发出更深层的感情。是命运的音符吗？还是人们在无尽岁月中，一声轻

轻的叹息？饮一口美酒，把一切交给时间吧！

然对其了解不多。由此也增加了其神秘感。

今晚我用来搭配首乐曲的是来自有爱城之称的

意大利 Verona 城北瓦波山谷，被意大利人奉为酒王

的品种——阿玛罗尼 Amarone 所酿造的葡萄酒。来

自泽那多 Zenato 酒庄的 Amarone 是一款很能代表

当地风土典范的葡萄酒，因为酒农固守传统方法酿造，

又用法国小橡木桶给予陈年，更有意思的是，酒庄每

天会给陈酿中的葡萄酒听两小时的歌剧，让这款葡萄

酒从诞生之日起就与音乐有千丝万缕的缘分。

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款精心酿造的葡萄酒价格却

极为亲民，与知名乐评人田艺苗近年来大力提倡的“穿

T-Shirt 听古典音乐”不谋而合。

Zenato Amarone 2011品鉴笔记：



112・TRAVEL&LEISURE

LIFE          | New LuxuryS

于雪莉女士现任 Visa 中国区总经理，

全面负责 Visa 在中国的业务运营、战略发

展和业务管理工作。

加入 Visa 之前，于雪莉女士在 IBM 担

任韩国区总经理。此前，她也曾在 IBM 亚太

区担任多个高级职位，并在 IBM 大中华区

工作长达 11 年之久。她在 2004 年入围中

国十大女性职业管理者，并在 2005 年被评

为中国信息技术服务年度人物。于雪莉女士

1983 年 3 月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

校区（UCLA），获得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专

业的理学学士学位。

T&L: 虽然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但旅游

业却保持了不错的发展势头，Visa 从数据

上对出境游的当前发展状况有怎样的评估

和预测？

YU: Visa 每年在出境旅游方面都做很

多调研。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中

国人喜欢走出国门，并且变得比以往更有经

验、更懂得享受旅行。

我们去年发布了《Visa 2015 年全球旅

游意向调查》，数据显示，过去两年每 10 个

中国人中，就有 7人出国旅游。中国其实从

出境旅游的次数以及出国以后的消费，都是

亚洲最高的。中国人每次出国旅游的消费将

近 3 万元人民币，相当于 5000 美金的水平，

属于消费较高的群组。

关于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未来一年中国

游客想去的地方还是以中国周边为主，包括

韩国、日本、香港、东南亚，以及美国、澳洲。

但是未来五年，最受游客欢迎的目的地就比

较特别，比如像斯里兰卡。中国游客开始走

得越来越远，喜欢去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喜

欢本地化，想要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体验。

我觉得下次再调研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非洲、

南极，一些更特别的地方。

另外，根 据我们 2015 年的调研，越 来

越多的中国人出国的时候，无论准备行程的

过程中，或者行程当中，都会经常使用信用

卡。当中国客人去到一些不是很热门的目的

地，而是一些特别的地方时，信用卡的受理

环境是很重要。Visa 在全球 200 多个国家，

4000 万商户的网络覆盖，会给持卡人带来很

大的便利。我觉得这是 Visa 的强项之一。

T&L: 近期 Visa 在中国的业务发展情况

怎样？未来大概会是怎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YU: 目前我们在中国市场主要专注于跨

境支付业务，也就是满足中国持卡人在海外

专访Visa中国区总经理于雪莉女士
做跨境支付的领导者

BEING THE LEADER OF 
CROSS-BORDER PAY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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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付需求，以及境外游客在中国的支付需求。

跨境支付需求主要发生在跨境旅游和跨境电

子商务两个场景。

Visa 在中国这么多年来，是非常稳步、甚

至迅速地成长。Visa 中国在全球的业务量已

经名列前茅，中国也是 Visa 非常看重的一个

市场。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要给客户带来各种

的优惠，也是要从技术上要给客户带来非常便

捷、方便，同时又非常安全的产品。

顺应中国旅行者旅行方式的变化与升级，

我们也致力为他们提供更不一样的服务，给到

持卡人一个更尊贵的享受及更多的优惠礼遇，

这也是是我们一直专注的地方。在 2015 年，

我们就已经推出很多系列的优惠礼遇，在今年

年初，我们对高端持卡人也出台了很多权益，

包括旅游、酒店、美食、健康、教育等七个方面。

比如在机票预订方面，我们与港龙、国泰、

海航、东航都有一系列的优惠礼遇，享受折上

折的优惠。酒店方面，我们与全球 20 多家酒

店合作，提供住三付二，或者是住四付三的优惠，

包括几家著名的五星级酒店，比如凯悦酒店集

团、香格里拉、文华东方酒店，还有北京的美

高梅钓鱼台国宾馆、台湾日月潭的涵碧楼等。

另外在中国也有 50 多家餐厅，享受买一赠一

的优惠。

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还提供机场的豪车

免费接送服务，价格 100 元左右，非常优惠。

考虑到有很多自己开车的持卡人，我们还提供

第一天免费的代客泊车、停车服务，这也给持

卡人提供了很多方便。

中国人离不开 Wi-Fi，Visa 跟 Skyroam

及 Uroam 等 WiFi 公 司 合 作，提 供 特 价

Wi-Fi 服务。值得一提的是 Visa 跟 Boingo

合作，让 Visa Signature 持卡人在全球 150

万个地点都可以享受免费无上限流量 Wi-Fi。

我们最近也跟工行合作，推出持卡人免费借用

WiFi 的服务。为了给客户更大的便利跟便捷性，

WiFi 是在过海关之后再借，省却安检的麻烦。

很多细节我们都提前想到了。

T&L:Visa在中国拥有数量庞大的用户，

近期及未来是否有针对中国出境游客的一

些方便快捷支付体验及一些权益优惠？

YU: 中国持 卡人可以申请 带有 Visa 

payWave 非接 触式 支付功能的卡片，小

额支付免签免密，只要 在 POS 机前轻轻

挥一挥 银行 卡，就可以轻松买单。目前全

球有近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使用 Visa 

payWave 卡进行非接触式交易，其中澳大

利亚每天所有经由 Visa 处理的交易总笔数

当中超过一半都是通过 Visa payWave 完

成的。

只要是 Visa 的持卡人，还可以注册使

用 Visa Checkout 从而简化在线支付流

程，进一步优化线上支付体验。消费者只需

在其 Visa Checkout 账户内一次性安全输

入自己的银行卡、商品运送和支付信息，无

须在每次购买时重复输入类似信息。目前

全球已有超过 25 万家线上商家支持 Visa 

Checkout 快捷支付，当消费者看到 Visa 

Checkout 的支付选择键时，他们只需输入

支付密码，几秒钟就可完成付款。

近期我们还推出了不少优惠，比如持有

建行 Visa 卡可以在欧洲 9 大奥特莱斯购物

可享受最高 10% 的折上折；Visa 中国大陆

的持卡人回国办理境外购物退税业务时，即

可在联合货币参与退“税款满额，返现 100

元人民币”的活动；

我们在中国大陆游客常去的热门目的

地诸如美国、日本、韩国、泰国、香港等地都

与当地数以百计的商户展开合作，为中国持

卡人提供包含衣食住行在内的一系列用卡优

惠。

很多高档的购物类网站都可凭 Visa 专

属优惠代码享受高至八折的优惠；

有些购物网站没有直邮中国的服务，

我 们 也 和 部 分 转 运 公 司 展 开 合 作，比 如

Borderlinx 就为中国的 Visa 持卡人提供转

运费 8 折的优惠。

T&L: 目前的支付手段及渠道越来越多

样，Visa 有一些什么样的新举措来应对激

烈竞争的市场？

YU:Visa 一直专注于向各类客户和机

构提供各种支付解决方案，并且支持市面上

几乎所有的支付形式，无论是刷卡、插卡、拍卡、

刷手机、刷手环、电子钱包、个人对个人转账

等等，都可以通过 Visa 的网络完成交易。

Visa 还 于 今 年 年 初 推 出 Visa 

Developer 这一里程碑式的服务，它将全球

最大的零售支付网络 VisaNet 变成一个开

放的平台以驱动支付领域和商贸领域的创

新。这是 Visa 在其近 60 年的历史中首次

对软件应用开发者开放其业界领先的支付

技术、产品和服务，希望集结业内同行共同

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可能性，进一步满足持卡

人对于便捷和安全这两个有关支付的极致

追求。

T&L: 您个人喜欢什么样的旅行方式？

是否有特别钟爱的目的地？可否跟我们读者

分享一些难忘的旅行体验？

YU：因为工作需要，我去了不少地方。

以前中国有一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

我觉得很对。不同的旅行带来不同的体验，

不同的观点，感受也不同。会给人的眼界及

思考带来变化。

每年我会安排不同的旅行，有的是休闲，

有的是陪伴家人，有的是探索新的目的地。

每次旅行都会带来新的体验和感悟。

很多目的地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比如说在中国，我还记得第一次去喀纳斯湖，

这么漂亮，这么干净，真的是觉得美呆了。国

外的目的地，我第一次去澳大利亚的感觉也

非常好，其他的比如说巴黎、普吉岛、北海道，

我也非常喜欢。我期待着能探索更多目的地，

去感受不同自然风光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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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过蜂蜜消费的经历，但

或许很少有人知道潜藏在一瓶小小蜂蜜中的秘

密：当你花费了高昂的价格购买一瓶新西兰麦

卢卡蜂蜜，很可能里面连一滴麦卢卡茶树的成

分都没有。

上帝送给新西兰的珍贵礼物
新西兰，一个由南太平洋两个岛屿组成的

国家，东西最宽处才 50 公里，气候常年受海

洋气流调节，所以环境清新，气温宜人，森林

广袤，牧场遍布。由于远离大陆，远离工业污染，

这里被誉为“地球上最后一方净土”。

13 世纪前后，毛利人从太平洋的其他岛

屿陆续迁徙到新西兰，成为这里最古老的土著

居民。他们在岛上的长期生活中发现了一种独

特的树，这种树的树叶及树皮被喻为天然草药 ,

可制成镇痛解热剂、感冒药及消毒水。这种只

生长在新西兰的树叫麦卢卡树。

1769 年著名的探险家库克船长登上新西

Peter Molan 发现并证实了麦卢卡蜂蜜中含

有一种独特的活性因子，不易受到人体内酶成

分影响，其过氧化氢组成部分不会被破坏。 

Peter Molan 教授将这种活性成分命名为麦卢

卡树独特因子。这种因子具有强大而独特的抗

菌及抗氧化能力，在对胃肠道的调养方面表现

极佳。

渐渐的，在新西兰乃至全世界，产量有限

的麦卢卡树都被视为极其优质的蜜源。它的医

疗价值领先一般蜂蜜，甚至超越一些传统的抗

菌药物，被誉为“蜜中珍品”。

健康的蜂群邂逅优质的蜜源
由于远离大陆，偏处海隅，新西兰的自然

环境极为纯净，植物群落非常健康，酸雨和重

金属污染基本绝迹。所以，新西兰有着一些蜂

产品输出国所无法比拟的蜜源环境，麦卢卡树

就仅存于这片净土之上。

佰思蜜 (bee the best) 和其他蜂蜜的最大

兰岛屿，他曾用麦卢卡树叶泡茶，所以也有人

把麦卢卡树称为麦卢卡茶树。每当新西兰温和

的夏季，盛开的麦卢卡花点缀着新西兰美丽的

原始森林。

19 世纪中期，欧洲人开始大规模登陆新

西兰，他们带来了蜜蜂，从此开启了新西兰的

养蜂业，而麦卢卡蜂蜜的惊人保健效果也陆续

被人们发现，这简直如上帝送给遥远的新西兰

一份珍贵的礼物。

正如《舌尖上的中国》所说的那样，蜜源

环境的好坏决定了蜂蜜品质的好坏。

超越传统的抗菌药物被誉为
蜜中珍品”

麦卢卡蜂蜜最开始时并不为新西兰的养蜂

人所重视，因为与传统的蜂蜜相比，麦卢卡蜂

蜜口味重，质地浓稠绵密，有一股深沉浓郁的

花香，而且不易提取。

直到有一天，怀卡托大学的一位教授

l  无核化、无抗生素的纯净新西兰

l  人迹罕至的蜜源环境

l  神奇的国宝级麦卢卡蜂蜜

l  严格的质量监管 权威的品质认证

若不上天 何来好蜜
直升机放置蜂箱采集新西兰纯净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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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就是使用直升机前往无人之境，搜寻最

好的纯净蜜源，来放置、收取蜂箱，采集极其

珍贵的原生蜂蜜。

每年 12 月至次年 1 月，是麦卢卡树的花

期。这时候，经新西兰当地政府批准的佰思蜜

养蜂团队用直升机将蜂箱送到麦卢卡树丛中。

雪白色和粉红色的麦卢卡花朵迎风怒放，引得

成群的蜜蜂来采集花蜜。

新西兰拥有健康的蜜蜂群体，新西兰非常

注重对其生态环境的保护，对蜂产品的入境进

行极为严格的监管，这些措施使得许多大陆上

常见的蜜蜂传染病无法在新西兰传播。同时，

新西兰立法禁止蜂农给蜜蜂喂食抗生素。

花期一过，佰思蜜养蜂团队的直升机再次

出现在麦卢卡树丛的上空，他们将一只只蜂箱

运往蜂蜜加工厂的库房。由于麦卢卡蜂蜜必须

经过活性检测才能上市，而权威检测机构均在

新西兰，因此为了保证每一瓶麦卢卡蜂蜜有效，

佰思蜜麦卢卡蜂蜜的整个加工过程都在新西兰

食品卫生部门认可的洁净车间完成。

无人之境，纯净好蜜。让每一滴纯净之蜜

都能追根溯源。直升机运送蜂箱，是佰思蜜最

小的不同，也是最大的不同。

用直升机采集的蜂蜜 你造
吗？

拥有 137 年历史沉淀，中医药保健品世

家余仁生，秉承自然养生的理念，携手新西兰

蜂产品专家，致力于为您奉献全球最优质的蜂

蜜与蜂产品。

取世稀土、得天贵物。佰思蜜产品采自

于人迹罕至的新西兰深处，使用直升机放

入蜂箱采集蜂蜜，每一批产品都经过严格

检测和质量管控。佰思蜜与养蜂人们紧密

合作，持之不倦地追求科学，用自己质朴纯

净的心灵和专业严苛的标准，与世人分享

健康与快乐。

佰思蜜旨在提供全球最顶级的蜂产品，

包含了麦卢卡蜂蜜和特色花蜜两个产品系

列，它们来自标准严苛的纯净天堂——新西

兰。佰思蜜使用最新的 MGO 麦卢卡科学评

级系统，并且每瓶产品都严格遵守新西兰初

级产业部的标签规范，来确保麦卢卡蜂蜜的

甲基乙二醛含量和抗菌能力。麦卢卡系列拥

有从基础型 MGO30+, 至最高 MGO810+ 

的不同等级。佰思蜜每一批的 MGO 麦卢卡

蜂蜜都经过严格检测和实证，确保标签上清

楚表明甲基乙二醛 MGO 的最低水平。

探寻直升机采集的好蜜

请访问：www.beethebesthon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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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 12 月 31 日起，卡露伽 Beluga 系

列臻品已正式在天猫与京东旗舰店同步发售。

跨越世纪的经典传奇，邀您共享！

每个传奇都缘起于某地，与其永远关联。由始，至终，

与其一脉相承。

野生的欧洲鳇分布在里海、黑海、亚速海及亚德里

亚水系，以及地中海东部水域，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种，

体长达 7.2 米，体重达 1000 多公斤。这些与恐龙同时代

的鱼种在这世上已存活了至少 2 亿年，是白垩纪最古老

的幸存者。更令人惊叹的是，虽历经沧海桑田，它的体

态竟未发生任何改变。而野生欧洲鳇可活 100 岁，需要

等到 30 年之久才能成熟产卵，堪称“里海珍珠”。

历经岁月积淀，这段时光旅程终于迎来终点辉煌。

卡露伽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鲟鳇鱼养殖与鱼子酱

加工品牌之一。有着 573 平方公里的千岛湖中央水域，

81% 的森林覆盖，深达 7 米的湖水可视度，丰富的溶氧

与充分的水交换，让这些在模拟野生生态环境养殖网箱

中的鲟鳇鱼们健康自在的生长着。上千尾的欧洲鳇已在

穿越时光积淀，致享耀世传奇 
鳇金时代 . 冠冕新王！

在刚刚过去的满载收获喜悦的 2015 岁
末，卡露伽终于迎来了历经十五载的辉煌。
Beluga 鱼子酱的问世，预告着这些穿越
白垩纪而来的物种，走向了一个全新的巅
峰时代。

此走过数十载春夏秋冬，而就在今年，首批早在十五年

前就扎根于此的成员终于迎来了终点辉煌，独一无二的

顶级 Beluga 鱼子酱在此诞生。

手工制作的过程只是让那灵魂显现的一个途径而已。

卡露伽鱼子酱加工中心是迄今为止亚洲规模最大、

技术和设备都最先进的鱼子酱加工中心。秉承了俄罗斯

与伊朗鱼子酱传统手工加工工艺的精髓，再融合进了欧

洲现代的加工技术，年产量能达 60 余吨。Beluga 鱼子

酱绵软柔滑，自取卵一刻起，历经搓卵、沥水、挑卵、

拌盐、装罐、压罐等 10 多道纯手工程序，需要在 15 分

钟内全部完成，才能保证其吹弹可破的形态，及原滋原

味与鲜美的口感。

品尝 Beluga 是一种至上尊荣，体验想象所不能及

的感官冲击。

Beluga 是世界所有鱼子酱中孕育时间最久，粒径最

鳇金时代，冠冕新王。



117・TRAVEL&LEISURE

大，口感也即最浓郁丰富的品类，堪称鱼子酱之王。历

经时光积淀造就的致臻馥郁与丰富韵味，无人能在第一

次就品尝出其中所蕴含的多重味觉感受，而每一次的体

验，都是一种全新的感官冲击与升华。Beluga 的成色多

为珍珠灰或铁灰色，卵粒均匀光滑，饱满柔润。缓缓一

小勺入口，切勿猛然以齿咀嚼，先轻轻铺于舌尖，以舌

尖将鱼子一粒粒顶至上颚，并缓缓施压，感觉那么一丝

微微的抗力，而在这毫秒间的牵连之后，一种优雅细腻

的气息，飘然逸散。鱼子中饱满而丰富的浆汁随着舌尖

的压力越来越多的爆裂与满溢，这些浓郁且复杂的芬芳，

瞬间漫过舌尖，洒遍口腔每一处角落。这些芬芳中时而

带着海洋的清新，时而夹杂出一丝果香，时而串出浓烈

的奶脂乳味，时而变换为坚果的醇厚…… 而这些层叠交

织的味觉之感，在入一口冰镇烈酒的冲击之下，爆发出

更为灵动醇香的黄油质感，浓稠且迷醉。

“当每次回忆起Beluga在唇齿间停留的那一分钟，

就如刚看完一场极致暧昧的电影。我浑身上下的毛孔都

竖了起来，我的兴奋感与愉悦感在不断的向上爬升。”

“这是一种充满欲望与神秘感的味道，我的味蕾在

不断牵引着我的灵魂一步步向下探索，我很想知道它的

尽头在哪里，可我却从未见到。”

正因这些幻象，世界才如此鲜艳。你无需理会真假，

但求沾染那份魔术般的光彩就好了。

来自 20 世纪 30 年代的 Art Deco 运动，成为了这

个世纪最耀眼的符号，而追求源于风格派与构成主义的

极简主义与机械化的几何美学，成就了这场关于奢华与

复兴的艺术帝国。做旧金铜色在暗黑底纹上拉出的错综

交织的线条，如 Beluga 的极致韵味在感官世界中存在的

幻象，迷醉而绝望。而正因这些幻象，世界才如此鲜艳。

你无需理会真假，但求沾染那份魔术般的光彩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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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当代艺术双年展将在苏黎世举行

第 11 届欧洲当代艺术双年展（Manifesta 11, 又称

“欧洲宣言展”），将于 2016 年 6 月 11 日在苏黎世开

幕，首席策展人 Christian Jankowski 提出“人们为金钱

做了些什么：携手创作”( What People Do for Money: 

Some Joint Ventures)，探讨苏黎世当地不同产业与艺

术之间的关系。

三十位国际艺术家分别与一位苏黎世当地的“东

道主”(Host) 携手合作创作艺术项目，这些东道主

并不是职业艺术家，而是来自苏黎世各行各业从事不

同工作的普通人们。跨界合作的 30 件艺术作品将会

以三种不同方式分别在 Satellite Venues ( 东道主的

个人工作场所 )、著名艺术机构展出和以影片的形式

在 Pavillon of Reflections 播 放。 著 名 的 艺 术 机 构 包

括 米 格 罗 斯 当 代 艺 术 博 物 馆（Migros Museum für 

Gegenwartskunst）、 LUMA Westbau/POOL、苏黎

世美术馆（Kunsthalle Zurich）和 Helmhaus 等。从开

幕起，艺术家和他们的“东道主”以及朋友们将陆续在

Satellite Venues 一一展示这些跨界合作的艺术项目。

超 过 100 个 展 位 的 历 史 回 顾 展（The Historical 

Exhibition） 由 Manifesta 11 的 首 席 策 展 人 Christian 

Jankowski 和英国策展人 Francesca Gavin 共同策划。

The Historical Exhibition: Sites Under Construction 搜

集了过去 50 年的艺术品及非艺术物料，并分为 11 个展

区，探讨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及如何建立生活联系。

第 11 届 双 年 展 的 标 志 性 建 筑 当 属 Pavillon of 

Reflections，是一座搭建在苏黎世湖上的浮动平台。展

馆配有大型 LED 屏幕、影院座位、游泳区和酒吧，展馆

为双年展的艺术作品提供对话和反思的平台。Pavillon 

首席策展人  ChristianJanko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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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eflections 的活动项目的亮点是以一系列影片记录

每件艺术品的制作历程。

此次双年展重在以艺术家与苏黎世当地非艺术家之间

的合作形式，以期碰撞出别样的精彩。

比如，加泰罗尼亚艺术家 Carles Congost 与苏黎

世消防支队一起制作了一部名为《就是最好》的电影，

聚焦事业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差异。Congost 的“东道

主”(Host) 是苏黎世保护救援局的 Roland Portmann。

电影《就是最好》是一部聚焦一位年轻的瑞士消防员的

伪纪录片。这位消防员热爱福音音乐（美国黑人的一种

宗教音乐），更是旅居瑞士歌手 Tina Turner 的铁杆粉

丝。为向 Tina Turner 致敬，Carles 筹划了一场烟花音

乐表演。演出的筹备和排练、以及消防员的

曲折命运，都是 Carles 这部电影作品的主

题。艺术家旨在探讨瑞士以及全球范围内的

工作、休闲和经济问题。术语 FI / RE ，

财务独立 / 早日退休的缩写，描述了一个在

瑞士得到广泛认同的全球性现象：投资得当

就可以早日摆脱工作。

法国作家 Michel Houellebecq 以对

当代社会的客观分析和预言描述闻名于世。

在饱受媒体反复炒作他的身体状况的困扰

后，Houellebecq 将在展会上进行一次细

致的身体检查。 他将目光转向早期从事的

艺术实践：摄影。而“东道主”(Host)，

在权威的 Hirslanden 诊所任职的内科医生

Henry Perschak，引导这位法国文学顽童

进行一系列心电图、核磁共振和血液测试。

Houellebecq 对医学美学有着独特的兴趣，

他将展示脑部的 X 射线图像、心脏和循环

的录音和移动图像，以及检查开出的发票。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健康的价格是多少？

过去 10 年中，墨西哥摄影师兼视频和

表演艺术家 Teresa Margolles

的作品一直关注着家乡的极端暴力与毒

品战争状况。苏黎世的性工作者 Sonja Victoria Vera 

Bohorquez 将是 Teresa 的“东道主”(Host)。本次双年

展，Margolles 为来自苏黎世以及墨西哥华瑞兹市的变性

性工作者安排一次会面，以打扑克牌的形式。扑克比赛被

设置成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探讨两个国家中性工作者的

工作条件和命运沉浮。双年展的头几天，对话表演将在位

于 Langstrasses 的 Hotel Rothaus 进行。

这次双年展在苏黎世举办，得益于苏黎世的艺术文

化沉淀，诞生于苏黎世的达达主义今年迎来一百周年，形

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将不间断展开；另外苏黎世在金融和

科技领域的瞩目成就，也是促成承办此次欧洲当代艺术展

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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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发活力 
重拾撩人春色

春日悠悠，美景怡人。量身定制一场非凡的
spa 体验，品一盏香茗，在绿植萦绕的悠然
境地，尽情放松身心，释放压力。踏着春天
的脚步，唤醒愉悦，重拾撩人春色。



121・TRAVEL&LEISURE

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是完美悠闲的天堂，大堂酒廊最适合

三五知己共聚，走进池畔畅泳戏水，或在池畔咖啡廊享受一杯冰凉

饮料，或者来一场铱瑞水疗之旅，尽享休闲放松之乐。

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坐落于金沙城中心，是澳门休闲、购物、

娱乐最集中之所在。优越的位置，可让您轻易到达 600 间亚洲顶级

商店，数十家优秀食府及酒吧，还有各大表演场地 、展览会场及会议

中心。优越的地理位置，让您可轻松前往澳门文化世界遗产景点及

繁华市中心。

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以亚洲式风格为设计灵感，糅合现代

的设计，缔造出独一无二的风格。酒店客房宽敞舒适，配合雅致怡人

的游泳池、健身俱乐部及幽美庭园，使您在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

店度过的每一刻，都感到意趣盎然。

您更可体验一系列的“金光大道度假区 ─ 体验梦工场”活动，

为您带来源源不绝的精彩主 题活动及表演。精彩节目包括有梦工场

巨星大巡游、在主题区与大家喜爱的 DreamWorks 动画人物会面

及合照，以及享用“体验梦工场”动画明星早餐，在用餐的同时，您不

但可品尝各 款美食，更可欣赏一众动画明星的精彩表演。让您在这

个互动感十足的“金光大道度假区 ─  体验梦工场”内重温童年的美

好时光。

“珍贵时光，为您呈现”是铱瑞水疗的核心理念。对每个细节

都要求严格，每个时刻都经过细意安排，量身定制的护理，让宾客感

受非凡的悠然境地。

铱瑞水疗之旅，将宾客带入非凡的悠然之境。由 Gemology 提

供的先进面部护理，选用多达 20 种宝石及其他珍稀微量元素，达到

最佳护肤效果。随着肌龄增长及周而复始的外来污染，肌肤营养渐

渐流失，如果不及时处理，肤色变得暗哑、细纹及松弛等老化现象便

会逐渐出现，Gemology 研创利用宝石，对抗岁月在肌肤上留下的

痕迹，其宝石产品能令肌肤重焕光采，带来预防、修护和保护肌肤三

大概念——Chrystelle Lannoy。

手部及足部护理，独一无二的疗程，让宾客享受不同凡响的待

遇。融合健康和美容概念，提供不同的手部及足部护理。所有专业修

甲技师均接受 Margaret Dabbs 培训，技术精湛细致，为您提供优

秀的尊贵服务。所有护理疗程均选用获奖无数的 Margaret Dabbs 

手部及足部护理产品，具手足护理、抗衰老及修复功能的良方，更散

发着橘子和天竺葵的香气，清新怡人。

非凡的悠然之境
澳门瑞吉金沙城中心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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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瑰丽酒店 Sense 水疗中心崇尚至真、至纯、

至净的理念，与大自然同步，平和宁静地呼吸吐纳达

到身心祥和安逸。 

Sense 水疗中心所使用的产品中，还有中国本土

品牌巴颜喀拉（Bal Yan Ka La），以中国数千年传统

文化精髓及中草药学为理念，使用珍贵有机作物特制

而成。部分理疗服务，所使用的原料也体现了亚洲的

文化特色，比如珍珠、金子、藏红花以及翡翠。Sense

水疗理念，不但将精良的本地原材料与当地文化中经

典的健康及美容方法完美融合，为宾客提供天然而至

纯至净的水疗体验；还将惬意的中国元素与现代气息

完美结合，让室内充满悠闲之感；此外，纯净天然考究

的专用水疗产品、招牌式的理疗服务也为宾客全方位

精心营造出舒缓优雅的氛围，个性化、定制化帮助宾

客放松身心、解除疲劳，达到身心祥和安宁。

走进 Sense 水疗中心便可感受到源于大自然的

安逸及祥和。泳池四周繁茂的绿植萦绕身边，室内恒

温系统让宾客仿佛置身热带的度假村，光影婆娑间身

心可以得到彻底的放松，享受这份于繁华都市中的舒

适私密空间。

感受身心的至纯至净
北京瑰丽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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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悦榕 Spa 踏着春天的脚步，应景

呈现独家定制的春和景明配套，恣意娇宠您

的面容，重拾撩人春色。踏入为宾客精心营

造的心静轩，唤醒感官愉悦，焕发活力。

在清新提神的花香之中开启 Spa 体验

之旅，首先是采用新鲜花瓣制作的 30 分钟

亮白花蕊美体磨砂，祛除老化角质，让肌肤

拥有玫瑰般迷人光彩。接着是 60 分钟的草

药包按摩，融合了中西方按摩技巧，温热的

芝麻油促进身体血液循环，专业的护疗师将

以精湛的按摩技艺，为您纾解身心，释放肌

肉压力，让宾客全身放松。最后的 30 分钟

迷你面部护理包含了清洁、磨砂和按摩，令

皮肤瞬间焕活新生，春意盎然，以最佳姿态

迎接新的一季。杭州悦榕 Spa 护疗为宾客

诚意奉上 30 分钟茶点及静心时间。宾客将

在护疗前享受护疗师轻柔贴心的足部浸浴

和爽口花茶。

在杭州悦榕 Spa 的体贴呵护下享受春

日浪漫气息，放松身心，回归自然，迎接鲜

花盛开的春天。

春日悠悠，花香尊宠
杭州悦榕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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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甜蜜的季节，夹杂着春的暖意，
迎着夏的轻盈，和肌肤谈一场恋爱。奔
赴迷人的海岛，一任清风拂过脸颊，简单
的美白小心机，打造通透无瑕肌肤，扮
靓你的旅程。
Another sweet season, mixed with the 
warmth of spring, facing the lightness of 
summer, fall in love with skin. Rushing 
to the charming island, clear breeze 
flows by the cheek, the simple whitening 
charade, creating transparent and 
flawless skin, dressing up your journey.

1、兰芝臻白净透修护精华露 40ml / RMB 405
全球首创细胞级黑色素清扫科技 ADVANCED MELACRUSHER ™ 
有效成分深入黑色素细胞，从源头抑制黑色素产生，肌肤水润通透
由细胞开始。实现亮白、水润、无瑕、匀净、通透、亮采 6 大效果。

2、梦妆光采裸透气垫霜 15gx2 /  RMB269
特殊设计的空气气垫，强化了肌肤贴合力。具有 800,000 个气孔的
气垫霜，使用后不晕妆、更服帖、细腻！气垫粉扑更水润、更保湿！
双重容器，更清爽、新鲜！帮助防止肌肤黯沉，一整天展现靓丽、
健康肌肤。

3、霓净思 矿物保湿美肌防晒隔离霜 SPF30+/PA++ 

50ml/ RMB210
精选 100% 天然矿物粉体，透气且不易阻塞毛孔，快速提亮肤色。
高 UV 防护，有效防御紫外线对肌肤的伤害。添加玻尿酸与芦荟萃
取，搭配微分子吸油颗粒，吸附多余油脂，长效保湿控油、避免脱妆，
使妆容持久服帖。

4、欧舒丹焕亮水凝精华按摩眼霜 15ml/ RMB360
柔软细腻的凝霜质地，蕴含榆绣线菊与桑根植物萃取物，能有效提
亮眼周肌肤色泽、淡化眼部倦痕。金属按摩导入圆头设计，使用时
轻点眼周，辅助按摩，每日使用，双眸闪耀熠熠神采。

5、欧舒丹焕亮水凝睡眠面膜 100ml/ RMB650
细致的水凝胶（啫喱）质地，清新舒适。蕴含天然榆绣线菊精萃、
黄芩根精萃、维生素 C 衍生物，能在夜间密集修护肌肤暗斑、改善
肌肤无瑕度和透亮度，一觉过后感受由内而外焕发出的明亮肌肤，
帮助肌肤重现白皙光彩。

6、雪花秀滋晶雪肤美白乳 125ml/ RMB470
富含韩方草本配方，赋予肌肤深层柔软及保湿感，改善肌肤亮度、
透明度及肤质，令肌肤剔透明亮。防止黑色素的形成 , 提升美白效果。
保证其他美白成分持续生效 , 快速吸收，让皮肤光滑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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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着甜蜜的目的地：
桑给巴尔，孤悬在非洲东海岸的大洋中，恰因

如此保留了原始的风光与独具特色的民俗传

统。探秘神奇古老的石头城，观赏天然纯朴的

海岛美景，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岛上文化和信仰

的多样性，也是这座海岛的别样魅力所在。在

这座私密的岛屿，漫步沙滩，观落日，听海风，

徜徉在惬意的悠闲时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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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游艇会主办，第 28 届劳力士中国海帆船
赛成功举行。此赛为一级离岸赛，全长 565 海里，
自 1972 年起得皇家海洋竞赛会 (Royal Ocean 
Racing Club) 支持，今届有 33 支本地和海外船
队参赛，当中包括澳洲、中国、日本、菲律宾、俄
罗斯和新加坡选手。

扬帆起航
劳力士中国海帆船赛 

The 28th Rolex China Sea Race which was 
sponsored by the Hong Kong yacht club has 
been held successfully. This competition is the 
first level offshore race; the overall length is 565 
nautical miles, 
Since 1972, it was supported by Royal Ocean 
Racing Club, this year, there were 33 local and 
overseas fleets that took part in the competition 
including the contestants from Australia, China, 
Japan, the Philippines, Russia and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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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ing the wind and waves
乘风破浪 扬帆起航

劳力士中国海帆船赛 2016 起航日多云大雾，雨密风微，帆船

都停滞不前，比赛须数度延迟，最后较原定时间迟 20 分钟才正式

开始。

选手在一片水雾下起航，到起德邮轮码头对出海面才稍为大风，

Standard Insurance Centennial 号借风率先驶出，一直领先至鲤

鱼门口，随后是 Ambush 号和 UBOX 号。

完成比赛的选手都惊讶驶出公海后，情况十分理想。Black 

Baza 号勇夺 IRC 总冠军，以超过 60 小时完成赛事。船员 Wade 

Morgan 说回冲线前二十四小时：“意想不到地，最后我们是全速前

进…… 有道清风一直推进我们到海岸。”问到击败 Alive 号成为冲

线冠军的感受，Jono Rankine 说：“很高兴，想不到可打败他们……，

我们航行往终点时，航速达 20 节。”

Alive 号第二海狼号第三。友宝号主帆损毁，本来打算退出比赛。

最后队员决定将帆顶捆牢 , 虽然解决问题花了很长时间，天气条件

很差，海面涌浪，队员们都很辛苦，但仍然可以从中吸取经验。

he rigorous preparation activity before 
competition
严密的赛前准备

正式比赛前，选手须到香港游艇会铜锣会所进行一连串检查，

确保他们符合世界帆船一级离岸赛规定。

劳力士中国海帆船赛以复杂见称，赛道情况多变：起航时，香港

天阴清凉，首晚风高浪急，随后又会天清气朗。接近菲律宾北部时，

日间风势清劲，选手须“有风驶尽”，务求使船只在微风时能继续航行。

选手都有各自原因参加这场亚洲经典蓝海赛，Black Baza 船

主 Anthony Root 认为：“此赛最大满足感，是全体船员同心协力，

成就比赛。离岸高速航行时，令人热血沸腾，船员须尽最大努力，一

同驾驭船只，推进表现。”所有船只均配备“Yellowbrick”追踪系统，

观众可网上欣赏赛事直播，位置会每小时更新两次。

Top equipment creates perfect competition
顶级设备 缔造完美赛事

1962 年，五艘帆船由香港出发，比赛至菲律宾马尼拉。当时在

这五艘先锋船上，没有卫星追踪系统、没有计算机导航、更没有先

进的天气预报数据，他们唯一的通讯设备就是无线电 。 在这 50 多

年间，帆船比赛的科技发展一日千里。

参赛船只一直由香港皇家海军义勇军团护航，直至离开香港

水域为止，然后，他们便向科雷希多岛进发，当时的终点线还是由

菲律宾海军负责管理。首先冲过终点线的是 Chris von Sydow 的

Reverie 号，时间为 107 小时 29 分 57 秒，遥遥领先其余的参赛

船只。 

转眼间，“劳力士中国海帆船赛”已发展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

一级离岸赛事，从 1996 年开始，赛事终点改为在科雷希多岛以北

五十公里的苏碧湾。本年度的赛事除配备最先进的航海设备外，每

队还配置了 Yellowbrick 追踪系统，此系统每隔三十分钟便会更新

赛事数据及各船只位置。

50 多年来，劳力士积极支持帆船运动，并有幸成为最顶级赛艇

赛事、船员和组织背后重要的推动力量。无论是支持竞争激烈的劳

力士悉尼至霍巴特帆船赛（Rolex Sydney Hobart）、维护劳力士

超级帆船杯（Maxi Yacht Rolex Cup）的传统荣耀，还是亚洲帆船

盛事劳力士中国海帆船赛（Rolex China Sea Race），劳力士与帆

船世界的精英建立了独一无二的紧密联系。



128・TRAVEL&LEISURE

LIFE          | New LuxuryS

最强阵容亮相
北京车展

THE STRONGEST TEAM AT 2016 
BEIJING AUTO SHOW

2016

4 月 25 日，备受瞩目的汽车年度盛会——第
十四届北京国际车展正式拉开帷幕。各大品牌
盛装亮相，最强阵容争奇斗艳，为汽车人呈现
了一场流光溢彩的饕餮盛宴。以车展为契机，
全新车型与科技的诞生，在满足消费者个性需
求的同时，也开启了未来城市生活的美好愿景。

保 时 捷 又 添 一 员 虎 将 —— 718 Cayman 于 2016 北 京 车 展 亮 相。与 718 

Boxster 一样，这款双座中置发动机硬顶跑车搭载全新四缸涡轮增压水平对置式发

动机。在 718 Cayman 上，保时捷再次展现了传奇中置发动机赛车 718 所蕴含的设

计理念。凭借先进的轻质结构、强劲的四缸水平对置式发动机和优异的悬挂底盘调校，

这款传奇赛车曾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赢得超过 1,000 场比赛胜利。

传奇再现

保时捷 718 Cayman

 On April 25th, the high-profile annual auto 
event—— the 14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auto 
show officially kicked off. A great variety 
of big brands cast their best appearances, 
the strongest team contended in beauty 
and fascination and presented a gleaming 
luxury dining for autobots. Building on the 
opportunity of auto show, the creation of 
new car models and technologies also opens 
up the great vision of urban life in the future 
when satisfying the individual requirements 
of consu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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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本 次 车 展 现 场，由 广 汽 本 田

倾 力 打 造 的 全 新 大 型 豪华 SUV 冠 道

（AVANCIER）亮相。“AVANCIER”一

词源于法语，意为“前进”。冠道（AVANCIER）

以“DYNAMIC·ELEGANCE（猛·丽）”

为外观设计理念，拥有气势宽阔的车体

及锋利的前脸外观、时尚轿跑式座舱、

宽敞的后排乘坐空间和豪华感的精湛

内饰，同时搭载 AWD 四驱系统。冠道

（AVANCIER）计划于今年第四季度正

式上市。

梦想起航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中，MINI 品牌一直与时代精神紧密相连，今天也在不断

通过自我重塑，创造出引领当今世界潮流的品牌形象。本届车展全新亮相的新一代

MINI CLUBMAN，不仅继承了前代车型的独特风格，而且变得更成熟，将在紧凑型

细分市场中重新定义豪华。它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设计，在提高驾乘舒适度的同时兼

顾卡丁车般的驾驶激情，更适合长途驾驶，宽敞的空间和灵活性，以及丰富的科技和

配置。

锋芒毕现

MINI CLUBMAN

广汽本田
冠道 (AVANCIER)



130・TRAVEL&LEISURE

LIFE          | New LuxuryS

追求“极智未来汽车体验”的特斯拉，携 Model X 亮相北京车展。Model 

X 作为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继 Model S 之后的又一款战略车型，以无与伦比的操

控性能与安全性赢得了业界美誉和消费者青睐。Model X 独特的车身结构布局

大幅降低了车体重心，宽大的前备厢可充当撞击缓冲区，独有的电池支撑结构则

提供了出色的侧撞保护。不仅如此，Model X 也致力于将 Model X 打造成为一

款车内空气极为清新的 SUV 车型。

双重安全

特斯拉 Model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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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届车展上，奥迪品牌展现了“总比时代先来一步”的奥迪科技成就。新

奥迪 Q3 继承了奥迪家族 Q 系列车型的最新设计语言。采用银色涂装的六边形

一体式进气格栅造型立体动感，新的单框格栅造型三维效果更强，更显气势。全

新大灯组包含氙灯、LED 大灯和 LED 日间行车灯带，呈现出具有极高识别度的

动感楔形造型。此外，新奥迪 Q3 多达 10 种的色彩选择，可进一步满足消费者

的个性化需求。

潮流动感

新奥迪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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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匠师巡礼
半岛购物商场化身尊贵奢华工艺殿堂 
呈献独家创意美馔及购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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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礼活动期间，三家半岛购物商场与客人将会

展开一段传奇工艺探索之旅，体验世上顶尖时装、

珠宝、腕表及皮具名牌的一流工艺奥秘以及力求完

美的精神：届时高雅德 (Goyard) 及梵克雅宝 (Van 

Cleef & Arpels) 等世纪名牌将会举行特别展览活动，

揭露品牌的设计美学及工艺传统底蕴 ; 法国高级时装

品牌香奈儿 (Chanel) 将于香港及北京两地举行时装

讲座活动，而珠宝名家格拉夫 (Graff) 将于六月期间

于三家酒店举行蝴蝶主题珠宝及腕表展览。

佳肴与尊贵时尚皆人生美事也，半岛酒店的

专才匠人，包括糕饼师傅、巧克力大师及点心师傅

亦会大展功架，为酒店与珠宝名牌蒂芙尼 (Tiffany 

& Co.) 的跨界下午茶更添风味姿彩 ; 此外，半岛

与高级珠宝名家海瑞温斯顿 (Harry Winston) 及

其他名牌合作的创意美馔餐单令半岛高级餐饮加

添时髦气息。

“非凡匠师巡礼”展示三家半岛酒店为客人带

香港、上海及北京王府半岛酒店的“非
凡匠师巡礼”精华活动包括：
格拉夫：品牌“蝴蝶”系列主题展览，
包 括 Classic Butterfly 及 Butterfly Motif
系 列 腕 表、Pavé Butterfly 及 Butterfly 
Silhouette 珠宝，展现品牌精湛工艺水平，
展览期间品牌专门店橱窗将有精彩动画
展示。
香奈儿：于半岛酒店独家展出 2016/2017
早春度假系列 ; 品牌时装及美容专家提
供个人化咨询，半岛住客及顾客尽享尊
贵体验·海瑞温斯顿：优先独家预览
2016 年巴塞尔钟表珠宝展亮相的腕表新
作 ( 通常于第四季才在亚洲亮相 ); 于每
家半岛酒店将举行制表工艺展览，展出
时计精品及现场示范，包括示范品牌近
年大力复兴的表盘羽毛镶嵌工艺。
其他活动包括：每家半岛酒店与不同品
牌推出美馔合作推广，包括香港及王府
半岛酒店的蒂芙尼主题下午茶、特色住
宿计划，独家尊贵活动体验、美馔品尝
等。
香港半岛酒店的“非凡匠师巡礼”精华
活动：
·半岛酒店独家高雅德行李及配饰系列
·半岛与蒂芙尼主题下午茶  
·梵克雅宝特别系列及展览
北京王府半岛酒店的“非凡匠师巡礼”
精华活动：
·半岛与蒂芙尼主题下午茶
·六月份举行 Art of Tailoring Brioni 展览
·格拉夫特别系列及展览
·宝格丽 (Bulgari) 高级珠宝展览
上海半岛酒店的“非凡匠师巡礼”精华
活动：
·宝玑 (Breguet) 贵宾下午茶工作坊、店
内动画展示、制表技术及工艺示范 ; 于
酒店大堂展出珍贵宝玑时钟·La Perla
订造精品展览，其中一件金线制作的精
品价值达 10 万元人民币，另外展出手工
制作水晶精品。
香港、上海及北京王府半岛酒店“非凡
匠师巡礼”
·法穆兰 (Franck Muller) 展出十枚限量
版“Peninsula Franck Muller” 腕 表， 独
家于上海半岛酒店推出及发售。

来的不同奢华体验：半岛购物商场为港、沪、京

三地高级购物胜地，商场环境华丽高雅，国际级

顶尖时装及生活时尚品牌汇聚其中 ; 多家历史悠

久、拥有精湛工艺传统的国际名牌，包括大卫杜

夫 (Davidoff)、路易威登 (Louis Vuitton)、海瑞

温斯顿、格拉夫及蒂芙尼等，当年不约而同选择

在香港半岛酒店开设亚洲区首家专门店。半岛购

物商场为客人提供一系列贴心礼宾服务，包括个

人化礼品包装、物品寄存、酒店客房或客人家居

送货等，全方位提升客人的购物体验。

如果客人有意花多点时间细品各名店的精湛

工艺传统，不妨考虑香港及上海半岛酒店提供的

“非凡匠师巡礼”住宿计划，一并享受豪华住宿

与尊贵时尚品位：客人可以选择装潢陈设优雅的

不同客房或套房，并享用每天早餐、丰富下午茶，

以及水疗中心度身设计的购物主题水疗护理 ; 查

询详情请浏览 peninsula.com 预订专页。



上海万达瑞华酒店
Wanda Reign on the Bund
参评奖项

十大奢华酒店     

上海万达瑞华酒店坐落于闻名遐迩

的上海外滩，紧邻黄浦江畔，俯瞰外

滩，黄浦江与浦东天际线无与伦比

的繁华美景。酒店拥有193间高贵

典雅的客房，包含14间套房，坐拥浦

东、黄浦江、外滩和豫园美景。酒店

设有五家风格迥异的餐厅和酒吧，

包括由法国传奇米其林星级大厨马克·曼努主理的瑞酷餐厅, 全日制

餐厅美食汇，游宴一品淮扬餐厅，和日式料理及大堂酒廊。位于酒店3
层的无柱式大宴会厅和三间多功能会议室适合举办各种庆典、晚宴、

私人聚会和商务活动。

电话：021-5368 8888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538号

4北京上东今旅酒店
Hotel Jen Upper East Beijing
参评奖项

最佳婚庆酒店      最佳行政酒廊

北京上东今旅酒店后花园，以

喷泉为中心，木制亭廊与潺潺流

水，动静结合，相得益彰；石子

小径蜿蜒延伸，伴着将台河和嘉

林花园别墅小区，周围并无更高

楼宇，视野开阔。位于酒店三楼

的无柱式大宴会厅，以简约、现代的装饰风格为主基调，8米高吊顶设

计，面积451平方米，可同时摆放25桌婚宴酒席。单面整体玻璃墙的设

计令人印象深刻。同层的独立新娘房，给予新娘更多便利空间。“今旅

空间”宴会厅位于酒店大堂，总面积为430平方米，顶高8米，无柱。高

吊顶的设计、宽敞的空间搭配通透的落地玻璃墙，使窗外的流水和绿

意呼之欲出，令人难以忘怀。

电话：010-5907 888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2号（霄云桥东南角）

上海巴黎春天新世界酒店
New world shanghai hotel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最佳餐厅

最佳行政酒廊

上海巴黎春天新世界酒店地

理位置得天独厚，毗邻地铁2、
3、4号线。历时四年于2016
年4月完成整个酒店的设备升

级改造，整改工程耗资3500
万美元。酒店位于长宁区商业

中心的黄金地段，焕然一新的

558间豪华客房无限网络全面

覆盖，尽情饱览中山公园周边

的葱茏美景或申城美丽的城际

线。亦可在酒店所属的四个餐

厅或酒廊内享受环球美食，或在健身房和室外泳池放松身心。酒店拥

有一个400平方米的大宴会厅和14个大小迥异的多功能厅，是举行

商务会议及活动的理想场所。

电话：021-6240 8888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1555号

1 3
北京丽思卡尔顿酒店位于北

京时尚地区，紧邻大型购

物中心新光天地，是繁华

C B D中远离尘嚣的“应许

之地”。酒店拥有305间客

房，包括38间套房和61间丽

思卡尔顿行政客房。房间选

用了柔和的装修风格，使客

人体验到温馨的入住感受。在酒店宽敞典雅的行政酒廊可以尽情

欣赏CBD城市美景。丽思卡尔顿SPA水疗中心共2,500 平方米。

SPA设计时尚现代，并且为绅士和淑女们准备了独立的放松休闲

区域。整个区域采用浅蓝色调，男士休息区设计为简约的皮质棕

色，女士则采用温暖的橙色调。理疗菜单中包括一系列促进全身

心的健康的美容疗法，所有理疗均是传统和现代手法的结合。

电话：010-5908 888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华贸中心建国路甲83号

2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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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SPA品牌



青岛证大喜玛拉雅酒店位于国家旅游

度假区青岛崂山区的CBD商务中心。

208间客房搭配有巧妙别致的家具，

实现无纸化，崇尚环保理念。坐享顶

级酒店的奢华气质，Z1餐厅却在简约

时尚中有一种难得的清新惬意，低调

地展示着Z1餐厅健康美食的理念；精

致讲究的美食与美酒，让食客用视觉

享受精致，用味蕾品尝绿色。Z1酒廊

为你展现时尚流线型、设计与功能完

美的嫁接。酒店为顾客提供青岛最受年轻人追捧的结婚时尚婚礼场

地，呈现独一无二的时尚生活婚礼。将创意设计与良好的功能性完美

嫁接，总面积1000m2的实用功能空间，340m2的无柱宴会厅，全景

休息区，在令人难忘的婚礼目的地开启新的篇章。

电话：0532-6672 9999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同安路880号

8

浙江安吉 JW 万豪酒店

地处充满活力与生机的

安吉县，矗立于青翠竹

林和雄伟山峦之间，是

首家于此的国际酒店。

酒店坐落于安吉县凤凰

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

内，短途行车可达各个旅游景点如安吉竹博园和中国第一个Hello 
Kitty主题公园。酒店设有228间风格典雅奢华设备齐全的客房以及

套房，氛围舒适休闲。JW全日餐厅提供特色开放式自助餐，菜式融

汇了本地佳肴和亚洲及国际美食。万豪中菜厅选用新鲜的食材和精

湛的技艺巧手烹调精选粤菜、地道本地特色佳肴。酒店的无柱大宴

会厅面积573平方米，可分成两个独立的宴会厅。此外，酒店还有3
个拥有自然光线的小会议室以及一个董事会议室。

电话：0572-5618 888
地址：浙江省安吉县绕城南路1号

苏州吴宫泛太平洋酒店
Pan Pacific Suzhou
参评奖项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苏州吴宫泛太平洋酒店完美

融合传统和现代设计元素，

481间客房和套房可供选择，

每间都为您提供清新宜人的

园林景致或俯瞰盘门景区的

绝佳视野。酒店拥有3间独具风格的餐厅和酒廊萃英园西餐厅全天候

提供品种繁多的零点佳肴以及西式和亚洲自助餐；海天楼中餐厅主推

精致本地佳肴和粤式美味；AVANTI意大利餐厅为您带来融入现代风

味的传统意大利菜；萃英廊让您悠闲品味下午茶及尽情享用晚间鸡尾

酒。现代化配备的健身中心、圣葛俪理疗及风景如画的室外泳池是您

消除疲惫，释放身心的绝佳之选。

电话：0512-6510 3388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新市路259号

烟台万达文华酒店
Wanda Vista Yantai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烟台万达文华酒店位于城市中

心地带，前往各旅游景点及商业

区都十分方便。303间典雅华丽

的豪华客房及套房，均可饱览繁

华的市景或怡人的海景，还配备

“万达文华之床”及“妙梦”助

眠系列，让宾客夜夜悠享酣梦。汇聚中华美食精髓的“品珍”中餐厅，囊

括世界各地美味的“美食汇”全日餐厅及高端精致的时尚特色餐厅“和”

日式料理及提供各式茶茗、珍藏佳酿的“大堂酒廊”，为美食饕餮们带

来难忘的味蕾体验。1,400平方米无柱式大宴会厅配备全市独一无二的

100平方米LED屏，7间不同规模的多功能厅，结合顶级会议活动设施和

专业体贴的一站式会议管家服务，打造私享大型会议和宴会。

电话：0535-820 8888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胜利路139号

6

7浙江安吉JW万豪酒店
JW Marriott Hotel Zhejiang Anji
参评奖项

最佳度假酒店
5 青岛证大喜玛拉雅酒店

Himalayas Qingdao Hotel
参评奖项

最佳健康生活酒店



厦门宝龙铂尔曼大酒店
Pullman Xiamen Powerlong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厦门宝龙铂尔曼大酒店坐落于风景

秀丽的白鹭洲公园和筼筜湖畔之间，

湖光山色，令人着迷。同时，筼筜湖

畔也是慢跑爱好者的天堂，让每个

从世界各地到访厦门的商务人士，在

繁忙工作之余，可以轻松享受释放压

力的愉悦。酒店拥有297间舒适的客

房，包含15间豪华套房。房间面积从27平方米到145平方米不等，装修

风格典雅温馨，是宾客休息调养的绝佳选择。酒店所有客房均可观赏

到秀美湖景或园景。拥有16个多种容纳空间的专业会议厅，让来自世

界的各类会议得到最佳呈现。酒店的CHI 自助餐厅及龙之渊中餐厅，

海纳世界众多国家经典菜系，让您时刻感受一站式商务便捷体验。

电话：0592-518 8888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中路133号

12南昌香格里拉大酒店
Shangri-La Hotel, Nanchang
参评奖项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南昌香格里拉大酒店位于南昌

新的中央商业红谷滩区，东临

赣江，与我国古代四大名楼之

一、拥有1300年历史的“滕王

阁”隔江相望。酒店拥有473间
宽敞的客房及套房，内饰清雅且

富有现代特色。所有客房均可透过落地窗欣赏到壮丽的赣江美景。

全天候餐厅红咖啡，菜品选择包含亚洲、中式和印度菜式等多种菜

式。紫玉轩中餐厅拥有8间独立包房，主营经典粤菜、赣菜。酒店宴

会及会议场地总面积达3,880平方米，其中无柱型大宴会厅面积达

1,683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800人。另有一个南昌宴会厅及5个不同

大小的多功能会议厅，可满足宾客不同规模宴会及会议的需求。

电话：0791- 8222 2888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翠林路669号

兰州万达文华酒店
Wanda Vista Lanzhou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兰州万达文华酒店是兰州乃至

甘肃省的唯一一家超五星级

酒店，宾客在入住酒店的同时

可以享受到大型城市综合体配

套设施，如购物、娱乐、用餐、

休闲等一站式便捷服务。酒店

坐落于黄河南岸、紧邻城关万

达广场。酒店304间客房与套

房高雅而舒适，且富有艺术风

情。酒店拥有华丽高雅的宴会

厅和多功能厅，适合举办各类

商务盛世或社交盛典。无柱式大宴会厅面积为1,180平方米，配有110
平方米大型LED显示屏，富丽堂皇，气派非凡。另有7间不同面积的多

功能厅，设施齐全且配有顶级灯光和影像设备。配以万达文华酒店独

有的一站式会议管家服务，令您的活动大获成功，广受称道。

电话：0931-612 8999
地址：兰州城关区天水北路52号

9 11
西安索菲特传奇酒店乃雅高

人民大厦建筑群的一部分 , 
拥有40,000平方米的园景

花园，遍布来自世界各地的

珍贵树种。酒店位于明代古

城墙内的城市中心。71间配

比精良、宽敞奢华的客房和

套房带给宾客独特的时空享

受。宾客可以感受到房间内法式花卉带来的优雅清香以及爱马仕

洗浴用品带来的舒适体验。酒店还特别为每一位下榻的客人提供

一站式的个性化管家服务。宽敞的花园，健身设施，游泳池和水

疗中心，地道的意大利风味餐厅，顶层的路易十三尊贵专属酒吧

及酒店博物馆, 一应俱全。辅以相邻的会展中心和人民大剧院提供

宾客全天侯的服务。

电话：029-8792 8888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319号

10

西安索菲特传奇酒店
Sofitel Legend People’s Grand Hotel Xian
参评奖项

最佳设计酒店

最佳精品酒店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
Grand Hyatt Shanghai
参评奖项

最佳婚庆酒店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位于地标性建

筑金茂大厦的53-87层，拥有548间
豪华客房。920平方米的无柱式大宴

会厅和665平方米的嘉宾厅，分别能

容纳600位和350人的宴会和会议

活动。11个多功能厅也均装备了先

进的多媒体和音像设施。资深的婚

宴及宴会咨询团队，以创新的时尚理念和专业的服务，满足宾客的多

样需求，打造舒适无忧的非凡体验。酒店更设有10间餐厅和酒吧，邀

食客尽情沉浸于令人垂涎的环球盛宴。

 电话：021-5049 1234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金茂大厦

16上海和平饭店
Fairmont Peace Hotel
参评奖项

十大奢华酒店

最佳SPA

和平饭店原名华懋饭店，在20
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当时最

负盛名的奢华酒店。酒店客房彰

显20世纪30年代的风格，并结

合舒适而现代的尖端设施。沙

逊总统套房和九国特色套房体

现了1930年代沙逊爵士的海纳百川的国际视野。蔚柳溪水疗中心面

积达1,008平方米，水疗中心设有分别为交际及静休之用的空间。其

中包括设备完善的健身中心、瑜伽房、建有天窗的游泳池、宁谧的

休憩区、九间豪华理疗室，以及两间设有独立水疗、浸浴与休憩空间

的双人理疗室。蔚柳溪水疗中心所有护理均围绕“能量”而设计，并

且配合使用EVE LOM等国际高级水疗品牌。

电话：021- 6138 6888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20号

上海绿地万豪酒店
Marriott Shanghai Hotel Riverside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上海绿地万豪酒店于2011年建

成，是浦西世博园区唯一一家

五星级酒店，绝佳的商业地理

位置，吸引了各类展会及会议

客人们纷至沓来，自酒店开业

起创造了无数销售佳绩，是商

务和休闲旅行家的理想入住之

地。酒店拥有295间空间宽阔，

设计现代的客房，可尽享一览无

遗的浦江美景或繁华喧嚷的城

市景观。在上海绿地万豪酒店

的3个餐厅，2个酒廊及酒吧可享受到无以伦比的寰球美酒美食。1700
平方米的现代化宴会会议场地可满足不同客人的会议及宴会需求。酒

店为住店客人提供24小时健身房，室内恒温泳池，按摩浴池和颐尊水

疗中心可供客人消除疲惫，放松身心。

电话：021-5318 8888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江滨路99号

13 15
杭州是中国最具魅力和发展

力的城市之一，而坐落于西

子湖畔的杭州凯悦酒店是杭

州一个建筑性的时尚地标。

拥有390间豪华舒适客房，

在客人尽享湖光山色之际，

更提供极具创意的餐饮体

验，先进的会议场地以及优

雅舒适的SPA水疗及健康中心。酒店周边丰富的旅游资源，一直

深受游客的喜爱。酒店现正推出“我的大冒险”这一亲子主题，

鼓励孩童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从儿童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强调

家长与孩子间的互动，创造两代人亲密无间的度假时光。背靠杭

城独具特色的景致风光，结合自身特色推出“我的大冒险”全新

亲子主题活动，可为宾客打造一段欢乐难忘的亲子时光。

电话：0571-8779 1234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湖滨路28号

14

杭州凯悦酒店
Hyatt Regency Hangzhou
参评奖项

最佳亲子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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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ogue

“我要潮婚”重现了一个又一个

极 具 挑 战 的 项目，其 中 包 括 两

场受全国关注的明星婚礼——

由 潮 婚 女 王 Fanny Ng 吴 俪

芸 女 士 作 为 总 策 划 人，带 领 潮

婚 团 队 完 美 呈 现 的“ 黄 晓 明

Angelababy 世纪婚礼”和“吴奇隆刘诗诗”在巴厘岛

举行的“梦幻海岛世纪婚礼”。“我要潮婚”取得了瞩目

的阶段性成功，并将其核心价值升级为“生活策划＋”，

将人生最重要的四个阶段分解为，我（单身寻爱）要（恋

爱阶段）潮（潮婚精神）婚（婚礼及婚后生活），连接婚

礼的前端与后端，解析生活恋爱的各阶段需求，将“我

要潮婚”打造成全新的多元化生活创意策划平台。

“星潮·无限”不眠夜打造时代爱情文化

全球首个Discovery探索极限基地盛大开幕

Jetcraft 商务飞机最新发展预测报告

MORE IN FUTURE ！钜在未来！

花间堂携手平安不动产
打造国境之南雨林中的花间村落

尼泊尔 - 中国旅游合作再创新高度

三里屯通盈中心洲际酒店即将开业

温馨家庭早午餐

2016 年澳大利亚旅游局
大中华区商务会奖旅游洽谈会在沪举行

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啤酒花园即将开幕

2016 年“希尔顿寻鲜之旅”
- 时令名媛“白芦笋”

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
任命江爵铭为中餐总厨

阳澄湖费尔蒙酒店 相拥自然

由 澳 大 利 亚

旅 游 局 主 办

的 2 0 1 6 澳

大 利 亚 大 中

华 区 商 务 会

奖 旅 游 洽 谈

会于 4 月 13 日至 15 日在华召开，出席本届洽 谈会的

澳 大 利亚 商务 会 奖 旅 游业代 表团 规 模比去年增加了

三分一，充分彰显了澳大利亚对中国商务旅游和会奖

市 场 的 重 视。同 期 举 办 的 澳 大 利 亚中国 高 端 旅 游 洽

谈会 还 首次汇 聚了澳 大 利亚 豪华 酒 店 联 盟（Luxury 

Lodges Australia）、皇家专属服务俱乐部（Royale 

VIP Private）和澳大利亚至尊酒庄体验联盟（Ultimate 

Winery Experiences Australia）等 一众 澳 大 利亚

顶级奢华旅游品牌，以期利用其丰富的国际市场运作

经验帮助中国旅业合作伙伴开发迎合中国消费者需求

的、独一无二的澳大利亚旅游新体验。

炎 热 仲夏，一 杯 清 凉 啤 酒

搭配上鲜香的烧烤绝对是

最 佳 的 消 暑 选 择。以德 国

巴伐 利亚风格装饰为主格

调 的“ 啤 酒 花 园”即 将 开

幕，“啤酒花园”邀您欢度

仲夏“嗨啤”时光。在乡村

布鲁斯与蓝调音乐中，五星大厨精心准备的各类小吃、

烧烤、铁板扒美食应有尽有，而酒水柜台里的德国原装

啤酒琳琅满目，只待您来开启仲夏“嗨啤”时光，当夏

天遇上啤酒，这个夏天“杯”儿爽！

炎 热 仲夏，一杯清凉啤

酒 搭 配 上 鲜 香 的 烧 烤

绝 对 是 最 佳 的 消 暑 选

择。以德国巴伐 利亚 风

格 装饰为主格调的“啤

酒花园”即将开幕，“啤

酒花园”邀您欢度仲夏“嗨啤”时光。在乡村布鲁斯与

蓝调音乐中，五星大厨精心准备的各类小吃、烧烤、铁

板扒美食应有尽有，而酒水柜台里的德国原装啤酒琳

琅满目，只待您来开启仲夏“嗨啤”时光，当夏天遇上

啤酒，这个夏天“杯”儿爽！

近日，北 京 新 云南皇 冠

假日酒店正式任命亚洲

十大名厨江爵铭师傅为

中餐总 厨。江师傅来自

中国香 港，拥有三十 余

载厨 艺经验，对粤 菜制

作和传承颇有心得，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加入酒店后，

他将负责屡获殊荣的菌品轩中餐厅和彩云天云南餐厅

两间厨房的运营管理，并为菌品轩的饕餮食客演绎惊

艳四座、独一 无二的粤式创意 菜！江师傅曾荣获法国

蓝带勋章，同时跻身台湾精英名厨会。

阳澄湖费尔蒙酒店是昆山市第一家国际五星级酒店，

坐落于清新秀美的湖区之中。酒店共拥有 200 间设计

风格现代的客房与套房，客房享有宽阔视线俯瞰阳澄

温馨周末前往长春净月

潭 益 田 喜 来 登 酒 店 盛

宴 标 帜 餐 厅，与 家 人 共

品由行政总厨精心设计

的 周 末 早午 餐 菜 单，为

您 奉上 刺 身 海 鲜、手工

比萨、营养色拉 及精 致甜品等。餐厅 设有儿童 乐园供

小朋友玩耍，家长可尽 享休闲周末及湖光美景。成人

238 元净 价 / 位，12 岁以下儿童半价。2016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 花间堂的种子正式签约植入

平安不动产旗下高端养生度

假项目“悦景庄”。作为花间

堂在云南地区的第一个管理

输 出 项目，此 次与 平 安 不 动

产 携 手合作，献 上由 JWDA、SWA 等国 际 一 线 团 队

打造的世界级热带雨林度假目的地——“西双版纳花

间堂·悦景庄”，以原始、神秘的雨林文化和傣族风情，

为世人展现这颗缀于北纬 22°的瑰宝之地，献上这一

片国境之南雨林中的花间村落。西双版纳一直以来作

为云南重要的旅游城市，因其临近 边陲，江 连六国的

异域风情和全年恒温热带雨林的宜居气候等稀缺度假

资源，成为旅人们心中一生必至之地。

尼泊 尔 文化 旅 游 和民 航 局局 长 阿

南达·普拉萨德·珀卡拉多次强调，

旅 游 业 的 发 展 与 宣传 对于本 国 经

济振兴与繁荣至关重要。目前，中

国是尼泊尔第二大境外客源市场。

由尼泊 尔 国 家 旅 游局（NTB），联

合尼泊尔驻华使馆和尼泊尔旅行社协会（NATTA），

共同举办了这次“2016 尼泊尔旅游 推介会”。来自尼

泊尔 29 家旅游机构，酒店及旅游相关的公司，包括尼

泊尔国家旅游局官员在内的代 表团，向与会者介绍最

新旅游产品和旅游景点，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中国游 客

光临尼泊尔这个迷人的旅游胜地。

北 京 三 里 屯 通 盈 中 心 洲 际

酒店是 通 盈 集团与IHG ®洲

际 酒 店 集 团 共 同 打 造 的 高

端奢侈酒店，誉为洲际酒店

集团70周年倾心钜作，即将

于2016年上半年荣耀揭幕。酒店以先锋前卫的设计傲

居于京城 最具 魅力的生活娱 乐核心区，是时尚旅 居和

社交品阶人士的理想之选。酒店拥有300间客房，45平

米 起豪华间超大空间设 计，在 京城 五星级国际 酒店中

堪称一绝，让您零距离感受到三里屯的独特魅力。多元

化的餐饮理 念 凭借洲际集团全球网络，收 集世界的美

食经典，旨在为您奉上富于创意的美味。此外，酒店作

为宴会及会议的首选场所，提供全方位的宴会及会议服

务，确保会务活动圆满完成并超越您的期望。

全 球 首 个 Discovery

探 索 极 限 基 地 在 浙 江

省 德 清 县 莫 干 山 盛 大

开 幕，落 户 于 中 国 莫

干 山 郡 安 里 君 澜 度 假

区，坐 拥 100 万 平 方 米 低 碳 环 保 区 域，是 莫 干 山 最

大旅游度假综合体。APAX Group 川力企划作为项

目 创 设 方，携 手 Discovery 传 播 股 份有 限 公 司，将

Discovery 探索频 道精神及 广受欢 迎的真人秀节目

《荒野求生》、《跟着贝尔去冒险》等线上内容真实呈

现于 Discovery 探索极限基地— —集真实地理环境、

顶级 户外设 施、国际安全标准、完整课程体系以 及国

际 专业教 练 团队于 一 体，成 就“探 索 成 真”的户外运

动和极限体 验梦想，为全球游客提供世界顶级的户外

求生训练与探索体验。

作为 全 球 商务 航 天 器 销 售 市 场

和 所 有 权 决 策 行 业 的 领 先 者，

Jetcraft 于 近 日 发 布 了集 团 第

一 份商业 航 空 行业市 场 发 展 预

测报告。Jetcraft 凭借其在商业

航空行业 50 多年的丰富经验，以及其在商务飞机市场

及所有权决策方面专业视角，对商务飞机行业未来发

展 进行了全面客观的预 测。Jetcraft 最 新发布的“10

年市场展望”项目不仅涵盖了飞机交付量与收入的预

测，还囊括了航空电子设备和飞机引擎 原始设备制造

商的市场报告，对整个商业航空行业市场进行了全景

式的剖析与预测。

首创 奥 特 莱 斯品 牌 私 享会 在

上 海 静 安 香 格 里 拉 大 酒 店盛

大举行。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

姜明先生，首创钜大总裁钟北

辰先生，首创钜大副总裁陆屹

女士以及各大品牌合作商高层和代表汇聚一堂。2016

年，首创奥特莱斯“第十子”落地郑州后，并与各方合

作伙伴共同构筑全新商业版图，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

契机。首创奥特莱斯宣传片揭开了本届私享会的序幕，

引领与会嘉宾 进 入首创奥特 莱 斯的商业世界。“已开

业 面 积 超 40 万 方，年 销 售 额 30 亿，年 客 流 量 突 破

2000 万，合作品牌超 800 家。

湖 的 秀 丽 景 观。

酒 店 内 开 设 有

四 间 世 界 一 流

餐 饮设 施，分别

是 顶 级 中 餐 厅

颐丰阁、优 雅的

全天 候西餐厅 菁澄、凭 湖临风的芦 苇大 堂吧、以 及 别

致 绚丽的鸡尾酒吧揽湖湾。此外，位于 悦 丰岛有 机 农

场的五谷餐厅，提供纯正的地道美食。酒店特设金尊费

尔蒙楼层和蔚柳溪水疗中心，更拥有室内外总占地达

2,200 平方米的会议空间。



139・TRAVEL&LEISURE

上海外滩悦榕庄
全新屋顶露天酒吧 TOPS 再次华丽登场

Boni Mansi 先生
出任北京王府井希尔顿酒店总经理

谭青出任五台山万豪酒店总经理

希尔顿全球与中国奥运代表团齐心协力，
共征里约奥运会

以色列旅游局参展中国出境旅游交易会结
盟途牛旅游网

《中邦颐道》零成本给您五星养生解决方案

“聚龍”起航！中庚聚龍酒店周年庆

新濠影汇今夏让你好运一“ 发” 冲天

“夏威夷群岛 尽情 Aloha” 

苏杰夫出任
厦门润丰吉祥温德姆至尊酒店总经理

烟台金海岸希尔顿酒店
任命周凯先生为总经理

春 暖 花 开 季 天 津

恒 大 世 纪 旅 游 城 许

您 一 段 赏 花 踏 青之

旅 :980 元 入 住 舒

适五星豪华双人房，

享 受 艾 葳 格 兰 西 餐

厅 精 美 早 餐，另 享

百元餐饮代金券；在这里，您还能体验运动中心的速度

与激情，观看娱乐中心的精彩演出与美食烧烤的双重

盛宴，更有健 康中心汤泉 鱼疗体 验。现在 通 过酒店官

方微信预订支付还可尊享立减 50 元 / 套的优惠！

天津恒大世纪旅游城春日礼遇

享誉全球的奢

华度假 酒店上

海 外滩悦榕庄

在其屋顶露台

酒 吧，举 办 了

一场精彩纷呈

的 TO PS 开

幕派对：令人惊艳的无敌江景，超跑与豪车拉风接车，

国际萨克斯风大师 WINK 倾情演奏，调酒师特调鸡尾

酒，款款挑逗味蕾的美食。作为上海第一间拥有 180°

无遮挡全江景的屋顶露天酒吧，TOPS 以全新的创意

诠释了优 雅与闲适的概 念，为都市人群提供了休闲放

松的最佳场所。

希 尔 顿 全 球 宣 布 任 命 Boni 

Mansi 先 生 为 北 京 王 府 井

希 尔 顿 酒 店 总 经 理。Boni 

Mansi 先 生 将 负 责 酒 店 管

理 及 运 营 等 事 务，并 向 希 尔

顿 集 团 北 京 区 区 域 总 经 理

Tony Marrinan 先生汇报。

Boni Mansi 先 生 来 自 意 大

利，作为酒店高层管理人员，

Boni Mansi 先 生 拥 有 非 常

丰富的从业经验。在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其工作足

迹 踏遍意大利、英国、瑞 士以 及亚洲各大 旅游度假 胜

地如吉隆坡、曼谷、马尼拉、香港及新加坡等地。在 来

到希 尔 顿 集团 之前，Boni Mansi 先 生 就已 具备丰富

的餐饮及运营管理经验，对美食美酒以及酒店管理具

备全面而独到的认识。

万豪国际集团任命谭青为五

台 山 万 豪 酒 店总 经 理，领 导

酒店各项 筹备工作并顺 利开

业，现 在 他 全 面 负 责 酒 店 开

业后的整体运营和战略发展。

五台山万豪酒店是 万豪国际

集 团 在 山 西 的 首 家 酒 店，也

是 五台山风景区的首家国际

品 牌 酒 店。凭 借 其 卓 越 的 领

导管理才能和敏锐的商业洞

察力，谭青 积 累了丰富的行业 经 验，成为万 豪国际 集

团最年轻的中国籍总经理。2012 年，他荣获万豪国际

集团 EDGE(Excellence in Delivering the Guest 

Experience) 奖项，也是第一位获得此殊荣的中国籍

员工。

夏 威 夷 旅 游 局 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 至 29 日 期 间

分 别 在 上 海、北 京 和 成 都 举 办“ 夏 威 夷 群 岛 尽 情

Aloha”2016 年深度旅游推介会。“夏威夷六岛，每个

岛屿都有着鲜明的个性，体验皆不同”，夏威夷旅游局

中国区总监何莉玲（Reene Ho-Phang）女士表示：

“2016 年中美 旅 游 年，我们期 待中国 游 客 可以 深 度

玩转夏威夷。我们将致力于给中国游客提供玩转夏威

夷六大岛屿更丰富实用的资讯攻略，和中国的旅业同

仁紧密合作设计出更受中国游客欢迎的夏威夷多岛深

度游产品，体 验婚礼蜜月、亲子、自然奇观、冲浪等水

上运动、自驾、户外休闲和探险、高尔夫、奢华、购物、

生态旅游等多元主题休闲度假方式。”

厦 门 润 丰 吉 祥 温 德 姆 至 尊 酒

店 任 命 苏 杰 夫 先 生（Jeffrey 

Sussman）为总经理，来自美国

的 Sussman 先生有着多年丰富

的世界顶级酒店管理及工作经验

包括了四季酒店（纽约），丽思卡

尔顿酒店（夏威夷，大阪及纽约），

中国大饭店，香格里拉（北京）及

东方文华（日本）。Sussman 先

生 拥有超 过 25 年宝贵的酒店管 理 经验，将带领 厦门

润丰吉祥温德姆至尊酒店迈入全新服务高度。

烟台金 海岸希尔顿酒店正 式任命周

凯 先 生 为酒 店总 经 理。周 凯 先 生向

希 尔顿全球中国北区和南区营运副

总 裁 David Kelly 先 生 汇 报，负 责

酒 店 管 理 及日常 营 运 等 事 务。周 凯

先 生 有 着 18 年 希 尔 顿 集 团 酒 店 管

理经验，无论是酒店运营、筹备还是

市场营销战略、餐饮及收入管理等各方面，他都有着成

熟而独到的见解和经验。在北京希尔顿逸林酒店从业

期间，以卓越的领导力和销售能力获得“亚太区希尔顿

逸林品牌 2015 年度最佳商务发展总监”和 Hotelier 

Awards “2015 年度最佳商务发展总监”等殊荣。

万 众 期 待 的 2016 年 巴

西 里 约 热 内 卢 奥 运 会 已

经临近，在距离这一体育

盛 事 不 到 4 个 月 的 日 子

里，作为中国奥委会官方

酒店合作伙伴，希尔顿全

球秉承对中国代表团的鼎力支持，在北京王府井希尔

顿酒店举办了盛大的贵宾媒体活动。其中，希尔顿全球

推出一系列包括奥运主题健康生活方式等项目，希望

借此鼓励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体会奥运健儿饮食与

运动的精髓所在。活动现场还展示了团队精心为里约

中国之家奥运健儿们准备的各类健康美食，以供来宾

一品里 约奥 运中国味。不仅 如此，前奥 运冠军罗雪女

士作为中国队的代表与现场来宾热情互动。

第 十二 届 中 国 出 境 旅 游

交易会（COTTM2016）

在 北 京 全 国 农 业 展 览 馆

（新 馆）盛 大 举 行，包 括

以 色 列 旅 游 局 等 来 自 全

球 约 20 多 个 国 家 旅 游

局 / 旅游部组团参加，带领众多资源供应商以 及旅行

服 务商 前 进 中国，开 拓 庞 大 的 旅 游 商 机，共 有 17 家

以色列地接 社前来 北京参加 C OT T M2016，以色列

旅游局的展台更是本次交易会中规模最大的。4 月 12

日开幕当天，以色列旅游局也同途牛旅游网共同举办

了战略协议签署 仪式，充分展现开发中国赴以色列出

境游市场的决心。

上 海 中 邦 颐 道 养 生 酒 店

举行《中邦颐 道》养生 型

养老平台正式公开暨首批

合作资源签字仪式，原上

海市副市长、上海老年基

金会理事长胡延照及各界

人士、会员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动。活动先由中邦集团卫

平董事长致词，他对《中邦颐道》养生型养老平台进行

了全面诠释，标志着《中邦颐道》养生型养老平台正式

公开。《中邦颐道》为会员提供全球专属养生旅居度假

资源平台，通过中医检测与评估，为每个会员量身定制

专属的个性化养生解决方案，在所有直属养生酒店内

设置“不老生活”专业养生馆，全面引进多项养生调理、

食疗专利产品和技术。

福州中庚聚龍酒店成功举行

聚 龍 酒 店 品 牌 周 年 庆 祝 活

动，这也 将 作 为 2016 年 中

庚集团二十周年全球献礼的

首发式，也意味着聚龍品牌

未来将立足中国，走向国际，

中庚品牌“新纪元”还将持续引爆。中庚聚龍酒店立足

福建，酒店不仅为福州再添 346 间五星级豪华客房，

还由“世界第一酒店设计公司”美誉的 H BA 团队进行

室内设计，喜来登和聚龍两大风格不同的五星级酒店

双珠联袂 打造福建省最大的会议场所，令会展片区实

现酒店全球“顶配”。

新濠影汇自开幕以来，即

以国际级划时代娱乐项

目、非凡美馔餐饮体验，

以及独一无二的活力时尚

购物体验，成为世界级首

屈一指的旅游娱乐度假

胜地。其全球首个“8”字

形摩天轮“影汇之星”更已成为新濠影汇乃至澳门以及

亚洲的新地标。为了迎接夏日度假旺季的来临，新濠影

汇即日起特别推出“8”在澳门新濠影汇幸运活动 , 送

出总值超过港币 88,888,888 元的即时奖金和礼品。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社现对

参加 2015 年度记者核验的记者予以公示，如有违法

违纪现象请予以举报，监督电话：089868913555。

记者名单：陈健，杨洁平。《旅游休闲》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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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休闲发行名单
★级酒店（80000册）
北京
北京瑞吉酒店

北京颐和安缦酒店

北京国贸大酒店

北京首都机场朗豪酒店

北京临空皇冠假日酒店

北京首都机场希尔顿酒店

北京王府井希尔顿酒店

北京海航万豪酒店

北京华彬费尔蒙酒店

金茂北京威斯汀大酒店

北京柏悦酒店

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饭店

北京千禧大酒店

北京华贸丽思卡尔顿酒店

王府半岛酒店

东方君悦大酒店

北京丽晶酒店

北京金融街洲际酒店

北京富力万丽酒店

中国大饭店

北京喜来登长城饭店

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

北京香格里拉饭店

北京希尔顿酒店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酒店

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

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

王府井大饭店

北京国贸饭店

贵宾楼

北京金域万豪酒店

嘉里中心

港澳中心瑞士酒店

凯宾斯基饭店

昆仑饭店

五洲皇冠假日酒店

长富宫饭店

北京国际艺苑皇冠假日酒店

瑜舍

皇家驿站

北京饭店

上海
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

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

上海和平饭店

瑞吉红塔大酒店

上海虹桥迎宾馆

虹桥宾馆

兴国宾馆

上海国际饭店

瑞金宾馆

扬子江万丽大酒店

银河宾馆

上海希尔顿酒店

上海花园饭店

锦江饭店

锦沧文化酒店

上海万豪虹桥大酒店

上海西藏大厦万怡酒店

京华酒店

瑞士宏安大酒店

龙之梦丽晶大酒店

索菲特海伦宾馆

波特曼丽嘉酒店

佘山艾美酒店

新锦江大酒店

金茂君悦大酒店

香港
九龙香格里拉大酒店

世纪香港酒店

香港洲际酒店

九龙酒店

香港海逸酒店

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

香港北角海逸酒店

诺富特东荟城酒店

香港半岛酒店

香港四季酒店

仁民饭店

香港旺角朗豪酒店

香港怡东酒店

香港朗廷酒店

广州、深圳
广州富力丽思卡尔顿酒店

广州海航威斯汀酒店

广州富力君悦酒店

广州翡翠皇冠假日酒店

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广州铂尔曼白云机场大酒店

重庆
重庆申基索菲特大酒店

重庆万达艾美酒店

重庆希尔顿酒店

重庆皇嘉大酒店

重庆 JW 万豪酒店

重庆劲力酒店

重庆南方君临酒店

重庆万州凯莱酒店

重庆海逸酒店

重庆万友康年大酒店

重庆东方花苑饭店

重庆长都假日酒店

扬子江假日酒店

三亚
三亚海棠湾康莱德酒店

三亚海棠湾希尔顿逸林度假酒店

三亚悦榕庄酒店

昆明
翠湖宾馆

昆明锦江酒店

丽江国际大酒店

昆明金龙饭店

昆明新纪元大酒店

绿洲大酒店

云南世博花园酒店

昆明泰丽国际酒店

希桥酒店

官渡大酒店

北京盘古七星酒店

北京后海（大华卫）怡景酒店

北京兴基铂尔曼饭店

北京万达铂尔曼大饭店

北京康源瑞廷酒店

北京诺富特三元酒店

北京国际饭店

金都假日饭店

涵珍园国际酒店

赛特饭店

民族饭店

华都饭店

东方花园饭店

兆龙饭店

外滩茂悦大酒店

世茂皇家艾美酒店

豫园万丽酒店

大宁福朋喜来登大酒店

外高桥皇冠假日酒店

东湖宾馆

上海古象大酒店

上海浦东丽思卡尔顿酒店

上海柏悦酒店

上海四季酒店

上海威斯汀大饭店

上海浦西洲际酒店

上海凯宾斯基酒店

上海外滩英迪格酒店

上海朗廷扬子精品酒店

咸阳机场东航陕西航空大酒店

亚洲国际大酒店

彭年酒店

白天鹅宾馆

中国大酒店

碧水湾温泉度假村

观澜湖高尔夫球会

广州夏湾拿豪生酒店

广东迎宾馆

万德诺富特酒店

深圳君悦酒店

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

深圳喜来登酒店

深圳凯宾斯基酒店

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深圳威尼斯皇冠假日酒店

深圳益田威斯汀酒店

深圳星河丽思卡尔顿酒店

大梅沙京基喜来登酒店

三亚文华东方酒店

三亚半山半岛洲际度假酒店

三亚凯宾斯基度假酒店

金茂三亚希尔顿大酒店

三亚亚龙湾铂尔曼度假酒店

三亚喜来登度假酒店

金茂三亚丽思卡尔顿酒店

三亚华宇皇冠假日酒店

三亚万豪度假酒店

三亚亚龙湾五号度假别墅酒店

三亚维景国际度假酒店

石梅湾艾美酒店

金棕榈度假酒店

椰林滩大酒店

亚龙湾环球城大酒店

南中国大酒店

天域度假酒店

三亚仙人掌度假酒店

红树林度假酒店

海口
海口喜来登温泉度假酒店 

海南新国宾馆

海口康年皇冠花园酒店

海南西海岸温泉度假酒店

海口观澜湖 GOLF 度假村

海口美视五月花高尔夫度假酒店



贵阳
贵阳喜来登贵航酒店

嘉华酒店

贵州铭都酒店

柏顿酒店

贵阳神奇金筑大酒店

贵州天怡豪生大酒店

贵州能辉酒店

贵阳华美达神奇大酒店

锦江鲜花大酒店

郑州
郑州索菲特国际饭店

兴亚建国饭店

红珊瑚酒店

长城饭店

中都饭店

未来康年大酒店

大河锦江饭店

河南龙源大酒店

郑州光华大酒店

郑州中州皇冠假日酒店

中州假日酒店

中州快捷假日酒店

开元名都大酒店

成都
四川锦江宾馆

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

成都总府皇冠假日酒店

成都凯宾斯基饭店

天府丽都喜来登饭店

成都索菲特万达大饭店

家园国际酒店

加州花园酒店

成都望江宾馆

博瑞花园酒店

合肥
合肥万达威斯汀酒店

石家庄
燕山大酒店

南京
南京金陵饭店

南京侨鸿皇冠假日酒店

南京古南都饭店

南京金丝利喜来登酒店

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

状元楼酒店

南京玄武饭店

南京索菲特银河大酒店

南京中心大酒店

南京新纪元大酒店

丁山花园大酒店

大连
大连日航饭店

大连瑞士酒店

大连香格里拉大饭店

大连海景酒店

大连文园大酒店

大连心悦大酒店

大连昱圣苑国际酒店

大连嘉信国际酒店

大连凯宾斯基饭店

厦门
悦华酒店

海悦山庄酒店

厦门泛太平洋大酒店

厦门喜来登酒店

翔鹭国际大酒店

鹭江宾馆

厦门海景千禧大酒店

海上花园酒店

宏都大饭店

京闽中心大酒店

华侨大厦大酒店

长升大酒店

厦门艾美酒店

宁波
南苑酒店

宁波大酒店

证券公司营业部

（15000册）
北京财政证券公司

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西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关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
青岛丽晶大酒店

海天大酒店

青岛香格里拉大饭店

弄海园

青岛汇泉王朝大饭店

青岛麒麟皇冠大酒店

黄海饭店

青岛山孚大酒店

青岛泛海名人酒店

青岛复盛大酒店

青岛海尔洲际酒店

西安
西安香格里拉金花饭店

西安维景国际大酒店

西安喜来登大酒店

西安香格里拉大酒店

杭州
杭州西湖国宾馆

金马饭店

杭州香格里拉饭店

杭州维景国际大酒店

杭州凯悦酒店

杭州安缦法云酒店

杭州西溪悦榕庄

杭州西子湖四季酒店

苏州
昆山阳澄湖费尔蒙酒店

苏州吴宫泛太平洋大酒店

南园宾馆

苏州维景国际大酒店

御亭精品酒店

中茵皇冠假日酒店

玄妙索菲特大酒店

苏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苏州尼盛万丽酒店

亚致精品酒店

苏州建屋新罗酒店

建屋国际酒店

金鸡湖大酒店

苏州凯莱大酒店

苏州饭店

胥城大厦

平江客栈

全国 200 多家星级酒

店均有发售：高档写

字楼（80000册）
国贸大厦

赛特大厦

中粮广场

长安俱乐部

招商局大厦

盛福大厦

现代盛世大厦

时代广场

新东安市场

京泰大厦

远洋大厦

京城大厦

和乔大厦

汉威大厦

大使馆
加拿大大使馆

芬兰大使馆

法国大使馆

德国大使馆

意大利大使馆

日本大使馆

以色列大使馆

肯尼亚大使馆

马来西亚大使馆

菲律宾大使馆

新加坡大使馆

印度尼西亚大使馆

澳大利亚大使馆

新西兰大使馆

比利时大使馆

英国大使馆

西班牙大使馆

捷克大使馆

波兰大使馆

斯洛伐克大使馆

突尼斯大使馆

希腊大使馆

南非大使馆

韩国大使馆

杭州雷迪森龙井庄园

杭州富春山居

国大雷迪森广场酒店

浙江国际大酒店

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

千岛湖开元度假村

天津
天津利顺德大饭店豪华精选酒店

天津君隆威斯汀酒店

天津莱佛士酒店

天津万丽泰达酒店

泰达中心酒店

泰达国际酒店暨会馆

水晶宫饭店

金皇大酒店

天津美华酒店

天津泰达国际会馆

瑞湾酒店

天津胜利宾馆

舒泊花园大酒店

天津滨海喜来登酒店

洲际大厦

丰联广场

投资广场

静安中心

现代城

嘉里中心

华侨大厦

幸福大厦

成铭大厦

亮马大厦

鹏润中心

世源大厦

盈科中心

发展大厦

鹏润大厦 B 区

京广大厦

港澳中心

华商大厦

富华大厦

中纺大厦

国贸中心

新世界中心

科伦大厦

东环广场

万泰北海大厦

东方广场

百盛中心

华润大厦

恒基中心

高斓大厦

旅游局
法国旅游发展署 中国办事处

德国旅游局

奥地利旅游局

澳大利亚旅游局

加拿大旅游局

新西兰旅游局

菲律宾旅游局

新加坡旅游局

香港旅游发展局

韩国旅游发展局

澳门旅游局

北欧旅游局

比利时旅游局

荷兰旅游局

捷克旅游局

突尼斯旅游局

马来西亚旅游局

西班牙旅游局

意大利旅游局

希腊旅游局

南非旅游局

肯尼亚旅游局

埃及旅游局

土耳其旅游局

芬兰旅游局

日本国家旅游局

候机楼
上海浦东机场东航贵宾厅

上海虹桥机场东航贵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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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您（个人资料绝对保密，敬请详细填表）

姓名                                                        性别                                             生日                                            电话                                      

E-mail                                                                                             地址                                                                                          邮编  

1、您的年龄：  23岁-35岁    36岁-50岁    50岁以上

2、您的受教育程度：

   硕士及以上     本科       大专    

3、您的职业：

  国家公务员       国企员工      外企/合资企业员工

   私企员工           中高级管理者      

  专业人士（记者、律师、教师、医护）

   自由职业者       学生       其他

4、您的平均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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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万元-2万元           2万元以上

5、您的旅游动机

   度假休闲       自然风光      人文历史  

   户外运动       探亲访友       购物         美食

6、您通常选择的出行方式

  参加旅行团         自由行 

7、您每年平均的旅行次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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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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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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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平均每年旅行的时间，从一周到半年以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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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9、您每年的旅游花费大约是？

 1000元以下  1000元-3000元  3000元-5000元   

  5000元-1万元   1万元-3万元   3万元以上

10、旅行中您最关注并愿意投入的

                  交通        住宿       餐饮      购物       娱乐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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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订户      报亭      酒店      旅游局      亲友推荐    其他

                12、您收到《旅游休闲》后，有几人传阅？

                 1-3位          4-9位         10人以上

                13、关于本期杂志

                您最喜欢的栏目________________

                您认为最实用的文章_________________

                您印象最深的专辑_______________

                您最喜欢的图片_________________

                你有意向去的目的地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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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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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您比较关注与旅行结合的哪些行业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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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      旅游局      服装    化妆品     SPA

                16、您对《旅游休闲》的综合评价：

                                      非常好        好         一般        不太好        差

                封面设计                                                                                                                 

                专题创意                                                                                                            

                文章内容                                                                                                           

                版式设计                                                                                                             

                栏目设置                                                                                                             

                图画照片                                                                                                           

                印刷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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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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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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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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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B 18.00元

194.4 102.6
欢迎加入旅游休闲杂志

社的官方微信与我们及

时互动。现在加入旅游

休闲杂志社微信，有机

会获得旅游休闲杂志社

送出的精美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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