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
然

成
都

 巴
适

幸
福

    探
寻

北
马

里
亚

纳
 神

秘
海

域
背

后
的

故
事

    逛
遍

武
汉

1
5

条
街

  寻
找

美
食

    北
疆

天
路

living exclusively in
 a landscape of lake

and mountain
遁隐一片湖光山色

the heavenly Road 
in the noRtheRn

fRontieRs
北疆天路

Happiness of Ba sHi
悠然成都 巴适幸福

2
0

1
6

.11
    总

1
4

3
期

November 2016

LEISURELY CHENGDU 

逛遍武汉15条街 寻找美食

going aRound the 15 stReets of 
Wuhan looking
foR delicious food

探寻北马里亚纳
神秘海域背后的故事

the discoveRy of noRtheRn
maRiana  the stoRy behind 
mysteRious WateRs







2・TRAVEL&LEISURE

The discovery of Northern Mariana
The story behind mysterious waters
探寻北马里亚纳——神秘海域背后的故事

北马里亚纳群岛自治邦位于西太平洋，南北呈一弧形，长720公里。北马

里亚纳群岛属热带海洋性气候，终年如夏。北马由15个岛屿组成，其中仅

6个岛屿有人居住，塞班、天宁、罗塔3个主要岛屿及阿里马罕、阿格里汉

等岛均有人居住，总人口7.2万，多数属密克罗尼西亚人种。另一个岛屿帕

甘岛在一次强烈的火山爆发后，居民于1981年撤出。

The  Autonomous State of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is situated in 
the Western Pacific, it looks like an arc from south to north, with 
a length of about 720 km.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has a tropical 
maritime climate, it is in the season of summer all year round.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consist of 15 islands, of which only six 
islands inhabited, the three major islands of Saipan, Tinian, Rota 
and the islands such as Arimahan, Agrihan, etc  are all inhabited, 
with a total population of 72,000, most of them belong to the race 
of  Micronesia. Another island, Pagan Island, the inhabitants of 
which was evacuated in 1981 after a violent volcanic eruption.

Feature 世界休闲地

016

悠然成都 巴适幸福

030 Leisurely Chengdu  
Happiness of Ba Shi

成都，一座让人感知幸福，感受生活的城市。它的悠然闲适、它的古城

老巷、它的火辣柔情，还有它的多元文化，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

着“巴适幸福”。

Chengdu is a city where people can feel happy and feel the 
life of the city . Its leisurely comfort, its ancient city and alley, 
its hot tenderness and its multiculturalism are interpreting 
the happiness of Ba Shi with the unique way of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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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遍武汉 15 条街  寻找美食

067 Going around the 15 streets of  Wuhan 
looking for delicious food!

Travel 旅游

遁隐一片湖光山色

080 Living exclusively in a landscape 
of lake and mountain

武汉人好吃是骨子里就有的，但这跟火炉般的天气也有关系，当年空调

还不流行的时候，由于夏天天气太热，大家就在街面上支一竹子编的凉

床，躺大街上纳凉聊天，再吃点小食，岂不美哉！

The greediness for food of the people of Wuhan is embedded 
in their hearts and souls. But it is also related to the stove-
like weather, when air-conditioning was not popular, due to 
the extremely hot weather during the summer, people erected 
a bamboo made cooling bed on the street, lying on the street, 
appreciating the cool air and chatting , and then taking some 
snacks, it is very enjoyable!

灵韵杭州，柔情似水的西子湖，说不尽千回百转的美。情调溧阳，烟波

浩渺的天目湖，涌动着诗情画意。夏季出逃，远离城市的喧嚣，遁隐一

片湖光山色。

Lively Hangzhou, the gentle west lake, the beauty of endless 
twists and turns. The atmosphere of Liyang, moist lake 
Tianmu, with surging poetic ambiance, fleeing in the summer, 
running away from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the city, living 
exclusively in a landscape of lake and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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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过程是最精彩的，热爱旅游的你，
何不拿起手中笔与相机将旅途中的趣事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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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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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我们的读者俱乐部，还有可能获得我们为你精心准备的超值奖品！

 Travel Around The World,and
 ENJOY LIFE 

行走世界，享受生活    

奖品微博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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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墨 写一抹中国风
见过了欧洲小镇的湖光山色、马代的水清沙幼、美国大

都市的繁华、澳洲的大漠风光，种种风情固然叫人惊叹，却

总感觉缺少一份亲切，缺少一种来自故土的无法言喻的天然

情愫。梦境中，总会有一首儿时的古诗，一片檐头的青瓦，

一声叮咚的古筝，一杯绍兴的黄酒，带你回最熟悉的场景，

最温馨的回忆。这片土地孕育的画卷，滋长的故事，积淀的

眷念，终究是忘不掉，抹不去……

宽窄巷子林立的店铺、锦里老街涌动的人流、空气里火

锅热烈的香味、茶馆里悠然自得的老人，几个简单的镜头剪

接到一起，就透出浓浓的幸福味道。听一嗓川剧委婉的唱腔，

看看一个个身段的起承转合，你会不由自主慢下来，领悟到

美丽和幸福其实不需要太复杂，在成都这个上天呵护有加的

土地上，它们恣意生长，浸漫着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客人。

逛逛武汉的江汉路步行街，往时光深处探一脚去发现老

汉口的影子。听那些老建筑讲一段旧时的故事，或是等夜幕

降临，华灯初上，看时尚新潮的国际品牌在老街上演晚间大秀，

欣赏霓虹灯装点出一个流光溢彩的世界。热气腾腾的面条被

乘放在搪瓷碗里，浇上芝麻酱，搅拌一下鲜亮诱人，迫不及

地待地尝一口，面的爽滑筋道，芝麻酱的香浓，都在一瞬间

将味蕾俘获，这是到武汉不可不尝的热干面。在店的另一侧，

还有人三三两两地围着，等着新炸好的面窝出锅，一幕平常却又透出幸福感的画面。

在风景无限的杭州，最忆西子湖。等候你的是接天莲叶、映日荷花。游在西湖，撑一叶小舟，划向湖心。观赏层层

荡开的波纹，掬一捧湖水，西子湖的柔情便融化在你的手心。

蓦然回首，却是中国风……

LighT ink WriTing A Touch of 
chines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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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Store
即刻前往搜索“旅游休闲”
欢迎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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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马里亚纳群岛自治邦位于西太平洋，南北呈一弧形，长 720 公里。
北马里亚纳群岛属热带海洋性气候，终年如夏。北马由 15 个岛屿组成，
其中仅 6 个岛屿有人居住，塞班、天宁、罗塔 3 个主要岛屿及阿里马罕、
阿格里汉等岛屿均有人居住，总人口 7.2 万，多数属密克罗尼西亚人种。
另一个岛屿帕甘岛在一次强烈的火山爆发后，居民于 1981 年撤出。
货币通用美元。农业主要生产咖啡、可可豆、水果和烟草等。渔业资
源丰富，海上交通方便。旅游业受到重视，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

探寻北马里亚纳
神秘海域背后的故事

The discovery of The story behind the 

编辑：沈越     图：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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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onomous State of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is situated in the 
Western Pacific, it looks like an arc from south to north, with a length of 

about 720 km.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has a tropical maritime climate, it 
is in the season of summer all year round.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consist 
of 15 islands, of which only six islands inhabited, the three major islands of 

Saipan, Tinian, Rota and the islands such as Arimahan, Agrihan, etc  are all 
inhabited, with a total population of 72,000, most of them belong to the race 
of  Micronesia. Another island, Pagan Island, the inhabitants of which was 

evacuated in 1981 after a violent volcanic eruption.
The common currency used is US dollar. Ma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nsist 

of coffee, cocoa beans, fruits and tobacco and so on. The resources of fishery is 
very rich. The traffic on the sea is very convenient. Tourist industry is valued 

substantially  and it is the main source of foreign exchange earnings.

Northern Mariana
mysterious w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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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买家在全球房地产市场从试探到活

跃，中国房企的海外触角也向更广阔的区域延伸。海

外投资对转型期的中国房企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另辟

蹊径。

在“一带一路”大战略的东风之下，中国房企

的海外开发布局正不断加码，并得到所在区域国家的

支持和欢迎。奥绰城集团在美属南太平洋旅游胜地塞

班岛比邻的天宁岛， 即将落成当地最大型的投资项

目——集生活、投资、娱乐、度假于一体的奥绰城度

假村。如何才能更好地拓展国际市场，把握国际经贸

趋势，开发多元产业？ 

奥绰城集团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在天宁岛举行

动土奠基仪式，由奥绰城董事长梁健殷先生、北马里

亚纳群岛总督、北马里亚纳群岛副总督及天宁市长担

任主礼嘉宾，与一众合作伙伴及媒体一同见证奥绰城

度假村项目的正式启动。

奥绰城度假村由奥绰城集团开发，投资逾 12 亿

美元，在国际性旅游地标的天宁岛上创建了国际五星

级度假酒店、娱乐城、水上乐园、旅游景点、住宅别

墅和其他各种公共设施及配套，以打造一个集生活、

投资、娱乐、度假于一体的国际五星级综合新项目。

整个项目分为 3 期，计划于 9 年内完成所有项目。

奥绰城董事长梁健殷先生表示： 企业一向致力

于发展世界级旅游休闲中心，希望将理念由澳门扩展

至不同地区，亦望发挥多年累积的营商经验，伴随“一

带一路”国策于南太平洋地区稳步发展，让更多与项

目合作的供应商多了一个跳板，达到让项目、天宁岛

以及供应商三方共赢的效果，同时为内地及港澳同胞

打造一个全新的度假天堂。

奥绰城度假村无论位置、景观、建筑设计，还是

配套规划，和其他的海岛度假村相比，其诚意和用心

显而易见。梁健殷先生说：“落成后的度假村，不再

是简单的酒店、泳池、沙滩，而是一个真正能达到世

界级国际化的综合体度假村。”

奥绰城度假村奠基前，梁健殷先生和他的团队已

经为此项目努力了 3 年多。整个项目在谈地、拿地方

面耗费如此之久，反而让梁健殷更加期待度假村的发

展前景。他解释，天宁岛所属北马里亚纳群岛为美利

坚合众国海外领地，对于海外房地产投资的法律流程

有严格的规范，政府审批事项要进行一条条的梳理和

谈判。不过即使花费了如此长久的时间，也是值得的。

他说，过去 30 年，服装加工业曾为塞班经济支

柱，究其原因也是当时北马里亚纳联邦不受美国劳工

法制约。21 世纪初，关税制度改变，塞班优势不再，

服装加工厂开始迁往劳动力廉价的亚洲国家，经济近

些年来徘徊在低谷。北马政府为促经济发展，意欲打

造“旅游岛”。因此，奥绰城度假村项目和北马政府

的招商政策不谋而合，因而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使得项目的未来发展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

梁健殷先生还表示：“近些年来，海外投资旅游

地产成为热门，也是中国房企的又一轮投资标的。奥

绰城集团这次在天宁岛的投资，在银行、投资人、基

金方面准备充分，给了团队莫大的信心。”

奥绰城度假村项目基于唯一、延展、可控的开发

原则，建设太平洋上家庭式度假、娱乐及新兴博彩中

心。奥绰城度假村项目将通过多样化的功能组合，实

现岛屿的综合开发，创造层次丰富的旅游体验，满足

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及高端游客不同时段的需求；还

将细分不同的游客群体，大力发展度假游客、休闲度

假游客、博彩娱乐游客、亲子家庭游客、分时度假游客。

“届时，奥绰城度假村将成为太平洋上的一颗度假明

珠。”他说。

以人为本  尽善尽诚
People-oriented, with all good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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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健殷出生于 1970 年代，父亲是一名机械工程

师，自小在父亲的熏陶及启蒙下，他不但承继了其敬

业、谦虚、慬慎、待人真诚的精神，更逐渐成长为一

个懂得随时代进步、创新的企业家。踏入上世纪 90

年代，澳门特区的经济模块逐渐转型，工业开始没落，

工厂相继停工倒闭，当时 20 出头的他眼见父亲因此

而意志消沉，决心为家人带来安稳的生活，并明白风

险管理和稳健发展对于企业的重要性。

梁健殷开拓了旅游板块，并看准澳门在娱乐旅游

产业发展上的强大潜力，遂以此作为集团发展重心，

为集团奠下了一个良好基石。到了千禧年，梁健殷积

极扩展世界旅游娱乐业务领域，带领集团在旅游地产

业务上大展拳脚。

在他重视长远稳健发展，以及讲求实事求是、团

专访奥绰城集团主席及总裁梁健殷先生

队专业化的管理方针下，以旅游和地产作为主要业务

的奥绰城集团，业务已遍布全国，目前正积极拓展太

平洋地区市场。恰如集团以指模为创作蓝本的公司标

志，奥绰城集团非常重视“人”的元素，梁健殷认为

每一件事都是靠人去创造，因此致力将集团建构成一

个让每位员工都可以尽情发挥个人才能的平台。

梁健殷不仅在事业上表现出色，更积极参与中国

内地及澳门特区两地公职事务，现在担任安徽省政协

委员、广东省中山巿政协委员、中山巿红十字会副会

长、广东省侨联青年委员会常委等多项要职，为两地

交流担当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同时，他极为重视培育

澳门青年及体育事业，同时在澳门特区担任中山石岐

联谊会理事长、中山海外青年联谊会会长、澳门中山

侨界青年联谊会创会会长、中华青年进步协会副主席、

澳门武术总会副主席、澳门飞镖体育总会会长以及耀

晋健美体育会会长等职务，多年来不遗余力推动澳门

青年人材培训及体育事业发展。近年更积极筹组青年

商会，让青年有更好的平台和空间发展所长。

尽管海上项目刚起步，但旨在打造一个全方位的

综合娱乐度假城，通过介绍，我们仿佛已看到梁健殷

正带领着他的团队，稳健地驶向规划的彼岸。

这一项目开发地位于塞班不远处的天宁岛，为何

会选择这样一个还不太热门的海岛呢？

梁健殷表示：“这里是北马里亚纳的第二大岛，我

们非常中意这里的天然旅游度假资源，这里的自然奇观

和景色都令人流连忘返；其次，天宁岛和塞班岛是距离

中国最近的美属海岛，且开放了落地签证，向往去夏威

夷或关岛旅游的朋友们不妨也可以考虑下天宁岛。”

奥绰城集团过去投资的多为商业地产项目，而此

番选在天宁岛，则是希望能打造一个不同于其他的旅

游地产项目。“我们想要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度假项目，

它是集娱乐、亲子和休闲生活于一体的综合度假城，

主要面对的就是高端人士、家庭旅游等，一期工程初

步计划将投入 12 亿元人民币。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

我们会打造面向中层消费者的酒店式公寓、星级酒店

等；面对高端消费者则会建造独栋公寓及套房等，此

外，我们会加大在接待能力各方面的提升。”

对于海岛旅游在饮食这块资源的考量，梁健殷表

示非常有信心：“大家都知道，海岛的饮食资源普遍

Alter City Group Holdings Limited
Chairman and CEO of Alter City Group 
Holdings Limited Mr.  Ian L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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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稀缺，即便是最奢华的马尔代夫，其美食方面与

其他方面都是无法比拟的，所以我们在天宁岛的这一

项目中，会格外注重餐饮方面的投入，毕竟我们的团

队都来自中国，我深信我们的餐饮会是这座综合娱乐

度假城中的一大亮点，既推陈出新，又对当地特色有

所保留。”

据悉，北马里亚纳群岛是美属地，在这次开发的

过程中，梁健殷向我们透露，其申报流程虽然漫长、

复杂，但是很规范，对于他们而言，能感受到投资这

一项目是有所保障的；其次，开放签证后，国内游客

前往天宁岛也更方便，飞行的时间也很短，天宁岛将

在不久的将来便开通直航，旅途过程将更加省心、舒

适；同时，奥绰城集团结合了十年前在海南岛以及澳

门特别行政区的娱乐地产项目，在综合娱乐度假城方

面可谓经验丰富；最后，他们也更注重这里的历史意

义。要知道，对结束“二战”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子弹

就是在天宁岛装弹的，天宁岛上的战后遗迹等已成为

当地的旅游观光特色之一，奥绰城集团亦非常尊重和

欣赏当地的人文与自然环境。

“之前我们大多项目都是商业地产，在选址上角

度非常不同，商业地产我们往往会考虑辐射面广、人

流量大的地方，而这一次在天宁岛，它更是区域性的

天然地产，同时也是世界性范围的旅游度假胜地，我

们的客户也会面向全世界，因此我们也更加重视这个

项目。”

这次的项目开发，不仅有综合娱乐度假城这一块，

奥绰城集团也会与其他一些企业合作，致力于将来往

游客的旅途过程也变得更舒适、方便。目前游客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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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宁岛都需要从塞班转机，坐小型飞机，这是一种很

特别、很难忘的体验，但也会为一些希望能够直飞的

游客考虑，天宁岛的国际机场也正在规划中。

此外，由于天宁岛与塞班岛之间有着世界最深的

马里亚纳海沟，尽管两个岛相距不远，但坐船仍需花

费不少时间，集团也在与珠江快船合作，在两岛之间

规划更便捷交通工具，甚至会有空中快车。

项目选用的空中快车是一种架空中快速城市公

共交通系统，系统是一种使用缆索悬挂技术来支撑

轨道或经选择而架设在任意高度上的空中运输专利

技术。以电为动力而自驱动的车辆运行于金属合金

轨道表面，轨道线路可根据需要架设在距地面任意

高度上。轻盈的钢结构或混凝土结构的支架支撑着

与悬索桥相似的缆索系统。索轨由悬挂缆索通过竖

索吊起提供了一条专用空中通道。由于缆索跨度大

（200 米 ~1000 米之间）这样的交通线路可跨越城

郊几乎所有公路、江河、湖泊、建筑、峡谷和任何

遇到的阻碍。

企业虽成立不久，却已具有颇丰的经验，对此，

梁健殷表示：“尽管我门的企业比较年轻，但是我

们在地产业已经具有多年的丰富经验，我们的团队

中也吸纳了大量的青年才俊，大家聚在一起，打造

高端的地产，我们十分重视年轻一群在地产业将来

的长足发展，所以，我们也在天宁岛当地培养一些

年轻人，并且鼓励海外年轻人都能来这里创业、来

这里工作，这样也能吸引更多的外来人群在这里学

习、工作、享受。如今我们已经与北马里亚纳政府

达成合作，将在这里开设专门的旅游专科学校，并

设立本科和硕士课程。”

在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天宁岛的这一项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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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由奥绰城集团全资打造，在开发后期，他们也会

将其中一些物业以出租的形式，吸引更多其他的投

资者，例如酒店式公寓等，他们会帮助投资者进行

管理和运营，而投资者们在受益的同时，也可以前

往天宁岛，在自己投资的物业里悠闲地享受假期。

在开发这一项目当中，梁健殷及他的团队最大

的感触就是当地人对于自然、对于环境的保护，他

坦言，拿地的过程确实有些艰难，但恰恰是经历的

这些，令他们分外觉得，投资这片土地具有巨大的

价值和意义。

举个例子来说，开发酒店等具备的设施，按照

政府规定，所有排放的污水都必须有一个过滤循环

系统，经过处理之后，才可以排放出去。但也正是

因此，对于将来的投资者而言，相当具有前景，能

令投资者感受到安心且具有增值潜力的物业。

投资海岛的度假旅游项目，自然也有个人因素

在其中，梁健殷在繁忙的工作中依旧保持着饱满的

精神状态，这也与他平时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我

平时喜欢游泳、爬山等休闲方式，过去我去一些泰

国的海岛时，也算是边度假边出差工作，我非常喜

欢那里的氛围，在地上和在海里都会有着非常独特

的感受，海岛的空气、海水和天然资源都让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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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queness of Tinian Island
天宁岛得天独厚

谈到奥绰城度假村之所以选址天宁岛，梁健殷先生

表示：“当时团队考察了东南亚的数个海岛，但最终经

过反复论证比较，还是倾向于天宁岛，钟情于这里的原

因也是它无可比拟的地理、自然、人文优势。”

北京直飞塞班，行程仅仅 5 个小时便可到达，上海

直飞则只需要 4 个小时。短短的几个小时时间，甚至使

得游客在周五也可以直接飞到北纬 15°的太平洋享受一

个惬意的周末。天宁岛距离塞班也仅仅需要小飞机 10 分

钟的航程。便捷的交通为短途出行度假提供了天然的便

利条件，因为交通往往是人们考虑出行的首要因素。

Visa-free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免签的美国领土

天宁岛位于马里亚纳群岛南部，临近塞班岛，是离

亚洲最近及唯一中国人免签的美国领土。自北马里亚纳

群岛“联邦化”后，实行来自中国的公民如果以旅游或

者商务的目的前往包括塞班在内的北马里亚纳群岛，将

享受一项长达 45 天的免签待遇。他说，美国本土距离

中国较远，签证对于许多游客来讲是一道门槛，而天宁

岛所在的北马里亚纳群岛则是距离中国最近的美国国土，

尤为重要的是，拿上护照，随时可以出发。

Blue sea and blue sky
碧海蓝天

天宁岛是北马里亚纳群岛的第二大岛，位于塞班

南方 5 公里处，这座幅员达 101 平方公里、只有区区 

3136 位居民的岛屿，几乎是一片野味十足的丛林景观，

其不加人工修饰的美丽自然风光，深受游客们的青睐。

加上蔚蓝如洗的晴空、翡翠般湛蓝的海水及细白的沙滩，

使之成为世界知名的度假胜地。

The relics of "World War II"
“二战”遗迹

天宁岛除了自然之美声名远播外，在历史上亦占有

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结束“二战”的原子弹，便是在

此装载启程前往广岛和长崎的。因此，天宁岛不但自然

景观叫人赞叹， 其历史意义及价值也是其他诸岛无法相

提并论的。

Strategic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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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t consumption continues to grow
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自 2012 年起，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一

大出境旅游消费国，对全球旅游收入的贡献年均超过

13%。2015 年，中国出境旅游 1.2 亿人次。中国旅

游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综合贡献超 10.8%，旅游就业

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 10.2%。

“有数据表明，未来 5 年，中国将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输送 2000 亿美元的旅游消费。据胡润研究

院发布的《中国奢华旅游白皮书》显示 , 中国游客的

国际旅游购物消费连续 5 年稳居全球第一 , 消费总额

占全球 35%。”梁健殷先生表示，这个数据还是很庞

大的，也印证了中国人旅行消费的意识在加强。这个

数据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会进一步加大。中国

经济催生了许多中产阶级， 这部分人群对于度假的精

神层面需求正在一步步加强，消费观念较之以往也有

了很大的变化，对于天宁岛度假村来讲，发展前景很

乐观。

梁健殷先生表示：早前团队也考察过国内的海岛，

中国有海岛 1 万余个，大小不同、地貌不同，资源禀

赋亦不尽相同。虽说岛屿数量众多，不过让中国游客

叫得出也叫得响的海岛游目的地却寥寥。海南三亚作

为中国唯一的热带度假型海岛，对处于严寒下的北方

客人和处于湿冷中的南方客人都极具吸引力。不过，

旅游经济的过快增长却带来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他还表示：“相较之下，境外海岛旅游起步早，

近年来又‘放低身段’，频以经济、平价面貌示人，

抢夺了相当大的中国海岛游市场。市场分析表明，城

市白领阶层的旅游重心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已从过去

单纯的‘到此一游’，升级到度假式旅行。而海岛游

就满足了中国旅行者悠闲度假的需求，一般海岛游选

择海边五星级酒店，可以安静地享受远离尘嚣的度假

时光，而更为重要的是，境外海岛游近年来性价比在

不断提高。天宁岛属美国领地，各项制度法规成熟完善，

对于建成后的奥绰城度假村而言，也是一个保障。”

调研发现，中国内地游客计划的休闲旅行频次为每

年 4.2 次，基本上每季度一次。此外，他们在旅游休闲

方面的投入也在持续上升，中国内地旅行者在 2012 年

计划的人均花费达 1415 美元，和日本游客的人均计划

花费 1431 美元几乎持平，远远高于香港和台湾两地。

与往年不同的是，近两年像马尔代夫、菲律宾长

滩岛等“老海岛”热度有所下降，游客开始追捧一些

新的海岛目的地。大溪地、塞班、斐济的游客数量增

速很快，新的未被开发的海岛成为新一轮的旅游热。

在出游方式上，近年来半自由行、自由行成为中国游

客最主要的海岛游旅行方式；中国游客境外海岛的停

留时间也有所延长，从以往的 3 ～ 4 晚延长为 5 ～ 6 

晚。“天宁岛奥绰城度假村正在这个风口上。”梁健殷说。

他表示：“随着亚洲经济的发展，像日本、中国、

韩国等国家的出境旅游人数正在逐渐增加，天宁岛距离

这些国家相对较近，通过旅游产业吸引这些国家的游客

作为经济增长点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合法的博彩业也

将成为天宁岛上除旅游以外的另一大热点。这一热点为

把天宁岛发展成‘Mini-Macao’奠定了基础。加之天

宁岛旅游的性价比较高，岛上不高的消费水准和其区位

特点决定了到此旅游有较高的价格优势。”

梁健殷先生说：“天宁岛旅游热即将到来，奥绰

城度假村将首先见证这个时刻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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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色彩缤纷的热带鱼游梭其间。整个海岛被银白色

的沙滩所围绕，外围布满珊瑚礁的海水经过阳光折射，

变幻着绚丽的色彩。

Blow Hole
喷水海岸

位于天宁岛东南端，被列为世界五大奇景之一。

所谓喷水海岸，就是火山熔岩形成的礁石下有一

些不规则地洞穴，当潮水扑打过来时，这些洞穴会像

鲸鱼似的喷出水来。最壮观的时刻，就是喷水的高度

达到差不多 20 英尺时，所有的人都会被眼前喷射而

出的水柱震撼！ 

Warship Island
军舰岛

周长仅 1.5 公里的军舰岛是观赏沉船及飞机的代

表性潜点，因岛上残留着太平洋战争时日军的残舰与

战机而得名，只需 20 到 30 分钟便可环绕岛屿一周。

岛屿的四周是白沙滩，也是珊瑚被冲刷磨细后所形成

的，岛上满是浓绿的热带植物，进入岛中央，感觉就

像个与世隔绝的小宇宙。这里好像是专门为情侣准备

的，如果哪天想和情人一起从人群中失踪，独享甜蜜

的二人世界，这个岛最合适，所以军舰岛又称情人岛。

对于蜜月旅行中的情侣来说，这里当然是酝酿感情的

绝佳去处。附近海域都是珊瑚礁，透过清澈的海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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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坑坑洼洼、长有绿色植物的原始熔岩，便可

看见无边无际的海水。靠岸边的地方，有个五彩的池。

历经百万年海浪冲击而形成一整排的大小洞穴，有时

潮水会从洞穴中喷出，就像大海在“打喷嚏”。风浪

大时潮水喷起的高度可达 20 英尺，相当壮观。喷水

洞喷出水柱后，水慢慢地回归消逝，如果幸运的话，

还可以看见彩虹在海与天的空间中变幻出来，甚是美

丽。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听见喷水口隆隆作响的声

音。在靠近喷水海岸时就可以竖起耳朵聆听，那也是

一种享受！

Bird Island
鸟岛

位于塞班岛的北部，由石灰岩构成，因栖息众多

的鸟类而得名。岛屿虽然不大，但给鸟类提供了充分

的生存空间，岛上栖息着上百种鸟类。涨潮时，鸟岛

就像是一座海上孤岛，退潮时和本岛相连，阳光照射

下整座岛闪闪发亮。旅客可以在退潮时来这里赏鸟，

近距离观看海鸟们的可爱模样。岛上也有望远镜可供

赏鸟，0.5 美元可以使用 2 分钟，透过望远镜可以看

到岛上海鸟们自在快乐的模样。

The Shrine of sunrise
日出神社

神社四周被林木环绕，种有竹子，叫火树的塞班

樱花会开满红花，环境相当优美。日本统治时，日本

人以此神社为精神寄托。

The loading ground of atomic bombs
原子弹装载

二次世界大战时，两颗轰炸日本的原子弹就放置

在天宁岛，编号1号称为“小男孩”，2号叫做“胖小子”。

Chulu Beach
丘鲁海滩

被称为“星沙海滩”，特别美丽的星沙随手可得。

是二次世界大战美军抢滩登陆之地，所以也被称为“登

陆海滩”。

Taga House
塔加屋

原住民塔加族石屋遗迹有 3500 年历史，当时建

造房子用的石头称为拉提石，高达 6 公尺。

The  r emains  o f  th e  Min i s t ry  o f 
Communications
通信部遗迹

以其独特造型的建筑遗迹闻名。现址所留下的建

筑物便是躲过当年战火的遗迹，侧建筑物可明显看到

战争痕迹。



族“品·质唯真”的品牌精神，在为新桑塔

纳家族注入年轻活力的同时，也将一如既往

地以真诚可靠的卓越品质回馈消费者的厚爱。

时尚跨界  内外兼修
作为一款实用与时尚兼备的跨界休旅

车，Cross Santana 不仅拥有跨界动感的

“造型”，还具备了丰富细致的“内涵”。

在造型设计上，Cross Santana 拥有

SUV 的部分外形特征，新增 Cross 风格大

包围、Cross 风格内饰条、Cross 风格迎

宾踏板等专属装备，将时尚与实用完美结合，

尽显跨界本色。

同时，走起时尚范儿的 Cross Santana

还十分注重对实用属性的追求。无论是中控

台下方的大储物空间、电动可调可加热的外

后视镜、三幅多功能方向盘等装备，还是定

速巡航、前大灯离回家功能、雨量传感器等

智能科技配置，都让驾驶更舒心自在。此外，

Cross Santana 还配备了炫银车顶行李架

以及可延展至 1255L 的行李箱，让车主旅

行时大包小包随心“装”。

智勇双全  无畏追梦
对于现在的年轻消费者来说，选择一台

座驾不仅要能满足日常代步、户外出游的需

求，还要能彰显自己的品味和格调。Cross 

Santana 有“勇”有“谋”，既有强劲动

力又带来智能操控感受，陪伴敢于追梦的年

轻人无惧前进。

Cross Santana 动 感 活 力 的 跨 界 设

计完美契合了当下年轻人的审美，黑色主

色调内饰营造出酷炫的科技感。其搭载的

EA211 全铝环保发动机动力充沛，能够助

力年轻车主在追求“真”梦想的道路上一

往无前。六喇叭高保真立体声音响、智感

MIB 多媒体娱乐终端等能够满足年轻人休

闲娱乐的需求，双开启式防夹电动天窗也为

整车增添了一丝时尚气息。相信未来，拥有

时尚造型、卓越性能、丰富配置的 Cross 

Santana 必将成为忠于自我、心怀期待、

勇于出发的年轻车主的绝佳伙伴。

新晋“小鲜肉”
Cross Santana 跨界闯天下

近 日， 新 桑 塔 纳 家 族 全 新 跨 界 车 型

Cross Santana 于成都车展活力上市，时

尚与实用兼备的设计吸引了众多年轻消费者

的关注。近年来，各厂家新车型层出不穷，

Cross Santana 作为跨界休旅车中的新晋

“小鲜肉”，有何独特魅力使其脱颖而出？

系出名门  品质传承
一句“拥有桑塔纳，走遍天下都不怕”

曾风靡大江南北，打动了不少消费者，这句

话看似朴实，却彰显了桑塔纳严谨务实的

品牌特性。一路走来，从第一辆桑塔纳下

线，到如今由新桑塔纳、桑塔纳·浩纳以及

Cross Santana 组成的新桑塔纳家族，桑

塔纳品牌始终与时俱进，在传承品牌优势的

基础上，不断融入更多创新元素，并将德系

严谨的工艺与领先的科技智慧完美结合，致

力于打造最适合中国消费者的汽车产品。

深耕中国市场三十余年，桑塔纳品牌收

获了 500 万车主的共同信赖。如今，跨界而

来的 Cross Santana 完美承袭了新桑塔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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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然成都 巴适幸福
Leisurely Chengdu  
Happiness of Ba Shi

逛遍武汉15条街 寻找美食
Going around the 15 
streets of Wuhan, looking 
for delicious food!

遁隐一片湖光山色    
Living exclusively in a 
landscape of lake and 
mountain

行走世界 享受生活

旅游休闲
T R A V E L & L E I S U R E

STYLE
Travel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ENJO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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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du is a city where people can feel happy and 
feel the life of the city . Its leisurely comfort, its 
ancient city and alley, its hot tenderness and its 
multiculturalism are interpreting the happiness of Ba 
Shi with the unique way of themselves.

成都，一座让人感知幸福，感受生活的城市。它的悠然闲适、
它的古城老巷、它的火辣柔情，还有它的多元文化，都在
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着“巴适幸福”。

悠然成都 巴适幸福

Leisurely Chengdu

H appiness of Ba Shi
策划、执行：本刊编辑部    编辑：CICI    图：西西 _j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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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 of happiness of 
Chengdu

Wh e n  s p e a k i n g  o f 

C h e n g d u , l o o k i n g 

around and wandering 

along the alley, wide 

or narrow as well as the ancient street of 

Jinli,taking a look at the giant panda and 

eating hot pot are standard configuration. 

Each item of them is a synonym for 

Chengdu, leisurely attitude is jus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appiness of Ba Shi. 

It is just like that the city of Chengdu is 

born to enjoy the gene of life . Whether 

it si Sichuan cuisine,  Sichuan Opera, 

Shu embroidery, these characteristics of 

Chengdu which can be talked about freely 

by all of us have penetrated in the genes of 

the people of Chengdu. 

The slow pace of Chengdu is reflected in 

all aspects of life, the ear cleaning service 

of Chengdu  is a very clear example.In 

the eyes of the average person, we only 

need to have a spoon and the problem 

can be solved by ourselves. But it is not 

the case for the people of Chengdu, they 

consider ear cleaning service as a way of 

enjoying life,especially when you see the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worn by the ear 

cleaning technician as well as all sorts of 

ear cleaning tools at hands, large or small,  

you will understand the gene of happiness 

of Chengdu.

And during this trip we have experienced 

the hotels of different styles, the temple 

house hotel the clever integration of 

which is both classic and modern and 

also a combination of East and West is 

located in the stylish Taikoo Li, it better 

interpreted the artistic hotel. Diaoyutai 

Boutique Hotel is just outside it and is 

situated in wide and narrow alley, offering 

you a secluded habitat in the downtown 

area. Chengdu R & F Ritz-Carlton hotel 

and Chengdu Hilton Hotel inherited 

the consistent five-star enjoyment and 

attentive and thoughtful service. Different 

atmosphere of the hotels bringing you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 but finally it is for 

you to get a better experience of happiness! 

In fact, every night, enjoying different 

night views of Chengdu in the hotels of 

different street blocks brought you various 

wonderful surprises!

    U37, the memory of eastern suburb is a 

regret of this trip, it will certainly allow us 

to look at Chengdu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More avant-garde, more fashionable 

and vibrant sense of art is enough to 

attract people's attention. Because of 

the time, we did not reach there. But 

providing us a reason to go there again and 

discovering a different Cheng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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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ing spiritual 
rest in bustling city

Taikoo Li of Chengdu, as a 

fashionable new landmark in 

Chengdu takes special terms 

such as fashion, vitality, 

youth, passion and so on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liveliness as its label. 

But in the depths of the excitement, there 

is such a place where you can find the 

quietness outside the bustling city. The 

temple house hotel of Chengdu  bringing 

a surge of peaceful air to the vigorous 

Taikoo Li.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dispositions which seemed to be parallel, 

but interdependent. Dynamic and static 

sparks collided, people can not help but 

want to experience it!

C h a t t i n g  f r e e l y 
about“the aesthetics of 
life”of Ba Shi Chengdu
“The aesthetics  of  l i fe”of  Ba Shi 

Chengdu was regarded as the theme 

of this afternoon tea salon of the chief 

editor of “Travel&leisure”magazine. 

I t  i s  h o s t e d  b y  M r .  L u o  P i n g 

w h o  i s  t h e  e x e c u t i v e  e d i t o r  o f 

“Travel&leisure”magazine magazine, Mr. 

Kurt Macher, General Manager of the 

temple house hotel, teacher Xiong Jian 

who is the grade 2 national actor and 

Mr. Zhou Jinsong, President of Chengdu 

Wine Associat ion are invited for 

discussion. We have specifically chosen 

Mi Xun teahouse of the temple house 

hotel as the venue of the afternoon tea 

activity, it is a century-old yard.

D u  F u ’ s  T h a t c h e d 
Cottage of Huan Xi Sha

The thatched cottage of Du 

Fu is the old residence of the 

poet Du Fu of Tang Dynasty 

when he was residing in 

Chengdu. When mentioning "the saint 

of poem" Du Fu, we do not hesitate to 

think of the description of him on the 

textbook: the realist poet the mind of 

whom was full of the common people 

and national affaires, a lot of ve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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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created around the worries of the 

people and the country. From these 

contents, we will be able to extend 

our imagination of  Du Fu's Thatched 

Cottage .

Although it is a hut, now it seems to be a 

paradise in the midst of the bustling city 

. Entering from the main entrance of the 

first building on the axis of the principal 

commemorative groups of buildings of 

Du Fu’s Thatched Cottage. Simple and 

elegant buildings, quiet and beautiful 

gardens, it is considered as a piece of 

holy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Screen wall, main entrance, 

governemnt office, epic hall, wooden 

door, the shrine of Ministry of works are 

lined up in a central axis, symmetrical 

corridors and other buildings are placed 

on both sides.

Going through a roundabout path, a 

pool of green water that was particularly 

eye-catching was lying in front of the 

eyes . Cherry blossoms and green willows 

were placed on both sides of the bank, 

the cottage of Du Fu is just positioned 

by the pool, going along the winding 

stone path into the small courtyard. 

This should be the most curious place 

for everyone. Small courtyard was 

surrounded by bamboo poles, the whole 

hut was shrouded in the shade of robust 

trees, it was very cool and quiet. There 

were wooden chairs ,millstones, Soil 

hearth and wooden dining tables and 

chairs in the living room of the shabby 

house. And finally finding out  the study 

room of the saint of the poetry, it was 

very simple, there were two works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on the wall,  

pen holder and kerosene lamp were 

placed on the wooden table, some books 

were put on the bookshelf and nothing 

else. Small courtyard was full of touches 

of green lush and a variety of vegetables 

were planted on both sides of the path.

ShaoLing pavilion is a pavilion the top 

of which was made of couch grass, a 

stone tablet which had been engraved 

four characters“Shaoling Thatched 

Cottage”was sitting in it, with bold and 

vigorous strokes and embellish posture, 

it was written by the prince of fruit Yun 

Li. In the twelfth year of yongzheng,the 

Prince of fruit sent Dalai to Tibet 

through Chengdu, he paid special visit 

to the cottage and left this  handwriting.

Epic hall is a very important building 

here  which comprises  more than 

1,400 poems left by Du Fu. Showing 

realistically and vividly the picture of 

social life of Tang Dynasty before and 

after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A statue 

of Du Fu which was portrayed by the 

famous Chinese sculptor Mr. Liu Kaiqu 

was displayed in the middle of the hall.  

More than 100 pieces of poem and 

calligraphy woodcut works of Du Fu 

were shown in the“poem and calligraphy  

wood carving corridor of Du Fu”, 

they were selected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ousands of pieces of authentic 

handwriting of celebrity calligraphy of 

previous dynasties and the poems of 

Du Fu which had been inscribed with 

Phoebe.

Walking in the cottage, looking at the 

plants and trees here. Recalling the 

day of late autumn in August 761 AD, 

the hut was broken due to a gale, the 

immortal famous works which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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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ed “the song of cottage was broken 

by the wind of autumn”. was created. And 

the ideals of“obtain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spacious houses ,generally sheltering the 

poor students of the country and making 

them happy and joyous”, have all been 

achieved today in our lives, so we have no 

reason to be not satisfied and to be not 

grateful.

Animated dwelling site 
of time

Before the opening of the 

Hilton of Chengdu, it has 

successful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everyone. Because 

it is designed by the world-renowned 

design firm Atkins, perhaps you do not 

know the name, but its works are very 

famous. The notable projects also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downtown Dubai and 

the light show of Eiffel Tower . So for the 

Hilton of Chengdu, we can see that people 

have granted very high expectations.

Looking for  Hakka 
people

Comparing with those crowded 

old towns,  I  prefer  the 

cleanness and quietness here, 

there will not be a lot of noise 

mixed into the chaos, providing you with 

the time and space of yourself to think 

independently. At least you belong to 

yourself, not anybody else. It may not be 

as famous as other old towns, it's cleanness 

and quietness is enough to give you a 

reason to come!

The so-called Hakka is both passenger and 

home and also home and passenger. The 

history of  Hakka is a story of migration, 

walking from the depths of the history of 

thousand years ago, being deeply rooted 

in this dense land of Shu area. Walking 

in the ancient street, the guild halls, 

ancient buildings, carved beams marked 

by time and tide highlighting the other 

kind of beauty of the poetic rhyme , it is a 

reproduction of the flourishing past.

The old Street of the ancient town of 

Luo Dai is a street with seven lanes, its 

space changes greatly; shops were erected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eet,it is a typical 

architectural styl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Street”is composed of 

upper street and lower street, the east is 

high and the west is low, it is paved with 

stone mosaic; the“seven lanes”criss-crossed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eet were namely  

North Lane, Fung Yee Lane, Locust Tree 

Lane, Guild Hall Lane of Jiangxi, Wood 

Bazaar Lane, Manger Weir Lane and the 

Chaff Bazaar Lane.

Walking in the old streets, feeling the 

pure legacy of the ancient town, being 

infected by the lively marketplace. The 

upper street and lower street  detouring 

and  linking together. Like the ancient 

town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re were two drainage canals on both 

sides of the stone road, the water of 

the canals was flowing slowly . Antique 

shops were situated on the street, 

There were wooden doors and wooden 

windows of dark red color. Especially 

the tempting fragrance drifting out of 

gourmet shops which is very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resist.

Wandering quietly on the stone road, 

tasting peacefully this old town which  

has not been over-developed. There was 

no passers-by who were in a hurry, but 

children who played on the street after 

they left school as well as the pu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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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ching in front of its home and watching 

leisurely the passers-by.. Those scenes were 

reflecting  the normal behavior of their 

lives.

A p p r e c i a t i n g  “ t h e 
essence of  Chengdu”  

As  l o n g  a s  C h e n g d u  i s 

mentioned, the wide and 

narrow alley is bound to be 

talked about,the ancient street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antique courtyard 

built with dark blue bricks and tiles,  a 

variety of special snacks of Chengdu , 

special ear cleaning service , intangibl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Sichuan Opera, 

Shu embroidery, etc, all of them are 

the“old and young epitome of the past 

of Chengdu”, the memory symbol of  old 

Chengdu one after another. 

Tea tasting ,silver jewelry forging, sugar 

figure making, ear cleaning, the face 

changing of Sichuan Opera the traditional 

skills that seem to exist only in the past 

memories, being mixed with coffee, fruit 

juice, the modern industrial products 

imitating ethnic handicrafts. presenting 

together in the courtyard of the old alley. 

The leisure time of old Chengdu and the 

fashion of new Chengdu can all be  easily 

found here. Trendy and historical fusion 

and collision showing a different wide and 

narrow alley.

In addition to the ancient streets, its 

ancient brick and grey wall is also quite 

illuminating, showing visually the 

epitome of old Chengdu. The wide and 

narrow alley wall of the local sculptor 

Zhu Cheng , the seamless combination 

of the graphic art and three-dimensional 

relief art presented by applying the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s , such 

as the photos of tricycle driver going 

through the streets by lugging potatoes 

in the streets ,the potatoes were replaced 

by Zhu Cheng with three- dimensional 

relief ,you can make a eager posture, 

such as the tricycle which is about to be 

crossed by coachman.

Post-modern breathing tile wall, the 

roof of tile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the work 

intercepted an area of roof of the old 

house, the audience can be trapped 

in it, forming interesting embossed 

graphics. The rake ear which reproduces 

the life of the old city of Chengdu, the 

so-called“rake ear”is the bike one side 

of which was equipped with slanting 

dipper in the seventies and eighties, the 

husband riding the bike with his wife 

sitting on it, it is a cozy and beautiful 

landscape of metropolitan city.

The feast of  the old 
alley
“Because if there are bricks , there are 

walls, if there are walls, there is city, if 

there is city, there are people, if there are 

people , there are legend and story,” This 

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hop owner 

Wang Hong about the three bricks. 

They are located in the wide and narrow 

alley, such an interesting name, there 

must be story of its own . However, the 

story may be hidden in a wall, a brick, 

a tile, a lamp, a plaque and other places 

waiting for us to discover.

The name of “Three Bricks” was originated 

from the two broken walls of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ocated at 

the entrance, the broken wall was built 

with the brick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modern period. The 

place with most stories will often be ignored 

substantially . when entering into the gate, 

there was a big word of“blessing”, which 

means appreciating blessing by opening the 

gate, people who are situated on the axis can 

usually see it when they turn around. The 

couplet which were put on the two sides 

was also very well selected, “the stove can 

be formed with three bricks, cooking can be 

conducted with one pot”,the word “pot”was 

originally replaced by the word“tripod”, the 

word pot was put into use in 2016, when  

Premier Li Keqiang came to the wide and 

narrow alley of Chengdu, it was corrected 

under his guidance. The whole courtyard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quadrangle courtyard of 

the north and the architectural features of the 

residence of western Sichuan, it is of some 

flavor of the quadrangle courtyard of old 

Beijing, red lanterns were hanging everywhere 

in the quiet and small courtyard, highlighting 

festive colors all over the courty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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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洛带的下午时光，
放学归来的孩子们，在
路上嬉闹；
右图：成都市旅游局局
长多央娜姆女士。

说到成都，逛宽窄巷子、锦里老街，看大熊猫，

吃火锅是标配，每一项都是成都的代名词，悠闲态度

正好诠释了成都的巴适幸福。就像成都这个城市与生

俱来就有享受生活的基因。无论是川菜、川剧、蜀绣，

这些我们朗朗上口的成都特色 , 都是渗透在成都人的

基因里。

对于川菜、美食、小吃，他们喜欢花很多的心思

去琢磨、去研究、去搭配，可能初衷是为了满足自己

的口味，但最后却是影响颇深的川菜。而我们所以为

的喝茶就是喝茶，可是在成都这个地方，喝茶就包含

了很多，它可以消磨时间、欣赏川剧、品味小吃，也

可以谈谈事、聊聊天。还有川剧在一招一式间显露出

慢生活的格调，说明慢生活的基因，是很早就有的。

蜀绣，之所以能够惊艳世界，不得不承认绣娘们在一

针一线中所付出的汗水和努力。

成都人的慢节奏，体现在方方面面，成都掏耳朵

就是很鲜明的例子。在一般人看来，我们只需要有一

个耳勺，自己就可以解决。但成都人不是，他们把掏

耳朵当做一种生活的享受，尤其当你看到掏耳朵的技

师身上别着的资格证，还有手里大大小小、各不相同

的掏耳朵工具，你就会明白成都的幸福基因了。

说完标配以后，我想说说成都的古镇。黄龙溪古

镇和洛带古镇，可能比不上现在丽江古镇、凤凰古镇的

名气，相信它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也许是它的氛围、

也许是它的宁静和美丽，还有多元的文化等。但可能真

正吸引你的是它所带给你的那份独处的安逸！

而此次行程中我们体验了不同风格的酒店，坐

落在时尚太古里的博舍酒店，亦古亦今、亦中亦西的

巧妙融合更好地诠释了艺术酒店。出门便是宽窄巷子

的钓鱼台精品酒店，闹市中给你一处僻静的栖息。成

都富力丽思卡尔顿、成都希尔顿酒店传承了一贯五星

级享受和贴心周到服务。不同的酒店氛围，带你给不

同的生活体验，但最终都是为了你可以更好地体验幸

福！其实在每个夜晚，在不同街区的酒店，欣赏不一

样的成都夜景也会带给你不一样的美妙惊喜！

U37、东郊记忆，是此次行程的一个遗憾，它一

定可以让我们另眼相看成都 , 更前卫、更时尚活力的

文艺感就足以引人注目。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没有

抵达。但正好给了我们再去一次的理由，发现不一样

的成都！

成都的幸福基因
The gene of happiness of Cheng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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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提出，“旅

游 +”代表新的经济形态、新的生

活形态、新的社会组织和新的先进

生产力。成都市是如何落实的？ 
多央娜姆：成都着力实施“旅游 +”

产业融合发展工程，将重点在旅游 + 会

展商贸、旅游 + 农业、旅游 + 文化、旅

游 + 体育、旅游 + 工业、旅游 + 中医药

等方面开展融合发展行动，拓展旅游发

展空间，建设符合大众旅游时代个性化

需求的多元化旅游产品。比如，在“旅

游 + 中医药”方面，积极推动青羊区、

都江堰市创建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

区；在“旅游 + 农业”方面，通过乡村

旅游 + 康养、乡村旅游 + 创客、乡村旅

游 + 度假等方式，推动跨区域连片打造

乡村旅游精品项目，打造 100 个乡村旅

游精品特色业态经营点。同时，鼓励旅

游企业开展“旅游+VR”等经营模式创新。

2、如何将成都打造成世界旅游目的地

城市？都做了哪些工作？成效如何？
多央娜姆：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城

市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我市计划分两步

推进。第一步是实现旅游集散地和目的地

并重发展，建成配套完善、产品丰富、交

通便捷、消费旺盛的西部旅游中心城市，

实现城市旅游的产品、购物、服务和营销

等全面执行国际惯例和标准体系，融入国

际旅游市场产业链。第二步是实现从国际

区域旅游目的地向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转

变，以亚洲旅游中心、文化旅游产品和跨

区域合作平台为建设目标，彰显以成都为

中心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国际竞争力。

2015 年，全市旅游三大指标在全

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位居前列，实现旅

游业增加值 982.89 亿元，占全市 GDP

比重为 9.10%；目前，全市新建、在建

的 1 亿元以上的旅游项目 84 个，总投

资 1614.56 亿元，其中，20 亿元以上

重大旅游项目 21 个。成都国际（地区）

定期直飞航线已开通89条，通航城市（地

区）达 195 个，已经实现“通江达海”。

3、成都是一个“休闲之都”，您怎

么理解？
多央娜姆：2016 年 10 月，成都荣

获“2016 中国十大活力休闲城市”称号。

这也是成都第四次入榜。秀丽的景色、温

和的气候、丰饶的物产、兴盛的商业以及

深厚的历史积淀，形成了浓郁的休闲特色。

道教发源地的历史渊源，为养生、康体

提供了便利。除遍布大街小巷的茶楼外，

众多环境优美的酒吧、咖啡厅、川剧院、

温泉中心、休闲农庄等，更是让成都成为

游客放松身心的优先选择。成都人热爱生

活、享受生活，无论白天或夜晚，都会为

游客提供舒适、惬意的休闲时光。

成都全面发力“旅游 +”
专访成都市旅游局局长 多央娜姆女士

The “tourism +” of Chengdu in full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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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纵横交织的里弄来到博舍酒店，像误入到另一

个世界。如同瞬间掌握了都敏俊教授瞬间移动的特异

功能，在时空中来回穿梭。就像《W 两个世界》中姜

哲、吴妍珠两个不同世界。西方的时尚科技感结合成

都的当地特色文化，在成都的闹市区感受川蜀梯田间

的无拘无束，两栋高耸的 L 型酒店主体铺满玻璃外表

的竹林图案都是隐居的回归。

古代灰砖设计的清朝笔帖式古门楼，古色古香的

四合院落。院里甚是安静、干净。笔直的石板路上一

尘不染。随着秋季渐渐的到来，两旁的树叶渐渐泛黄。

试图怀着敬畏之情穿越这恍如时光隧道的短短不足十

米的石板路，却惊喜到无以复加。砖石、屋檐、四合

院包裹着对艺术和设计的混搭态度，两侧厢房的木门

虚掩着，似乎就是等人去探究。

先一步踏入右手边的艺廊，推开木门，后现代的

光景瞬间浮现眼前。另外一侧是颇有情调的图书馆，

里面陈列了一千本中文书籍、一千本英文书籍，一看

就是精心挑选过。有意思的是，书店往往以高逼格的

设计书籍为主，这里却能瞬间抓住人心，混搭得让人

摸不着头脑，却又可以足够引起你的兴趣。

繁华都市觅心灵小憩
Discovering spiritual rest in bustling city 

成都太古里作为成都的时尚新地标，时尚、活力、青春、激情等词语都
是它的标签，无一不和热闹相关。但在热闹深处就有这样一处地方，可
以寻觅到繁华都市外的一袭宁静。成都博舍酒店，为活力涌动的太古里
带来一股平和的气流。两股完全不同的气质，看似平行，却又相互依存。
动与静的火花碰撞，让人忍不住想要感受一番！

成都博舍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笔帖式街
81 号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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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大堂和老宅院相连，却有着极不相同的气

质，休息区怡然自得，充满后现代科技感融入中国

式的编织艺术。博舍的电梯中你找不到关的按钮，

似乎一直都在提醒我们，慢一点。客房内相似的开

放式布局，深色木质的墙身与中性及浅色色调的内

部装潢形成鲜明对比。一系列白色的浅橡木家具，

缔造出宁静时尚的都市休憩空间。木材饰面及其柔

和质感营造出舒适温馨的感觉。特别定制的家具及

传统中式屏风使客房散发出与众不同的魅力。在服

务式公寓住宅还设有独立的厨房，你会觉得不像是

路过某个城市暂住的酒店，而是归家的感觉。即使

路过也可以在心中留有印记，慢下来“享受生活”。

博舍的全新水疗护理是一大亮点，川西民国

建筑风格的谧寻全新水疗中心。宁静清幽的氛围，

犹如繁华都市中的一片宁静绿洲。精心挑选优质

水疗护理品牌，采用国际知名的悦碧施（Natura 

Bissé）、Mesoestic、Thémaé 及 Refinery 等

产品，为宾客打造一系列高效的专业水疗疗程。其中，

首度在中国亮相的 Thémaé 品牌更是创新地利用

四种茶叶提取精华制作美容护肤产品。作为谧寻水

疗的特色疗程“Autographs”系列提供各具特色的

护理选择，让肌肤恢复年轻紧致：使用悦碧施产品

左图：谧寻水疗入口处，
这里曾是大慈寺东禅堂的
桑园；
右上图：豪华套房中简约
大气的设计装饰；
右下图：豪华客房中可俯
瞰成都太古里的时尚街区。

的钻石高效面部护理让肌肤重现动人光泽；散发摩洛

哥风情、具有排毒功效的矿物泥身体磨砂及体膜护理

让全身肌肤焕然一新。

考虑到现代时尚男士们的养生护肤需求，谧寻水

疗推出一系列男士专享疗程及一间男士专享理发室。

提供包括针对性肌肉按摩、面部、背部护理及特色护

发修面等，让男士们充分放松身体，重现飞扬神采，

展现无尽魅力。

早早就盼望着博舍的夜幕来临，早已听闻入夜的

博舍具有某种魔力，是浪漫情愫，还是开怀的酒会，

抑或小酌一杯谈天说地，或者在房间里为朋友煮一杯

浓香的咖啡。忙碌的一天让我们对于美好的梦境充满

期待，徜徉古韵古味所包围的浴缸里，感受热浪浸透

全身，敷一贴酒店特供的面膜，欣赏着荧屏里男女主

角的浪漫爱情，无不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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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life aesthetics 
slow down
“生活美学”必要条件“慢下来”
 《旅游休闲》杂志 执行主编 罗平 

罗平先生认为生活美学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

先让自己慢下来。如果节奏很快，就没有时间去看、

去听、去感受、去思考。快节奏的我们会错过很多生

活中的美好。他刚刚从泰国出差回来，不仅体验了身

体的 Spa，还有精神上的 Spa。有一次，采访时地

点安排在街上，摄影师因为拍摄的原因站到了街道中

央。过一会儿才发现马路上停着一辆车，是要过马路，

应该是已经等了几分钟了。但是没有听到叫喊声或者

喇叭声。在泰国的小路上经常会碰到农家的狗，它们

喜欢在马路中间睡觉。当看到车辆的时候，会慢慢地

抬起头，慢慢走开，而司机也是很有耐心地在等待。

清迈的慢、平和是我们现在所欠缺的，如果没有这种

心态很难去谈生活美学。

Experiencing the leisure of Ba Shi in 
Chengdu
感受成都巴适“轻松”
博舍酒店总经理 Mr. Kurt Macher （麦皓君）先生

Mr. Kurt Macher（麦皓君）先生很喜欢成都。

印象里成都人都很友善、懂生活，可以把生活和工作

安排得很好。他还非常喜欢中国的食物和节日。中国

节日的氛围让他很受感染，所有家人团聚在一起，分

享美好的食物，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如果用一个词

语形容成都的话，他的答案是“轻松”。

  畅聊“巴适成都的生活美学”
  《旅游休闲》杂志 主编下午茶

Chatting freely about“the aesthetics of life”of Ba Shi Chengdu
The afternoon tea of the chief editor of “Travel&leisure”magazine

本次杂志主编下午茶沙龙，以“成都巴适的生活美学”为主题。由执行
主编罗平先生主持，邀请嘉宾博舍酒店总经理Mr. Kurt Macher（麦
皓君）、国家二级演员熊剑老师、成都葡萄酒协会会长周劲松会长一起
探讨。我们特地将下午茶活动的举办地选择在了博舍酒店的谧寻茶室，
这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老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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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Kurt Macher（麦皓君）先生来自奥地利，

那里是一个很有历史，又保存着很多古老建筑的地方。

而今天的谧寻茶室是清朝留下来的老房子。最初来到

中国的时候，一切正是激进的发展阶段，很多古老建

筑被拆掉，不停地盖起高楼大厦。欣慰的是中国的年

轻人开始对中国古老的建筑开始关注，也越来越认识

到它们的宝贵价值。希望可以将更多中国的古老传统

文化得以保留，中、西方的文化有更多的深入交流！

The influence of Sichuan opera on the 
leisurely life of Chengdu
川剧对于成都闲时生活的影响
国家二级演员 熊剑

熊剑老师是地道的四川人，而刚好下午茶的举办

地是在他儿时成长的四合院附近，所以勾起了他很多

儿时的回忆。熊老师的父母都是川剧演员，他从小在

剧场里长大，骨子里对舞台上花花绿绿的装扮、才子

佳人都特别感兴趣。成都是个慢节奏的幸福城市，它

的形成过程中跟川剧发展有很大的原因。在新中国成

立前期，这里大概有 30 到 40 个戏班。那个时候看戏

不买票，而是在茶馆喝茶就可以看戏。客人除了喝茶、

看戏的同时，还可以悠闲地享受掏耳朵、吃小吃。把

川菜、川茶、川绣等传统的文化带入到成都幸福生活

中来。比如戏曲的每一个动作都很慢，喝茶也要静下

心来品，川绣需要耐心地一针一线去做，都对成都悠然、

巴适的生活态度有着一定的影响。

The gene of happiness of Chengdu
成都的幸福基因
成都葡萄酒协会会长 周劲松 

周劲松认为成都具有慢下来的生活基因。成都人

的茶馆文化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成都人喜欢坐茶

馆喝茶、休息、思考、办公。当地人最欢迎的是苍蝇

馆子，对于苍蝇馆子有这样的解释：可能店铺不是很

大，卫生质量也不太好，但味道很棒，因为味道好，

喜欢它的人像苍蝇一样去小街小巷里寻找。在很好的

苍蝇小馆里，你可以看到各种类型的人，平民、富人，

都可以很享受地去吃。从茶馆到苍蝇馆，说明成都人

的基因里面就有一种享受生活的态度。把每个地方好

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为了满足自己的口味，是不断在

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方式。

The Temple House Mi Xu Tea House
谧寻茶室

谧寻茶室选址在大慈寺的老建筑——章华里 7、8

号院，这里曾是大慈寺东禅堂的桑园，院落建筑风格带

有浓郁的川西民居特色。它无疑给这片现代时髦的区域，

带来了一种宁静致远的历史感，又全然不失当代气质。

谧寻茶室展现出的东方美学风格与博舍酒店主楼

的现代格调完全不一样，如果说博舍酒店是简约理性

的笔触，那么谧寻茶室就是柔美舒缓的诗章。店内运

用了很多中式元素，比如刚进门就能看到茶室内部有

多处墙壁运用了中药铺的设计。茶室的桌椅为了营造

独特的东方禅意饮茶空间而特别定制的。茶具、食器

也全部来自景德镇的白瓷和老窑。

其实“茶室”二字并不能完全涵盖这里的美好，比

起其他茶馆，这里提供身临其境的美妙体验：现代设计

中承载着古韵茶味，饮茶、享用素食餐，与茶具、食器

展示合而为一，让人一进来就想坐下，当笑容亲切的店

员呈上一壶清茶，一段带着禅味的心灵之旅就此开始。

左图：《旅游休闲》执
行主编罗平先生（左 2）、
博舍酒店总经理 Mr.Kurt 
Macher（左 3） 、国家
二级演员熊剑老师（左
1）、成都葡萄酒协会会
长 周 劲 松 会 长（ 右 1）
合影；

右图：谧寻茶室川西民
居的四合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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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草堂是唐代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期的故居。

提到“诗圣”杜甫我们不免会想到课本中对于他的

描述：那个心系苍生、胸怀国事的现实主义诗人，

诸多的诗句都是围绕着忧国忧民。从这些内容里我

们就能对杜甫草堂展开一些想象。更应景的应该是

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首诗。

虽然是茅屋，现在看来却俨然是身处闹市之中

的世外桃源。从杜甫草堂主体纪念建筑群中轴线上

的第一重建筑的正门进入，古朴典雅的建筑，清幽

秀丽的园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照壁、

正门、大廨、史诗堂、柴门、工部祠排列在一条中

轴线上，两旁便是对称的回廊和其他建筑物。

走过一段迂回的小路，眼前绿汪汪的一池清水

格外醒目。两岸樱花绿柳，池旁便是杜甫的茅屋所

在，顺着弯弯曲曲的石径小路走进小院。这应该是

我们每个人最好奇的地方了。小院被竹竿围起来，

整个茅屋笼罩在茁壮的大树绿荫之下，甚是清凉僻

静。陋室中的会客厅中放着木椅，有石磨盘、土灶台、

用餐的木桌椅。终于觅寻到诗圣的书房，甚是简陋，

墙上有两幅字画作品，笔筒、煤油灯放置在木桌上，

书架上摆放着些许书籍，便再无他物。小院里倒是

一片绿意盎然，小路两旁种植着各种蔬菜。

少陵碑亭是一座以茅草作顶的亭子，里面立着

一个石碑，刻“少陵草堂”四个大字，笔力浑厚，

笔姿秀润，是果亲王允礼所书。雍正十二年时，果

亲王送达赖进藏，经过成都，特拜访草堂所留下来

的手迹。

史诗堂是这里颇为重要的一个建筑，里面有杜

甫留下的 1400 多首诗歌。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安

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生活画卷，大厅的正中陈列

着一尊由我国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以写实的手法

刻画的杜甫塑像。在“杜诗书法木刻廊”上陈列着

百余件杜诗书法木刻作品，是从馆藏数千件历代名

人手书杜诗真迹中挑选出来用楠木镌刻而成。

漫步在草堂里，注视着这里的一草一木。回想

公元 761 年 8 月深秋的那天，茅屋因一场狂风所破，

便有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而

诗中所提到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

欢颜”的理想，如今我们的生活都得以实现，所以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满足、不感恩！

浣溪沙畔的杜甫草堂
Du Fu’s Thatched Cottage of Huan Xi Sha

杜甫草堂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青华路
37 号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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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采纳欧陆风格的建筑楼高三层，一楼、二楼为

大堂与主用餐区；二楼、三楼设有宽敞的私人厢房

及户外用餐区与酒吧区，提供格外细致的餐饮体验。

踏进大堂，即从云石雕砌的台阶、瑰丽的装设至昂

首方可目及的高耸天花，感受翠园与众不同的堂皇

气派。

走进各主用餐区，沐浴由落地大窗引入的天然日

光， 欣赏完美融合木饰的装潢、 中西合璧的壁饰、

挂画与摩登简约的天花纹饰、灯具， 呼吸欧陆当代设

计精粹。而桌椅摆盘风格更别具心裁，由室内的布艺

沙发椅与特色设计木餐桌至户外藤椅、 石桌，力求营

造雅致闲适之感。 两个室外用餐暨酒吧区融入欧陆庭

园设计，客人日间呼吸室外翠绿悠然氛围，享受原味

粤式美馔；夜间与挚爱或知己促膝相聚，把酒欢谈，

享受成都夜间美景。 

翠园拥有座位 488 个，更有多达 10 间独立厢房，

每间均花巧思在装潢、照明、摆设、椅桌、餐具方面

衬托出各具一格的主题配搭，不论款客或聚会，均可

得到仿如漫游于翠丽华园的崭新高贵餐饮体验。

翠园创自 1971 年，是香港美心集团首家于香港

创办的粤菜酒家，也是港式饮茶文化的先导。美心中

菜大厨团队，凭借大厨巧手及上乘食材，延续香港集

团在食材、制作、卫生、服务、管理等方面的优质餐

饮文化和丰富运营经验，突出食材的原味与健康元素，

炮制出“不添加味精”，色、香、味俱全的创意粤菜。

成都翠园供应多款源自粤港的招牌创意菜式，包

括珊瑚龙虾球、脆脆 BB 猪、葡汁焗酿响螺等，菜式

原料地道，摆盘精美，让人食指大动；而足料靓汤鲜

鲍鱼党参炖土鸡更有滋阴养颜之效。当然少不得多款

让人回味的招牌港式点心，如老翠园煎粉果、老娘菠

萝包等；还有中西合璧的新派甜品，如高达 13cm 的

101 鲜果拿破仑，在松化酥皮内酿入多种新鲜水果，

为食客的视觉和味觉带来至高享受！

美心中菜的大厨坚持在烹调中绝不添加味精。仅

以巧妙的材料搭配，凭大厨功夫将其转化融合，赋予

每道菜式以宫廷级的原味，由食客细意品尝，其中千

锤百炼而出的食材原味绝非人工添加可以比拟。

远洋太古里翠园为美心中菜的第一所独栋式食

聚中西之精粹

左页图
左图杜甫茅屋；
右上：杜甫草堂入口处；
右下：茅屋内土灶台。

右页图：翠园典雅时尚的餐
厅内景。

Integrating the essence of China and Western world

成都翠园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中纱帽
街 8 号远洋太古里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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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尾酒和其他饮品，让繁忙放慢脚步，给自己觅得片

刻放松的时光，开启无限星空幻想之旅。

酒店的每一间客房与套房都配有落地大玻璃

窗，令人赏心悦目的城市美景放眼可及。房内装饰

设计时尚而优雅，配备全套便利设施与服务，包括

有线与无线网络、中央空调、房内保险箱等，并且

可提供无烟房与连通房选择。忙碌的一天过后，享

受放松的坐浴或令人精神焕发的淋浴，体验神清气

爽的舒适与惬意。

直到 2015 年成都希尔顿正式亮相，酒店和两栋商

务楼共同构成一个大型三角水晶建筑群，远远望去颇为

显眼和壮观。大堂入口处，将珍贵的钻石和藏区雪山完

美结合，时尚的造型和大胆的创意让它成为一大亮点。

进入大堂，就像是置身于梦幻般的星空之下，

你无法寻觅到见惯了的水晶灯，取而代之的是黄色、

蓝色、紫色的小琉璃灯，就像一颗颗挂在空中闪耀的

星星，整个空间瞬间被拉伸。气氛轻松的大堂酒吧，

你可以选择肆意的网上冲浪，也可以细品风味各异的

觥筹交错的时光栖息

Animated dwelling site of time

在成都希尔顿未开业以前，它已经成功吸引了众人瞩目的目光。因
为它的设计者是由世界知名设计事务所阿特金斯担纲设计，也许你
不知道这个名字，但是它的作品却是无人不晓的。该所引人注目的
项目还包括开发迪拜市中心和埃菲尔铁塔灯光显示。所以对于成都
希尔顿，可见人们的期待度之高。

成都希尔顿酒店
地址：成都市天府大道中段
666 号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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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楼的意大利餐厅及酒吧氛围温馨，可享用

丰盛、美味的披萨和意面，体验纯正的意式热情。

还有供露天餐饮使用的户外花园和精挑细选的优质

葡萄酒。现代时尚的全日西餐厅环境优雅，空间通

透明亮，配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开放式厨房。包

括单点与自助在内多种多样的美食定能让你胃口大

开，菜式囊括泛亚与西式的众多花样。

37 楼的行政酒廊包含一个能容纳 10 人的会

议室。成都繁华的天际线是其百看不厌的背景幕

布。在这里将享受到便捷的私人登记入住和退房

服务，还有每日免费早餐、全天茶点和黄昏时分

的鸡尾酒。

酒店拥有灵活的多功能空间，1650 平方米的

多用途场地配备先进的设施，是举办各类会议、展

览与活动的卓越之选。8 米层高的大宴会厅面积达

790 平方米，恢宏的气势衬托华美婚礼、星光闪耀

的舞会或高规格会议再合适不过。大宴会厅可直通

地下停车场，方便车辆驶入。因此也是举办各种贸

易展或新车发布会的绝佳选择。

劳累了一天，在 39 楼的屋顶泳池挥臂畅游，同

时居高临下地饱览蓉城美景。在健身房度过一段酣畅

淋漓的时光，蒸汽浴和桑拿浴等休闲设施，则是健身

后放松解乏、焕活身心的绝佳选择。在进入甜美梦境前，

不妨欣赏一下夜幕中属于成都的华丽灯光秀。

左 页图：后现代 科 技设 计
感十足的酒店大堂入口处。

右页图
右上图：温馨舒适的客房内
景；
右 下图：星空 般 灿烂的酒
店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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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碗豆花 |
吃点心，也少不了正儿八经的成都风味。豆花清甜，

配上香辣的浇头，嗨，提什么咸甜之争，这才是王道。

| 熊猫流沙包 |
流沙包摇身一变，化成憨态可掬的熊猫模样。

可内里那带有颗粒感的流淌浓香，却一点儿也没有

改变。还有比这更成都的吗？

| 榴莲酥 |
叫你一眼就知道，这是什么味道。榴莲软糯，酥

皮脆口，就像这种神奇的水果一样，用张牙舞爪的外

壳包裹着最柔软的果实。

| 御玺虾饺皇 |
不晶莹剔透的，都不够资格叫虾饺。虾饺，作为

点心中备受喜爱的种类，最能体现师傅的水准。薄嫩

的水晶皮隐隐透出虾仁的红。一口下去，虾肉弹爽，

鲜美多汁，十分满足。

| 竹筒春卷 |
以春卷为笔，蘸酱为墨，写下一段香脆可口的点

心之歌。

秋冬滋补养生
●砂锅黑龙滩鱼头

食材：黑龙滩大鱼头

菜品介绍：精选黑龙滩大鱼头，天然无污染，肉

拥抱成都本土味蕾

Embracing the native taste 
buds of Chengdu

午市点心自助
供应时间：11:30 － 14:00
御玺餐厅主厨招牌点心 , 融汇
粤式经典 ,精选四川特色小吃 ,
种类丰富 , 从粤式鲜美到川味
麻辣 , 各式菜品 , 一应俱全。

Tips

质肥厚，富含高热量、高蛋白质、低脂肪，结合四川

风味料理做法，集鲜麻辣为一体，提高鱼头的口感和

味道。

●药膳鲍鱼鸡煲

食材：清远鸡，大连鲍鱼，当归，红枣

菜品介绍：当归红枣补血补气，大连鲍鱼富含高

蛋白质，清远鸡口感嫩滑，肌肉脂肪适度。

美食汇聚： 御玺中餐厅 

御玺中餐厅环境迷人，运用精妙绝伦的方式融

汇新式粤菜与川菜的精髓，令传统与创新和谐共存，

定能为你的感官带来不一般的体验，并配有私人包房。

成都希尔顿酒店早茶自助、午市点心自助为你呈现无

以伦比的点心滋味 , 经酒店星级厨师之手 , 拥抱成都

本土的味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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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眼桥北，望江路边。有一家私房菜馆，叫酌美。

不前卫，不耀眼，甚至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花边去迎

合市场。问老板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他说。人生

很多事，急不得，你得等它自己熟。在这样一个缓慢

的过程中，只有反复斟酌，才能洞察生活的美。故而

酌美。

到达酌美时已是傍晚，身处高空楼阁的闹市中，

却与热闹隔绝，就像误闯入一个充满欧洲风情的世

界。深色的木质家具、大理石的花纹桌面、白色纯洁

的布艺沙发、精美的油画、制作精良的雕塑工艺品，

精益求精的细节处理，给人不尽的舒服触感。

不同区域相互隔开，为用餐提供了更好的体验

环境。择一窗边而坐，成都的夜景甚是迷人。每一个

大理石餐桌的精致摆设都值得让我们去体味，造型

简单大气的台灯，为傍晚带来一束暖暖的光带。木质

小花篮里搭配着色彩艳丽的花朵、雕刻着精致花纹

的手纸盒、极具东方风情的餐具，传统的欧式家居奢

华与东方美完美结合，无处不彰显着细致的用心。

 当然，我们是来享用美食的，招牌手撕鹿肉伴

随着缭绕烟雾，让整个人沉醉在一个梦幻世界里，棱

角分明的鹿肉，顺着纹理一口撕下一小块，慢慢咀嚼。

青椒水煮鱼是颇具成都特色的一道菜，看似清淡，吃

过以后却可以让你的心如热火。

用餐后不急着离开，因为不忍心错过这美丽的

夜景，窗外灯火通明的香格里拉。九眼桥酒吧一条街

的灯火辉煌，街道上来往的车辆，成都夜文化一览无

遗。高处的我们就这样旁观着成都独有的这份热闹，

却一切都似乎与我们无关。

邂逅欧式浪漫

Encountering the romance of Europe

成都酌美
地址：望江路 1 号附 2 号中
海广场

Tips

左页图：希尔顿美食点心自助。

右页图
右上图：欧式奢华浪漫的餐厅
内景；
右下图：如梦如醉的手撕鹿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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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客家，既是客而家焉，又是家而客焉。

客家的历史就是一个迁徙的故事，从千年之前

的历史深处走来，扎根在了蜀地这片茂密的土

地上。行走于古街之上，那些落满岁月烙印的

会馆、古建筑，雕梁画栋凸显出诗韵的别样美丽，

往昔繁华一一再现。  

洛带古镇老街是以一街七巷，空间变化丰富；

街道两边商铺林立，属典型的明清建筑风格。“一

街”由上街和下街组成，东高西低，石板镶嵌；

街衢两边纵横交错着的“七巷”分别为北巷子、

凤仪巷、槐树巷、江西会馆巷、柴市巷、马槽堰

巷和糠市巷。

在古街古巷中散落着许多明清风格的民居、

府第、宗祠和会馆等古建筑。古镇最具特色的就

是四座会馆，分别是湖广会馆、江西会馆、广东

会馆和川北会馆，蕴藏着不同的文化和故事。

漫步在古街上，感悟着纯正的古镇遗风，却

又被热闹的市井所感染。上街和下街迂回地连接

在一起。像江南古镇一样，石板路两侧有条水渠，

里面的水在缓缓流动。街面上古色古香的店铺，

暗红色的木门、木窗。尤其是各家美食店铺飘散

出来极具诱惑力的香味，是让人无法阻挡的。

寻觅客家人
Looking for Hakka people

相比那些人潮汹涌的古镇，我更喜欢这里的清静，不会有很多杂音
的乱入，会让你有自己独立的时间和空间去思考。至少你是属于你
自己的，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可能它不像其他的古镇那么有名气，
它的那份清静，足以给你一个来的理由！

洛带古镇
地址：成都市龙泉驿区境内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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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逛了洛带古镇之后，刚好有些饿了，于是便找到

VEVI 哲学故事酒馆。它身处洛带古镇当中，一家以“哲学”

为主题的红酒会所。古朴的川西民居融入时尚前卫的西方

元素。精心别致的 Logo 设计，不同的角度，呈现出不同

的寓意，室内典雅大气的设计装潢，处处透露着浓郁的文

学氛围，随处可见陈列的书籍，壁画的人物都是苏格拉底、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从古到今的哲学大师们。

选择一个靠窗户的位置坐下。在等餐的过程中，随

手从背后的书架上拿起一本哲学书籍，你会发现在此刻

的心境有了微妙的变化，很久遗忘阅读的欲望在此刻有

了兴致。心也瞬间沉静下来了，观察周末的一桌一椅，

一墙一砖，聆听属于洛带的声音。

遇见 VEVI 哲学故事
Encountering  the philosophical story of VEVI

终于得见四个会馆的风采，江西会馆客家独特

的建筑风貌，融入川派建筑特色。各种雕饰栩栩如生。

经过几百年的沉淀与创造，湖广会馆，高大的砖瓦

建筑，让它显得稳重厚道。走上高高的石阶，左右

耳楼，围合成一个空阔的梧桐绿村的院坝。广东会馆，

气势恢宏，琉璃瓦光彩夺目。在洛带依稀可以听见

一些带有广东色彩的客家语言，尽管已经与四川话

相互融合，但其精髓和风貌依然没有改变。

每个有故事的地方都会有它自己的特色美食；

洛带也是一样。吃了会让人伤心的伤心凉粉在洛带

是一定不能错过的，官渡粑粑、金丝饼，也是当地

有名的特色小吃。还有各种浓郁的酱菜。还有客家

人的客家巴人咂酒，它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客

家人田间地头辛苦劳作解乏的，也是客家人迎接远

方朋友的必备佳饮。

安静地游走在石板路上，静静地去品味这座还

没被过度开发的古镇。这里没有形色匆匆的赶路人，

有放学归家在街上嬉闹的小孩，在自家门前趴着悠

闲观望人群的小狗。一幕一幕都在反映着他们的生

活常态。

VEVI 哲学故事酒馆
地址：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古镇Tips

左页图：洛带古镇的老街上，
喜庆的红灯笼。

右页图
右上图：洛带古镇里颇具特色
的邮局；
右下图：VEVI 哲学故事酒馆
浓郁的西方哲学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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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提到成都，必然会说到宽窄巷子，清朝古

街道、青黛砖瓦的仿古四合院落、成都的各种特色小

吃、特殊服务掏耳朵、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蜀

绣等，它们都是成都“古老又年轻的往昔缩影”，一

个个老成都的记忆符号。   

品茶、打银饰、吹糖人、掏耳朵、川剧变脸……

似乎只存在过往记忆里的传统技艺，混合着咖啡、果

汁、仿民族手工艺的现代工业制品……在老巷里的四

合院落一同呈现。老成都的闲时、新成都的时尚在这

里都可以轻易地寻觅到。新潮与历史的融汇和碰撞，

呈现出别样的宽窄巷子。

除了古街道以外，它的古砖灰墙也颇有看点，

形象地展示出老成都的缩影。本土雕塑家朱成的宽窄

巷子文化墙，利用黑白老照片展示的平面艺术与浮雕

立体艺术的无缝结合，比如三轮车夫挑着土豆在街巷

里穿行的照片，土豆被朱成换成了立体浮雕，你可以

做一个跃跃欲试的姿势，好比即将跨上车夫的三轮车。

后现代的呼吸瓦墙，瓦顶是传统建筑的重要符

号，作品截取了老房子的一片屋顶，观众在上面可轻

陷其中，形成有趣的压印图形。再现成都老城生活的

耙耳朵，所谓“耙耳朵”就是七八十年代，一边搭上

“偏斗”的自行车，夫骑妻坐，是都市的一道亮丽温

馨的风景线。

成都人的茶文化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谈事、

聊天，有事没事喝个茶。这里最不缺的就是茶馆，无

论是街边的露天茶馆，还是优雅的室内茶馆，都熙熙

攘攘地坐满了客人。特色小吃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经常出现在荧屏里的成都特色小吃三大炮，相比于味

道来说；糍粑从木板中弹跳而过，跃进放于木板上方

的装有黄豆面的簸箕内，发出“嘭、嘭、嘭”三声厚

重的声响。这连贯的动作操作下来，就足以让游客停

留下来。

白天的宽窄巷子人潮汹涌，热闹非凡。当夜幕

渐渐降临，游人渐渐散去。柔和的灯光中，古色古韵

的巷子里恢复平静，一种久违的老城区市民化生活的

场景一一浮现在眼前。

体味“最成都”

Appreciating “the essence of  Chengdu”

宽窄巷子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金河路口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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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砖就有墙，有墙就有城，有城就有人，

有人才有传奇和故事”，这是店主王红对于三块砖的

解释。坐落在宽窄巷子里，这样一个有趣的名字，一

定属于它自己的故事。而故事可能藏在一墙、一砖、

一瓦、一盏灯、一块匾等地方，等待我们去发现。

“三块砖”这个名字源自门口的两块民初年间的

残墙，这堵残墙上由清代、民国、现代三个不同时期

的砖组成。往往很多人会把这个最有故事的地方忽略

掉。踏进门就看到一个大大的“福”字，寓意开门见福，

凡是在中轴线上的人回头都可以看到它。而两侧的对

联也颇有来头“三砖可起灶 , 一锅乃行炊”中的“锅”

字，最早用的是“鼎”，是 2016 年李克强总理来成

都宽窄巷子时建议下修改的。整个院落是结合北方的

四合院和川西民居建筑特色，有些老北京四合院的味

道，安静的小院处处垂挂着红灯笼，彰显着满是喜庆

的色彩。

三块砖是宽窄巷子第一家开业的店铺。从开街以

来，这里就来过很多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而它的正

房也上演很多传奇故事。屋内挂着的每块牌匾都大有

来头，有民国时期成都市第一任省长黄隐所写的“望

重名家”四个大字的牌匾，有文殊院的马和尚在三块

砖六周年所送的金丝楠木的牌匾，上面还印有康熙皇

帝御赐给文殊院的章印。头顶上方的一张铅笔写酒字

的红桃 4 扑克牌，是魔术大师大卫·科波菲尔在这里

表演魔术所留下来的。

三块砖川、粤、杭帮菜系相互融合，而当你步入

三块砖，美食仿佛已经是其次的了，中式传统木雕、

独有的中庭阳光、设计独特的西式家具摆设、个性化

的升降酒窖，在这样一种中西合璧的写意环境中，给

人不凡的品质感和美好享受。

老巷里的宴遇

The feast of  the old alley

左页图：多面的宽窄巷子；
右页图：不同角度的三块砖。

三块砖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窄巷子 2 号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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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台，它一定很特别。在于“钓鱼台”这个名

号，这三个字足以让人对它的妄加猜测。但它却低调

融合在古巷古街的建筑群中，随着你的不断深入会发

现它的与众不同。从正门进入以后，由不同大小的鸟

笼组成的走廊是通往大堂的必经之路，新颖大胆的设

计，正是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你进入酒店的那一刻，

瞬间宽窄巷子的人来人往、热闹喧嚣都隔绝在门外。

整个钓鱼台酒店共有两座中式庭院，共有 45 间

房，但房型却很多样。四合院朝向不同，所以经常来

的客人，每次都会体验到不同风格的房间。黄色、红色、

绿色、紫色，在一般星级酒店不太可能看到的主题色，

在这里成为了现实。这些姹紫嫣红的色彩却成了每个

房间最夺目的一抹色彩。在大气深色的房间里，看到

绿色的沙发、绿色的窗帘、绿色的装饰是多么的令人

惊喜，瞬间让整个房间活力值爆满。房间内的地板、

家具、饰品均为定制，尤其在酒店中很少见地提供薄、

厚两件浴袍。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穿上薄款柔软的浴

袍，让人更舒爽地进入夏夜的甜梦中。

窄苑和宽庭中间正好隔着宽巷子，几步就到了。

窄苑相对宽庭更私密一些。推开厚厚的木门，听着吱

吱作响的声，仿佛想起曾经老北京的胡同大院一样。

院里的银杏树已有些年头，每到秋天落叶时，小院的

地上就铺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地毯。

在“窄苑”客房区的大堂空间内，缤纷竹影汇集

成一个巨大的“风铃”，从高空悬降至地面，在灯光

渲染下，刚好倒映在背面墙上，就像风吹影动的感觉，

如梦似幻。来到套房，三面都大红色的中式格子窗，

窗外便是青砖绿瓦的合院式建筑。世界级设计大师布

别样风情的东方宅邸

The Eastern mansion with different style

“钓鱼台精品酒店”，一个张扬的名字，却随遇而安地融合在宽窄
巷子里；它的设计者来自法国，却无处不彰显着中国元素。整个轮
廓以深色为主，却总是被那一抹亮丽的颜色成功吸引你的目光。它
深处在成都最热闹的古街上，却可以带给你想要的幽静空间。前所
未有的视觉冲击感，不经意的暖意；很惊叹，也很享受！

成都钓鱼台精品酒店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宽巷子
38-39 号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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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诺还将奢侈品追捧的“铜色概念”完美地运用到酒

店的各个细节之处，为钓鱼台酒店带来了另一番绚丽。     

钓鱼台的“国宴”美食是钓鱼台文化宝库中的重

要一部分，被誉为“钓鱼台菜肴”，号称中国八大菜

系之外的一枝独秀。 钓鱼台菜品采国内八大菜系之长，

广纳世界各国菜肴之精。上至宫廷肴馔谱录，下采民

间风味小吃，外及各国元首口味、习俗，构成了钓鱼

台国酒店菜肴的特色风味。

酸辣乌鱼蛋汤是钓鱼台菜品中的代表，源于鲁

菜经钓鱼台改良，将原来的勾芡浓汤改为清汤烹制，

醋酸改为酸黄瓜汁，重辣改为轻辣，将原来的浓重口

味淡化处理，使之依然酸辣爽口；青芥焗牛扒是为

2008 年为迎接奥运会外宾特别定制的；虫草花狮子

头作为钓鱼台的保留菜，此菜无油腻厚重之感，清鲜

爽口。  

给自己一段健康和闲暇的时光，宽庭和窄苑中惬意

地享受那一份安逸与清静。出了门就是热闹的宽窄巷子。

吃过了国宴菜，巷子里的成都小吃也是不能错过的！

左页图：酒店宽庭鸟笼走廊，
虽是法国设计师，却处处彰
显着中国元素；
右页图：钓鱼台套房窗景、
内景，窗外便是宽窄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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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映象以“重温往日成都巷陌，回归道地川菜

本味”为经营理念，挖掘和承袭传统川菜为己任，让

食客重新感受内心深处，胃口深处那种故土家乡的温

暖亲切。川菜、川西建筑、四川人的休闲方式——品茶，

看川戏，在窄巷子 16 号得到了完美的融合，给人最

地道的“老成都映象”。

成都映象的建筑共有五层，平层及二、三楼为用

餐大厅及 15 个大小不同的包间，林林总总的中式家

具、装饰，古色古香的木质家具，雕花门窗，墙上还

有老成都旧时场景绘画作品。

负一楼是还原老成都风貌的茶馆和戏台。匠心独

具、非常考究的设计都出自于成都锦里、成都映象总

店设计者张晓红老师之手。整栋建筑的正中有一个上

下贯通的转角式天井，风雨可挡，而阳光却能从天井

中射下明媚的光线，也正因这个原因，成都映象的川

戏表演团体名为“窄天井剧团”。

成都映象是成都目前少有的能够欣赏正宗川剧、

四川评书的地方，这里容纳得下 120 人同时看戏。木

质戏台方寸不大，却精致地雕刻着栩栩如生的民间传

说场景，戏台四周还能欣赏到四川著名画家张宏奎所

画的十多幅栩栩如生的生旦净末丑戏曲人物。这些水

墨戏曲人物也被印制在了成都映象的明信片戏票上，

戏票可珍藏，也可以邮寄给外地的朋友。

坐在负一楼的茶馆中喝一杯盖碗茶，便可悠然欣

赏最具四川特色的川戏、评书。每天下午、傍晚都会

有评书、川戏的表演。川戏表演由成都川剧院一、二

级资深演员上演，从不间断，美轮美奂。你能欣赏到

川戏中的高腔、弹戏、滚灯、水袖舞蹈等川剧技法。

也许变脸、吐火已较为常见，但在成都映象，你还可

以看到川剧特技“牵眼线”“变胡子”，看到长长的

水袖划出的动人魅力。也许外地游客听不懂川戏的唱

词，但一定会为演员那华丽的服饰，浓墨重彩的妆容，

悠扬婉转的唱腔，嬉笑怒骂的神情，顾盼生姿的眼眸

所倾倒。

重温往昔成都

Reviewing the past Chengdu

成都映象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宽窄巷子
窄巷子 16 号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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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悠闲优雅的成都，这里的幸福魔力太强大，让

无数人期待前往。成都科华明宇豪雅饭店依龙脉锦江，

御风水之尚，是明宇商旅精心打造的又一豪华五星级

酒店，地处成都金融城与科华南路南延线交汇处，怡

人的临江景观，个性化的专属服务以及国际一流的设

施设备，是你来蓉城商旅之行的不错下榻地。

酒店拥有全景客房 280 间（套），豪华房、江景房、

套房等多种房型可选择！将现代简欧与中式奢华风格

融汇在一起，豪华舒适，高贵典雅，明亮的落地窗全

景展现锦江畔的城市美景。所有客房拥有独立的卫浴

空间，LED 液晶电视、高速网络接口、全 Wi-Fi 覆

盖等客房设施一应俱全。

入住精选江景房，可俯瞰秀丽锦江及户外花园，在

豪雅的“梦幻之床”度过甜蜜的夜晚，8 种特色枕头、4

种特色床垫可选择，24 小时贴身管家服务等。让它成为

你放松休憩、滋养身心的温馨港湾。行政楼层可享更多

专属礼遇：免费享用行政酒廊早餐、全天茶饮和每日“欢

乐时光”，退房时间可延至 16:00，赠送入住欢迎水果

和免费报纸等优待。云顶行政酒廊是行政楼层宾客的私

享会所，设施齐全，气质奢华。

怡品堂是明宇商旅旗下中餐的品牌，专注烹饪各

悦享锦江雅韵

Enjoying joyously the elegance of Jinjiang

式川粤精品菜肴。将注重味道，一菜一格，百菜百味

的川菜和口味清淡、力求清中鲜、淡中美的粤菜相结合，

原材料均来自有机农产品基地。健康、绿色、美味样

样俱全，为我们带来一场视觉和味觉上的盛宴之旅。

由年轻的 80 后川菜厨师长罗师傅亲自为我们

推荐怡品堂新出菜品、招牌菜品和热门菜品。家常

淮山烧关东参是选用珍贵铁棍山药和关东参搭配在

一起，一道辣度适中、极具价值的养生菜。宫爆虾

球这道菜是在经典川菜宫保鸡丁的基础上，经过大

厨精心改良而成。精选南美青虾作为原材料，将肥

厚多汁的虾肉经过细致的处理，清香酸甜的柠檬汁

浸透到虾球，虾肉质 Q 弹鲜嫩、外脆内嫩，饱满入

味，让你欲罢不能。藏炙牛肋排是怡品堂的招牌菜，

选用澳洲安格斯肉牛的第五块和第七块肋排上的肉，

经过主厨秘制配方加小火焖满 8 小时，此时的牛肋

排肉质非常嫩滑、爽口，营养价值进行了最大限度

的保留，是一道客人反映极好的菜品。当然，在品

尝美味的同时，还可以坐拥酒店户外临江美景，见

证精致美食与缤纷美酒的完美邂逅。

在这里，爱上都市“漫”生活，私享独一无二的

惬意体验。

成都科华明宇豪雅饭店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科华南路
339 号

Tips

左页图
上图：成都映象外景；
下图：不同角度的成都映象，
重温往昔老成都的味道。

右页图
左图：豪华双床房奢华内景；
右上、下：怡品堂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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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代，黄龙溪就是个商贾云集的地方。正街

历经 1700 多年的历史变迁，至今仍然保留完整，由

青石板铺就的古街道，街面的宽度可以支持两架马车

并驾齐驱。足以想象当时黄龙溪的繁华程度。当你真

正走入它的怀抱是从你看到一块写着“黄龙溪古镇”

石碑。就像从一扇门中穿越到另一个世界。

明清时代的建筑比比皆是，木柱青瓦的楼阁房舍，

镂刻精美的栏杆窗棂，无不给人以古朴宁静的感受。

溪流穿过了整个小镇，为热闹的市井生活带来一袭浸

透的凉意。相比于其他古镇来说，它真的很美，美得

很饱满。基本可以满足你对它的所有想象，甚至还有

惊喜。川流不息的人流、商贩的叫卖声，好不热闹！

古镇街道两侧的房檐上，悬挂着各式的大红灯笼，

四五个一串，悬挂在高大的木杆上，飘逸而下。一间间

店铺林立，卖芝麻糕的，卖丁丁糖的，卖拉面的，卖张

飞豆干的，也有各式字画店铺，古玩店铺，奇石店铺，

丝绸店铺等。一派市井繁华，仿如又回到了当年盛世！

镇内还有六棵树龄均在千年以上的大榕树，枝繁

叶茂，遮天蔽日，雄浑厚重，给古镇更增添了许多灵

气。 被保存下来的镇江寺、潮音寺和古龙寺三座古庙，

每年农历六月初九和九月初九的庙会，还能再现昔日

古镇的喧闹场面。

古街上，当地的奶奶手上挎着的木篮里，卖自家

煮好的花生。那桥上，偶而可见卖菊花花环的老人。

额角爬满皱纹，步履有些蹒跚，手中拿着并不见多的

几个菊花花环，并不大声叫卖，满是沧桑的目光只是

期待地望着过往的游人。花环上插的都是真花，金黄

色菊花居多，翠绿的叶片，金黄的花环中间，往往缀

有三两朵雪白的菊花，给人温暖舒适感。

锦江与鹿溪河环绕小镇，乘船到河上，一边品茶，

一边打牌，一边纳凉，是成都市民到此休闲的主要内

容。而坐船到镇外观音山上的观音寺拜佛，则是附近

老人到此的主要目的。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河上有

两种船提供服务。机动船速度快，主要为拜佛的老人

服务。划桨船速度慢，主要为休闲游客提供服务。

如今的黄龙溪，已经成为很多影视剧的取景地，踩

得发亮的青石板老路，枝茂藤曼的老树，弯弯曲曲的幽

深小巷，精致的小桥，吱吱呀呀的河畔水车，波光粼粼

的黄龙溪水，闲适恬淡的古镇居民，一切的一切，随意

而自在地构成了一幅清新自然水灵灵的古镇风情画卷。

天府悠闲生活的缩影

The epitome of leisurely 
life of self-sufficient and 
strategically located region

黄龙溪古镇，光听名字就知道是
一个很优美的地方，曾经是千年
水运码头，舟楫如梭，热闹非凡。
想象中的溪流、小桥、船舶和农家。
曾经的市井文化并没有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流逝，而是浓缩到这里
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当中。

黄龙溪古镇
地址：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
学府路

Tips

上图：黄龙溪入口处；
下图：不同角度呈现黄龙溪别
样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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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在过街楼街，恐怕只有老成都人才找得到方向，

很有市井感和生活气息的地方，来吃极具四川特色的

冒菜应该是正确的选择。当你看到暖黄色的砖墙，地

中海蓝的小门，希腊风情的拱形棚棚。原来吃冒菜的

也可以这么小清新、这么文艺范儿，瞬间食欲提高了

一个维度。

夜幕下红灯笼亮起后的锦里，相比宽窄巷子，感

觉锦里的市井气息更浓郁一些，大片清末建筑风格的

仿古建筑，灯红酒绿热闹非凡的酒吧、各种餐饮名店。

这条西蜀历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如

今依旧繁华如初，洋溢着成都市井特有的喧嚣和随意。

这里最喧嚣热闹的要数酒吧和茶馆了，一个活力

四射，一个悠闲安逸。据说很多超女、快女都在此酒

吧唱过歌。也许如今在这里现场的歌手，就是不久后

明星，想起这就多看了几眼正在台上演唱的帅哥。

在锦里，不去吃小吃就是最大的遗憾。好吃街上

的荞面、三大炮、牛肉焦饼、黄醪糟、糖油果子等，

色香味俱全的甜水面、凉面、卤菜都不错，还有油炸

臭豆腐。总的来说，锦里街上的小吃口味地道，一定

要记得品尝哦。

四川冒菜遇见世界风情

夜幕锦里

The boiled food of Sichuan meets with 
the amorous feelings of the world

Jinli at night

外面浓郁的小清新格调，已足以吊起人的胃口。

进入以后更是惊喜不已，用餐分为 4 个异国风情主题

区。在热情似火的“西班牙”，纯粹的红色让人不免

想起了电影儿《午夜巴塞罗》，女神斯嘉丽的红裙，

那段突如其来过火的热恋。纱幔隔开了“西班牙”和“希

腊”。当鲜花开满了“希腊圣托里尼岛的窗台”，“浪

漫地中海阳光房”像是在一个小花园，其实这里是透

明屋顶的阳光房。

共 6 种味道可以选择：四川火锅味、泰式酸辣味、

韩式辣酱味、印式咖喱味、日式姜汤味、广式粥底味。

泰式酸辣冒菜，其实就是冬阴功味道。韩式辣酱冒菜

标准韩式石锅拌饭的酱料味，加入的韩国泡菜增加了

韩式甜辣酱的鲜度。广式粥底冒菜曾经风靡过的粥底

火锅，竟然在冒菜店里久别重逢！

自助选菜区，分了荤菜、素菜、海鲜区，每种食

材选用不同颜色的精致小碗，比如荤菜是红碗，素菜

是绿碗，而每个碗的量也刚刚好，避免浪费。冒菜是

一个人的火锅，所以这里的冒菜可以像火锅一样配蘸

碟。这里所有的冒菜，都是套在纸盒里端上来的。服

务人员会当面把冒菜取出来，很干净卫生，也让人很

放心。还有种像煎牛排的感觉，洋气极了！

锦里古街
地址：成都市武侯祠大街 231
号附 1 号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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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装饰，与多彩手工地毯遥相呼应。专业资深的宴

会及会议服务团队，察您所需，提供针对性的个性化

服务，成就每一个会议和庆典。

每间客房均配有入门走廊、步入式衣帽间、双人

盥洗池、独立卫生间、浴缸和独立浴室等贴心设计，

配备一系列尊贵设施和服务，如 800 支纱的床上用品

和个性化唤醒服务等，升级尊贵享受。每间客房均配

备“丝涟 Sealy”床垫，该品牌源自美国，拥有 130

年的历史，是全美知名度最高的床垫品牌。轻柔羽绒

垫覆盖在床垫上面，由 100% 细白鹅毛构成，可有效

保证整张床的支撑性。一层保护垫加盖在羽绒垫之上，

步入大堂，时尚简约的风格让人眼前一亮。通透

的巨型落地窗，将天府之都景致尽收眼底。低调优雅

的大堂，于细节中透出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大气稳

重的青铜色，诉说着古蜀文明的辉煌。大堂巨型水晶

吊灯，让人恍若置身盛世；精心凿刻的木雕、喷印芙

蓉墙面、锦缎装饰摆设，以及灵感来自奔流不息岷江

水的碧玉大理石地面，流露出细致的古蜀韵味。

乘扶梯至二楼宴会厅，沉稳咖啡色调与大堂交相

辉映，不经意间展现出东方典雅。犹如芙蓉花瓣的华

丽水晶吊灯、梅花点缀的手工地毯铺满华丽空间，米

色流云墙面与绯红色木雕巧妙相连，时尚古朴。巨型

西南奢华新高度

New degree of luxury of the Southwest

来成都，就是感知幸福，体会生活。成都的有着慢生活的节奏，
却也对生活品质有着极高的要求。成都富力丽思卡尔顿酒店
是成都首家国际级奢华酒店。既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古蜀文化，
又有后现代的新颖科技感。静静的享受这个城市美丽的夜，
饱览这座城市迷人景观。

成都富力丽思卡尔顿酒店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
269 号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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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纯白鹅绒制成的羽绒被。考究用料与精心设计，都

将让您踏上宠爱睡眠之旅。

步临至总统套房，入口玄关将套房巧妙地分为两

部分：右为贵宾专属之丽思卡尔顿总统套房，左为佣

人及保镖房。总统套房包括会客区、厨房及餐厅区、

卧室区及盥洗区。套房内随处可见充满蜀风雅韵的艺

术挂画、装饰品，以及展现成都特色茶文化及三星堆

遗址的精品。

除顶级硬件设施外，传奇个性化的服务亦是画龙

点睛之笔。从旅程开始，贴身管家便会为客人悉心打

点一切，提供全天候 24 小时的贴身服务。作为中国

西部首家推出贴身管家服务的奢华酒店，邀请曾为英

国皇室服务的资深私人管家培训大师 Josephine Ive, 

为酒店精心挑选的管家们进行了专业的培训和指导。

让客人感受如家人般呵护备至，享受惬意之旅。

成都富力丽思卡尔顿酒店拥有四间独具风格的美

食餐厅和酒吧，既传承东方饮食文化精髓，又紧贴国

际美食潮流。水疗中心位于酒店的 23 层，打造最具

成都特色的一站式活力焕发体验。拥有水下音乐系统

的室内泳池，配备意大利顶级 Techogym 健身器材，

是身心放松的最佳去处，让每位客人在城市绿洲中享

受片刻的宁静。
左页图：舒适典雅的总统套房；
右页图：奢华总统套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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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想到那麻辣鲜香，红红辣椒油浇灌的铜锅里，

咕嘟咕嘟地冒着泡，香气直逼而来，想想就让人直流口

水。有人称它为“一锅红颜”，我觉得恰如其分。正所

谓：一口红锅煮沸五湖四海三江水，两根篙杆捞尽珍禽

猛兽海底鲜。在天气见凉，秋高气爽的时候，吃个火辣

辣的火锅似乎就能让人生圆满了。

远远就看到老码头灯火通明的街边店外等候的人

已经排起长长的队伍，店里座无虚席。想到四川火锅的

火爆，没想到如此火爆，还是被这个场面震撼到。让来

自世界各地素不相识的人们，此刻的目标是那么出奇一

致，只为一尝这“一锅红颜”。

来成都吃火锅，已然成为一种时尚。不仅是火锅带给

他们味蕾的享受，更像是一场肆意的狂欢。老码头在成都

是个有些年头的火锅品牌了，富丽堂皇的装饰下，醒目的

“老码头”牌匾两侧腾飞着两条金黄色的巨龙。一派古色

古香建筑，柔和温暖的灯光，就是要这样的“宴遇”。

终于有了我们的位置，服务员发给我们每人一个

印有小红辣椒图案的黑色围裙，还有女士扎头发的皮筋，

既可爱又应景。刚刚点完菜，就被服务员友情提醒，菜

品量点的得有点多，可能会吃不完哦！我们很愉快就接

受了她的建议。

在我们的注视下，亲眼看着她打开底料，放入到

铜锅中。葱、香菜、蒜泥在锅的周围，我们点的菜品精

致地摆放在木架上。走廊上人群拥挤，客人们各自在交

流着，而且你足够幸运的话还会看到地道川剧变脸的表

演。店长告诉我们之所以这么火爆，独特的味道源于他

们所使用的老码头专用火锅底料调和油、老码头火锅特

制芝麻调和油、老码头火锅调味包，是他们独家秘方。

涮好的食物放在特制芝麻调和油中，再入口便没有那么

冲了。当然，喜欢吃辣的朋友还可以蘸辣椒末，那辣爽，

绝对够味。

很多大陆、港台、国外的影视名人，到了成都都

会到老码头来感受正宗的火锅文化，孙红雷、汪涵、何

炅、古天乐、杨采妮、杨千嬅、齐秦、刘若英……都是

老码头的常客。

来成都，一定要记得约上几个好友，大家围坐在

一起，只要一个锅子，一些时蔬，几盘鲜嫩牛羊肉，大

家就会聊得有滋有味。火辣辣的火锅，辣辣的氛围，让

人酣畅淋漓！温馨提醒：目前老码头品牌还与各大银行

合作会有折扣优惠哦！

只为“一锅红颜”

Only for“a pot of beauty”

成都老码头火锅（玉林店）
地址：成都市玉林中路 29 号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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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喜欢温凉、潮湿的气候，多数栖息于高山

竹林中。这些地方土质肥沃、森林茂盛、箭竹生长良

好。目前我国的大熊猫 70% 都在四川。成都大熊猫

繁育研究基地位于成都市北郊斧头山，这里完全模拟

大熊猫野外生活环境，建有湖泊、溪流、竹林、草坪

等，建设有多处模拟自然兽穴，配合山石、洞穴、树

穴等，将自然的山野风光与优美的人工景观巧妙地融

为一体。

迫不及待就想去看熊猫了，尤其是对于它们没

有吃了睡、睡了吃的生活充满好奇和向往。在放生的

运动场内，可以近距离地观看不同年龄段的大熊猫的

生活状态，看熊猫或卧或坐、或饮或嬉、或进或出的

画面。

看到的第一只熊猫叫晶晶，熊猫基地奥运家族

的一员，是科比和娅娅的女儿，它可是以 2008 年北

京奥运会吉祥物熊猫晶晶的名字而命名的。作为观众

我们兴奋不已，但它们却非常淡定，似乎已经习惯了

做个大明星一样被众人围观。尽管栏杆外围了一层层

的人群、那么多双眼睛在因它的一举一动而眉开眼笑，

并纷纷讨论着。

熊猫丝毫没有被游人影响，懒洋洋地倚靠着树

坐在那里吃竹子。一只爪子抓起地上的细竹放到嘴里，

借用嘴巴和爪子的完美配合撕掉竹子的干皮。不紧不

慢、饶有雅兴地咀嚼着，貌似都可以听见竹子清脆的

声音。嚼几下，歇一会儿，也会像观众一样审视着围

观的游客。可爱极了！

别看大熊猫个体肥胖，但它们天生就是爬树能

手，这是它们食肉祖先的本能，有利捕食，又能躲避

敌害，现在的大熊猫爬树就当是玩耍了。当你看着这

些憨态可掬的黑白精灵，忍不住想要伸手摸，摸摸那

圆圆的脑袋，抱抱它，亲亲它。不过一般情况下，是

不允许与大熊猫亲密接触的。

在熊猫产房里，好多只好小好小的熊猫宝宝躺

在毛毯上，貌似只有成年男士的手掌大小。各种奇怪

的动作，有的趴着、有的侧躺，一动不动。而且每只

熊猫身上会有黄色、蓝色的颜色点，貌似是工作人员

做的记号。

在众多的熊猫别墅中，有露天花园和室内休息室。

天气凉爽时大熊猫会在院子里玩耍，可以隔着围栏欣

赏萌萌哒的国宝。炎热天气时，它们就会躲在开着空

调的休息室内，这时候我们只能隔着玻璃远远围观了。

除了大熊猫，基地还饲养有小熊猫、黑颈鹤、

天鹅、孔雀等珍稀动物，而且多以放养为主。走在基

地的林间小路上，也许就会有一只浣熊跳出来，在你

面前大摇大摆地走过去，记得不要惊扰它们，给它们

一个自由的空间！

看熊猫滚滚幸福 

Looking at the rolling happiness of the Panda

熊猫，是我国的国宝级动物。它那胖嘟嘟的身体、毛茸茸的脑袋、
内八字慢吞吞的行走方式，整个一个萌翻了的黑白配。除了吃就是
睡的生活作息，和悠闲成都人的生活习惯不谋而合。让人想起来都
会心生一笑，满是羡慕，相信没有人会不喜欢它。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地址：成都市外北熊猫大道
1375 号

Tips

左页图：麻辣鲜香的老码头火
锅，只为这“一锅红颜；
右页图：可爱的大熊猫的日常
生活，吃了睡，睡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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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有时是一种回归。在这座繁荣的幸福都会，

漫步建筑林林总总的商业街道，流连人群熙来攘往的

广场，又何尝不是一种令人心动的体验。这次，下榻

在成都市西部金融中心的成都东大明宇豪雅饭店，感

受幸福成都的慢节奏生活！成都东大明宇豪雅饭店毗

邻兰桂坊，俯瞰锦江，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

交通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商务精英的商旅首选。

成都东大明宇豪雅饭店为东大街该地段全新的地

标性建筑，位于 33 层的酒店大堂让独一无二的城市

景观尽收眼底，独具匠心的客房，给人以舒适的享受，

绝佳的视野、可纵情的锦江河流，采用全进口高品质

床品及细致体贴的管家服务！

饭店共有 333 间客房，包括 286 间豪华客房及 47

间套房。独特的香味、灯光、摆设、高品质床具、超大

屏幕液晶电视、独立淋浴间和浴缸、欧舒丹洗浴用品、

传真机、高速无线宽带网络供客人免费使用：在高耸入

云的金融街之巅，畅享优质奢华的生活艺术体验。

在宽阔典雅的豪雅套房中歇息，还可免费享受

17:00-19:00 的“欢乐时光”，全天茶饮免费；免费

使用酒店小型会议室 2 个小时、免费享受中英文报纸、

24 小时客房服务、开夜床服务、免费宽带网络、免费

接收传真、赠送水果，退房时间都可延至下午 4 时。

雅致的怡品堂中餐包间、极具特色的珍鲜坊无烟

火锅及富有异国情调的汇景全日制餐厅，带给四海宾

客优质奢华的生活艺术体验；多元化的会议场地，十

个不同大小的多功能会议厅，以及可容纳近 1000 人、

面积达 950 平方米的宴会厅，一站式的管家服务，

可满足各种类型宴会及婚礼需求。

还可以体验多种休闲放松的方式：在健身中心让

压力和烦恼随着汗水挥洒蒸发；去室内恒温游泳池让

躯体拥有流水般的线条，让思路如池水般清晰。此外

还有多处可供享受宁静祥和的休憩场所！

金融街之巅奢华体验

Luxury experience on top of the financial street

成都东大明宇豪雅饭店
地址：成都市东大街紫东楼街
段 39 号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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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86 岁高龄的青城派第三十五代掌门余

国雄老师经过多年考验，传弟子刘绥滨历代掌门秘传

之镇山绝技——“青城玄门太极”拳功宗谱，2001

年正式授权刘绥滨为青城派第三十六代掌门人。从此，

刘绥滨肩负一代掌门使命，走上承前启后，弘扬青城

武术和中华太极文化的奋斗之路，尤其是在国际文化

交流、社会影响上，作用日益扩大。

青城派的武术内容非常多，最近 16 年间，一直

在推崇的是太极养生和道家智慧。武术、格斗类只适

合年轻人，但太极养生从小孩到老人都可以，全球不

管有多少个宗教、多少个民族、多少种肤色，受教育

不一样，政治见解也不一样，对幸福的认知不一样，

问道青城太极

Inquiring Tai Chi of 
Qingcheng

青城太极是中国青城派武术的重
要组成部分，又名玄门太极拳。发
源于中国道教发祥地、世界自然
文化双遗产四川都江堰市青城山，
也是中国太极拳流派中唯一发源
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太极拳。与青城
山秘传“玄门太极长生功”同为道
家动静双修的上乘功夫。此次《旅
游休闲》青城山之行专程采访了青
城派第三十六代掌门刘绥滨老师。

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健康地活着、安详

地老去。而道家智慧、太极养生为这个愿望提供了实

践的可能和途径。

道家和其他宗教不同之处在于渴望长生不老。

因为有了这样的目标，所以才会研究各种方法。青城

山是中国养生的源头，不管是儒释道医武，最后的源

头一定是道教和道家。在道教的长寿人数非常多。

都江堰就是中国十大长寿之乡，现在的都江堰青城山

63 万人口，20 万人会打青城太极。通过太极养身，

学习道家文化调整心态，心态和身体相互结合，才能

使身心健康。

现在的青城武术是青城山、都江堰、成都市乃

至四川省的旅游发展的推动力量。结合当地的领域资

源，推动和发展高端旅游产业。青城太极的智慧 ，

通过太极养身，领悟道家的哲学和智慧，不仅仅是对

于身体，可能对人生有所感悟，心态更加平和，来影

响和帮助你的家庭、生活、工作。

刘绥滨老师认为青城太极不是某代某人的私有

财产，是人类共有智慧，应该让更多人受益。经余国

雄宗师同意，向社会传播其中部分内容，目前在全球

60 余个国家拥有数十万青城派习练者。青城太极也

开始登上南、北两极，并参加了中非民间论坛、中国

国际非遗节、全球旅游网络运营商大会、上海世博会、

G20 峰会等国际活动。

左页上图：豪华客房内景 ;
右页图：青城派第三十六代掌
门刘绥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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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城山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名山，道教发源地之一。

传说道教天师张道陵晚年显道于青城山，并在此羽化。

此后，青城山成为天师道的祖山，全国各地历代天师

均来青城山朝拜祖庭。它分前、后山，前山是道教文化，

后山是自然景观。共有 36 座山峰，峰峰相连，像城墙

一样。一年的时间里基本有 200 多天都是雨天，负氧

离子含量也很高，这里的人普遍长寿。当你踏入景区

的那一刻起，你的身体明显感到有一股清透的凉爽，

呼吸都变得 轻盈了。

沿着苍楠翠覆的石级梯道，路过建福宫。它后有

丹岩翠林掩覆，前有亭楼映衬，建筑中轴线与进山公

路约成 45 度交角。一直上山，漫山的高耸笔直的柳杉，

所有的树木簇拥在一起，为行人撑起一片阴凉天。偶

尔身边有背着篓筐的人越过我们，他们是当地人，背

上山的是卖给游客的水和食物。“青霞小学”四个字

吸引了我的目光，这所小学是青城山当地的私塾小学，

后来是在著名演员林青霞捐助下，方便学生把小学搬

到了山脚下。

月城湖坐落在丈人峰和青龙岗之间，那丈人峰下

的鬼城山，又名月城山，湖因山得名。源出老霄顶的清

溪，在这里流入开阔的山间谷地，夏季洪奔，时为湿地。

它旁边的月城山，传为远古岷山真人鬼谷隐居处。另

一旁的青龙岗，俗称青龙嘴，翠峰环合，伸入湖中。

上清宫是青城山现存 38 处宫观中位置最高的一

座道观。宫门为石砌券洞，上有门楼，有蒋介石手书“上

清宫”三个榜书大字，石阶两旁各有一株高大的银杏树。

1940 年前后，当代国画大师张大千举家寓居青城山

上清宫，至今青城山内有一处张大千故居。青城山还

是一个长寿之地，100 岁以上的老人就有上百位。

青城山的三大奇观是日出、云海、圣灯，其中圣灯

（又称神灯）尤为奇特。上清宫是观赏圣灯的最佳观景处，

每逢雨后天晴的夏日，夜幕降临后，在上清宫附近的圣

灯亭内可见山中光亮点点，闪烁飘荡，少时三五盏，忽

生忽灭，多时成百上千，山谷一时灿若星汉。传说是“神

仙都会”青城山的神仙朝贺张天师点亮的灯笼，称为“圣

灯”。实际上，这是山中磷氧化燃烧的自然景象。

青城天下幽

Qingcheng mountain is the 
most quiet in the world

自古以来，人们以“幽”来概括青城山的特色，青城山空翠四合，峰峦、
溪谷、宫观皆掩映于繁茂苍翠的林木之中。雄奇的山峰，青色的城、
绿色的海，构成了青城山“幽”的基调。道观厅阁取材自然，不假
雕饰，与山林岩泉融为一体，处处体现出道家崇尚朴素自然的风格。
散发出浓郁的“道教”气质引无数慕名的虔诚者。

青城山风景区
地址：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
山路

Tips

左页图：青城山清幽的环境，
满眼的绿色，令人神清气爽。

右页图
左图：青城山景区入口处；
右图：青城山上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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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江堰景区的入口处，小型喷泉周围摆放着都

江堰水利工程的治水三宝：铁棒、竹笼、三脚架。铁棒

是用于埋放在内江河床里面，起到刻度的作用。在古

代是没有测量工具的。竹笼里面放着鹅卵石，是用来

护堤的。相当于现代化水利工具的沙袋。三角形的架

子叫做马叉，排在一起会起到一个节流的作用。相当

于现在的电闸门。当年李冰就是靠着这三样东西来维

护都江堰水利工程。

在堰功道路的两旁陈列着十二尊铜像，从秦汉时

期到后来的唐宋元明清到近代，每一个朝代为都江堰

水利工程做出卓越贡献的 12 位功臣，以此来表示对

他们的纪念。缔造“益州天府”的大功臣，则是公元前

三世纪的蜀郡太守李冰，是他带领人民群众建造了举

世无双的都江堰工程，非常科学地实现了导江、防洪、

引流灌溉的一系列功效。

站在楼台的敞廊上远看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可以

看见岷江从山里滚滚而来，在拐弯处被一条像鱼头一

样的长坝一分为二，堤坝这边的江水顺玉垒山脚流到

一座孤立的山头前，堤坎矮下去了，而水流靠着山这

边走向远方，这就是都江堰的渠首工程。     

上四十二级台阶后，便可见右方的一碑“离堆”。

抬头看右前方的山头，那便是玉垒山，李冰当时修建

都江堰水利工程时，首先开玉垒山，引水灌田，便使玉

垒山的主峰和脚下的这块山丘分隔开，形成了一个孤

立的小山堆，这便是离堆的由来。

长堤的头部叫鱼咀，堤尾矮下去的那段叫飞沙堰，

孤立的山头和玉垒山之间的水道叫宝瓶口。鱼咀、飞沙

堰、宝瓶口是都江堰的三大主体工程，鱼咀用于分水，

让灌溉的水流向内江，多余的水走向外江。飞沙堰用于

溢洪排沙，宝瓶口用于引流入渠。就是这三部分工程

的巧妙配合，奠定了都江堰千古长存的“不坏之身”。

都江堰不仅是中国水利工程技术的伟大奇迹，也

是世界水利工程的璀璨明珠。它最伟大之处，乃是建堰

2260 多年仍经久不衰，而且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效益。

举世瞩目的都江堰

Qingcheng mountain is the 
most quiet in the world

成都沿途纵横交错的河渠，奔涌着盈盈清水，流淌进远近碧绿的田畴，
那就是都江堰的灌渠，两千多年以来，古堰把滔滔东泄的岷江水引
到广袤的成都平原，造就出“天府之国”的富饶和美丽。

都江堰景区
地址：成都市都江堰市公园路

Tips

下图：都江堰三大主体工程之
一，宝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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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ediness for food of the people of Wuhan is embedded in their 
hearts and souls. But it is also related to the stove-like weather, when air-
conditioning was not popular, due to the extremely hot weather during the 
summer, people erected a bamboo made cooling bed on the street, lying on 
the street, appreciating the cool air and chatting , and then taking some 

snacks, it is very enjoyable!

武汉人好吃是骨子里就有的，但这跟火炉般的天气也有关系，
当年空调还不流行的时候，由于夏天天气太热，大家就在街面上支一竹子编的

凉床，躺大街上纳凉聊天，再吃点小食，岂不美哉！

逛遍武汉15条街 寻找美食 LGoinG around the 15 streets of Wuhan
ookinG for delicious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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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estrian Street of 
Jianghan Road

Pedestrian street of Jianghan 

Road is located between the 

river shore of Hankou and 

Jianghan District, a lot of 

shadows of old Hankou can be seen. 

Jianghan Road of Wuhan has a history of 

nearly a hundred years, here is the city card 

of Wuhan. There are a variety of different 

styles of old buildings on Jianghan Road, it 

can be called an architectural museum of 

Wuhan. 

Here is the place where the British 

concession of Hankow is located, so there 

are many modern historical buildings that 

have been preserved. Jianghan strategic 

pass is a modern landmark building in 

Wuhan, its solemn and elegant style, 

including the color of building stone 

sending out strong artistic atmosphere. 

The Nissin foreign firm on the other side 

is of magnificent old Roman style, granting 

a thick and dignified feeling. As well as 

the Ri Xin Bank, Bank of Taiwan, Bank 

of Shanghai are all highly ornamental 

buildings.

Time-honored brand corporations which 

witnessed the drastic historical changes 

of Wuhan was handed down. People’s 

Hotel and Xuan Palace Hotel were 

prosperous before the liberation, and 

today’s central department store used to 

be the department store of domestic goods 

for resisting the Japanese goods. Hengdali 

watch and clock shop which has exclusive 

rights to sell imported clock and watch still 

receives the bustling flow of people ...

Being different from the daytime, Jianghan 

Road is another style during the night. 

When the night fell, when the evening 

lights are lit , the century-old street has 

transformed into a modern commercial 

distr ict .  Fashionable and  trendy 

international brands gather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street, the neon lights 

decorated a world with bright colors. This 

lively scene continued until late at night.

Jiqing Street

Wuhan people  have 

such a saying: " eating 

breakfast at Hu Bu 

lane in the morning , 

taking late supper in Jiqing Street at night", 

now it seems that it is worthy of the name.

Here is a quiet street during the daytime, 

when the night falls, the evening lights are 

lit, Jiqing Street is  brightly lit and it is full 

of boisterous crowd. There is no upscale 

restaurant and quiet lounge, there is only 

a row of open food stalls. Every delicious 

snack that you need exudes a seductive 

aroma, all kinds of diners gathered in small 

groups, they crowded at the simple tables 

and glutted themselves with delicacies. 

Hundreds of seats were full to the brim, 

the proprietress bustled around, the 

entertainers played musical instruments 

in a very lively atmosphere. Here is the 

topsy-turvy atmosphere day and night, at 

midnight, it is more of one climax after 

another. Traders are tireless, they are 

still full of energy at four o’clock in the 

morning, it is considered even more by 

diners as a good place for catharsis, they 

are reluctant to leave until late at night. 

The joy and happiness of the street is to 

make people love to the hearts and souls.

Trading Street

The discovery of trading Street 

is more like an encounter. 

After asking the local people 

about the location of Jiqing 

Street, searching through the whole 

journey, walking through the archway 

decorated with three words” Jiqing Street.” 

Looking from afar, there are brightly lit 

and  booming sidewalk snack booths on 

both sides of the wide section of the road 

in front of us. After asking the passers-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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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got to know that here is the trading 

street. Thinking  about it carefully, 

Jiqing Street is a street of late supper, it 

should be more crowded and lively. In 

contrast, although this street is also full 

of food stalls, it is too spacious. Under 

the uniform canopy, the lights were 

dazzling, the tables were neatly placed 

one by one, looking from afar,  it seemed 

to have the feeling of great spectacle. 

People who came for late supper ate 

and drank delightfully, under the bright 

light, I was afraid they have forgotten 

that it was already late at night.

Cedar Road

The Food Street of Wansong 

Park Cedar Road is  the 

gathering place for local diners. 

If asking local foodies about 

this street, you can always chat about 

some familiar names of the shops and 

snacks. In fact, here each restaurant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sometimes 

people can hardly judge which one 

tastes better and more representative. 

So if people come over here, they just 

need to look at the restaurant in front of 

which people are queuing up and follow 

the suit, it will not be wrong. " eating 

breakfast at Hu Bu lane in the morning 

, taking late supper in Jiqing Street at 

night" is the tradition of Wuhan, and 

now a new saying which is "eating prawns 

at cedar road." has been added. People 

who come here to eat prawns continue 

from early in the morning until late 

at night. Until people on the road are 

gradually becoming scarce, the brightly 

lit restaurant is still full of diners.

When speaking of eating prawn, some 

of the famous names are inevitable on 

the cedar road - Bali lobster, Liang Liang 

steamed prawn ... several restaurants have 

occupied half of the street. Braised prawns, 

garlic steamed prawns and so on are the 

dishes people must order,  these dishes 

are not cheap, but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resist the enthusiasm of foodies. The small 

lobster on this street is very popular, but 

there is not only small lobster, the steamed 

dumpling filled with minced meat and 

gravy is also popular. Ordering a basket 

of colorful steamed dumpling filled with 

minced meat and gravy, the bright colors 

like a rainbow trigger people’s appetite, 

picking one up and putting it into the 

mouth, the fragrant taste blooming in the 

mouth makes people feel wonderful and 

satis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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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路步行街位于汉口江岸和

江汉区之间，可以看到很多老汉口的

影子。武汉的江汉路有着近百年的历

史，这里是武汉的城市名片。江汉路

有各种不同风格的老建筑，可以说是

武汉的一座建筑博物馆。

和白天不同，晚上的江汉路是

另一种风格。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百年老街又蜕变成了现代化的商业街

区。时尚新潮的国际品牌聚集在街区

中，霓虹灯装点出一个流光溢彩的世

界。这种热闹的场景一直持续到深夜。

老田记面馆
江汉二路上的老田记面馆，是这里远近闻名的店铺。

久违的粮票格外引人注目，店家用作吃面的凭证。热气腾腾

的面条被盛放在搪瓷碗里，浇上芝麻酱，搅拌一下鲜亮诱人。

迫不及待地尝一口，面的爽滑筋道，芝麻酱的香浓，都在一

瞬间将味蕾俘获。在店的另一侧，还有人三三两两地围着，

等着新炸好的面窝出锅。这也是只有在武汉才能吃到的地道

小吃。面窝炸出金黄颜色，咬一口香脆可口。还有一种叫做

花面窝，比普通的面窝要脆一些，很受年轻人的喜欢。

田师傅经营这家店已经 70 年了，虽然有年轻的徒弟帮

忙，却从未停歇过。从凌晨 4 点就开始准备食材，一直要忙

到下午 1 点。虽然辛苦，田师傅的脸上依然时刻洋溢着笑容，

不时地与来店里的常客调侃两句，手里的活也丝毫不怠慢。

沈记烧烤海鲜
武汉的热干面早已闻名，而蟹脚热干面却不一定尽人

皆知。如果说热干面是经典的传承，那蟹脚热干面则可以称

得上武汉美食的新贵。江汉二路上的“沈记”，是这道菜品

的首创，在武汉当地也是小有名气。同样是热干面，用红烧

螃蟹脚和酱汁代替芝麻酱，瞬间涨了身价。食材是新鲜的花

蟹，蟹脚的分量很足，红烧的蟹脚的汁被面条吸收，一口下

去，蟹香味十足。一道菜式，汇集了鲜香麻辣的味道，吃起

来十分畅快。

名气响亮的蟹脚热干面自然有其秘诀，这秘诀也只有

沈记家族的人才知道。雪松路上还有一家沈记，是沈老板的

哥哥在经营。

02

江汉二路

The second road 
of Jianghan

01

江汉路步行街

Pedestrian Street 
of Jianghan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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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鱼餐厅
武汉人爱吃鱼可谓由来已久。对于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来说，美味更要吃得

实惠、吃得随意。来到这家小黄鱼餐厅，也正是受了当地人的指引。因为修路

的原因，找到这家巷子里的餐厅也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夜幕降临，只能借着微

弱的路灯穿街走巷，一个不留神就会走错。就这样一边寻找着，一边留心两旁

老汉口的建筑，夜色下，微光中，深深小巷，简陋的建筑，充满着古老的回忆。

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这家小黄鱼餐厅，藏在新民众乐园正门对面的巷子里。

店面很小，只有几张桌子，厨房在餐厅对面的一个小房间里，看着着实有些简陋。

小黄鱼是这里的招牌，端上桌时不觉新奇，看上去也不免觉得有些粗糙。不过

尝起来倒是香味、辣味、咸味，味道十足，小黄鱼只有鱼骨大刺，吃起来很方便。

鱼里放着一些红色泡椒，却不会很辣。腐乳油麦菜、干煸藕丝也是必点的菜。

这条小巷子着实其貌不扬，小黄鱼却已是名声在外。拥挤的小巷，高声大

嗓的叫卖声，绘就了一幅武汉的市井风情图。

严老幺烧卖
在武汉老字号特色小吃中，“严氏烧麦”的名

头如雷贯耳。严氏老字号烧麦是武汉的重味风格，

重油重胡椒味，皮薄馅又多，深受江城人喜爱。严

氏延续着古老的蒸制方法，蒸屉下铺着厚厚的松针，

装盘时少不得要择捡一番，更让人感受到美味的朴

实无华。

除了等着烧卖的队伍，还可以看到一条很长的

队伍，他们则是来吃豆皮的。与烧卖的人气相比，

豆皮的生意也绝不逊色。从制作蛋皮、裹上馅料再

到出锅的香喷喷的豆皮，师傅一刻也未曾停歇过。

吃了几十年的老店，街坊四邻看重的不仅仅是

美味，更是熟悉的味道带来的踏实的感觉。

武汉人把吃早餐叫“过早”，长 150

米的百年老巷户部巷是武汉最有名的“早点

一条巷”。石婆婆的热干面、徐嫂的鲜鱼糊

汤粉、万氏夫妇的米酒……户部巷的样子和

美食，百余年一直没有走过样。

武汉人过早，吃得是实惠。叫上一碗

鲜鱼糊汤粉，烫好的米粉和鲜鱼糊拌匀了，

鲜香清爽，胡椒暖胃。吃糊汤粉一定要配上

油条，刚出锅的脆油条折成小段泡在汤里吃，

味道美极了。

03

04

户部巷

前进四路

Hu Bu Lane

The fourth road 
of advance 05

楚宝街
Chu Bao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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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素有这样的说法：“过早户部巷，宵夜吉

庆街”，如今看来，也是名副其实。

这里白天还是一条安静的小街，当夜幕降临、华

灯初上，吉庆街便是一片灯火辉煌、人声鼎沸。这里

没有高档的餐厅，没有安静的雅座，有的只是连绵排

开的大排档。应有尽有的美味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形形色色的食客们三五成群，挤在简易的桌前大快朵

颐。几百个台位满满当当，老板娘忙里忙外，卖艺的

人吹拉弹唱好不热闹。这里是昼夜颠倒的氛围，午夜

十分，更是高潮迭起。买卖人不知疲倦，凌晨 4 点依

旧精神抖擞，食客们更以此为宣泄的好去处，直至深

夜也不忍离去。这条街的欢畅与痛快，是让人爱到了

骨子里。

发现交易街，更像一场邂逅。在向

当地人问了吉庆街的位置，一路寻来，走

过写着吉庆街三个字的牌楼。远远望去，

前面一段宽阔的路段，两旁是灯火辉煌、

生意红火的大排档。问过路人才知道，这

里是交易街。仔细想来，吉庆街是宵夜一

条街，要更加的拥挤热闹一些。相比之下，

这条街虽然也同样是大排档，但却太过于

宽敞了。清一色的遮阳棚下，灯光亮得刺

眼，一张张餐桌码得整齐，远远看去还有

些大排场的感觉。来宵夜的人吃喝得正欢

畅，在明亮的灯光下，恐怕早忘记了现在

已经是深夜。

一个美好的早晨，从武汉香格
里拉大酒店的豪华客房中醒来，
尽情感受充满活力的金融区和
葱郁的园林美景。大型的购物
广场、朴素精致的小店，都能
淘到一份心仪的武汉礼物。午
餐在香格里拉著名餐厅——香
宫，品尝地道湖北菜，美食经
过精心炮制，每一口都是有益
身心的美味。

Tips

06

交易街
Trading Street

07

吉庆街
Jiqing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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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松园雪松路美食街，是当地食客的聚集地。

如果跟当地吃货问起这条街，总能聊起一些耳熟能

详的店名和小吃。其实这里的每家餐厅都各有特色，

有时已经无法评断哪一家味道更好、更具代表性了。

所以来到这里，只管看看哪一家门前在排队，跟着

排就不会错了。“户部巷过早，吉庆街宵夜”是武

汉的传统，而如今又增添了新的说法，就是“雪松

路吃虾”。来这里吃虾的人潮，从白天一直延续到

深夜。直到路上的人烟渐渐稀少，灯火通明的餐厅

里依然挤满了食客。

说起吃虾，雪松路上少不了一些名气响当当的

名字——巴厘龙虾、靓靓蒸虾，数家店铺占据了这

条街的半边天。油焖大虾、蒜蓉蒸虾等菜肴是来这

里必点的，这些菜品价格不低，却依然难挡吃货的

热情。这条街上的小龙虾很有人气，但也不只有小

龙虾，汤包也同样受欢迎。点上一笼五彩汤包，彩

虹一般亮丽的颜色让人食欲大增，夹一个放进嘴里，

香浓的味道在口中绽放的感觉奇妙且满足。

瓦罐汤
武汉人爱吃是骨子里的，那种直到凌晨 3 点还在排队等

位的情景，让人惊叹之余更是敬佩。武汉人喜欢汤，每逢过节

的时候，煨汤就成了既定的习俗。在劲松小路就有一家做瓦罐

汤的店，在一条幽深的巷子里，借着昏黄的路灯一路寻去，周

围的色调像极了老电影的情景。思绪还在电影情节中游走，一

角的小店已经出现在眼前。时间已经是深夜 12 点，本该安静

的街巷不时被食客打破。看似清静的店铺，不时有寻味的吃货

光顾。门口一块不太醒目的灯箱，标识着这是一家做汤的店。

微弱的灯光下，二十几个小罐子在火上持续不断地煨着，蒸腾

的热气若隐若现。这里最好喝的是鸡汤和藕汤，呷一口汤，浓

郁的味道挑逗着味蕾。这里的藕也是独特的食材，香脆而不失

绵软的味道，非是江城也很难寻得到。

08

雪松路
Cedar Road

09

劲松小路
Jinsong path



74・TRAVEL&LEISURE

在当地流传着早餐一个月不重样的说法。有些馆

子，只有老武汉人才知道。中山大道桥口站，算不得

一条繁华的街道，却隐藏着江城传承已久的经典美味。

在短短的一条街上，挤满了特色小吃店。

想要寻到这里，“中山大道桥口站”的站牌是最

醒目的标志。也许对于外地人而言，这个地方不像那

些知名的美食街一样气派。然而老武汉人早已在这里

过早习以为常。清晨的街道，挤满了来过早的武汉人，

丝毫不亚于上班族挤公交的程度。

严氏烧卖
从站牌开始，第一家就是鼎鼎大名的“严氏重油

烧麦”。这个听起来让人觉得油腻的名字，丝毫不影

响这里门庭若市的生意。刚刚蒸好的烧卖，转眼间就

售卖一空，工作间里大厨熟练的动作也不曾停歇过。

这里用餐的空间很小，大多人会打包带走，不过还是

会有人挤在店里吃着热腾腾的烧卖。夹一个烧卖轻轻

咬一口，颗粒饱满的肉、绵软的糯米，伴着浓浓的胡

椒味在口中弥漫开来，给味蕾满足感。这里的烧卖馅

料十足，香气诱人，想吃到停不下来。如果觉得有些腻，

店里有提供免费的大碗茶。一碗茶水下肚，解腻又解渴。

王师傅豆皮
高雄路上的王师傅豆皮，也是只有当地人才知道

的店面，来到这里才发现，这家店原来也是上过《舌尖》

的明星店铺。排队已经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不过也

丝毫不影响期待美味时的兴奋心情。老师傅展示着熟

练的技艺，绿豆和大米混合磨成清浆制作豆皮，糯米

加上瘦肉、香菇、笋子等烩成多汁丰富的馅料。只待

慢慢出现金黄的色泽、醉人的香气。出锅时，切成方

形，盛在盘子里，分量十足。三鲜豆皮和牛肉豆皮是

这里的特色，咬一口细细嚼着，香脆豆皮，饱满的糯

米，加上馅料香浓的味道，让人停不下来。不多一会

儿，满满一盘豆皮入肚，兴奋的心情才稍稍平静下来。

看看四周，狭窄的空间里挤满了食客，不断重温这连

绵不绝的市井美味。

骏骏牛肉粉
还有一家不得不提的就是骏骏牛肉粉。这家的特色是牛肉粉，

在这条街上人气很旺，每每可以看到排队的人群，还有很多人慕

名而来。门口的大锅里炖着大块的牛骨头，牛肉粉的汤底就是香

浓的牛骨汤。三代相传的老店，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如今是一

对夫妇在经营，老板留着很酷的发型，跟食客聊起来谈笑风生。

然而高峰期，大部分时间看到的还是老板忙碌的身影。

当然在这条街上，传统的热干面、面窝还有更多美味小吃，

也值得慢慢去寻觅。来这里点上一碗牛肉粉，在门口一蹲，再配

上一个面窝，就是一顿美味的早餐。远道而来的人，把车停在路边，

倚着车门捧着热干面旁若无人的吃着，这便是武汉人的过早。

尽情享受地道美味，找一处地
理位置绝佳的下塌地最是关键。
武汉汉口泛海喜来登大酒店位
于武汉的中心位置，距离倍受
欢迎的购物场所和餐饮目的地
咫尺之遥。无论是早起和当地
人一起“过早”，还是深夜在
街头巷尾寻找美味，都不会影
响到在酒店舒适的房间做一个
甜美的梦。

Tips

10

高雄路

Kaohsiung 
Road

11

中山大道桥口站

Qiao Kou Station 
of Zhongshan
 A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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瓢牛掌”四个大字格外醒目。走进店里，从装潢到摆

设都能感受到浓浓的川味。进门的位置摆放着免费的

开胃小吃，等位、等菜不会很无聊，一边吃一边聊，

多了一些交流的机会。

餐厅以川菜为主，招牌菜——都江堰大鱼头，食

材是胖头鱼，加上魔芋、泡椒、豆干、蕨根粉、丝瓜。

川味比较浓厚，麻辣味为主。油烧到七八成热，用四

川产的干青花椒，才能炸出香味。武汉人爱吃辣，跟

四川口味比较接近，所以这道菜也完全保留了四川的

原汁原味。火瓢牛掌则是餐厅自主研发的一道新菜式，

食材是新鲜的黄牛掌，要用小火煨 4-5 个小时，从

早上 9 点钟开始做到中午的 12 点。这道菜最初也尝

试了很多次，包括胡萝卜，口碑不是很好，改良之后，

煨出来的汤味道就比较浓厚了。牛掌胶原蛋白含量比

较高，各个年龄层都比较适合。糍粑也是来这里必点

的，配料是芝麻、黄豆、花生按比例混合，糍粑则是

用糯米粉纯手工制作。

现在手工制作越来越少，成本越来越高，手工的

技艺也弥足珍贵。这里的菜品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

全程透明厨房，让食客吃的放心。经理也是地道的四

川人，喜欢和食客聊天，客人提到的细节，也会用心

记下。每个月都会进行一次讨论，针对客人的意见对

菜品做出改良。这也是这家店有如此口碑的秘诀之一。

汉口里，建在园博园旁边的仿古商业街。走进汉口

里，正值开园 1 周年，昔日的园博会配套设施，如今更

增添了几分文化底蕴和市井风情。初来商业街，还以为

只是普通的游人观赏与购物的区域。漫步其间，留心观察，

才发现这里的建造布局之用心。这里不仅复原了百年老

汉口的建筑风貌，更将原汁原味的武汉特色融入其中。

汉口里以仿古为特征，复原了晚清民初的武汉长堤街、

汉正街、大夹街和前后花楼街等名街，重建了山陕会馆、

广东会馆、汉口大旅馆等 16 座历史建筑。武汉有四大

名吃：蔡林记的热干面、老通城的豆皮、四季美的汤包，

还有就是小桃园的鸡汤。如今，你也可以在汉口里找到

魂牵梦萦的美味。武汉老字号品牌汇聚于此，捕捉着记

忆里的味道。传统老工艺散布在街头巷尾，捏糖人、贴

面人、汉绣 ... 重现老汉口的市井文化。开在巷子里的长

江非遗博物馆，展示着经典的汉味文化。从华丽精致的

木雕船模，到精美绝伦的楚式漆器，一件件艺术品的背后，

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彰显。不时看到父母带着孩子来到这

里，耐心一一讲解，为灿烂的文化所折服。

柴门老灶
然而这里不仅仅是老汉口的复刻，还能找到成都

锦里、宽窄巷子的影子。巷口的柴门老灶，就是一家

地地道道的川菜馆。门头的装饰简约复古，招牌上“火

12

汉口里
Hankou 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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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红灰相间的砖墙、石库门头、青砖小道……仿佛时

光倒流。装饰前卫的时尚大牌穿插其间，全球时尚流

行品牌、国内外名品琳琅满目。厚重墙面与闪烁的霓

虹碰撞出来的火花，间或与穿着新潮的游人擦肩而过，

仿佛走进了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张爱施艺术西点
坐落在楚河汉街上的张爱施艺术西点，是一处浪

漫所在。不仅在于美味的法式甜品所带来的幸福味道，

更是因为这家店所拥有的浪漫故事。“张爱施”的店名，

乍一看让人觉得有点文艺。而名字的来源，也正是一

对法国留学夫妇的浪漫故事。男主人姓张，女主人姓施，

他们在法国留学期间，在多家度假酒店和米其林餐厅

工作实习。正是因为对甜品和艺术的爱好，才成就了

这家在武汉小有名气的甜品店。

13

楚河汉街

Chu River and 
Han Street

男主人是一个阳光大男孩，谈起这家店的由来和法式甜品娓

娓道来，言语间充满着对甜品的热爱。走进“张爱施”，也就开

始了一场法式西点的巡礼。20 款法式面包，10 余款法式可颂，

30 款法国传统工艺甜点，20 款法国经典常温蛋糕，以及法式牛

轧糖，酒渍水果蛋糕，法式水果软糖，法国传统塔派，闪电泡芙，

马卡龙等传统法国糕点，期待着唤醒记忆里的经典味道。

来到店里，不要错过这里的招牌甜品——法兰西玫瑰芝士，外

面是玫瑰口味的芝士，里面是覆盆子和荔枝的夹馅，海绵蛋糕体。

口味清淡，口感丰富。这款甜品常温存放不能超过半小时，服务生

也会贴心地提醒，一定要尽快品尝，保证最佳的口感。

楚河汉街不仅仅是

一条商业街，更是凝聚

了文化与景致的城市元

素。走过一座座民国风

格的古式建筑，视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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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中国最大的城中湖，屈原在东湖“泽

畔行吟”，李白在东湖湖畔放鹰题诗……秀丽的湖

光山色和优雅的自然环境，从古至今引人赞叹。如

今行在东湖，建设中的华侨城渐渐绽放靓丽的色彩。

在欢乐谷主题公园激情畅玩，或是在异域风情的餐

吧品尝别样的味道，感受江城多姿多彩的生活。

曼哈顿餐吧
曼哈顿餐吧，位于东湖之畔的华侨城中。餐

吧以纯美式风格为主，以水泥为墙、钢筋为架稍作

装饰的那种美式复古工业气息，令人仿佛一下就踏

入了曼哈顿那片崇尚自由的国度。餐厅将各类元素

混搭融汇，服务生一身牛仔的装扮，店内的黑色机

车、巨型啤酒桶座位、全木质的餐桌餐椅、百老汇

式的回转灯将人们一下就拉入了一部老式的美国电

影里。在这里可以品尝到进口食材制作的最正宗的

美式西餐，牛排是这里的招牌，不仅受到附近国外

客人的青睐，还有不少食客慕名而来，只为品尝到

正宗的味道。

这里是武汉首家美国元素的餐吧，装修环境

充满美国 70 年代 Loft 情怀。在这里可以欣赏到著

名乐队的热情演出，可以浅酌到各式的美酒，可以

在餐后跟朋友们来一场激烈的台球比赛。在这里可

以体验纯美式味觉享受。

14

东湖

East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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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醉小酒馆
桃花醉小酒馆，乍听店的名字，充满了诗情画意。

想当年李白斗酒诗百篇，如今来到“桃花醉”，也对其独

特的情调小有期待。

来到这家餐厅，感觉来到了世外仙境一般。如果门

口还是普通的餐厅装潢，走进来可谓别有洞天。一进门的

台阶直通向二楼，两旁是类似洞穴的装饰，镂空的台阶下

面，也装饰出一个精致的观赏空间。二楼的等位区则是一

个世外桃源般的空间，墙上一首唐寅的《桃花庵歌》格外

引人注目，精心装饰的桃树透着诗意。小酒馆的名字“桃

花醉”，也正是取自这首诗。不只是等位区，小酒馆处处

都充满着古朴的味道。墙上的装饰画、走廊微黄的灯光，

都在营造一种氛围。

在这里可以吃到美味的菜肴，但这里最大的特色是

酒。不是单纯用餐的地方，更是一个可安安静静喝喝酒、

聊聊天的私密去处。这里没有散座，都是一个个的包间，

每个位置用帘子隔开，可以完美打造私人空间。这里的装

潢也跟一般餐厅很不一样，从椅子上的坐垫可见一斑，靠

上去感觉很舒适。餐具也是这里的老板亲自选的，跟这里

的氛围很搭。

入座后，服务生会拿来菜单和酒单。这里的酒单设

计很特别，乍一看像是一本武功秘籍。一页一页地翻看，

可以看到这里的每一款酒，而且还有贴心标识酿造所用的

材料。每一页还会搭配一首小诗，连点菜也变得诗意起来。

酒都是自己酿造的，招牌的桃花酒只有 2 度，比米酒度

数还低，甜甜的味道很受女生的欢迎。瓶子跟其他的酒不

同，上面有桃花的装饰。可以和桃花酒并列的蓝莓酒，味

道酸甜，也只有 5 度。高度酒的招牌是“醉美人”，度

数有 50 度，但是很容易入口。这里还有一些名字很有趣

的酒，比如“勿忘我、忘情水”，江湖味道十足。这里也

有美味的菜肴，像是招牌鱼、香酥小白龙都是这里必点的。

还有一道叫做“蜂窝煤”的菜十分有趣，大小形状也像极

了生活中的蜂窝煤，实际上是用糯米和小米蒸制而成。

小酒馆想要传达的是一种饮酒文化，三五好友相约

此处，一边饮酒一边畅谈，以酒香助雅兴，更是一种惬意

的生活态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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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Dong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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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醺小酒馆，处处充满着诗情画意。随处可见的桃花，走廊迷离的灯
光，墙上古朴的装饰画，营造出世外桃源般的情调。自家酿造的美酒，
散发着独特的味道。三五好友相聚于此，饮酒畅谈，以酒助兴，自是
一种惬意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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遁隐一片湖光山色

living exclusively in a landscape 
of lake and mountain

灵韵杭州，柔情似水的西子湖，说不尽千回百转的美。情调溧阳，烟波浩
渺的天目湖，涌动着诗情画意。远离城市的喧嚣，遁隐一片湖光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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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ly Hangzhou, the gentle west lake, the beauty of endless twists and 
turns. The atmosphere of Liyang, moist lake Tianmu, with surging poetic 

ambiance, fleeing in the summer, running away from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the city, living exclusively in a landscape of lake and mountain.

遁隐一片湖光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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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zhou, meeting a 
misty rain in the poetry

In the eve of G20 summit, going into 

Hangzhou, people are yearning for 

the lively landscape of the poetry. 

The beauty of Hangzhou is reflected 

in the brilliant scenery of West Lake. 

Walking on the slate road of west lake, the 

soft and moist breeze is coming in front of 

you, a landscape of misty rain, towers and 

pavilions, there was a scene within one 

step’s walk, wandering slowly, savoring 

carefully, being afraid of missing a piece 

of splendid view and enchanting chapter. 

Spring is just beginning, there’s wind and 

lotus everywhere, calm lake and autumn 

moon, those words which have only stayed 

in books, now going into the eyes step by 

step, with innumerable beauty of west lake 

which is full of twists and turns.

Enjoy ing  the  mos t 
beautiful views of west 
lake 

In Hangzhou, the city which is full 

of unlimited landscape, the most 

unforgettable scenery is west lake. 

The scenes of west lake can be 

appreciated during the 4 seasons of the 

year, but the most valuable thing which 

should not be missed in this season is 

undoubtedly the lotus leaves and reaching 

the sky and lotus flowers reflecting the 

sun! making a tour around west lake, 

taking a small boat, rowing towards the 

center of the lake. Enjoying layers of 

rippling waves, holding a handful of water, 

feeling the tenderness of west lake. 

Hangzhou Sofitel west lake hotel is 

situated on the west lake avenue, it was 

only separated by a road from the beautiful 

west lake. This luxury hotel by the side of 

west lake combining perfectly the romance 

of France and the tenderness of west 

lake, when walking into the hotel lobby, 

comparing with the fashion and luxury of 

the hotel ,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west 

lake seemed to be more eye-catching. For 

example, the giant map of west lake rightly 

facing the gate, it’s a kind of decoration 

and also a sort of thoughtful arrangement. 

People can’t help recording , being ready 

for starting the romantic trip of west lake. 

No matter it is hotel lobby or guestrooms, 

the feeling of comfortable experience of 

hotel can be provided beyond the new and 

stylish atmosphere. 

Staying in Song city    
having the feeling of 
isolation

In the west of Xiaoshan city of 

Hangzhou, the pool of clear water 

of xiang lake looks like a precious 

mirror lost in the sky. By the side 

of the landscape of lakes and mountains, 

a traveling journey of the flourishing Song 

dynasty has begun. It was well-known a 

long time ago that there’s the most popular 

song city in Hangzhou, architecture is for 

the shape, culture is for the soul, people 

were yearning for the unique experience. 

And this time coming to the area of song 

city and xiang lake for continuing and 

expanding the classics, offering surprise to 

visitors again and again!

A long corridor extending from the main 

entrance to the inside of scenic spot. 

Wandering along the way, with elements 

of colorful oil paper umbrella on the head, 

hanging neatly upside down on the scarlet 

ceiling one after another, it seems to be 

a kind of hint and guidance bringing the 

visitors step by step into the legendary 

dreamland, romantic and fabulous! After 

this brief ritual, a living scene of downtown 

in song dynasty was shown in front of 

us. Retro architecture, red lanterns, street 

vendors were all dressed in the clothes 

of song dynasty, tourists were running 

across it, there’s a feeling of having already 

experienc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Wandering all the way, being surprised 

all the time, on the street decorated with 

the style of song dynasty,  the lady of 

Wangyuanwaijia, throwing embroidered 

balls which attracted lots of tourists. The 

sight which could only be seen originally 

on TV screen became one of them, it’s 

magic and funny. The tourists who grabed 

the ball didn’t know why, inter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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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and lively scene attracted waves 

of laughter on the spot, civil juggling is 

a necessary part of civic glamour. The 

techniques exercised by artists for raising 

their family in the past is now considered 

as live performance that is a little more 

relaxed and natural. Compact percussion 

the wonderful gragon spilling flames drew 

thunderous applauses, the small close-up 

magic, the funny commentary made by 

artists, the onlookers burst into laughter 

from time to time, they appreciated 

joyously. After enjoying the fantastic 

program, looking around in the streets, 

hand-made snacks, funny competitive 

games, an array of commodities, time 

passed by little by little.

Liyang starting the WEI 
style slow life

Liyang is a small poetic city. 

The green mountains and clear 

rivers of Tianmu mountain, the 

green bamboos were swaying, 

it is calm and peaceful. Lodging on the 

pearl peninsula of Tianmu lake, absorbing 

inspiration in the quiet WEI hotel. Here is 

more suitable for roaming, having a look 

at the pool of blue water, tasting a cup of 

famous tea, doing a meditation… starting 

the WEI style leisure time!

The poetic Tianmu lake

The mounta in  and  r i v e r 

garden of Tianmu lake, it 

is the essence of the poetic 

heaven of Tianmu lake. Being 

surrounded by 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 

rippling waves, islands were scattered in 

the lake, the shore of lake was meandering 

, mountains were located around the river 

and they were reflected in the river. Going 

along  the roads of forest, sometimes 

encountering whirling bamboo shade. 

Traveling from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 of Huli mountain, Cixiao culture 

is the opening chapter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park. Going along the way, the 

striking large letters of filial peity on 

both sides of the road reminded us that 

here is the Caixiao cultural zon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s of taking respect 

as the first priority was passed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Bringing your 

kinds here, talking about the story of 

Hanwen emperor tasting decoction and 

Zhushouchang abandoning his position 

and looking for his mother, it is inspiring. 

The following is mother church, it is an 

imitated tang style architecture.

Walking along the tour route forward, we 

came to the champion cultural district. On 

the wishing wall of the 4 sides of champion 

column, there were all blessing words left by 

tourists. The inside of champion pavilion 

presenting the names of champions for 

generations from the period of Sui to 

Guangxu of Qing dynasty. The tourists 

who came here didn’t forget to pray for 

their children who would take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 And the more appealing 

is the pretty views on the top floor of 

the champion pavilion. Standing on the 

champion pavilion, people can get a bird’s 

eye view of the beautiful landscape of the 

mountain and river garden of Tianmu lake, 

appreciating a panoramic view of fantastic 

lake and moist rippling rivers.

Enjoying the pleasure of 
picking

There is not only intoxicating 

beauty of landscape in Liyang, 

it is more of hometown of fish 

and rice, it is rich in aquatic 

products and fruits. And this season, you 

can just pick the delicious grapes. Driving 

to a vineyard, the eyes are full of grapes 

which are shining. When we were taught 

simply the method by the staff here, we 

began to enjoy the fun of picking, although 

the sunshine was so hot, the sweat got 

over the cheek continuously, we still could 

not conceal the inner joy of harvest. Here 

is Shisi park, it is not possible for anybody 

to go there. It is rarely open to outsiders, 

it is more like membership park. This 

season people can taste fragrant rose, 

black summer, and Victoria with low 

sweetness. The most essential is that it is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cultivation methods, 

the grapes can be eaten without taking off 

the peel. Children tried to pick grapes by 

themselves, tasting fruits of their work , 

it is extremely sweet. There is large areas 

of water around the vineyard, hidden by 

green bamboos, towers and pavilions, 

pictorial and poetic. This is also a good 

place for fishing, it is said that it is very 

likely to catch fish. 

Authentic and delicious 
Liyang food

When coming to Liyang, 

it is necessary to order 

a rooster. The home of 

Cahngdang lakers, the 

restaurant which is only known by local 

people. It is located by the side of Liyang 

city, it is not a privileged location. The 

entrance is not visible at the first glance, 

it is only considered to be a common 

restaurant by a glimpse. There is no 

scattered seats but only box rooms, there 

is no fancy decoration but it has authentic 

and healthy delicious food. As the local 

specialty, the rooster was cooked tender 

but not smelly. It is free-range chicken 

raised at home and it is also limited 

edition, so you need to order in advance. 

The wild white fish of Liyang, the good 

ingredients were created by high quality 

water without much artificial polish, 

restoring its original flavor, swallowing 

tender and smooth without any smelly 

odor. Egg soup is steamed with eggs and 

canola oil. It can be divided from color 

to taste into several layers which give the 

taste bud a su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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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景无限的杭州，最忆西子湖。西湖一年四季

都是景，而这个季节最不能错过的，当属接天莲叶、

映日荷花了！游在西湖，撑一叶小舟，划向湖心。观

赏层层荡开的波纹，掬一捧湖水在手，感受西子湖的

柔情。

杭州索菲特西湖大酒店，坐落在西湖大道上，和

美丽的西湖仅隔着一条马路。这座西子湖畔的奢华酒

店，将法兰西浪漫与西子湖柔情完美结合。在走进酒

店大堂的一刻，比起酒店的时尚与奢华，浓浓的西湖

元素更能吸引眼球。比如正对着大门的一幅巨型西湖

地图，是一种装饰，更是一种贴心的安排。让人忍不

住记录下来，准备好开启浪漫的西湖之行。无论是酒

店大堂还是客房，都能在新颖、时尚的气息之外，感

受到酒店对于舒适体验的用心。

带着宝宝来到酒店的亲子房，打开房门的那一刻就

有惊喜的发现。房间里满是宝宝喜欢的装饰和玩具。巨

观最美西湖景致

杭州，遇见诗词中的一川烟雨

Enjoying the most beautiful
views of west lake

走进杭州，诗词中的灵韵山水让人心向往之。杭州之美，美在西湖。走在西湖的
石板路上，迎面清风绵软湿润，烟雨山水、亭台楼阁，一步一景，慢慢踱步，细
细品味，生怕错过了一段美景佳篇。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那些只
停留在书本上的词语，如今一步步走进眼帘，说不尽西湖千回百转的美。

Hangzhou, meeting a misty rain in the poetry



大的瓢虫玩偶马上成了宝宝的玩伴，可爱的小帐篷是宝

宝玩乐的天堂。一转眼，又被床上摆放的小狐狸玩偶吸

引。一张画着小王子图案的卡片上，写着温馨的句子。

“在这里，你就是我们的小王子或者小公主。在这里，

我们为你们的到来准备了小惊喜。你将与你的好朋友小

狐狸一同度过美好的夜晚。每天，我们的主厨会为你准

备特别的美味菜单。如果你希望在房间内用餐，客房服

务员会把你所点的餐送到客房。如果你遇到什么小麻烦，

礼宾司会非常愿意帮你解决！”原来，酒店为入住亲子

房的宝宝提供专属的“小王子与小公主”体验，萌萌的

小狐狸小玩偶、妙趣横生的游戏。环顾四周，才发现桌

上摆放着精致的儿童欢迎水果，还有小王子绘画图纸，

所有都是给宝宝最美妙的旅行记忆。

放松自我，尽情享受难得的假期。全日制香榭丽

餐厅，尽享环球自助饕餮美食；涌金阁中餐厅，品尝

精致可口的传统杭帮菜；埃菲尔酒吧品味最具著名的

龙井茶香及各种自制特调鸡尾酒等；而顶层空中花园

SKY GARDEN, 拥有全杭州最美的西湖景致，您可

以在风和日丽的落日午后，点一份法式经典下午茶，

或是夜晚华灯初上，参与主题鸡尾酒派对。

饱览杭州美景，这里是最好的起点。白天游览西

湖，感受烟雨江南的浪漫。美丽的西子湖，就在马路

对面。步行前往，短短几步路，待湖面的清风，夹杂

着江南独有的温润，一缕缕拂过脸颊，一池碧波荡漾

的曼妙画面也在眼前徐徐展开。晚上逛一逛河坊街，

就在不远处的吴山脚下，感受杭州老城风韵。明末清

初的风貌，像经营玉器、明清瓷器、名人字画的古董

店；穿着长袍、拎着长嘴铜茶壶为客人斟茶的“茶博

士”；摇着木纺车，为顾客现场纺纱的“吴越人家”

布艺品店……连小店里卖麦芽糖块的男子，也穿着长

衫摇着拨浪鼓招徕顾客。夜游河坊街，橙黄色的瓦片、

青白色的骑墙、明晃锃亮的牌楼，冷暖相宜的色调韵

味十足。没有舟车劳顿，短短几步路，迎面吹来的净

是杭城的绵软湿润。旅行，原来可以如此美妙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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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萧山城的西侧，湘湖的一池碧水，如天空

遗落的一面宝镜。就在这片湖光山色之畔，一场盛世

宋朝的穿越之旅也由此展开。早知道杭州有一个人气

最旺的宋城，“建筑为形，文化为魂”，独特的体验

让人心向往之。而此次来到的宋城湘湖片区，将经典

再延续与拓展，带给游客一次又一次的惊喜！

一条长廊从景区大门一直延伸到景区内部。一路

走来，头顶是五彩的油纸伞元素，一个个整齐地倒挂

在朱红色的顶棚上，仿佛是一种指引与暗示，将游客

一步步带入传奇的梦境之中，浪漫而惊艳！经过了这

个简短的“仪式”，一个活生生的宋代街市场景就呈

现在眼前。复古的建筑，大红的灯笼，街头小贩都穿

着宋代的服装，游客穿梭其间，有一种穿越的既视感。

刚刚踏进园区，就被一旁传来的清新明快的鼓声吸引。

一家名为“鼓韵”的店，在面积不大的店面里，整齐

地陈列着各种精致的乐器。老板娘穿着古代的服装，

和着音乐的节奏，熟练地演奏着一支明快的曲子。鼓

声吸引了路过的游客，都禁不住走进店里，与店主人

一起演奏起来，乍听上去，仿佛在举办一场小型的音

乐会。不得不说，这是一首不错的开场音乐。因为接

下来遇到的情景，让人兴奋到停不下来。

活着的《清明上河图》，马帮街上不容错过的

一道景致。还记得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镇馆之

宝——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吗？这里的《清明上河图》

就是 1:1 全图打造，在这里就能感受到一览文化瑰宝

的震撼。独一无二的国宝级名画，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

牲畜、船只、房屋……在近 200 平方米的幕布上以动

态形式徐徐展开。繁忙的漕运、喧闹的街市、祥和的

置身宋城 恍如隔世

Staying in Song city
having the feeling of is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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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院以及昼夜的交替表现得惟妙惟肖，盛世宋朝的都

市风情活生生展现在眼前。从电影馆走出来，茶马驿

站听音室、恐怖战场鬼屋等科技项目也都让人兴奋不

已。江南第一怪街也是让人不想错过的体验。据说是

根据宋高宗赵构的梦境而建，每一间房子内皆有诸多

怪事，上下颠倒的倒屋、左右倒转的横屋、走近看就

会出现美女画面的诡异的镜子 ... 和朋友一起逛一逛，

别忘了用相机把这些场景记录下来，绝对会是十分惊

艳的记忆！

一路走，一路惊叹，在宋代风情街上，王员外家

小姐抛绣球引来不少游客的围观。原来只在电视剧上

才会有的画面，如今成为其中的一员，觉得神奇而有趣。

抢到绣球的游客也不知所以，有趣的对白，热闹的场面，

引来现场一阵阵欢笑声。市井风情自然少不了民间杂

耍了，当初艺人养家糊口练就的技艺，如今作为现场

演出多了几分轻松与自然。紧凑的锣鼓点，精彩的口

吐火龙引来掌声雷动。小小的近景魔术，因为艺人逗

趣的解说，围观的人也不时哄堂大笑，看得津津有味。

看完精彩的节目，在街市上转一转，手工做的小吃、

有趣的竞技游戏、琳琅满目的小商品，时间就这样一

分一秒地过去了。

宋城最精彩的，要数声光电科技打造的震撼演出

了。下午 3 点，准时来到千古情大剧院，看一场《西

施恋歌》。装饰古色古香的剧院大门，厚重的颜色古

韵十足，大型的壁画唯美壮观。在剧院里选择合适的

位置就座，不知道多久没有看过这种大型演出，内心

充满了期待。当灯光亮起，人物缓缓走出，漫天的大

雪降落下来，眼睛就再也无法从舞台移开了。时而上

演吴越争霸的打斗场面，演员卖力的表演，屏幕上战

火四起的既视感。时而西施范蠡相聚，唯美的舞美和

高难度的空中旋转。突然观众台上的灯光打亮，一对

对盛装的演员从观众席中穿过，近距离观看着壮观的

一幕，内心也被深深震撼着，急急忙用镜头记录下这

一幕。一场短短 20 分钟的表演结束，脑海依旧回忆着

一幅幅精彩的画面，西施与范蠡荡气回肠的春秋绝恋，

家仇国恨的悲愤忧患，震撼与感动久久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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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总是和水上乐园有着不解之缘。身处

城市，远离大海，总在遗憾自己没有机会在海中被海

浪“袭身”的感觉 ? 杭州宋城浪浪浪水公园巨浪湾，

无需出海，畅享城市冲浪乐趣。

体验一把乘风破浪的感觉吧，来水公园秀一把冲

浪绝技。全新亮相滑板冲浪项目，让你与波涛为邻，

如同海上泛舟，带给你征战海浪之巅的绝妙体验。在

滑板上或站立，或俯卧，与浪花做伴。

“超级大喇叭”滑道，游客从 30 米高处体验勇闯

激流的惊险，冲击时速超 20 米 / 秒。强烈的失重感，

急速的水滑道，让你体验急速滑行带来的强烈刺激。

6 条封闭的管道，从 20 米的高度画出一个 361 度

的大麦圈，然后伸向海面吐出一条条波浪形的水毯。从

顶端俯冲而下，经过加速、变速、缓冲的滑行过程，数

秒间疾驰至水中，风驰电掣的急速快感让人热血贲张。

缤纷的童话世界，梦幻般的嬉水王国，由蘑菇水炮、

七彩雨廊、水屋翻斗乐、炫彩滑梯等组成的全新宝贝

水世界，让宝贝们尽享自己的刺激与欢乐。

在宋城浪浪浪水公园，可以体验数十项风靡全球

的超级水上游乐设备。水舞狂欢大派对、热辣桑巴大

巡游、异域风情歌舞秀等主题演出惊艳你的眼球。夏

天来宋城浪浪浪水公园，感受冰火两重天，疯狂一夏。

冰火两重天
Two different worlds of ice and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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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不仅有西子湖的浪漫，更能在超人气主题

公园，住进童话里的“城堡”，开启奇妙狂欢之旅。

驱车来到杭州宋城旅游区（湘湖片区），沿着路

旁的卡通指示牌，来到入住的“五彩城堡”，到处童

趣无限。这里就是宋城千古情主题酒店（湘湖店），

五彩颜色的外观，更像是童话里的城堡。在这里，可

以眺望休博园的尼斯湖和海盗街。在酒店随意走走，

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埃及风情，开启惬意而神秘的度假

之旅。各式精致客房，房内还有明亮的大窗，极具特

色的复古家具、埃及风情的装饰。床上大幅的卡通图案，

在入住的一刹那，就吸引了宝宝的眼球。亲子房里还

有宝宝们最喜欢的积木、木马等各种贴心的小玩具。

不用为孩子过多的操心，刚刚进到房间，小朋友们就

直奔自己喜欢的玩具。或者打造属于自己的魔幻“城

堡”，或者骑上心爱的小木马尽情驰骋……父母终于

可以松一口气，安心地收拾行李，享受独处的轻松时光。

而在对面的杭州第一世界大酒店，更像是一场热

带雨林里的探险！从踏进酒店的那一刻起，便被浓浓

的东南亚风情所包围。且不说散落在四周的特色装饰，

就连前台办理入住的工作人员，都穿着特定的民族服

饰。无论是在酒店大堂、观光电梯，还是泰香阁餐厅，

都能看到酒店大片的热带雨林景观。踏上观光电梯，

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中庭浓浓的绿意。几十种热带

植物，像是一个小型的植物园，吸引着小朋友们的眼光，

不住地流连，希望电梯慢些到达，好再观赏一下瑰丽

神奇的童话世界。

通向房间的走廊，布满了东南亚风情的装饰。美

丽的孔雀，萌萌的小象，还有各种颜色的鹦鹉，惹得

小朋友们频频驻足、流连。宽敞的房间，没有太多繁

复的装饰，简单舒缓的色调更能带给家人的温馨。舒

适的古典实木大床、印花的床品、热带动植物图案……

无不让人产生时空错觉，恍若置身密林中的宫殿一般。

洗漱用品也是小朋友喜欢的包装图案，毛巾还叠成了

小象的样子，可爱至极。

在充满着浓浓泰式风情的泰香阁餐厅，伴着轻灵

的音乐、窗外茂密的雨林，和宝宝一起品味异国情调

的美味，让味蕾开启一场环球之旅。东南亚风格的设计，

氛围轻松自由，还有专为宝宝们准备了餐具。小朋友

们穿行其间，玩儿得不亦乐乎。间或有小丑叔叔送上

漂亮的气球，孩子们一个个喜笑颜开。

开启奇妙狂欢之旅

Opening the wonderful tour of carn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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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  开启 WEI 式慢生活
溧阳，一座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小城。天目湖的青山绿水，
翠竹摇曳，令人平静安宁。下榻在天目湖明珠半岛之上，
在静谧的WEI 酒店汲取灵感。这里更适合慢游，观一池碧
波，品一盏香茗，做一场禅修……开启WEI式的休闲时光！

Liyang starting the WEI style slow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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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湖山水园，天目湖诗意天成的精华所在。

四面群山枕水、碧波荡漾，湖中岛屿散落、湖岸曲

折通幽，以山绕水、水映山。沿着林间小路走来，

时而邂逅一片竹影婆娑。

行程从湖里山历史文化区开始，慈孝文化是传

统文化园的开篇之作。一路前行，道路两侧醒目的

“二十四孝”大型书简提醒我们，这里是慈孝文化区。

“百善孝为先”，传统的教义代代相传。带着孩子来

到这里，讲一讲汉文帝亲尝汤药、朱寿昌弃官寻母的

故事，令人动容。紧接着是慈母堂，仿唐代风格建筑。

一楼是诗人孟郊《游子吟》故事的场景，这首千古传

唱的绝句，正是诗人孟郊在任溧阳县尉时写下的。二

楼复刻朱自清的《背影》中插画，搭配上满墙的家书，

流露出浓浓的乡情和对亲人的思念。慈母堂外更有雕

塑描绘唐代诗人孟郊骑马的场景。雕像后面的竹简上

书写着三首诗篇：《远游》、《登科后》和《游子吟》，

分别描绘了孟郊一生所经历的三个重要阶段：离乡进

京赶考、登科后骑马游街、回乡感念母恩。一首一首

读来，仿佛可以想见当时的感人情景。

沿着游览线路信步向前，就来到了状元文化区。

在状元柱四围的许愿墙上，挂满游客留下的祝福话语。

状元阁内则展示了隋年间至清光绪三十年间历代状元

名。来此的游客，也不忘为自己即将高考的儿女祈福。

而更吸引人的，是状元阁顶楼的美景。站在状元阁上，

天目湖山水园美景一览无遗，湖光秀色，烟波浩渺，

尽收眼底。

诗意天目湖

The poetic Tianmu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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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受益匪浅的，当属奇石馆了。整整 3 个展馆，

开启丰富多彩的奇石文化之旅。奇石，不仅仅是石破天惊、

沧海桑田造就的顽石，更有英雄豪杰、无数动人传说。1

号馆——矿物晶体馆的“石破天惊”通过声、光、电的演绎，

向游客揭开奇石形成的整个过程，馆内更是呈现了孔雀

石、水晶、黄铁矿、方解石、萤石等各类矿物晶体。2 号

馆展示了大化石、水冲石、菊花石、太湖石四类特色石头，

更有完璧归赵场景再现。3 号馆则向游客展现了灵璧石、

三江石、昆石等各类形态万分的石头。这些矿物晶体，

是大自然的精华。美丽奇异的外形，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和灵感，是大自然造就的宝贵财富。

游船，是景区的经典项目。从码头登上大溪号游船，

随着游船缓缓离岸，荡开的波纹渐渐消失在远处。登上

二层的观景台，游客三三两两，或观赏一池碧波，或兴

致盎然地留影。泛舟湖上，在湖心划出美丽的弧线。放

眼望去，两岸群山叠翠，间或有亭台楼阁掩映其中。船

移景异，曲折通幽，梦游仙境一般。

游船停在了龙兴岛，古老的龙兴寺遗址，静静地向

游人讲述着过往的历史。仅存的古井旁边，有蝴蝶翩翩

飞舞，惹来孩子们的追逐。蝴蝶谷，带你进入周庄梦蝶

的奇幻之旅，全新打造的蝴恋、蝴梦、蝴画三个展馆，

全方面展示了与蝴蝶有关的美丽传说和自身价值。第一

枚蝴蝶邮票、飞行最远的蝴蝶、最美的蝴蝶……一路拾

遗着蝴蝶的各种知识，一路走进这个“会飞的花朵”的

奇妙世界里。

结束了龙兴岛的游览，再度乘船来到茶岛，置身漫

山遍野的白茶之中，一本好书、一杯香茗，兴致使然。

在中国茶文化苑，通过茶之境、茶之源、茶之史、茶之

俗、 茶之香等全面呈现了茶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妙趣

无穷的江南茶村，恢复了江南农家的生活场景、茶村街

市集中展示了极具江南特色的工艺品，茶村磨坊为江南

农耕文化的代表，有了几代人传承的磨坊人家为游客精

心准备了各种美味小吃，周围农田种植的都是时令疏菜

与谷物，让游客远离城市喧嚣，寻找到不一样的自然宁

静。勇敢者的游戏，乘索道横跨天目湖，心理素质要足

够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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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酒店坐落在天目湖明珠半岛上，简

约的风格，明快的线条，中式古典建筑灵动

飘逸。从外形到独特的待客体验，都独具匠心。

客人可以在这里感受身、心、灵的全面释放。

坐在酒店大堂，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前，

景观池正对着天目湖，与湖水连成一线，将

湖光山色尽收眼底。

最惬意的时光，莫过于和朋友、家人一

起享受美味的下午茶。暂时放下繁重的工作，

只谈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没有嘈杂与纷扰，

只静静欣赏这边湖光山色。或者来一场天水

之间的禅修，抛开一切世俗的繁杂，让身体

彻底放松，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晚餐，就在酒店御味轩中餐厅。7 间优

雅的私密包房，房间以“竹”为名，有“竹”

元素的装饰。在这里可以品尝到最为精致的

本地淮扬菜，以及溧阳当地的招牌菜肴。溧

阳美食离不开“三白”（砂锅鱼头、白芹、

白茶）和“三黑”（乌米饭、雁来蕈、溧阳

扎肝），溧阳鸡和溧阳黑猪也都是远近闻名

的好食材。搭配新鲜时令蔬菜，吃得健康美

味。剁椒鱼头 , 鱼鲜剁椒略甜，搭配极佳口感，

咸淡适中，少了湖南剁椒鱼头的咸辣。海参、

野米和面条混在一起的吃法，很独特。看似

清淡，却回味无穷。在炎炎夏日，来一碗这

样的凉面，既能保证营养，又能消暑。每间

包房都配有湖畔露台，随着夜幕降临，还可

以倚着栏杆，欣赏天空迷人的蓝色，呼吸天

目湖清新的空气。 

预约一场晚上 8:30 的电影，带上宝宝

一起去地下一层的影音室看《疯狂原始人》。

宽大的座椅，或坐或躺，一个按钮轻松切换。

头顶的 LED 灯星星一般闪烁微光，给观影

时光创造美妙的氛围。平日里忙于工作，

此刻与家人一起欢聚的时光弥足珍贵。

酒店只有 35 个房间，极简主义的风格，

带来舒适的入住体验。透过房间的落地窗，

美丽的湖景、山景尽收眼底。WEI 酒店房

间的 MINI 吧，免费提供全天的能量补给，

晚上喝着冰啤酒，看着里约奥运会的战火

燃烧。难得的假期，不需要早起。在清晨

的一米阳光、鸟儿婉转动听的歌声中醒来。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在露台欣赏一会儿

专属的山水美景。

清晨七点，在浓荫遮蔽的大道上骑行，

时而有漂亮的 S 形弯道，我们用两轮画出

优美的线条，林间鸟儿鸣叫，风儿轻轻吹拂，

天目湖的水儿被阳光唤醒，泛起粼粼波光。

用雏菊装点单车，开启一天好心情。还可

以去离此不远的报恩禅寺逛逛。回到酒店，

时间尚早，还可以冲个澡，悠闲地吃个早餐。

遁隐湖光山色

Living exclusively in a landscape 
of lake and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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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光山色之中，享受惬意的下午茶时光。暂时放下繁重的工作，只谈
生活中的点滴幸福。浓荫大道上的一场惬意骑行，听林间鸟儿鸣叫。
雏菊装点的单车，开启一天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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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不只有醉人的山水美景，更是著名的“鱼

米之乡”，有着丰富的水产和瓜果。而这个季节，恰

好可以采摘到美味的葡萄。驱车来到一处葡萄园，满

目颗颗饱满的葡萄，透着诱人的光泽。这里的员工简

单教授了方法，就开始享受采摘的乐趣。尽管太阳光

是如此的炽热，汗水不住地滑过脸颊，依旧无法掩饰

内心收获的喜悦。这里就是十思园，可不是每个人都

能去的。这里很少对外开放，更像是会员制。这个季

节可以尝到玫瑰香、夏黑，还有甜度不是很高的维多

利亚。难得的是纯粹的原生态种植方法，采摘下来可

以直接带皮吃。小朋友尝试亲手采摘葡萄，品尝自己

的劳动成果，格外甘甜。葡萄园周边还有大片的水域，

绿竹掩映，亭台楼阁，诗情画意。这里也是垂钓的好

地方，据说能钓上鱼的几率很高。

到了溧阳，一定要点上一只本公鸡。长荡湖人家，只

有本地人才知道的餐厅。在溧阳市的边上，算不上多优

越的地理位置。餐厅的大门并不显眼，乍一看也只会当作

普通的餐馆。这里没有散座，只有包厢，没有华丽的装饰，

却有着地道健康的美味。作为当地特色的本公鸡，做得

享受采摘的乐趣

地道的溧阳美味

Enjoying the pleasure 
of picking

Authentic and delicious 
Liyang food

在溧阳，还藏着许多的湿地美景，如世外桃源一

般。沿途驱车，见湖面白鹭翩翩飞舞，不知不觉熄火

停车，怕惊扰了湖面上的精灵。驱车来到溧阳的最高处，

俯瞰整个天目湖自然景区。茶山、林木、竹海、湖泊、

小岛、山峦、低矮的白云，一层层错落有致地铺展开来。

鲜嫩没有腥味。因为是家中散养的鸡，也是限量版，需要

提前预定。溧阳野生白鱼，良好的水质孕育了良好的食材，

没有太多的人工雕琢，还原其本来的味道，入口鲜嫩爽滑，

丝毫没有腥味。鸡蛋羹，本鸡蛋加菜籽油蒸制而成。从色

泽到味道，都富有层次，给人味蕾带来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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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世界 享受生活

旅游休闲
T R A V E L & L E I S U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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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澳门 梦醒巴黎
Being placed in Macao   
Waking up in Paris

北疆天路 梦幻穿越之旅
The Heavenly Road in 
the Northern Frontiers  A 
Crossing Trip in the Dream

秋冬活力穿搭
The vigorous wear and 
match of autumn and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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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isian Macao looks like a bright gem, blooming dazzling light, 
sparkling the romance, fashion and art of Paris. The design of the Parisian 
of Macao pursues a classic French style and it is faithful to embodying the 
true spirit, glorious art and romanticism of Paris through history.

Being placed in Macao   Waking up in paris

置身澳门  梦醒巴黎
澳门巴黎人宛如一颗璀璨的宝石，绽放着夺目的光芒，
闪耀着巴黎的浪漫、时尚与艺术。澳门巴黎人的设计追
求经典的法国风格，并忠于透过历史体现出巴黎的真挚
精神、辉煌艺术以及浪漫主义。

澳门巴黎人综合度假村的兴建创意来自于著名

“光之城”巴黎的魅力和奇观，其一大特色为巴黎

铁塔。澳门巴黎人为宾客提供最齐全的综合度假村

设施，包括近 3000 间酒店客房及套房、会议展览

空间、国际餐厅美食、儿童天地、健身中心、主题

水上乐园、设有 1200 个座位的剧院及多元化的娱

乐选择。澳门巴黎人购物中心则以让人联想起巴黎

购物街的街道风格为主题，汇集潮流尖端的时尚品

牌，同时融合独特的街头艺人及哑剧表演，令旅客

恍如置身于巴黎街头。

踏入酒店大堂的瞬间，被摄人心魄的法式建筑

及装潢深深迷倒。庄严宏伟的镀金大门受巴黎歌剧院

启发而建，高耸华丽的圆形大厅更是旅客拍照留念的

最佳背景。其金色圆顶参照位于法国巴黎第七区精致

高雅的荣军院（L’Hotel National des Invalides）

而兴建，圆形大厅布满闪闪发光的青铜，两侧铺以法

国石灰岩及大理石，与镀金的海神喷泉（Fontaine 

de Mers）互相辉映，构成澳门巴黎人的中心。

感受巴黎的魅力

Feeling 
the charm of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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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澳门巴黎人正门的巴黎铁塔是按原建筑物

二分之一的比例兴建，以钢铁建造 , 每个细节皆媲美

原作。覆盖整个铁塔需要超过 6600 盏 LED 照明灯

及长 26 公里的电缆线，更可乘搭两座观光电梯前往

铁塔的 7 楼及 37 楼观景台，铁塔的观景台及餐厅更

可供瞭望澳门金光大道的绝妙风景以及每晚精彩的灯

光秀。澳门巴黎人的巴黎铁塔已成为澳门金沙度假区

闪耀的标志。

澳门巴黎人精致的设计，让人沉醉于巴黎的艺术

及历史当中。受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之启发， 澳门巴

黎人的接待处及礼宾部均以华丽的镀金和珠宝色调设

计，连同复制 17 及 18 世纪的古董地毯、青铜和水

晶吊灯、家具、丝绸纺织品及带有中国风格的瓷器等，

一同歌颂着法国装饰艺术的崇高地位，让人欣赏到这

些历史杰作。

澳门巴黎人的灵感源自巴黎历年来的革命情怀、

全球所知的精致建筑风格、青葱翠绿的花园、 无可媲

美的装饰风格，以及考究的艺术底蕴，将巴黎宏伟的

厅堂、豪华房间格调及宫廷花园带进澳门。澳门巴黎

人设有近 3000 间酒店客房及套房，均以当代法国格

调设计，适合旅客及商业与会者入住。其中超过三分

之一的酒店套房更坐拥巴黎铁塔的浪漫景观。豪华客

房、埃菲尔客房、天伦大床客房、里昂套房等带来舒

适的下榻。

宾客可以在这里尽情享受顶级法式料理、精致甜

点和澳门地道传统美味，以及中国各地的特色佳肴、

泛亚美食、传统休闲茶室、提供面食的餐厅、露天酒

吧等。共设七间全新顶尖餐厅，让宾客融入独特的环

境气氛，享用世界级的料理。

行政总厨 Alex Gaspar 的料理理念是“精选优

质食材，尽显食物真味”，在他的领导下，为宾客炮

制最出色的佳肴。澳门巴黎人是环球美食的新热点，

无论宾客希望度过一个休闲的充满法式情怀的下午，

还是在经典的巴黎法式建筑背景下求婚、庆祝结婚周

年纪念或举办生日派对等，澳门巴黎人的餐厅都将带

来一个难忘的体验。

澳门巴黎人的会议展览场地总面积占 5200 平

方米，其中包括适合举办大型社交晚宴及足够接待

约 2600 名宾客的巴黎人宴会厅、五间会议室、两间

董事会会议室、商务中心及室外多功能空间等设施。

占地 3400 平方米的巴黎人宴会厅可间隔成三间小型

宴会厅，提供数不胜数的场地选项。澳门巴黎人经验

丰富及专业的会议展览活动策划团队，均可按宾客一

切所需，做出悉心安排，确保活动完美无瑕。澳门巴

黎人的户外活动场地坐拥整个澳门金光大道的壮丽景

色，能容纳超过 500 名宾客，是举办大型招待会最

理想场地。此外，澳门巴黎人宽阔的露天池畔能让宾

客俯瞰金光大道的迷人景色，是举办不同规模的私人

招待会、派对以及商务活动的不二之选。同时也设有

温水池、咖啡室以及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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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金沙度假区最新落成的澳门巴黎人拥有 170

间零售奢华及生活时尚品牌店铺，汇聚最新的奢华时

尚以及高级品牌，带来非凡的零售体验。配以澳门金

沙度假区的“体验梦工场”及“Planet J 冒险王国”，

可谓集世界级娱乐于一身。澳门巴黎人设有室内行人

天桥，连接并可通往澳门威尼斯人、四季名店及金沙

广场，宾客可享受由澳门金沙度假区提供的额外 650

间零售商店、奢华酒店、两间剧场、会议展览空间及

设有 15000 个座位的金光综艺馆，带来完整而无界

限的一站式娱乐体验。

在游览巴黎人购物中心的同时，可感受法国人的

创作精神。购物中心汇聚来自巴黎以至世界各地的知

名品牌，满足不同宾客需要的同时，各区更以巴黎当

地最有名的街道命名，漫步其中，倍感悠然。澳门巴

黎人亦设有法国传统的路边咖啡室及酒吧，让宾客体

验真正的巴黎人生活。全新巴黎人剧场设有 1200 个

座位，将进一步践行此愿景。这个顶尖的剧院将为澳

门引进来自全球最卖座的国际娱乐表演，搜罗由演唱

会、百老汇剧场以至拉斯维加斯风格等各类精彩表演，

供合家观赏。

澳门巴黎人水世界是全新的付费巨大水上主题

乐园，让胆色过人的宾客前来挑战。水上乐园有专为

幼童而设、无与伦比的水上设施及浅水池；设有水枪

的飞船则是最受年轻一辈欢迎的设备之一。Q 立方

王国－儿童地带由室内至室外游乐场地所占面积约

2000 平方米，为 1 岁至 17 岁儿童而设，提供攀爬网、

滑涕、来自巴黎卢森堡公园的旋转木马、可以进行雪

球大战的球池、游戏机地带等，供入场的大人及小朋

友调剂繁琐的生活。酒店户外泳池设有让宾客放松以

及寻找刺激的区域。休闲椅及更衣室设于泳池旁，泳

池员工亦随时候命为宾客服务，送上鸡尾酒及热狗等

轻食。

体验奢华的时光

Experiencing
the luxurious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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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巴黎人坐拥 20 个巴黎著名地标复制建筑，令

澳门巴黎人别具一格。位于澳门巴黎人高 30 米的户外大

银幕精仿法国巴黎凯旋门纪念碑建造，由建筑师让·夏

格伦（Jean Chalgrin）建造参照无柱式新古典主义风格

建筑，其内还放置了一个接近 12 米高的电子屏。位于澳

门巴黎人购物中心三及五楼的蒙田大道长 60 米，拥有超

过 30 家令人梦寐以求的时装品牌及精品店。位于澳门巴

黎人购物中心三及五楼的香榭丽舍大道提供一系列精品

时装店及高端购物，让顾客享受真正的巴黎人体验。

凡登广场位于澳门巴黎人购物中心的正中央，面积

达 620 平方米，并以 5 吨多粘土打造，位于广场正中

57 米长的旺多姆圆柱上则刻有超过 1352 个浮雕。澳

门巴黎人的圣奥诺雷路位于澳门巴黎人购物中心三及五

楼，设有一系列极具特色的精品商店。澳门巴黎人水世

界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之塔高 13 米，同时设有螺

旋式的水上滑梯，由混泥土建造，精心重现了 200 多

年前的原建筑之细节与精髓。蒙马特（Montmarte）位

于法国巴黎市十八区的一座山丘，以街头艺术家及夜生

活著称，特点是位于这个巴黎最有名的歌舞厅顶上那极

富标志性的红色风车，这个法国最著名的风车就在澳门

巴黎人的泳池旁，高 10 米，又是一个吸引眼球的建筑，

也是不容错过的拍照景点。风车塔净高超过 9 米，塔底

直径超过 5 米。4 个精雕细琢的叶片每个有 6 米多长，

使风车的总跨度超过 12 米。

澳 门 巴 黎 人 水 世 界 中 的 飞 艇“ 信 天 翁 号” 

（Albatross）是以凡尔纳（Jules Verne）1886 年的

作品《征服者罗比尔》中同名船而命名的，外形让人联

想起 1956 年凡尔纳所著的电影《八十天环游地球》中

的热气球。整艘飞艇长达 15 米，看起来像是被 50 多

个螺旋桨和一个方向舵送上了云端。飞艇上有标志性红

白气球，下面连接着一个装配有翻斗孟戈菲热气球吊篮，

整体高达 5 米多。这个水上乐园区域还设有水上管道、

摇摆木桥、攀爬网、12 支水枪和两条水滑梯，是年轻

人游玩的理想胜地。

浪漫动人的设计

Romantic 
and mov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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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云南是美轮美奂的，悠远多姿的，那西双

版纳一定是原始神秘的，不可复制的。保存完好的热

带雨林，汇聚了众多的奇花异草，古树参天，它们柯

技交臂，郁郁葱葱；孔雀之乡，悠闲自在，美丽多姿；

温柔如水的傣家姑娘、古朴原始的少数民族山寨、繁

荣的南传佛教以及浓郁的东南亚风情，使这片土地充

满了神奇、迷人的魅力。2016 年 9 月 28 日，西双

版纳悦景莊花间堂绚丽绽放在这片充满傣家风情和雨

林气候的温暖之地。

花间堂素有 “唯美人文酒店”之称，这一次同样

没有让我们失望，西双版纳悦景莊花间堂有的不止是

“诗和远方”，还有欢歌笑语、热情洒脱，这是属于

花间堂的傣家之旅，这是属于西双版纳的花间生活。

作为平安不动产首创的高端度假平台首个样板示范区，

悦景庄·西双版纳斥巨资打造出了以每 16 亩雨林供养

1 栋傣寨墅的超低密度建造，使前庭后院最大化山居景

观视野，承袭“上避热、下避湿”的干栏式原始傣族风情，

甄选上乘木石原料，采用当地特有的建筑材料和文化

元素、符号、本土植物，实现斜坡瓦顶的纯正傣风 , 富

含人文风情融于自然的生态度假天堂。

西双版纳是一个被大山包围着的平坝，周边森林

环绕，绿意盎然，西双版纳悦景莊花间堂依托山势而

建，地势间或平坦，间或起伏，绿树与花株相依，放

眼望去，是满眼的苍翠，建筑便隐藏在密林中。当朝

阳缓缓升起时，站在房间中就能眺望到四周宛若仙境

的美，这个时候，在自然的王国中散步，呼吸着树木

的清香，感受阳光透过树叶空隙洒下的光线，不禁醉

在了这迷人的环境中。

畅游梦境西双版纳  静享山林傣家生活

Experiencing a sightseeing tour of  the dreaming Xishuangbanna,  
Enjoying quietly the life of  Dai family in the mountains and fo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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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悦景莊花间堂除了注重与环境的相依

外，也十分关注房间的私密性、舒适度，每一栋建筑

都拥有良好的采光、通风、动静分离，入住其中仿佛

化身成雨林中的精灵 , 悠游自在感受原始自然风貌。

酒店的设计也很独具匠心，一步一景 , 建筑与雨林环

境相拥，公共空间以神话发想，传说中的傣族祖先“野

象”, 吉祥鸟“孔雀”, 灵犀的引路者“马鹿”图腾，

无时无刻在设计中向旅人传讲人与土地的故事。

酒店的房间处处洋溢着傣族风情，以“五树六花”

为客房设计灵感 , 这是傣家村寨中都会栽种的植物 , 

鲜艳的色彩代表了傣家人的热情好客 , 优雅舒适的寨

墅空间象征高贵神秘 , 精致平和的文化。有深受欢迎

的阳光庭院房型 , 隐密性极佳的傣寨墅：阳光傣院别

墅、雨林双卧别墅、观花四卧别墅，适合亲朋好友欢聚，

多种房型提供了多种选择，让你尽情享受。走入房间，

陈列一目了然，果然是想象中的简洁、自然。没有过

多繁复华丽的设计，整个房间以木质为基调，地板、

家具、摆设处处都透露出一种古香古色的韵味，笔筒、

装饰画、沙发靠垫等一些细节处又穿插着傣族的味道，

两种风格相得益彰，使整个房间都充满了亮色。房间

独特开放式的设计，尽可能地将景色开放给入住的客

人，在阳台上小坐，竹椅、清茶、夕阳，尽享人生浪

漫时刻。

户外有舒压身心的无边际泳池 , 泳池吧提供下午

茶和果汁，闲暇之余，不妨去畅游一番，在蓝天下，

在树木中，体验不一样的游泳时光；如果是家庭游，

酒店还有适合亲子同嬉游的大自然森林儿童游乐场、

原生态农业基地，可以种花栽树，寓教于乐，与雨林

共生，在欢乐中陪着孩子成长，在美景中与孩子交流；

如果你来西双版纳是追寻心里的平静，酒店的抄经室

再适合不过，静心养性，在最自然的环境中最自然地

放松，享受独处静谧。

花间堂注重与当地的文化交融，创造出属于花间

堂的美学：源自丽江的复合式餐饮品牌“多多的面包

树”, 全日餐饮品牌“茴香”, 私人订制料理的“书烩

小厨”与新恋物美学态度的“花间市集”实体零售店等 , 

让你在旅行度假之余感受全新的花间美学。

西双版纳美丽、富饶、神奇，水田、绿地与山谷相

交错，欢声笑语与翠绿山野相掩映。西双版纳悦景莊花

间堂在这片山水环抱之地，坐拥城市美景和绿意盎然的

自然生态，犹如一个世外桃源，吸引着人们来到这个心

之向往的安歇之所，享受西双版纳的花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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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都市的喧嚣，告别烦躁和压力。在高贵而静谧的水疗中心，
补充满满的正能量，享受一段焕活身心的补给之旅。

正能量 轻补给

positive energy relaxed 
replenishMent

Being away from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the 
city, saying farewell to irritability and stress. 
Replenishing adequate positive energy and 
enjoying a journey of supplement for rejuvenating 
the mind and body in  the noble and tranquil 
spa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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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通盈中心洲际酒店五层的 Green Essence

青籁优体俯视京城最潮地标三里屯，旨在带给城市生

活狂一种高端的健康生活方式。

青籁优体（Green Essence）的 SPA 是引进上

海著名的水疗中心的 Green SPA，其专业的按摩团队

与多年的丰富经验保证了每位顾客都能真正享受身心

的舒缓时光。其悠然静谧的环境让您仿佛身临大自然

聆听海洋山涧的自然声音，馨怡精油熏蒸的幽幽香味，

沉淀您的思绪与心灵。它是传承青籁水疗 15 年经验自

行研发的专业手法，使用国际一线水疗产品，旨在为

客人提供一段身心灵的补给之旅。

店内的 SPA 汲取了中医经络推拿与西方水疗技

法之长，其按摩精油也均为专业芳香师精心调制，还

会根据北京的天气跟季节在调制时加入不同的成分，

诸如有着放松舒缓功效的“马乔莲”、有着治愈肌肤

功效的“桉树”等，在按摩时让身心尽享呵护之感。

青籁优体更创新了运动舒活的 SPA 项目套餐。

青籁优体
Green Essence

通过人体的五大感官功能，达到一种身体、心灵皆舒

畅自在的感受。在青籁优体，给肌肤护理一个新的定义。

不仅仅止于清洁、爽肤、滋润，更是人与人之间的质

朴沟通与能量流动。在青籁优体的美学空间与端和气

质中，让肌肤感受到优质产品给予的营养补充，娴熟

手法的肌体放松，由人和空间传递的满满正能量。

青 籁 优 体 面 部 护 理 产 品 悦 碧 施，（NATURA 

BISSÉ 为西班牙皇室御用产品）自成立以来，在创新

方面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能够高效并持久地保持

肌肤年轻。青籁优体新推出的 VENUS LEGACY 女

神机，严选五星级酒店专供的高端设备，结合专业按

摩手法，引用美学市场 PMF 技术，同时也获得 FDA

批准的双功能频和磁脉冲 PMF，以非侵入式的机械刺

激，击退橘皮组织，缩小脂肪细胞，改善粗腿、粗臂

和腰部赘肉、产后皮肤松弛等问题。使您远离喧闹的

都市，烦躁的环境和沉重的压力，沉浸在美妙平静的

感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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瑰丽酒店水疗品牌 Sense 进驻北京瑰丽酒店，这

是继墨西哥、加勒比地区、纽约等地的 11 家瑰丽酒店

之后的另一 Sense 水疗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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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其精致的天然竹制织品，

还是其优质的有机精油都将 Sense 水疗理念淋漓尽致

地呈现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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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se 水疗中心
Sense，A Rosewood Spa

心祥和安宁。

Sense 水疗中心将至真、至纯、至净的水疗理念

延伸至水疗套房。在 11 间水疗服务室之中，有 5 间水

疗套房，每间面积在 65 至 91 平方米之间，宽敞明亮

的空间为选择在此过夜的宾客提供了极致奢华的身心

体验。其设计融入了露天阳台以保证宾客无时无刻地

与自然同步呼吸吐纳、感受身心的至纯至净，露台周

围配以生机勃勃、绿意盎然的繁茂绿植，营造出一种

自然亲切的感觉，令宾客内心更为和谐。

Germaine De Capuccini 全身磨砂使用远东地区

最著名的香料之一藏红花，其芳香、色彩和抗氧化功

能历来备受称道。藏红花精粹、麦芽油、芫荽、小豆

蔻和依兰精油相混合的珍贵精油，具有深度滋润、令

肌肤重焕新生的神奇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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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季酒店水疗中心，以高端定制疗法及高效

能护理项目为核心理念，为宾客带来京城极致的舒适

水疗体验。四季水疗中心融合古老东方智慧与现代专

业技法，提供多项高效能护理项目。在私密幽静的茶

园中，四季酒店于京都为您呈献一片身心焕发的沉静

绿洲。

水疗中心位于酒店六层，11 间茧形理疗室围绕茶

园，均环抱明亮通透的挑高中庭，设计灵感源于中式

庭院的古建筑，设有 2 间贵宾理疗室附设蒸汽室及蒸

汽浴缸，空间宽敞，4 间双人理疗室和 5 间单人理疗室，

在宁谧和谐的气氛中为宾客注入能量，放松身心。酒

店的宾客通过“水疗管家服务”享受个性化的水分恢

复疗程。每个个性化的洗浴，都富有多种舒缓精油及

鲜活配方，从而达到身体及精神上的全面升华。

北京四季酒店水疗中心
Four Seasons Hotel Beijing Spa

专注高端品质的法国护肤品牌“原液之谜”

（Biologique Recherche）结合北京传统中医学权威

兰吉瑞医师的专业背景，是北京四季酒店多元定制保

健及理疗的重心所在。

除了招牌疗程及传统中医疗法外，四季水疗采用

独具特色的原液之谜全套面部润颜及身体护理产品，

目前在北京作为第一家酒店独家使用。身体疗法将根

据每位宾客的个体量身定制，进行个性化产品组合，

配合生物电子疗法，提升身体细胞活力，雕塑线条。

水疗中心华美呈现全新美甲沙龙The Nail Suite，

将精致呵护及美丽艺术延伸至手足美甲护理。坐落于

酒店六层水疗中心，The Nail Suite 以优雅而时尚的装

饰风格以及个性化奢华的服务，为宾客营造宁静惬意

的美甲空间，让宾客体验前所未有的奢华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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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半岛酒店近日全新推出“半岛全方位健康生

活概念”。半岛全方位健康生活概念是一项集水疗、

健身、康复及餐饮相配合的项目，旨在为宾客在旅途

和工作忙碌之余，领略完全个性化的身心体验，项目

融汇东西方养生之道、身心整合课程和营养美食，为

宾客倾力打造独特体验。

王府半岛水疗中心专门聘请了来自菲律宾的专业

物理理疗师Don，作为整个“半岛全方位健康生活概念”

的重要一个环节，他将会在宾客享受水疗项目、健身

康复项目及健康餐之前，为宾客的整个身体健康状况

进行评估后，给予相应的关于运动及饮食上的建议，

与专业的水疗、运动及餐饮项目相辅相成。物理理疗

师运用他们在训练、运动和身体机理方面的专业知识

帮助客人保持和改善身体机能。

王府半岛水疗中心
Peninsula Spa

在整个“半岛全方位健康生活概念”项目中，来

自王府半岛水疗中心的专业理疗师将根据东西方养生

原理为宾客提供优质的水疗及美容护理服务。王府半

岛水疗中心与两家顶级水疗护理品牌合作，来自法国

的“原液之谜” 融合了植物、海洋和生物萃取浓缩精

华，不使用任何人造香料，无需侵袭或有害技术，便

可在更短时间内让宾客的肌肤焕发动人神采，完美顺

应当下美容需求；英国品牌 ESPA 则着重打造个人化

的水疗体验，完美地融合了东方传统疗法、古印度疗

法和欧式疗法，独创不同凡响的水疗护理。为了进一

步增强护理疗效，水疗中心还提供一系列精美护肤品、

减压按摩油、赋活海藻和洁净泥浆，品质高超，纯天

然材料。此外，酒店还配有顶级香薰品牌 Five Sense

提供的香薰及蜡烛，从而带给宾客全方位的感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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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柳溪水疗（Willow Stream Spa）是费尔蒙酒

店集团的水疗品牌，以其本真、恢复活力的水疗服务，

为客人带来不同凡响的享受。北京华彬费尔蒙酒店的

蔚柳溪水疗是费尔蒙酒店集团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

全球第二家水疗中心，提供 60 余种顶级水疗服务。水

疗中心占地 2000 平方米，12 个豪华水疗套房位于空

中连廊处，尽览中央商务区的城市美景。水疗融合现

代西方和中国传统哲学，以“能量启发”为本，采用

国际知名水疗品牌产品，为宾客带来极致奢华的享受。

蔚柳溪水疗 12 个豪华水疗套房就位于空中连廊

中，可谓整间酒店的设计亮点。外墙与酒店正面富丽

堂皇的玫瑰金色建筑融为一体，玫瑰色的光辉与水疗

床上的玫瑰花蕾相互呼应，而水疗套房内部则采用中

国传统风格，以天然原木为主，让宾客在高贵而静谧

蔚柳溪水疗
Willow Stream Spa

的环境中，感受回归自然的全然放松。

蔚 柳 溪 的 水 疗 方 法 源 自 于“ 能 量 启 发”， 是

借鉴现代西方和中国传统哲学，使用国际知名品牌

Aromatherapy Associates。它的独特在于，有广泛

的治疗菜单适合不同的人群，提供超过 50 种治疗给男

人、女人、夫妻和团队的治疗方法。灵感来自于北京

费尔蒙的玫瑰金色外表， 一些玫瑰元素的护理使基础

的护理得到了升华。

蔚柳溪“元素水疗”是招牌式蔚柳溪护理项目。90

分钟的全身体验使用传统水疗治疗方式，源自自然的灵

感，使用自然元素包括“大地”（泥膜）、“空气”（有

机芳香疗法）、“水”（矿泉浴）和“火”（芳香暖油

按摩）。用摩尔泥、杜松、柑橘和茴香恢复干性或老化

皮肤的活力，并帮助宾客加速代谢，舒缓神经，放松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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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到了金九银十的黄金旅游季节，金秋时节

的北京又是极美的，让我有了说走就走的冲动，于是

带上一家老小去北京，怀着看最美秋天的期待我们开

始了此次金秋北京行。

此次我们预定的房间是北京华商会议中心，从机

场过来四十分钟的车程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时间，而且

从地理位置来说，距离什刹海、天安门广场、故宫都

很近，如果去八达岭长城，也是十分便捷的所在。

酒店坐落于北二环路内，入口处颇为隐秘和低调，

前台接待的美女很是热情周到。看到我们带了小朋友，

并贴心介绍九层的电影院本月播放很多小朋友喜爱的

电影，只要预约就可以观看喜欢的影片。

来到客房楼层，感到与众不同的是客房的门牌号都

是用镭射灯照在地上的。房间里的 iPad 智能操控，更

令人感觉科技感十足，从电灯到电视，从空调到窗帘都

是可以 iPad 一键操控，房内设有可视门铃。我们预定

的套房，面积有 130 平方米左右，一家人居住起来毫

不局促，更平添舒适感。有独立会客区，还有小厨房，

可以随时给小朋友制作餐食。圆形浴缸尽显奢华。还要

说说淋浴间的淋浴器，您背靠淋浴器站立，从头部、颈

部到背部、腰部都可感到水流喷出，一扫旅途劳顿。 

5 层御膳宫，主理精品粤菜和地道淮扬菜。全包

房用餐，包房装修奢华考究，不乏一些精品的工艺品，

用餐的同时更是一种艺术奖赏的过程，环境私密雅致，

具有东方韵味。

忙碌了一天之后，酒店 10 层的悦水 SPA 是放松

身心的好去处。 它所精心营造的氛围别具情调：在轻

音曼妙、芳香袅袅的雅致空间里，享受水滴、花瓣、绿叶、

泥土的亲抚；吮吸自然原野所散发的清新气息，一切

是如此温馨宁静，如天空飞翔的鸟儿、水中畅游的鱼

儿般自由自在，烦忧尽忘。负一层的游泳池及健身中心，

也是一个锻炼身体的好去处。

北京华商会议中心地处城市通达之地，坐落于北

二环路内，毗邻商业中心区，作为苏宁集团自建、自

营的第一家高端会议中心，拥有包含银河会在内的 43

套客房、风格典雅的爱丽舍西餐厅、全包房式的御膳

宫中餐厅和以五大名山命名的会议室及华丽的宴会厅、

悦水 SPA 等。酒店采用智能化的操控系统让您随时

了解会议中心全方位信息。宾客将体验贴身管家的专

享服务，感受至高无上的尊贵与荣耀。这里的每个角

落均渗透着传统的文化气息，浑然天成，令人游目骋怀，

使它成为北京各界名流云集之地。

大隐于市的智慧酒店 低调奢华的睿智之选

The smart hotel that is implicit in big city 
The luxurious and wise choice that 
maintains a low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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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城的时尚优雅体验

Fashionable and elegant 
experience of hibiscus city (Chengdu)

成都茂业 JW 万豪酒店坐落于成都核心商务区，邻近

成都心脏地带——天府广场及著名旅游景点宽窄巷子，宾

客可俯览成都市新的地标性建筑四川省图书馆及成都市博

物馆。

酒店拥有 298 间独具魅力的豪华客房、47 间格调雅

致的套房及 1 间品位高雅的行政酒廊，为客人提供触手可

及的奢华享受。酒店洋溢精致优雅而时尚的格调，其建筑

设计灵感源于中国传统图案和技艺，精心搭配的手工艺术

品、充满质感的材料以及温暖的整体色调，无一不体现出

空间的时尚曼妙之感。

酒店招牌粤式餐厅——万豪中餐厅提供精致的传统粤

菜及新派川菜，让宾客尽享美味体验。餐厅室内设计灵感

取自于越剧服饰上的细密花纹，以抽象的方式呈现了祥龙、

瑞云和滔滔江水的意象。无论是商务晚宴、家庭聚会或是

小型活动，5 个私密的中餐包间将为宾客呈现难忘的私享

美食体验。

酒店另设有 3 间风格迥异的餐厅提供丰富多样的佳肴

美馔，为宾客打造独特且丰富的餐饮体验。味·全日制餐厅，

提供环球风味的零点菜肴及丰盛的自助餐；成都烘焙屋，

提供创意三明治、花式甜品及艺术咖啡饮品，带来舌尖“甜

蜜诱惑”；高空时尚酒廊大堂吧，提供创意鸡尾酒、饮品

和特色小吃，是客人社交、休闲的最佳场所。

酒店拥有占地 1800 平方米的多功能会议空间，均配

备顶级的灯光音响系统及尖端先进的会议设施。其中 966

平方米的无柱式高空大宴会厅，拥有落地玻璃窗及户外屋顶

花园，能同时接待 700 人聚会或剧院式布置 800 人的会议

活动，并可根据客户需求，灵活组合变化为三个独立的会议

室，与酒店另有的 8 间会议场地完美搭配。无论是私人的

社交派对或是大型展会，酒店世界级水准的奢华会议空间及

经验丰富的服务团队，将精心为宾客完美呈现每场活动。

时刻关注顾客的健康生活方式，成都茂业 JW 万豪酒

店提供一系列完善的康体设施，包括：全年开放的室内恒

温泳池、提供丰富护理选择的水疗中心及设施完备的健身

中心，为宾客提供焕发身心的愉悦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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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万达“第 100 家酒店”合肥万达文华酒店隆

重开业之际，万达酒店及度假村“百家酒店庆祝盛典

暨品牌发布会”在合肥万达文华酒店华丽开启。活动

当天，万达酒店及度假村高层、合作伙伴、媒体朋友

等上百位精英人士齐聚一堂，一同见证万达酒店及度

假村“四年百家，礼耀全球”的荣耀时刻。活动中，

万达酒店及度假村旗下四个豪华酒店品牌的重装发布

成为整个活动的亮点，让在座嘉宾无不叹为观止。

万达酒店及度假村总裁钱进先生在发布会上对过

去取得的成绩倍感荣幸，同时也提出了新的展望，“在

过去 4 年内，万达酒店及度假村以惊人的发展速度缔

造了行业的传奇，从最初的酒店业主，发展成为集酒

店业主、自营管理、品牌输出三种经营模式为一体的

豪华酒店公司，并且完成了 100 家酒店的开业。如

今‘四年百家’公司发展又一崭新起点，我们将品牌

输出和布局全球作为我们未来发展的双引擎，蓄势待

发，再接再厉，奔向我们的第二个目标：至 2020 年，

将万达酒店的数量在全球增至 160 家。

活动除了庆祝万达酒店及度假村拥有 100 家酒

店之外，还重装宣布了万达酒店及度假村的全新定位，

以及旗下四个酒店品牌的理念。经过四年的探索和积

累，万达酒店及度假村已经熟练具备快速打造星级酒

店全链条的经营能力。因此，重新对公司文化进行了

定位，并提出了明确的公司愿景，即成为源自中国

并受人尊敬的国际豪华酒店公司；核心价值观，即人

为本，礼为先；公司理念，即以礼至善生活。正如万

达酒店及度假村常务副总裁朱福明先生在发布会中指

出：此次对公司文化、品牌定位的重新梳理，是为万

达酒店及度假村在将来更好、更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我们有了明确的准则之后，将更有利于加快品牌

输出的步伐，推进万达酒店及度假村向“成为源自中

国并受人尊敬的国际豪华酒店公司”目标迈进。

四年百家  礼耀全球

It takes only 4 years to create a miracle for 
the goal of completing 100 small hotels
surprise and gratitude will be 
presented to the whole wo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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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河雅乐轩酒店为海航集团所有，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雅乐轩酒店，以现代美

学设计、充满活力的色彩搭配和最前沿的

高科技设备，营造出一间间旅途中的惬意

“乐窝”。

酒店位于广州市繁华商业区天河区的

核心位置，广州东站、天河体育中心、天河

城购物中心均步行可达，为入住的宾客提供

众多的商务、餐饮、购物和娱乐休闲选择。

酒店的设计充分考虑了追逐科技新潮

流的年轻一代的喜好，所有 498 间阁楼风

格的“乐窝”客房都将提供 SPG 智能入住

服务——这是酒店业第一个真正无需钥匙即

可入住的智能系统。每间客房都配备雅乐轩

品牌的舒适睡床、超大的淋浴花洒、定制的

Bliss® Spa 水疗沐浴产品、免费高速 Wi-Fi

无线网络及 43 寸液晶电视。客人无论是要

休闲娱乐，还是高效工作，都可兼顾。酒店

还提供品牌特色的 ArfSM 宠物计划，体重

在 18 公斤以下的狗狗可以随主人一起入住

酒店，还会得到宠物狗专属的雅乐轩品牌狗

窝和碗。

酒店提供多个餐饮和社交空间，供宾

客们在此交朋会友、放松身心、尽情享乐。

酒店的特色餐厅喜趣提供自助早餐、零点和

特色菜肴。美食爱好者还可以前往 24 小时

开放的能量 : 站 SM，享用即拿即走的便捷

美味小食和饮品。

此外，酒店还配有多间“策略”会议室，

总面积达 1000 平方米，其中包括两间 300

平方米的活动场地和 8 间小型会议室。所有

场地都配备高速网络和先进的视听设备。

在雅乐轩品牌特色的W XYZ®酒吧中，

客人们不但可以品尝清新怡神的鸡尾酒，还

可以放松消遣——这里不但配备了桌球，还

会举办雅乐轩品牌特色“乐动雅乐轩”(Live 

at Aloft Hotels) 现场音乐表演。希望保持

跃动活力的客人一天中任何时候都可以前往

充电站 :SM 健身房健身。

旅途中的惬意“乐窝”

Cozy fairytale house during 
the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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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青葱的岳麓山，火红的口味虾，

深灰的西汉夫人，蓝黄间的酒吧，橙黄的芒

果台，与每周末如约上演的橘洲焰火一样五

彩斑斓，长沙，一座制造快乐的山水州城。

作为革命圣地，橘子洲、岳麓书院、爱晚亭

都留下中国伟人毛泽东的足迹，花明楼则是

刘少奇的故乡。长沙广纳古今美景，如诗亦

如画。在某个周末，坐上高铁来长沙，体验

一次惬意短途旅行。

长沙万达文华酒店就坐落于风景秀丽的

湘江畔，毗邻万达广场，咫尺繁华的商业中

心五一广场。在这里，无论是商务出差还是

观光旅游，充满东方艺术气息的万达文华酒

店都将是星城长沙最为惬意舒适的居停之所。

步入长沙万达文华酒店，殷勤好客的

文华天使早已准备清爽的茶水和湿毛巾为您

接风洗尘。她们热情的笑容温婉优雅地诠释

着中华礼仪之美。大堂内，水晶灯珠拼绘成

闪亮芙蓉花图案，烘托出浓烈的 “盛世芙蓉”

之祥和景象，点点滴滴诠释着东方的韵致与

焕然活力的湖湘文化完美融合。

424 间客房和套房精美典雅，无处不

见艺术装点的整体空间，洋溢着星城热情的

气息。按下自动按钮，窗帘徐徐向两侧拉开，

放眼远眺窗外，湘江美景和橘洲风光一览

无遗、尽收眼底。闲暇时光，花上 10 来分

钟步行至橘子洲。这片被称为世界上最大

的内陆洲，它以岳麓山为邻，与湘江水做

伴，形成的“一面青山一面城”的独特景观，

让人叹为观止，也成为了长沙排名第一的

风景名胜。

一天的旅途劳累后，用美食来补充能量

是最好不过了的。在长沙万达文华酒店，饕餮

飨宴令人回味无穷。在开放式厨房的“美食汇”

全日制西餐厅尽享国际风味；或在“品珍”中

餐厅品尝纯正湘菜及粤菜，都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入夜后，在大堂酒廊内，伴着现场菲律宾

乐队带来的美妙歌声，小酌一杯，享受一个惬

意的夜晚，为整天的旅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长沙万达文华酒店以细致入微的关怀为

宾客营造始终如一、温情备至的到达与离店的

尊崇体验，顶级奢华的设施、贴心细致的服

务都将为您创造隽永难忘的美妙回忆。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一段 308 号 邮编 : 

410005     电话 : 86 731 8800 8888

长沙万达文华酒店
湘江之畔的惬意居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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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北部、阳澄湖南岸

的阳澄湖半岛旅游度假区，地理位置得天

独厚，景色怡人，俨然是城市之中的“世

外桃源”。走进阳澄湖半岛旅游度假区，

感受清净的自在生活。漂亮的自行车环道，

大片的绿草地，美丽的阳澄湖、雄伟的重

元寺、古典的天主教堂，醉人的莲池湖公

园等等，不似仙境胜似仙境。

阳澄湖澜廷度假酒店临湖而建 , 毗邻千

年古刹重元寺，近接浩淼阳澄湖岸，是一家

洋溢着东南亚风情的五星级酒店。酒店房间

高雅，集住宿、餐饮、娱乐、会议、SPA、

休闲于一体，在这里，可尽享美味，同时酒

店“漾 SPA”水疗也能让你身心舒展。漫步

在诗一般的澜廷，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除了阳澄湖澜廷度假酒店之外，万邦

音昱水中天精品养生酒店也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音昱水中天”与阳澄湖浩淼湖波

融合无间，营造内外共生、自然古朴的圆

融之态。特由世界级建筑设计师曹慰祖先

生携手“中国现代主义建筑之父”张永和

先生，及知名建筑设计研究室设计共和创

始人郭锡恩先生、胡如珊女士共同规划打

造，做到了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更多人开

始追求心灵上的放松，一次惊险刺激的天

空旅程，一场酣畅淋漓的骑行运动，将精

神从封闭的空间中解放出来，给身体来一

次放松。度假区内的若航苏州直升机场，

是目前中国乃至亚洲地区最大的直升机基

地。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来一次自由

翱翔。在高中之上倾听风的呼啸，在蓝天

之下俯瞰大地美景，感受身体与心灵的双

重刺激，如果还不过瘾，你可以考虑报名

直升机飞行教程，让自己也拥有自由翱翔

的能力。

在度假区，还有一条环湖自行车道，

是江浙沪地区能够带来最佳骑行体验的专

用自行车道。设施完备的环湖车道全长约

50 公里，其中的 7 公里水上段自行车道

更是独一无二。沿着蜿蜒迤逦的车道骑行，

和微风为友，与湖水同行，时不时和岸边

的翠柳、绽放的野花、翱翔的白鹭打个招呼，

不禁感叹人生是如此惬意。

紧靠城市的莲池湖公园，以“禅”意

阳澄湖半岛
逐水而居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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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公园、绿地、木廊、雕塑等都充满

了古朴森森的幽意。沿着莲池漫步畅游，

整个身心都融入这碧绿之中，得到畅快淋

漓的释放。

就在莲池湖公园旁，始建于南北朝梁

武帝时期的千年古刹重元寺屹立于此。这

座距今已有 1500 多年历史的与寒山寺同

时代的寺庙，堪称江南佛教重镇，许多文

人墨客也在此留下诗文，更有国内最高的

室内观音像坐落于此。在这里与山光水色

共振，与自然相通，在莲叶暗香与饭香荡

涤之间，“云水净心”，享受生命，升华

魂灵。

与重元寺隔湖相望的是天主教堂，哥

特式传统教堂建筑，主塔高 77.6 米，是国

内目前最高的教堂建筑，值得一提的是，

教堂在建筑外立面融入了苏州粉墙黛瓦的

色调，富丽堂皇中不失庄重，古典优雅中

不失俏皮。

“晨烹山蔬美，午漱石泉洁。”虽然

没有大诗人陆游诗中所描写的安然生活，

但是翰尔园素食餐厅却有着放翁先生所崇

尚的素食主义，翰尔园素食餐厅以健康养

生为基础，遵从自然健康，返璞归真的饮

食习惯，倡导纯正而不娇柔做作的素食主

义，在萦绕的茶香中品尝美食，在潺潺的

湖水中回归内心的平静。

如果说翰尔园素食餐厅是宁静的水，

那 mammamia 餐厅则是浓烈的火，火焰

熊熊的披萨炉，燃烧的果木烤制意式披萨，

让你瞬间有种来到亚平宁半岛的错觉。餐

厅的厨师来自意大利，为你带来意大利的

纯正美食。伴着阳澄湖的风韵就餐，也是

别有一番滋味。

在度假区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

到星华街游客中心咨询。游客中心包含旅

游服务、旅游管理、游客集散、规划展示、

商业服务等功能。你还可以了解到独特的

集绿色公交、慢行系统一体化的岛内绿色

公共交通体系。

在离开度假区之前，不要忘了到奕欧

来苏州精品购物村转转。在这个“欧范十足”

的购物村，意大利建筑风格与东方设计元

素相融合，坚持“购物是一种艺术化的生活”

的理念，把购物也变成了“一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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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天路，一路从东到西，穿越整个内蒙古地区。钻山岭、穿沙漠、跨河湖，探访北方游
牧民族。一望无际的绿色大草原，一座座白蓝相间的蒙古包，浩瀚的库布其沙漠及西部梦
幻大峡谷，夜晚还有的皓月星空。无不在完美演绎着这片秘境的浪漫与梦幻、静谧与奢华！

北疆天路
梦幻穿越之旅

the heavenly road in the 
northern Frontiers
a crossing trip in the dreaM

撰稿：CICI    摄影师：舒适

The Heavenly Road in the Northern Frontiers starts from the east and 
ends in the west, crossing the whole area of inner-mongolia. It goes 
through the mountains, across the desserts, over-spanned the rivers and 
lakes, while visiting the nomadic tribes. The green prairie as far as the 
eye sight can reach, the gers striped in white and blue stands one by one, 
the vast Kubuqu dessert, the fantastic grand canyon in the west and the 
cool moon and star dotted sky at night. All performed thoroughly the 
romance and dream, quietness and luxury of this mysterious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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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市的市中心拥有一座与拉萨大昭寺同音不同

字的格鲁派（黄教）藏传寺庙，它就是大召寺。大召

寺有近 500 年的历史，它最早由蒙古土默特部落的首

领阿拉坦汗于明万历七年（1579 年）主持创建的，是

呼市的喇嘛教寺院，也是蒙古少有的不设活佛的寺庙。

这座寺庙的建立推动了整个游牧民族的改革，由过

去信仰萨满教而改为信仰黄教，后来人们称大召为无量

寺，也代表着大召所做出的贡献是功德无量的，所以我

们看到整体寺庙的主要建筑用的是明黄色的琉璃瓦。

大召寺当中有着全国非常著名的三绝，最大的银

佛，泥塑的龙雕，精美的壁画，现在的东庙中还供养

着一尊申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玉制佛像，这尊佛像

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宝石镶嵌最多的玉石佛像。让人

不得不为高超精湛的艺术水准所折服，也为信徒们供

奉佛祖的慷慨与无私而感慨。

 寺庙的正前方矗立着一座牌坊，侧前方是阿拉坦

汗的巨大雕塑，他面容和善，泰然自若地目视着远方。

阿拉坦汗是明代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首领，系成吉思

汗 17 世孙，他一生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又重视农业

生产，发展手工业，是明朝土默川军事经济发展的开

创者之一。

寺内还收藏着明宣德炉，清康熙皇帝用过的龙凤

孔雀伞，康熙帝时皇宫的 8 个珍珠八宝宫灯，康熙皇

帝的“万岁龙牌”，乾隆皇帝赐的鎏金财神，明清两

代唐卡以及宗教活动使用的各种法器、面具等都是极

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两面很长的佛教文化

长廊上面详细介绍了佛祖、天母、护法、菩萨、罗汉、

佛照青城·大召寺

The Green City under the Light of 
Budda – the Jokhang Temple

金刚、唐卡、曼陀罗、药师、各教派创始人，佛事活

动与爱国主义等内容。

大召寺不仅是一处佛教圣地，它那辉煌的召庙建

筑、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以及神秘的恰木舞蹈，让

它独特的“召庙文化”成为呼市，乃至内蒙古地区的

珍贵的文化宝库。

大召寺周边便是复古的塞上老街，依照清明时期

的建筑特点修建。被誉为老呼和浩特的旧影浓缩。老

建筑配上蒙族特色小店，静静走在古街的石砖路上，

也并没有那么热闹和拥挤，生活的场景随处可见，这

就是呼市的生活，简单而安逸，别有一番风味！、

老街上有很多店铺都售卖很具有民族特色的马

具、弓箭、蒙古族乐器等。动物的皮毛，活灵活现的

狐狸、蒙古獒、狼的标本等。其他就是古玩、民俗小物、

土特产的商店。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那里还有不少手艺人依旧

存在，如羊毡烫画、皮革制作等，看着他们手中已经

起了包浆的工具，才让人觉得这份手艺的传承依旧印

刻着历史的痕迹。手艺人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更多的是守护着一代文明的延续。

塞上老街

The old streets beyond the 
Great Wall

大召寺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
区大召前街

Tips



120・TRAVEL&LEISURE

TRAVEL            | TravelS

“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

蒙古族人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每年七八月牲畜肥

壮的季节举行“那达慕”大会。这是人们为了庆祝丰收

而举行的文体娱乐大会。今夏举办的盛会已经是第27届，

于 8 月 23 日正式开幕，并将持续多日。其举办地址选

在绿草悠悠、背靠阴山山脉的文化区。

那达慕起源于蒙古汗国建立初期，成吉思汗被推

举为蒙古大汗时，他为了检阅自己的部队，维护和分

配草场，每年 7 ～ 8 月间举行“大忽力革台”（大聚

会），将各个部落的首领召集在一起，为表示团结友

谊和祈庆丰收，都要举行那达慕。起初只举行射箭、

赛马或摔跤的某一项比赛。到元、明时，射箭、赛马、

摔跤比赛结合一起，成为固定形式。后来蒙古族人亦

简称此三项运动为那达慕。

那达慕会场热闹非凡，七彩礼炮一燃，开幕式便

正式开始了。苍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会场内草长

莺飞、花香四溢，200 位马头琴手齐声演奏，那达慕

在悠扬的琴声中缓缓地拉开了帷幕。舞者们错落有致

地散落在会场中央，像一朵朵盛开的花朵，随风儿在

这片草场上翩翩起舞。他们用音乐和舞蹈见证了日新

月异的内蒙古。

 在那达慕大会上最让人血脉贲张的表演一定要

算上马术！骑士们身着古代盔甲，在沙场上奔腾而过

扬起阵阵黄沙，好像看到了千百年前成吉思汗领军打

仗的场面。顶碗舞是蒙古族从元代传承下来的民间舞

蹈。相关的史料记载，顶碗舞的由来与佛教有着一定

的渊源。

那达慕大会上有惊险刺激的赛马、摔跤，令人赞

赏的射箭，有争强斗胜的棋艺，有引人入胜的歌舞。

赛马也是大会上重要的活动之一。比赛开始，骑手们

一字排开，个个扎着彩色腰带，头缠彩巾，洋溢着青

春的活力。赛马的起点和终点插着各种鲜艳的彩旗，

只等号角长鸣，骑手们便纷纷飞身上鞍，扬鞭策马，

一时红巾飞舞，如箭矢齐发。

敕勒川草原上的那达慕大会

The Nadam Fair on the 
ShuLluochuan grassland

敕勒川草原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
左旗西部

成吉思汗陵
地址：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
金霍洛旗境内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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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陵，简称“成陵”，是蒙古帝国第一代

大汗成吉思汗的衣冠冢，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

市伊金霍洛旗草原上。由于蒙古盛行“密藏”，大汗

或部落首领去世后，常把遗骨葬在水草丰腴的地方，

挖坑深埋，然后用马践踏为平地，看不出任何痕迹为

止。所以真正的成吉思汗陵究竟在何处始终是个谜。

陵园占地面积约 55000 多平方米，主体建筑由

三座蒙古包式的宫殿构成。三个蒙古包的圆顶上，金

黄色的琉璃瓦在灿烂的阳光照射下，熠熠闪光，圆顶

上部有用蓝色琉璃瓦砌成的云头龙，即是蒙古民族所

崇尚的颜色和图案。

金碧辉煌的陵宫，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雄鹰，展现草

原帝王陵恢宏气势。乳白色的墙壁，朱红的门窗，金黄

的宝顶，蓝色的云图，独具蒙古民族特色。陵宫是祭祀

成吉思汗的圣地，其建筑保留了成吉思汗八白宫的形状

特点，成为蒙古民族代表性建筑。陵宫内供奉着成吉思

汗八白宫（室），并有巨幅壁画。陵宫屋檐正中悬挂着

原国家副主席乌兰夫题写的“成吉思汗陵”牌匾。

九十九级吉祥台阶，蒙古民族崇拜苍天，认为永

恒的长生天是由九十九重天组成，成吉思汗当年在茫

茫草原拉起万群牲畜的练绳，以九十九匹白马之乳汁

洒祭苍天，九十九级台阶就是根据这一习俗建立，是

吉祥福禄的象征。从远望去，又似永不停息的河水，

寓意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这一“永恒的河”源远

流长，永世长存。

雕刻蒙古民族图案的汉白玉苏勒德祭坛是供奉成

吉思汗战神的地方。以主苏勒德和四柄陪苏勒德组成

的“四斿哈日苏勒德”是成吉思汗所向无敌的战神 ,

平安吉祥的保护神，是成吉思汗勇往直前精神和压倒

一切邪恶的力量的象征。苏勒德的缨子用九十九匹公

马鬃制成。祭坛上还安放着大蒙古国的阿拉格苏勒德

（花纛）。

成吉思汗陵园门牌楼，是进入成吉思汗陵园的标

志。它像是绿草中立起的白色毡帐，铭记历史伟人业

绩的气势雄浑的丰碑。乳白的颜色，是纯洁的象征，

吉祥的祝福，像一条洁白的哈达，欢迎远方的客人，

祝福人们吉祥安康。牌坊式大门上端悬挂着原国家副

主席乌兰夫题写的“成吉思汗陵”石雕牌匾，显得格

外庄重。门牌楼与陵宫相互辉映，将人们带入沧桑的

历史长河。

成吉思汗，是两千年来影响世界最大的人物之一，

他不但是蒙古民族的伟大缔造者，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

英雄。在蒙古人的心中地位无比神圣，这也使得成吉思

汗陵的地位极为尊贵和神圣，是蒙古人心中的圣地。

蒙古人心中的圣地

The holy land in the heart 
of the Mongolian people

左页图：那达慕大会民俗
节目表演；
右页图：成吉思汗陵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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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亿年前，这里曾是汪洋大海；6500 万年前，

这里曾是恐龙活动的家园。这里许多恐龙化石，现陈

列于南寺博物馆。随着古代海洋的消失，今天残留下

了丰富的地下水和星罗棋布的湖泊，而月亮湖就是其

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湖泊。

腾格里达来·月亮湖沙漠生态探险度假营地位于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腾格里沙漠腹地。腾格里，蒙古

语意为“象天一样浩瀚无际”；达来，蒙古语意为“大

海”。顾名思义，月亮湖定是像天宇般浩大的沙漠海

子了。作为国家沙漠地质公园，这里是阿拉善 27 万平

方公里大地上最美、最成熟的旅游景区之一。

乘飞机俯瞰，月亮湖状似一幅中国地图；而其东

部又恰似一弯明月。所以，当地人便将其称作“中国

湖”或“月亮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月亮湖

奇特景观。月亮湖形状酷似中国地图，站在高处一看，

一幅数平方公里的中国地图展现在眼前，芦苇的分布

更是将各省区一一标明。

湖水为天然药浴配方液，湖水富含丰富的微量元

素，与一国际保健机构推荐的药浴配方极其相似，而

且湖水极具生物净化能力，恢复自然生态本色；还有

长达1公里的千万年黑泥沙、宽近百米的天然浴场沙滩，

推开其表层，下面厚达十多米的纯黑泥沙，其质地远

远超过死海的黑泥，是天然泥疗宝物。

夏秋季节的腾格里达来·月亮湖沙漠生态探险旅

游度假营地更是景色宜人，黄的沙、蓝的水、绿的草、

悠扬的歌、醉人的酒，令远足而来的游客疑为人间仙境，

恍若步入海市蜃楼，静谧而安详，神奇而惊喜。

入夜的月亮湖静寂而绚丽，五彩缤纷的地灯和路灯、

廊灯把整个景区装饰成天国乐园。马头琴响起来了，篝

火点燃了，伴着悠扬的蒙古长调，原本相识或素昧平生

的人拉起手翩翩起舞，纵情歌唱，陶醉在大漠的怀抱中。

在月亮湖畔的绿洲上，洁白的蒙古包纵横交错地在

绿洲上撒开，像刚刚破土的蘑菇。景区还有高雅的休闲

木屋、别墅和总统套间以及玻璃会议厅。而古朴的蒙古

包里也设有空调、闭路电视、电话等现代化设施，使游

客在具有民族特色的蒙古包中，体验舒适的度假乐趣！

纵情月亮湖畔

Letting out emotions by 
the lake of the moon

月亮湖
地址：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
善左旗境内

响沙湾
地址：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
拉特旗响沙湾旅游景区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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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肯响沙“响沙湾”居中国响沙之首，被称为“响

沙之王”。依着滚滚沙丘，面临大川，背风向阳坡，

地形呈现月牙形分布，坡度为 45 度倾斜，其上没有

任何的植被覆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沙丘回音壁。从

沙丘的顶部向下滑会响起“嗡嗡”之声。然而“沙鸣”

始终是一个谜团，千百年来，人们都解释不了响沙的

成因，便赋予了它很多美丽的传说。

响沙湾是集观光与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综合型沙漠

休闲景区，包含莲沙度假岛、福沙度假岛、一粒沙度

假村、悦沙休闲岛、仙沙休闲岛五个区域。地处于中

国著名的库布其沙漠的东端，是中国境内距离及北京

非常近的沙漠旅游胜地。这里也是摄影人喜欢的地方。

沙子干燥时，攀着软梯，或乘坐缆车登上“银肯”

沙丘顶。往下滑溜，沙丘会发出轰隆声，轻则如青蛙“呱

呱”的叫声，重则像汽车、飞机轰鸣，又如惊雷贯耳，

更像一曲激昂澎湃的交响乐。

莲沙度假岛是一个以佛教文化为主的让人真正放

松的地方。是一个心情愉快、健康美丽快乐的地方。

莲沙度假岛上硕大的莲花度假酒店是不用砖、瓦、沙、

石、水泥、钢筋而建造的绿色建筑，环保生态，是心

灵深处的一片净土……

去福沙度假岛感受到蒙古人存在的世界。以蒙古

人的方式过蒙古人的生活，悠然自得地享受游牧民族

的快乐：从祭敖包到蒙古女骑士，从参加“鄂尔多斯

大漠豪情响沙湾

The roaring sand bay with 
desert emotions

婚礼”到野外自助烧烤，从牧羊女到勒勒车，从驰骋

的马群到蒙古人草原大迁徙，从草原泳池到蒙古帐篷

群，以及萨满、奶食品、歌舞、篝火等。可以居高临

下躺在蓝天下，闭目养神，聊天在清风吹拂的蒙古大

篷下，眼前是无尽的辽阔……这样过上几天几夜……

一粒沙度假村与沙漠各岛隔河相望，于罕台河东

岸半山腰，河水从它的门前流过，对岸是茫茫沙海，

在这里体验水上瑜伽、水中健身操或参加游泳比赛。

而一粒沙度假村自由自在，会把你带到过去或未来、

电视里或电影里、或某一个小岛。会让你忘记属于自

己的一切，而一切又属于你自己……

也可以乘着沙漠深处的火车，可能会看到长长的

驼铃商队，会路过古老的蒙古部落，进入悦沙休闲岛，

在这里体验艺术与体育带来的愉悦，艺术体操、健美

操、街舞、沙滩排球等，可以欣赏这里的表演，也可

以参与到其中，或在沙漠水世界尽情享受那难于言表

的“爽”…… 望着那无际的沙…… 或去沙雕部落展

示自己更加美丽的身姿或自己动手雕它一座，或在沙

画板上体验一次创作，把自己创作的沙画带回家—— 

挂在墙上，这里吃喝玩乐应有尽有。

在沙漠中各种深浅的大型泳池里，以各种泳姿释

放自己。累了，就躺在清爽的沙滩床上，美美地过上

几个小时 , 同时可以与同行的人边吃边喝边聊哦，别

睡着了，演出一定会有的，悦沙岛每天会有十多场不

同的演出或比赛，有艺术的、

有体育的…… 

然而仙沙休闲岛却带给

我们另一番景象。这里是张

果老的世界，休闲之余，各

种刺激的体验活动都可参与，

沙漠探险与空中飞索，冲浪

与秋千，轨道自行车，小孩

子的项目都有。在这里的表

演都很惊险的，高空走钢丝，

环球飞车，刀山，吃火，喷火，

还有大型“沙漠杂技大世界”

剧场在欢迎你。你还可以吃、

可以喝，还可以躺在清风凉

爽的环境下做神仙……

左页图：湖畔饮水的骆驼 ;
右页图：大漠响沙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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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骋在一望无际乌日图湖原始草原，四周沙丘环

绕，碧水蓝天。清澈的泉水，野花的美丽，摇曳的芦苇，

挣扎的田螺，飞翔的水鸟，原始的状态在这里延续，

纯洁的心田在这里繁衍。在这里，一起感受内蒙古原

始草原的辽阔与宁静。

七星湖由七个湖泊组成，呈现出北斗星状排列，

湖泊以沙山相隔，空气洁净，湖水清澈，碧波涟漪，

静谧秀丽。每年的四月和十月份，大量迁徙的候鸟选

择在公园的第二大湖——天鹅湖栖息。上万只天鹅、

灰鹤、大雁游弋于清澈的湖面上，藏匿于茂密的芦苇

荡里，一阵清风习过，鸟儿振翅齐飞。千亩湖面、万

鸟飞行的胜景带给您沙湖观鸟的别样体验。

七星湖藏蓝的天空仿佛让人置身爱琴海烟波深处，

朵朵白云有如海中泛起的浪花，定格在烟波浩淼的大海

里。湖面波光粼粼，湖中散落的芦苇在风中摇曳。当初

升的太阳冉冉升起，当西去的夕阳染红天际，所有的语

言都显得多余，此刻请静静地聆听这美丽的颜色。

行走在雄伟空旷的茫茫沙海之中，放眼望去都是

沙山，沿着起伏的沙丘俯仰腾挪，一路惊声尖叫。在

沙丘之间穿行，忽上忽下，时左时右，加速冲顶，下

坠失重。酣畅淋漓的冲沙，用最现代的手段 , 在原始

空间里带给人们挑战和刺激，使您油然而生回归自然

的强烈渴望，也增添了勇敢面对挑战的自信。

这座沙漠安静地盖在大地上，谁也不知道它的深

处究竟埋藏着什么，这种伟大的深只有脚踩在还留有

余温的热沙上才能感受得到。它的深沉和隽永来自沙

漠的深处，一处只有骆驼能结束的深处。

行走于沙漠深处，享受着孤独和宁静，旅途中

你或许还能看见未被风沙吹散的生命印记，随着远行

的驼队，你似乎还能听见它向你讲述着历史的变迁，

讲述那些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静谧的夜空让人沉

醉，万里一碧的苍穹下，看繁星点点，忆过往繁华！

似乎一切都已不再重要，我们只是属于星空中的一个

小点！

美丽秘境库布其

Kubuqi, the beautiful 
and mysterious land

库布其国家沙漠公园位于浩瀚的库布其沙漠之中，有
公园、有芦苇湿地、有草原、有沙漠，还拥有世界权
威达喀尔越野线路。一望无际的原始草原七个波光粼
粼的天然湖泊与雄浑的沙漠景观，让畅游沙漠绿洲变
为现实、成为可能。

库布其沙漠
地址：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
拉特旗

七星湖度假酒店
地址：库布其沙漠七星湖度
假区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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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湖度假酒店有“沙漠里小迪拜”的美誉，位

于鄂尔多斯库布其沙漠里。采用阿布扎比皇宫式建筑

风格，其雄伟豪迈的外观与浩瀚秀美的大漠风光相得

益彰，远远望去就如国王修建的城堡一般。酒店最大

的特点是集合了沙漠新能源和沙漠温泉为一体，玻璃

屋顶的大漠天池，金字塔形的沙漠植物馆，形成了一

条闪亮夺目的风景线。

走进气度不凡、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堂，大堂顶部

立体凹面的七星造型，雄浑壮美空间感十足，独特的

风格尽显大师风范。而大堂内精心挑选的一系列顶级

饰品，完美诠释了酒店流淌的贵族血液。热情的总台

接待将提供不同级别的高档客房任您挑选，总统套房

彰显尊荣地位，标准客房如居家般随性，行政房里瞬

息在握全球风云……是家的感觉，又胜过家的感觉，

远离城市的喧嚣。

酒店拥有中餐厅、金莎咖啡厅、伊斯兰餐厅、

七星汇酒吧、库布其厅、鄂尔多斯厅等可同时容纳

1000 人就餐。在这里，您可以尽情地品尝地道的原

生态美食，有机果蔬，玉盘珍馐、垂涎欲滴、爽滑酥

嫩、肉汁四溢、口感饱满、 回味悠长。

大漠天池里面是一个大型温泉池。在大漠天池前

方有一个通体透明玻璃，玻璃前方是精品绿地，再往

前就是沙漠景观了。因此，可以在泡温泉的同时感受

的将是从清澈见底的温泉水，到透过落地玻璃看到翠

180 度仰望漫漫星空

Looking 180 degree up at the 
boundless skyThe western 
imagination of fantasy 

绿欲滴的高尔夫绿地，再到金黄无垠的沙漠景观，如

此层次分明的视觉盛宴，将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景。

在酒店西侧，是全球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沙漠

植物馆，在这里集中种植了 270 多种涵盖世界各地的、

珍稀濒危的包括古地中海植物，且具有药用价值，它

不仅以植物多样性突出“灌木王国”的特点，而且以

完美的设计展示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文化内涵。

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会议中心总建筑面积约 1.4

万平方米，拥有可容纳 1200 人的会议中心以及贵宾

厅、媒体发布厅、新闻采访厅等国际现代化会议场所。

可同时提供多种语言的同声传译。也是举办大型文艺

演出的理想场所。

这里有最震撼的日出，有最美丽的日落，还有

闪亮眼的漫天星空，你可以选择 180 度仰望。伴随

着大漠沙海、湖光荡漾、草木葱茏、鸟蝉细语的宁静，

进入天方夜谭的美丽故事无限遐想中。

左页图：美丽的日出。

右页图：
上图：宫殿般的建筑；
下图：简洁优雅的客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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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伦布拉格，蒙古语意为“布勒格斯太”，意为

有柳树的地方。整个大峡谷全长 5 公里，由深红色的

沙石构成，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瑰丽无比，沧桑

而壮美。置身其间，仿佛进入一个梦幻的世界当中，

开启一场神秘的探索之旅。

敖伦布拉格镇境内的阴山，被当地牧人誉为“七

彩神山”。大山呈红、黄、灰、白等多种颜色，在夕

阳的映照下，山体流光溢彩，恰似七彩哈达环绕，如

梦如幻。这里的梦幻大峡谷、人根峰、骆驼峰，其形

似与神似堪称世界自然景观一绝。

多年前，敖伦布拉格当地的牧民在位于阴山余脉

的七彩神山四周放牧时，意外在山谷中发现了一处酷

似男性生殖器的“擎天”石柱。母门洞，酷似女性的

生殖器官。洞内常年温润，天地造物让人感到无比的

神奇，人根峰与母门洞的一阳一阴，吸引了国内外许

多的性学家。更有传说：人根峰与母门洞，是当年伏

羲和女蜗在此造人后，便把他们的生殖器留了下来，

用于祈福人类，子孙绵延。

峡谷纵横交错，紫红的崖壁姿态万千，很像童话

里粉红色的迷宫，深深浅浅，曲曲折折。行至峡谷深

处，最窄处不过一两米，置身其中，抬头仰望，蔚蓝

天空被拘束成了一带逶迤的细线，恰似哈达飘荡在峡

谷上空，被称为“梦幻一线天”。岿然屹立，直指苍天。

众山环绕之中，这个独立挺拔的塔一般的石柱就显得

格外神秘和特别令人瞩目。

在一处百米高的山壁上，一块巨石凹凸部分酷似

一峰骆驼昂首奋蹄前进，更令人称奇的是这峰竟然能

随着大漠气候的变化而变化，冬夏体态各异，冬季的

石骆驼壮硕毛色丰满，夏季的石骆驼体瘦绒毛褪尽。

峡谷中有一块红色巨石，看似普通，但其白色的

沙纹竟然呈现出蒙文“阿拉善”三个字，令人惊奇不

已！离梦幻大峡谷不远的另一条山谷里，会惊奇地看

到一根巨大的石柱直指青天，形状酷似男性生殖器。

这里的人们用石头在它周边砌成貌似敖包的石建

筑，虔诚地加垒一枚石块。把自己心中的所愿与祈祷

一同砌筑在石塔之上。当你走进这样的峡谷中，神奇

地发现有绿色或者盛开的小花时，你整个人都会兴奋

得跳起来的。

西部梦幻畅想

The scenery of lakes and mountains 
A romantic tea party

敖伦布拉格
地址：阿拉善左旗敖伦布拉
格镇境内

上图：敖伦布拉格峡谷梦幻美景。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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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V4 荣放上市后，一汽丰田似乎沉

寂了一段时间，这让对新 VIOS 威驰及新

COROLLA 卡罗拉期待已久的消费者，更

加心痒难耐。9 月 28 日，一汽丰田积攒的“大

招儿”终于释放，“双星耀世·喜从天降”

新 VIOS 威驰、新 COROLLA 卡罗拉双车

上市发布会在“山水甲天下”的广西阳朔举

行，先抛开堪称惊艳的两款新车，仅双车上

市会本身，就足够震撼。无论是内容还是形

式，无论是创意还是手法，让亲临现场的小

伙伴儿们惊呆了的同时，不禁让人感慨，一

汽丰田的创新营销，玩得越来越“6”。

纵观整个双车上市期间，可谓惊喜连

连。从打造“VIOS 威驰星”、“COROLLA

卡罗拉星”两颗小星星的专属命名及千人摘

星活动，到不同地域草根明星倾情现身，中

国最大水上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全

国百城户外大屏同时直播，登陆热门网剧《校

花的贴身高手》……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为

消费者呈现了一场全方位、立体化的“水陆

空”联动、实景与演出相融合的产品发布会，

同时也成为了汽车行业的营销典范。

神 来 之 笔， 打 造“VIOS 威 驰” 与

“COROLLA 卡罗拉”双星概念

“双星耀世”不仅是比喻，更成了现实，

VIOS 威驰和 COROLLA 卡罗拉成为了遥

远太空中两颗小星星的名字。与此同时，一

汽丰田也让“喜从天降”拥有了新内涵，并

通过为一千名消费者准备一千颗星星，利用

H5 的“千人摘星”活动，这一千颗星星最

终以消费者的名字命名，让消费者真正感受

到双车上市、双星耀世的喜悦。这也契合了

新 VIOS 威驰及新 COROLLA 卡罗拉将通

过更高的商品力及更高的性价比给消费者带

来更多喜悦的愿景。

再炫的概念，都源于货真价实的强大

商品力。被市场公认为“人生第一车”的

VIOS 威驰，自 2002 年上市以来，深受消

费者喜爱。“家轿第一选”COROLLA 卡

罗拉，更是以全球超过 4300 万辆的冠军销

量持续赢得消费者信赖。新 VIOS 威驰及新

COROLLA 卡罗拉升级品牌主张，在外观、

动力系统、科技配置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面

革新，覆盖 6-16 万元价格区间的双车，为

消费者带来了超越同级的选择。

身临其境，全方位、矩阵式震撼呈现

双车魅力

十足的“双星”噱头只是这一轮营销的

开始，活动现场秀美的山水实景，大气磅礴

的气势，更是令参与者大呼过瘾。通过与全

国最大的水上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合

作，一汽丰田着力为消费者打造了一场大型

山水实景与经典演出相融合的产品发布会，

令人印象深刻。将场景化、体验式营销发挥

到极致。

在传播方式上，双车上市充分利用互

联网思维，线上与线下联动，与热点紧密结

合，跳脱出“汽车圈”，营造出广受关注的

社会话题。通过全国 7 大区域百城户外大屏

同期滚动新车发布信息，做到信息的有效落

地覆盖，通过与热播网剧《校花的贴身高手》

的合作，“打中”目标人群，引发热议，达

到上亿规模流量，实现了全方位高效传播。

一汽丰田双星耀世汽车营销“神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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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老牌的邮轮公司，嘉年华集团无

疑是最为迅速且经营成功的领先邮轮旅游品

牌，2016 年 8 月 9 日在上海嘉年华集团旗

下的歌诗达亚洲隆重举办的“来自德国的

吻”AIDA 爱 - 达邮轮品牌中国发布会，开

启了中国市场全新的高端邮轮度假体验，也

为中国的邮轮旅游业带来了新活力。

2017 年 4 月起，备受瞩目的 AIDA 邮

轮将首次部署旗下 AIDAbella 号以上海为

母港，开启在中国市场的全年运营。此前

AIDA 爱 - 达邮轮在德国已经推动德国成为

世界第二大邮轮市场。自 2006 年歌诗达亚

洲率先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始终致力于开拓

中国邮轮市场，助力其蓬勃发展，而此次的

AIDAbella 号，在继续保留其“德国制造”

的品牌精髓的同时，还将根据中国游客的需

求和喜好，量身打造成为融汇中西的高端邮

轮产品，为你开启一场远赴大海的盛宴。

伴着阵阵波涛声，穿梭于不同的海景

之间，乘着 AIDAbella 号，享受真正的度假。

AIDAbella 号吸收东方文化底蕴，承载了中

国乘客对创新生活方式的畅想。在五星级自

助餐厅和精致豪华的高端点餐餐厅享受饕餮

美食，不论是原汁原味的纯正德式啤酒餐厅，

还是完美融合巴伐利亚特色以及现代东方餐

饮理念的环亚风情自助餐厅，或者是热辣一

锅火锅餐厅，你都可以尽情享用充满创新的

美味珍馐。在 AIDAbella 号恢弘巨制的中

厅剧场，贯穿三层甲板并嵌置巨型玻璃幕墙，

可以享受澎湃震撼的视听盛宴。船上还设有

时下最前沿的创新科技体验设备，例如索尼

VR 游戏机和 3D 真人打印等，让你尽情体

验科技魅力。此外，AIDAbella 号上的爱 -

达星光购物街云集了 Rimowa、Fissler、

Hugo Boss 等著名德国品牌以及众多欧洲

流行品牌，在船上，也能享受德国的高品质

免税产品的购物体验。

此外，为了进一步加强企业社会责任，

AIDA 爱 - 达邮轮也将携手中国本土非营

利组织“牵手上海”，推出 “精彩未来”

公益项目，爱心关怀中国未来一代的发展。

双方将重点关注中国儿童的教育及成长，

通过运动日、自然科学和航海知识的辅导

课等一系列主题活动，鼓励和引导孩子们

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没有舟车劳顿，

没有来回奔波，在海浪声中入眠，在阳光

中醒来，伴着繁星满天和怡然月光，独享

海上浪漫情怀。

AIDA 度假新方式  邮轮新活力

AIDA new way of vacation, 
new vitality of cruise 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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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邮轮旅游成为了很多人的新

选择。豪华的轮内世界，波澜壮阔的海上

风景，精彩纷呈的娱乐生活，这应该是很

多人对邮轮的第一印象。作为全球最知名

的国际邮轮公司之一，公主邮轮在岁月变

迁中蓬勃发展，以别出心裁的船舶设计、

丰富多样的船上餐饮、娱乐及休闲体验和

非同反响的宾客服务而誉满全球。2016 年

8 月 24 日，在中国上海，公主邮轮宣布将

在中国部署其首个全新奢华旗舰邮轮——

盛世公主号，这是专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

的首艘邮轮，还是公主邮轮船队中最新、

最奢华的邮轮，将全新定义中国奢华邮轮

旅行，带你步入大师级奢华旅行新境界。

盛世公主号将于 2017 年 7 月从上海

母港出发，随后将开启首个中国航季，前

往亚洲众多目的地，探访日韩众多热门港

口，这意味着你不用忍受旅途的繁琐与无

聊，旅途即游玩。

作为“全球旅行大师”，公主邮轮以

大师级奢华邮轮体验和国际化宾客服务享

誉全球，而这些优势将在盛世公主号的产

品和体验上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你可以

享受大师级全球美食——来自世界各地的

大厨带来的极致美食诱惑；大师级服务——

你将体验到五星级酒店般的卓越宾客服

务；大师级优雅——盛世公主号装饰华丽

优雅，设计独具匠心，将为你带来环游世

界的视觉体验；大师级舒享——盛世公主

号上 80% 以上的舱房配备私人阳台，所

有舱房均配备由经美国医药委员会专业认

证的睡眠博士迈克尔·布鲁斯（Michael 

Breus）量身定制的全新公主奢享睡床；

大师级娱悦——盛世公主号将为宾客奉上

耗资超过六百万美元，由世界级歌舞演员

呈献的精心编排的别具风格的拉斯维加斯

歌舞秀——爱在游乐园 (Fiera) 与奇妙旅程

（Fantastic Journey）。同时星空影院拥

有中国市场上最大的邮轮影幕，而海上水

光秀也是公主邮轮业内首创；大师级宾客

体验——在盛世公主号上，宾客将体验到

国内首创的海上全透明玻璃海景廊桥和海

景酒吧，可享受花式调酒和绝佳海景，同

时邮轮中心的中庭广场全天上演现场娱乐

表演；大师级定制服务——以上海为母港

的盛世公主号从多个维度打造更多原汁原

味的中国风情。而今，我们等待着这颗邮

轮之星的冉冉升起。

邮轮新定义  尊享大师礼遇

New definition of cruise ship
enjoying luxuriously the courtesy of great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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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夏季，天气渐渐凉爽。收起轻薄的夏装，
入手换季潮牌。这个秋天，绽放你的活力。

秋冬活力穿搭

The vigorous wear and maTch 
of auTumn and winTer

Farewell to the summer, the weather is 
gradually getting cool. Putting away the 
frivolous summer clothes,starting to put 
on fashionable brand on sale. This fall, 
blooming your vitality.

less2016 秋冬系列，

呈现人物本身质感的设计

理念，运用线迹等“小意外”，

打破沉闷的着装氛围，营

造自然而丰富的质感，并

成就一次职场装对日常的

接纳。

2016 年秋冬 Paul Frank（大

嘴猴）依旧以美式街头为主轴，却

用风格大胆的设计，鲜艳的配色，

前卫元素的配饰，冲击着轮回交

替的街头文化！

美式街头风
Paul Frank（大嘴猴）
2016 年秋冬系列

有质感的生活美学
less2016 秋冬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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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LACOSTE 将科技质

感和生活情调相融合，充满科技

感的材料与符合人体工学的剪裁

将时尚与舒适结合，

这 就 是 法 式 运

动优雅的精髓

所在。

常青树徽标变形为树叶形态

的整体隐约印花款女士防风夹

克，带帽设计，休闲舒适，可用

于换季时穿着。

Sprayground2016

秋冬再次携手 Marvel，打

造独特的 Sprayground

复仇者联盟英雄限量款，

化身街头艺术家，开启一

场视觉盛宴。

Echolac 愛可樂 2016 年

旅行箱新品系列，为时尚触觉

敏锐的空中飞人而设计。充满

简约时尚感的外观夺人眼球，

逾 50 年行业经验沉淀出的考

究细节同样打动人心。

涂鸦搞怪风
Sprayground2016 秋冬系列

法式运动的优雅
LACOSTE
2016 秋冬高尔夫系列

时尚休闲
Kolon Sport

女士印花防风夹克

行走中的时尚哲学
Echolac 愛可樂 2016 年旅行箱新品系列

本季，Kipling（凯浦林）包袋锁定跨时代大师的

风尚主题，演绎21世纪传统服装的戏剧感和浪漫风情。

从风尚主题到印 花元                 素，再到色调的运用，

伴你玩转复古。

玩转复古
Kipling（凯浦林）包袋



郑州万达文华酒店
Wanda Vista Zhengzhou
参评奖项

2016最佳新开业酒店   最佳婚庆酒店    

郑州万达文华酒店坐落于郑州最为繁华

的金水商业区，酒店拥有292间精致客房

与套房，每间客房均配有全城唯一的智能

健康的PM2.5空气净化系统，让所有宾

客在下榻酒店的每时每刻都能尽享健康、

便捷与温馨。酒店拥有2500平方米会议

设施，包括全城最大的1400平方米无柱

式大宴会厅，配100平方米的LED高清屏

幕，还可灵活分隔为3个独立宴会厅。另有

8间多功能厅，面积从60平方米到230平

方米。专业贴心的会议管家和策划团队将为宾客量身定制独一无二

的主题会议和宴会，包括以河南历史风貌为主题的“嵩山八景”和“少

林”晚宴，更可在酒店顶层停机坪体验全城唯一的“空中婚礼”。

电话：0371-5360 8888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农科路16号

4北京朝阳悠唐皇冠假日酒店
Crowne Plaza Beijing Chao Yang U-Town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北京朝阳悠唐皇冠假日酒

店地处东二环核心，是由

国际知名酒店品牌洲际集

团管理的豪华酒店。酒店

紧邻CBD、使馆区、多家购

物中心、公司总部、三里屯

酒吧街，步行可达地铁二号

线朝阳门站。酒店拥有360间精心设计的客房，贵宾楼层个性化登记

入住及结账服务。典雅华贵的无柱式皇冠大宴会厅面积达1050平方

米，可灵活地分割为3个宴会厅，从600位宾客的豪华晚宴到900人以

上的时尚鸡尾酒会都能从容接纳。40平方米至300平方米的各种多功

能会议厅是举行中、小型会议和宴会的最佳选择。宽敞明亮的玻璃顶

外廊面积达1000平方米，适用于各种展览和各种类型的宴会活动。

电话：010-5909 668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丰北里3号

1 3
君澜酒店集团（NARADA HOTEL 

GROUP）是中国饭店集团10强和全

球酒店集团100强。目前集团旗下主

要拥有“君澜度假酒店”、“君澜大

饭店”、“景澜酒店”三大品牌。截

至2015年，君澜酒店集团管理业绩

遍及国内浙江、海南、云南、山东、

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广西等15个省市及马来西

亚沙巴，投资管理超过60家酒店，客房总数逾16000间。君澜酒店集

团的品牌经营风格是“不以豪华材料装饰取胜，以文化内涵取胜”、

“不以硬件设施自豪，以软件、优秀员工队伍自豪”、“不以常规

服务自满，以差异个性服务自信”，务求为客人营造拥有如“俱乐

部”、“博物馆”、“家”一般的时尚、文化、艺术、温馨氛围的舒

适居住空间，为宾客提供期望的服务，为业主创造最佳的效益，为员

工搭建最好的职业舞台。

2

2016年度旅游大奖评选酒店展评
君澜酒店集团
NARADA HOTEL GROUP
参评奖项

最佳酒店集团

北京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雁栖岛
Sunrise Kempinski Hotel, Beijing & Yanqi Island
参评奖项

最佳度假酒店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位于北京市区以北60公里，坐

落于风景如画的雁栖湖畔，比

邻壮丽的燕山山脉和雄伟的慕

田峪长城，凯宾斯基酒店集团

在中国区最大的酒店项目——

北京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

雁栖岛由此展开。14069平方

米的会议会展设施，包括8277平方米的北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在

美丽自然景观花园中的丰富宽敞的户外活动空间，日出东方凯宾斯基

酒店综合项目将为会议企划者们提供一个北京全新综合的会议目的

地。这里一共有4个大宴会厅和23个会议厅，其中1850平方米的凯宾

斯基大宴会厅可同时容纳1400名与会者，所有会议场地均配备了齐全

的设备。

电话：010-69618888

地址：北京市怀柔雁栖湖雁水路甲18号



杭州龙井雷迪森庄园是杭州第一

家真正意义上的茶文化主题精品

度假酒店，坐落于龙井山区一座

大茶园内，与美丽的西子湖近

在咫尺。庄园拥有51间客房，

别致的设计将传统的亚洲魅力

以及现代的奢华品质结合得恰到好处。还有名为CHA的餐厅，中庭

酒廊，酩原吧，室外游泳池，以及宴会厅、小型会议室等，融合了

自然灵气的龙井庄园处处体现了浓浓的茶文化。龙井庄园崇尚纯天

然、绿色环保和养生的观念，庄园内有十五亩狮峰龙井茶园，春天

是龙井茶的采摘季节，夏季是都市内难得的避暑胜地，秋天桂花飘

香，冬季赏雪品茗，酩原吧里寻一处角落，沏一壶茶，眺望清秀的

江南山园，难得清闲。

电话：0571-8691 6666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龙井路里鸡笼山86号

8

成都东大明宇豪雅饭店地处成都市

春熙路和盐市口核心商业区域内，

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交通

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商务精英的

商旅首选。作为该地段全新的地标

性建筑，位于33层的酒店大堂让独

一无二的城市景观尽收眼底，体贴

入微的特色服务将为您带来物超所

值的非凡体验！饭店共有333间客

房，包括286间豪华客房及47间套

房，处处为您设想周到，带给您优质奢华的生活艺术体验。高大上

的中餐包间、极具特色的无烟火锅、富有异国情调的西餐厅、精致

浪漫的云顶爵士酒吧带给您优质奢华的生活艺术体验！

 

电话：028-6186 8888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东大街紫东楼街段39号

成都科华明宇豪雅饭店
Minyoun Chengdu Kehua Hotel
参评奖项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成都科华明宇豪雅饭店——依龙

脉锦江，御风水之尚，是明宇集团

精心打造的又一豪华五星级酒店，

地处成都金融城与科华南路南延

线交汇处，毗临成都世纪城会展中

心和市政府办公区。怡人的临江景

观，个性化的专属服务以及国际一流的设施设备。饭店拥有6间大小不

同的会议室和2个宴会厅，会议设施总面积逾2500平方米，灵动多变，

均配备一流的视听设备，可满足各种规模的会议和活动需求。其中，

豪雅无柱宴会厅达530平方米，层高6.5米，配有超大LED电子屏幕，

设施一流，可容纳350人就餐；更可根据需求分隔为2个独立的宴会

厅。经验丰富的专业会议策划团队与宴会统筹专员将确保活动圆满成

功！

电话：028- 6202 9999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科华南路339号

罗莱夏朵·南京颐和公馆
The Yihe Mansions Nanjing
参评奖项

最佳精品酒店

坐落于南京颐和路公馆区内的颐

和公馆，在梧桐树的掩映下，散发

着浓郁的民国气息。四处可见的原

创艺术品和摆件，在现代与过去中

来回穿梭。来到颐和公馆，选择一

间房间，一间豪华套房甚至是一

栋别墅，我们的私人管家都将给您提供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服务。公馆设

有客房、文化馆、会议中心、中餐厅、西餐厅、红酒雪茄吧、茶吧、书吧、私

人影院等硬件服务设施。设计风格上，公馆整体采用了Art Deco装饰艺

术风格，设计师将民国时期的诸多特色元素进行提炼，使下榻公馆的客

人在获得极高舒适度的同时，不经意间便能从身边的拼花地板、天青瓷

器、复古花洒中体验到别样的民国风情。

电话：025- 8486 8888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江苏路3号

6

7成都东大明宇豪雅饭店
Minyoun Chengdu Dongda Hotel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5 杭州龙井雷迪森庄园

Landison Longjing Resort Hangzhou
参评奖项

最佳度假酒店



四平万达嘉华酒店
Wanda Realm Siping
参评奖项

最佳婚庆酒店    

四平万达嘉华酒店坐落于四平市核心

商圈——四平万达广场，毗邻四平市主

干道紫气大路。酒店设施齐全，共拥有

261间设计时尚雅致的客房与套房，客

房面积自35平方米起至206平方米。大

气典雅的1,200平方米无柱式大宴会

厅，层高8米，配备96平方米高清LED

屏幕，还可灵活分隔为3个独立宴会厅

以满足不同宾客的个性化需求，是筹办

大型会议、商务活动和盛大婚礼的理想

之所。还配有嘉华行政酒廊、大堂酒廊、“美食汇”全日餐厅、“和”日

本餐厅、“品珍”中餐厅、室内恒温游泳池及健身中心等设施，提供一

切便利，为您的商务出行和休闲之旅增添美好回忆。

电话：0434-313 8888

地址：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紫气大路1515号

青岛世园假日酒店
Holiday Inn Qingdao Expo
参评奖项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青岛世园假日酒店位于崂

山区天水路，是采用绿色

森林生态概念为主题的城

市度假及会议酒店。日耳曼

风情古堡式皇家建筑外观

及优美的环境，为亲子家

庭提供理想的度假之所，尽享欢乐在此刻。酒店262间时尚独特的客

房，均配有完美画质的液晶电视，高速宽带上网和无线网络，以及舒

适的工作区域。近2000平方米的会议及宴会活动空间，拥有先进完

善的会议设施，专业会议服务团队，确保各类会议及宴会活动的圆满

成功。酒店独有的观景露台和南草坪，为浪漫婚礼和商务休闲活动营

独耳目一新的空间体验。3间别具风格的时尚餐厅及酒廊，全方位提

供创意佳肴和本土特色的经典美食。

电话：0532- 6675 7888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天水路2号

9
南昌万达文华酒店拥有城中最

顶尖、完善的设施与服务，酒

店设计奢华典雅，浓郁的江西

文华与时尚元素交相辉映，华

丽的材质与优雅的陈设相得益

彰。202间典雅舒适的豪华客

房与套房皆可饱览美丽的九龙

湖。美食汇全日餐厅尽享国际风味美食；品珍中餐厅品尝纯正赣菜和

粤菜；港福萃特色餐厅享用精美港式茶点和风味点心；大堂酒廊沉醉

于各款时尚甜点、小食及清新饮品。酒店会议场地面积近3500平方

米，包括大宴会厅及8间设计风格各异的多功能厅和会议室，均配备

最先进的视听及多媒体设备，不论是小型高层聚会，还是大型会议庆

典，南昌万达文华酒店均可满足您不同的需求。

电话：0791- 8770 8888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南龙蟠街333号 

10 12

11南昌万达文华酒店 
Wanda Vista Nanchang
参评奖项

2016最佳新开业酒店

淄博喜来登酒店
Sheraton Zibo Hotel
参评奖项

2016最佳新开业酒店

淄博喜来登酒店是淄博首家国

际品牌酒店，酒店拥有275间

现代的客房和套房。宾客可尽

享各项休闲设施，在健身中心

尽情挥洒汗水，在室内恒温游

泳池尽情畅游；在喜来登行政

酒廊，宾客可尊享免费早餐、

全天供应的精致美味小食以及免费无线上网等专属服务。宾客可在盛

宴标帜餐厅®体验国际风味美食，或在采悦轩中餐厅尽享正宗地道的

粤菜和本帮菜，酒店大堂吧提供喜来登品牌全新推出的“Paired”菜

单，一项新颖的饮食方案。酒店拥有逾2356平方米的多功能宴会及会

议设施，包括一间面积为1100平方米的无柱式豪华大宴会厅，是各类

商务会议及宴会活动的理想选择。

电话：0533-222 9999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金晶大道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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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上饶万达嘉华酒店地处广信大道

繁华商业地段，毗邻大型综合购

物中心上饶万达广场“十六道金

街”，酒店周边旅游资源丰富，

交通极为便利。酒店拥有313间

典雅舒适的客房和套房；同时，

酒店呈现了一个独有的美食天堂，包括“品珍”中餐厅为您奉上的

精致的粤菜、湘菜及赣菜，“美食汇”全日制西餐厅的自助休闲美

食以及大堂酒廊的点心与美酒。“饶家小馆”特色餐厅带您畅享具

有代表性的饶帮菜。1000平方米无柱式大宴会厅配备全市独一无二

的80平方米LED幕墙，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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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举办各种宴会及会议

活动的理想场所。

电话：0793- 868 6666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广信大道8号

西安凯悦酒店位于西安市东

南隅，坐落于曲江新区中

心地带。酒店设计以盛唐

时期为背景，将中国传统

“吉祥文化”，“丝绸之路

文化”，以及“山水长安” 

融入设计，是历史、艺术、

文化及顾客体验的完美结合，酒店整体建筑由东向西叠落形成立体

空间，室内室外动静结合。选址地位于备受西安人民喜爱的南湖公

园湖畔，虽位于城市之中，却同时坐拥自然之美景，将自然与商业

的静与动，传统与现代文明完美均称呈现，室外逐层叠落的立体花

园结合湖景、绿色环境以及照明艺术，打造灵动别致的生活体验之

所，为您带来不一样的城市酒店商务与放松休闲的完美极致体验。

电话：029-6868 1234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曲江池东路988号

西安印力诺富特酒店
Novotel Xian SCPG
参评奖项

2016最佳新开业酒店

西安印力诺富特酒店作为雅高集

团在西安的第一家诺富特品牌，酒

店位于西安市中轴线上，紧邻地铁

和大明宫遗址公园，城北商圈，与

大型商场印象城相连，交通便利，

是旅游及商务出行的最佳选择。酒

店拥有275间客房，以温馨舒适的客房，最新潮流的互动餐饮与最时尚

的雀舌吧引领全城酒店时尚潮流。会议空间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安排

多种不同格局，满意客户的需求。特别推荐蟹型格局，会议室带来自由

空间感，并方便客人的移动。在诺富特酒店，可以选择多种方式放松身

心，恢复精力，享受健康平衡的生活。酒店向宾客提供可口的健康菜

单，您可体验我们的健身中心。

电话：029-8626 8888

地址：陕西省西安未央路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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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位于广州CBD天河区核心地带的广州文

华东方是举办公司活动的最佳场所：独

立宴会大堂，设计时尚、典雅，客人可以

使用宴会专属电梯，直接前往2M层宴

会厅；楼高7.9米，总面积达710平方米

的无柱式大宴会厅宽阔气派；钢琴漆米

白色的天花上悬吊着LED中空式吊灯，

该吊灯可根据不同的宴会色调调节灯光颜色，凸显宴会主题；不可

分割的会议场地确保婚宴的独有与尊贵，配上精致宽敞的宴会前

厅，是城中奢华顶级宴会庆典的首选。广州文华东方专业的婚宴策

划师为每位尊贵的宾客量身定做专属宴会服务。从第一次的洽谈到

最后活动的成功举办，让客人称心如意。

电话：02-3808 8888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89号

西安凯悦酒店
Hyatt Regency Xi'an
参评奖项

2016最佳新开业酒店

上饶万达嘉华酒店
Wanda Realm Shangrao 
参评奖项

2016最佳新开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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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意大利，人们会想到有着水城威

尼斯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维罗纳，

这两个名城都在一个地区，那就是意大利的

威尼托大区。很多人去过威尼斯，水城的魅

力自然无与伦比，但是除了名城威尼斯，威

尼托还有更多地区值得探访和寻觅。

处处有古镇的意大利
出发意大利旅游，普遍的旅游线路安

排多为罗马北上到佛罗伦萨，一览威尼斯后

到达米兰以购物收尾。或者反之，以米兰为

始罗马为终。这些有着常规意大利印象的热

门路线往往总给人一种视觉疲劳，要想更深

层次地了解、探索意大利，应该选择相对来

说较为小众的精品路线，虽同样把罗马和米

兰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作为始发点，但

途经的城市、小镇以及酒庄等都将会是一个

全新的体验。

尝尽人间美味
那不勒斯披萨——披萨的发源地是那

不勒斯 (Naples)，因其拥有两个非常重要

的原材料：水牛马苏里拉奶酪 (Buffalo di 

Mozzarella) 和西红柿。虽同样为西红柿，

但那不勒斯的西红柿在颜色、口感上都更胜

一筹，恰到好处的甜度配其合适的酸度，赋

予味蕾独特感受。

  意大利怎么玩？
带你独家解密

马肉沙拉——你一定无法想象在威尼

托可以吃到马肉，由于威尼托很久之前是意

大利最大的马类交易市场，以至于当地人遗

留了吃马肉的习俗。撕拉成状的马肉搭配当

地新鲜蔬菜，清爽可口。

探寻意大利特色酒庄

泽纳多酒庄
在威尼托，值得一提的是有“露甘纳

之魂与瓦波利切拉之心”之称的一级酒庄泽

纳多酒庄。其酿造的阿玛诺奈葡萄酒备受关

注，不但因为精良的阿玛诺奈酿造工艺确保

了其葡萄酒的精品质量，同时其产量也比同

级别酒庄高出不少。

泽纳多酒庄建在加尔达内湖南岸的缓

坡上，白日地表接收加尔达内湖畔的热量，

夜晚有阿尔卑斯山的冷风伴随，明显的昼夜

温差有助于葡萄的生长。加尔达内湖四季如

春的气候为酿造阿玛诺奈、露甘纳等名酒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另外，泽纳多酒庄懂得与土地为善，

绝不过度利用土地，每一季根据土地的好坏

来选择种植哪个葡萄品种。对待葡萄就像“富

养女儿一样”精心守护着，他们坚信“付出

和回报是对等的”，坚持用意大利抒情歌剧

滋养、种植葡萄，使成熟后的葡萄更具有灵

性，酿造出丰富口感的葡萄酒。

圣安娜酒庄
距离威尼斯只有 40 分钟车程的圣安娜

（Tenuta S. Anna）酒庄，是另一个值得

去一探究竟的酒庄。圣安娜酒庄是意大利忠

利农业集团旗下八大酒庄之一，为忠利集团

旗下最大的酒庄，位于威尼托东部的里森·普

拉 玛 基 尔（Lison Pramaggiore） 地 区。

威尼托东部一直是以种植粮食为主，不过里

森·普拉玛基尔地区却以历史悠久的酿酒工

艺使其闻名于世。土地丰沃，丰富的沙砾和

石灰石土壤是优质葡萄的绝佳产地。

正是有了得天独到的风土，才有了酒庄

140 公顷的葡萄园上栽培的葡萄品种包括梅

洛（Merlot）、霞多丽（Chardonnay）、长

相 思（Sauvignon Blanc）、 灰 皮 诺（Pinot 

Grigio）等。圣安娜酒庄出产多款葡萄酒，包

括经典系列葡萄酒（I Classici）、Goccia 系

列葡萄酒、单一葡萄园系列葡萄酒，以及各种

甜度的起泡葡萄酒。

意大利——有着独特的城市风貌，有着

优美的自然风光，有着历史悠久的人文风情。

对于意大利，不要仅仅局限于闻名于世的比萨

斜塔、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佛罗伦萨、风光

旖旎的水城威尼斯、古罗马竞技场等耳熟能详

的名胜古迹，作为如今已成为葡萄酒产量世界

第一的大国，意大利各葡萄酒庄也将会是探索

意大利的一个独特且富有魅力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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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本田最新旗舰产品新雅阁（Accord）锐混动在珠

海正式上市。锐混动共有 3 个版本，市场指导价分别为：

锐酷版 23.98 万元、锐领版 25.98 万元、锐尊版 27.98

万元；享有整车“三年或十万公里”及动力电池“十年或

二十万公里”的双重高标准保修政策。作为雅阁品牌历

经 9 代 40 年历史的巅峰之作，新雅阁（Accord）锐混

动荟萃 Honda FUNTEC 领先科技，搭载全球最高效

能的 SPORT HYBRID（锐·混动）i-MMD 双电机混

合动力系统、SBW 电子换挡、Honda SENSING 安

全超感系统、Honda CONNECT 智导互联系统等多

项 Honda 最新科技和智能配置，完美诠释出“SPORT 

BUT HYBRID——是混动，更是锐动”的主题，将为注

重环保、运动驾驶乐趣的新生代社会精英人群带来颠覆

想象的超凡驾乘体验。

寒冷的冬季挡不住圣诞的脚步，充满梦幻、浪漫的圣诞

节又来了。在私密的杭州龙井雷迪森庄园偶遇爱丽丝仙

境，享受丰盛的圣诞大餐，更有王后的棋盘场、颠倒茶会、

红王后和白王后等诸多游戏和抽奖活动等你参与，那就

赶紧接受爱丽丝的邀请，到“龙井庄园”仙境参加爱丽

丝的茶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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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黑龙江省旅游委主办的“冰雪之冠·畅爽龙江”2016

年黑龙江冬季旅游推介会在京召开，推出“大美雪乡”、

“鹤舞雪原”、“秘境冰湖”、“冰雪森林”、“北

极圣诞”等 5 条特色线路。黑龙江计划在 2016 年冬

季举办至少 116 项包括旅游体育赛事、民俗、群众性

的冰雪运动、文化、摄影活动，如牡丹江镜泊湖冬捕节、

伊春“兴安之巅”森林冰雪越野挑战赛、黑河“鄂乡观猎”

主题活动等，让不同需求的游客都能在黑龙江享受到

冰雪带来的乐趣。

戴尔 2016 消费及小企业产品推介会在北京交通大学盛

大召开，涵盖 Inspiron、XPS、Alienware、Vostro 四大

系列的数十款新品震撼登场，为年轻消费者带来了一场

前所未有的科技盛宴。戴尔作为首席赞助商支持腾讯英

雄联盟校际精英赛的举办，当天的赛事随后在北京交通

大学进行，邀请来自北京 6 大高校的精英学生战队在现

场展开较量。

耀动生活，启迪缤纷梦想；品质旅游，承载奢华精粹。北

京环邮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联合星梦邮轮于北京通盈中

心洲际酒店举办了一场以“新邮轮·新玩法”为主题的邮

轮风尚发布会。来自全国的众多媒体、行业大咖及旅游爱

好者纷纷到场助阵，切身领略到邮轮这种全新旅行方式

的非凡魅力。本次活动通过直播平台全程视频直播，让

更多对邮轮感兴趣的大众真实、立体地感受现场盛况，

体验无与伦比的海上盛荟所带来的游趣。

11 月 3 日，一场关于浪漫与美丽的品牌秀在浙江世贸君

澜大饭店举行。这场名为“牵手山海 遇见君澜”的“海誓

山盟”产品推介会由海南保亭县与陵水县两地旅游发展

委员会携手君澜酒店集团共同举办。陵水县旅游发展委

员会主任周小青、保亭县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颜春海、

君澜酒店集团总裁王建平、副总裁刘军等出席了这次推

介会。推介会上，君澜酒店集团副总裁刘军代表集团向来

宾致辞。他在致辞中提到，君澜酒店集团发源于杭州，在

美丽的杭州召开这场两县的旅游产品发布会，展示了一场

从人间天堂到度假新天堂的天堂之旅，“海誓山盟”是君

澜打造“君澜度假圈”的重要一环，君澜酒店集团拥有如

此美丽的天赋资源，必将以最好的形式呈现给世界。

11 月 9 日，夏威夷旅游局在北京举办“乐活夏威夷”

项目的启动仪式，将“乐活”的生活理念与 Aloha 精神

传递到了中国。夏威夷旅游局 COO 首席运营官 Randy 

Baldemor先生、夏威夷旅游局市场总监Jadie Goo女士、

夏威夷旅游局中国区总监 Reene 何莉玲女士，国际著名

太极拳大师任广义先生以及夏威夷州政府代表出席了活

动的新闻发布会。夏威夷旅游局正式启动 2017“乐活夏

威夷”项目，旨在通过推广夏威夷作为健康、休闲的乐

活目的地，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在夏威夷感受全身心的放

松与 Aloha 精神。

11 月 10 日，中信银行携手国泰航空、“亚洲万里通”，正

式宣布在国际化商旅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合作，并在当日

发行中信国泰航空联名信用卡、中信亚洲万里通联名信

用卡两款新品，为国际商务出行、热爱旅游及享受生活的

人士量身打造，为其带来优越飞行、品味生活的全方位高

端旅游生活体验。本次中信银行牵手国际航空公司、旅

游休闲合作伙伴，是对传统银行合作模式的一次全新升

级，以“无界创新”为理念，在大数据分析、用户体验、数

字传媒、金融科技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致力

为用户提供国际化商旅服务的“无界体验”。

戴尔 2016 新品体验会

畅“邮”蔚蓝非凡精彩

开创混动时代新标，再造价值王者典范

爱丽丝仙境之梦幻庄园君澜酒店集团“海誓山盟”推介会举行

2017 年“乐活夏威夷”主题活动启动

黑龙江来京掀起冰雪狂欢

行者无界通达万里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分享一下（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战略合作发布会在京举行，重磅推出双方共同发起的“旅

游视频联盟”，正式开启了“旅游 + 视频”旅游产业的

互联网创新发展新篇章。依托中青旅在旅游行业三十余年

的资源积累，以及一下科技旗下秒拍、一直播、小咖秀等

优势视频平台，为旅游产业的四大板块，即旅游局、文旅

企业、航空公司以及酒店管理集团，打造企业除微信、微

博、官网之外的第四官方传播平台，共同构建营销一体化

的旅游视频生态圈——“旅游视频联盟”。

中青旅与一下科技战略合作发布会

Cat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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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期 两 日 的 世 界 旅 游 经 济 论

坛·澳门 2016（论坛）透过多个项

目及深入的专题讨论环节取得丰盛成

果，论坛圆满闭幕。

部长及业界领袖云集
第五届论坛以“消费的蜕变—

构建旅游经济新蓝图”为题，探索一

众独立、信息及网络广博、对新科技

了如指掌的消费新世代，为旅游产业

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影响。论坛有效利

用高层次的国际旅游交流平台促进多

边合作，云集多位来自世界不同国家

的部长级官员、国际知名企业领袖和

专家学者主讲，让来自全球多个国家

及城市逾 1300 名与会者出席今届论

坛，收获甚丰。本届更首次引入合作

国家， 法国成为论坛第一个合作国，

而主宾市首都北京亦组成代表团参

与。本届论坛有超过 150 位中外及

本地传媒代表出席采访。

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副主席暨秘书

长何超琼总结本届论坛时表示：“论

坛将继续广交朋友和友好结盟，通过

旅游经济，分享和培育高效的交流合

作平台，创造协同效应和共同目标，

促进各国经济的可持增长，实现社会

和谐共融。”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局

长、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副主席文绮华

致闭幕辞时表示：“这两天以来，‘世

界旅游经济论坛’以广阔的视野、高

端的角度描绘出全球旅游发展的趋势

和旅游经济‘新常态’，启发各地的

旅游业决策者把握科技和旅游结合所

带来的发展契机。我相信，在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下，智慧旅游将可以转

化为一股促进全球区域合作的新动

力。为顺应全球旅游发展趋势和促进

澳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澳门特别

行政区政府旅游局也特别把‘创新科

技’、‘智能旅游’和‘区域旅游合作’

等多个方面纳入《澳门旅游业发展总

体规划》的分析当中。”

“旅游业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担

当起举足轻重的角色，更是澳门的支

柱产业。举办世界旅游经济论坛不单

展示澳门在促进多元文化和国际交流

世界旅游经济论坛·澳门 2016 圆满闭幕
勾划未来旅游经济发展新路向 引领消费新世代促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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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同时，吸引来自多个国家、

地区的部长级领导、商界领袖和专家

学者参与其中，加强澳门的国际知名

度。这些旅游业的领军人物在论坛上

所分享的精辟和独到的见解，加上联

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和世界旅游经济

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年度《亚洲旅游

趋势调研报告》，除了为区域以至全

球旅游经济发展带来重要参考，更让

各地政府与旅游业界做出更全面、更

有效的部署；必定有助澳门构建成为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论坛影响辐射小区及教育
今届论坛不单为全球旅游业搭

建平台，让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决

策者和学者共同探讨如何利用旅游

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论坛今年更务

实地为澳门的旅游业及大专学生培

训出一分力，包括特别为推广澳门小

区旅游发展而出版的“感受澳门旅游

指南”，介绍澳门各区的特色文化及

旅游资源，让论坛的效益延伸至更广

泛的社会层面。今届论坛更首次举办

密集式的会展接待培训计划，让 20 

名本地专上学生透过亲身参与高规

格的国际性会议，在论坛期间担任礼

宾及展览介绍等工作，取得了良好的

成效。因此，论坛计划于 2017 年推

出一系列实习计划，供有意投身会展

旅游业的澳门专上学生参加，持续推

动培育澳门新一批会展人才。

中欧及东欧国将为下届合作国
第 六 届 世 界 旅 游 经 济 论 坛 将

于 2017 年 再 次 在 澳 门 举 行， 中

欧及东欧国家将会是合作国家，这

不单标志论坛连续两年拓展欧洲网

络， 届 时 的 合 作 国 家 数 目 将 会 更

多。匈牙利政府旅游事务专员古斯

塔夫·比纳特在闭幕典礼上代表中

欧及东欧国家简介区内国家的最新

旅游概况。主办单位期望延续首五

届论坛积累的成果，在论坛内容和

模式上推陈出新，确保参会的合作

伙伴能通过论坛的国际交流合作平

台，寻求跨行业、跨界别、跨地域

旅游合作。

世界旅游经济论坛·澳门 2016 

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

主办， 中国全联旅游业商会协办、

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筹办，并获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成为伙伴单位。 

支持单位，包括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

会、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

区联络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部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世界旅游

业理事会、亚太旅游协会、世界旅游

城市联合会及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

左页图：
左图：澳门特区政府
旅游局局长于闭幕典
礼上致辞 ;
右图：世界旅游经济
论坛副主席暨秘书长
何超琼为今届论坛作
总结发言。

右页图：世界旅游经
济 论 坛·澳 门 2016
圆满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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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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