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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h to the world-class skiing destination
奔向世界级滑雪目的地

动辄上百条的雪道，上千公顷的雪山，川流不息的缆车，星罗棋

布的滑雪度假村，更有让人挑花眼的雪上运动项目，无论是初

学者还是骨灰级玩家，都可以在这里挑战自我并超越极限！加

拿大BC省、瑞士瓦莱州、芬兰拉普兰、美国科罗拉多、奥地利

索尔登、日本北海道、法国霞慕尼、德国楚格峰……，这是我们

精心挑选的世界级滑雪目的地，请跟随我们的指南，出发！

Hundreds of snow trails, thousands of hectares of snow-
capped mountains, endless cable cars, dotted ski resorts, 
more flurrying snow sports programs, whether they are  
beginners or hardcore players, everybody can challenge 
himself here and transcend the limits! The BC province 
of Canada, the Valais canton of Switzerland, Lapland 
of Finland, Colorado of the USA, Solden of Austria , 
Hokkaido of Japan , Chamonix of France, Zugspitze of 
Germany……This is our carefully selected world-class 
skiing destinations; Please follow our guide to start off !

Feature 世界休闲地

016
精彩，超越想象
美国首都地区

058 Fantastic beyond your imagine—
the capital region of America

美国首都地区的美很难用几个词去概括形容，如果非要将它形象化，我认为它

就如一位高级女白领，白天是身着西装套裙的优雅淑女，夜晚则变身性感美艳

的尤物。

此次旅程从庄严的新闻博物馆开始，到古朴安逸的乔治 · 华盛顿的故居，再前

往奔放性感的弗吉尼亚海滩，每一座城市和区域都令人眼前一亮，在心头的画

板上留下几抹难忘的色彩。

It is difficult to describe the capital area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using 
a few words , if you have to visualize it, I think it is like a senior 
female white-collar worker, being an elegant lady wearing a suit dress 
during the day, turning into sexy glamorous stunner at night.
Starting the journey from the majestic news museum to the quaint 
former residence of George Washington and to the unrestrained and 
sexy beaches of Virginia, each city and region is shining in front of 
people’s eyes, leaving touches of unforgettable colors on the drawing 
board of the he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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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旅游

山湖之畔  邂逅最珍贵的味道

084 Enjoying The Most Precious Flavor 
at the Bank of Lake

碧玉小城里的浪漫童话

090 A Romantic Fairy Tale in The 
Jasper Town

风景绝美的千岛湖，是游客非去不可的地方。可以尽情迷失在湖光山色

中，做一个心灵旅者。“天下第一秀水”的千岛湖，孕育着神奇而珍贵的味

道。可以在一餐地道的美食中，尝到湖水清冽味道。舌尖相遇千岛湖，开

启一段从味觉到心灵的旅程。

Thousand island lake is famous for its beautiful scenery. Visitors 
can be a “spiritual traveller”in a landscape of lake and mountain. 
There is a delicious taste in Thousand island lake because it has  
“the best water in this world”.People can enjoy the pure of water 
in a native cuisine. A traveling from gustation to spirit starts 
from your tongue.

行在美丽的小城安吉，竹博园欣赏茂林修竹，中国大竹海追寻“卧虎藏

龙”的诗意，到访凯蒂猫的家园，唤醒心底的烂漫与纯真。

Traveling in the beautiful town of Anji, enjoying lush bamboo 
in the China Bamboo Expo Park and feeling the poetry of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visiting the home of Hello 
Kitty and wake up the naivete in the bottom of your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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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Luxury 新奢华

新春大团圆              
尽享浓情年味

098 Reunion in the Spring Festival, 
enjoy the festival atmosphere

美酒的佐餐艺术
122 Wine Table Art

新春佳节，五星级酒店中琳琅满目的奢华年夜饭套餐令人 垂涎欲

滴，在这里体验到的是更高端的食材、更专业的厨艺和 更优雅温

馨的环境。带着团圆欢聚的喜悦，开启祥和幸福的一年。

In the Spring Festival, five-star hotel in a dazzling array 
of luxurious dinner menu make people mouth-watering, 
where people can experience a better ingredients, 
more professional cooking and more elegant and warm 
environment. With the joy of reunion, joy and open the 
year of harmony. 

在传统的葡萄酒生产国，美酒与美食一起享用是美好生活的核心。通

过一道菜、一杯酒品味时光中蕴含的故事，读懂历史的传承。一瓶好的

葡萄酒不仅要经得起品尝，也要经得起佐餐的考验。

In the traditional wine producer, wine and food to enjoy 
together is the core of a better life.Through a dish or a cup of 
wine taste stories in time, and read the inheritance of history.
A bottle of good wine to withstand not only taste, also want 
to stand the test of table.

Classified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分类信息

2016 年度旅游大奖·酒店提名名单

发行名单

138
12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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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兰 皇 家 航 空 公 司

服务于心  始终如一
航班跨跃国界，服务永远无界。随时随地，只为让您拥有暖心的
旅程回忆。用行动刷新好服务的标准，体验之旅，随时启航！

更多详情，请登陆 KLM.com.cn

服务于心  始终如一
航班跨跃国界，服务永远无界。随时随地，只为让您拥
有暖心的旅程回忆。用行动刷新好服务的标准，体验
之旅，随时启航！
更多详情，请登陆 KLM.com.cn

荷 兰 皇 家 航 空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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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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TRAVEL&LEI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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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首 EDITOR'S LETTER

雪、山、童话，你的梦……

Snow、Mountain、Fairy tale，
your dreaMS……

雪、山、童话，你的梦……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童话的梦，无论是三岁的小女孩，

还是年已古稀的老人。我们的梦境中总会出现白雪皑皑的

街道、飘飘洒洒的雪花、钟楼上步履蹒跚的大钟、还有令

人眼花缭乱的圣诞装饰。你伸出手指，轻轻触碰漂浮在空

中的水晶按钮，刺眼的光束从天而降，通往童话世界的大

门轰然打开，你张开双手向前奔跑、奔跑，中世纪的街道

向后退去、映着烛光的窗户向后退去、纷纷扬扬的碎彩纸

向后退去，你脚下一空，穿越到一个令你眩晕的全新的世

界……

这不是勃朗峰山脚下的小镇霞慕尼吗？每间木屋都如

此可爱，每个橱窗都五彩缤纷，甚至街上的每个行人都仿

佛童话中的各样角色，说着剧本里的台词，等待着下一个

奇迹的发生。小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刻着勃朗峰的冰箱

贴、手绘的明信片、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陶瓷水杯、滑雪的

小玩偶……，你拿起一个、又拿起一个，只恨自己没有三

头六臂，好把这一屋子的宝贝全部带走。

推开小店的木门，吱呀一声，你走出小店，抬头一看，咦？这不是冬天的北海道吗？举目白茫茫的雪地，满布四周的洋式酒店及小屋，

带出温馨洋溢的异国风情。听着日语发音的问候，到居酒屋暖一壶清酒，围着火炉夜话，看窗外雪花飞舞，樱花的音乐响起，一个个音符

钻进你的耳朵，你就在暖暖的幸福中睡去……

再睁眼，你竟然来到了科罗拉多的 Mountain Standard 餐厅，木桌、木椅、木天花板，大自然的气息扑面而来，厨师正在屋外忙碌，

烧柴烤架烈火熊熊，火星四溅，烤架上的烤肉油脂汩汩，香气四溢。一份烤肉、一份新鲜独创沙拉，再加一份苹果木烤肋排，你的童话之

梦就这样完美到无可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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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Store
即刻前往搜索“旅游休闲”
欢迎免费下载

《旅游休闲》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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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旅游大奖

2017
ANNUAL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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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酒店集团     

最佳商务酒店     

最佳度假酒店     

最佳新开业酒店   

十大奢华酒店     

最佳精品酒店     

最佳设计酒店     

最佳亲子酒店     

最佳娱乐度假胜地 

最佳餐厅         

最佳酒吧          

最佳行政酒廊     

最佳总统套       

最佳SPA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最佳海外酒店     

最佳旅行目的地    

最佳邮轮          

最佳小型豪华邮轮  

最佳游艇俱乐部    

最佳航空公司联盟    

最佳航空品牌      

最佳头等舱        

最佳商务舱         

最佳航空服务奖    

最具环保理念奖     

最具贡献航空奖

    

最具影响力汽车品牌   

最佳豪华汽车品牌  

最佳环保汽车      

最佳旅行伴侣    

最佳户外品牌      

十佳高尔夫球场    

Best Hotel Groups

Best Business Hotels

Best Resort Hotels

Best New Opening Hotels

Top 10 Luxury Hotels

Best Boutique Hotels

Best Design Hotels

Best Family Resorts

Top Entertainment Resorts

Best Restaurants

Top Bars

Best Executive Lounges

Best Hotel Presidential Suite

Best Spa

Best MICE Hotel

Top Overseas Hotels

Best Travel Destinations

Best Cruise Line

Best Small Luxury Cruise Line

Top Yacht Club

Best Airline Alliance

Best Aviation Brand

Best First Class Cabin

Best Business Class Cabins

Best Airline Service Award

Best Eco-philosophy Award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Aviation Award

Most Influential Auto Brand

Top Luxury Auto Brand

Best Eco-friendly Car

Top Travel Companions

Top Outdoor Brands

Top 10 Golf Courses

《旅游休闲》《旅游休闲 GOLF》旅游休闲网  共同举办

 
年度旅游大奖

3 月起火热  
报名中！

2017

聚
焦
旅
游
业    

全
年
大
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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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世界级滑雪目的地

Rush to the world-class 
Skiing destination

策划 / 执行：本刊编辑部    文：Ellen    图：各旅游局、度假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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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dreds of snow trails, thousands of hectares of snow-capped mountains, 
endless cable cars, dotted ski resorts, more flurrying snow sports programs, 
whether they are  beginners or hardcore players, everybody can challenge 
himself here and transcend the limits! The BC province of Canada, the 
Valais canton of Switzerland, Lapland of Finland, Colorado of the USA, 
Solden of Austria , Hokkaido of Japan , Chamonix of France, Zugspitze of 
Germany……This is our carefully selected world-class skiing destinations; 
Please follow our guide to start off !

动辄上百条的雪道，上千公顷的雪山，川流不息的缆车，星罗棋布的滑雪度假村，更有
让人挑花眼的雪上运动项目，无论是初学者还是骨灰级玩家，都可以在这里挑战自我并
超越极限！加拿大 BC 省、瑞士瓦莱州、芬兰拉普兰、美国科罗拉多、奥地利索尔登、
日本北海道、法国霞慕尼、德国楚格峰……，这是我们精心挑选的世界级滑雪目的地，
请跟随我们的指南，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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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 TravelS

The white romantic of 
Canada
The romantic and beautiful winter in 

Canada attracts people very much,the 

catkins-like snow creates a silver world. 

There is not only skiing and beautiful 

scenery, but also various and imaginative 

winter activities in this funny world for 

you to come and have a challenge!

Different views in BC 
Province in winter
In winter, beautiful soft snow drop 

to the ground, making here a natural 

ski resort and a magic ice and snow 

wonderland. In the top-level ski resort, 

experience the huge gap in mountains, 

the various landforms, the spectacle 

scenery and activities after skiing. You 

may come with interest and go back 

fulfilling.

Whistler Blackcomb 
Ski Resort
Whistler Blackcomb Resort is North 

America's premier ski resort. Whistler 

Hill and Blackcomb Mountain are 

two side-by-side mountain ranges that 

combine to form more than 200 slopes 

and 3,307 hectares of alpine terrain, 

with 16 mountain-shaped terrain and 3 

glaciers. Whistler Blackcomb Ski Resort 

offers unforgettable veneer and double 

board skiing as well as a variety of winter 

activities. Visitors can enjoy the Whistler 

Terrain Park, or take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Peak 2 Peak cross-peak cable car and 

try the helicopter skiing and skydiving 

eco-tours! The resort offers delicious 

dining throughout the year, not only 

for lively celebrations, but also for fine 

art galleries and a shopping haven for 

visitors to experience.

Sun Peaks Resort
Sunset Ski Resort is the second largest 

ski resort in Canada, covering an area of 

4,270 acres, is Canada's second largest 

snow resort, here with 135 snow and 

12 cable car lines, known as "Canada's 

best family ski resort." In addition to 

skiing, there are many easy and gentle, 

family-friendly activities, popular items, 

including snowshoe hiking, dog sledding 

and so on.

Alberta Province— 
Colorful winter with 
infinite charm
Visit to Alberta in winter will b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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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ical experience. Snow falls in the 

Rocky Mountains and the bustling city, 

the sun evenly sprinkled in the silver-

white earth, shining like a diamond-like 

light. The crystal glaciers in the forest 

and the dazzling ice peaks of the sun 

shine add radiance and beauty to each 

other. After a fun day on the slopes, do 

not forget to relax in the bar and enjoy 

the wonderful nightlife!

            
Sunshine Village
Sunshine Village is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Banff National Park, just 15 minutes' 

drive from Banff Town to Sunshine 

Village. Ski resides in the rolling hills 

between the peaks and enjoy the natural 

scenery beyond the human civilization, 

where the ski season for up to 7 months 

each year in mid-November to the end 

of May the following year, are attracted 

the ski amateu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unshine Village, an elevation of 2,195 

meters above sea level, snow dry, is a real 

pink snow paradise, known as the "real 

Canadian snow." The most challenging 

Delirium Dive in the Sunshine Village is 

also one of the top 10 ski routes in the 

world, with an annual skiing master to 

conquer it. The Rogers Terrain Park is 

one of the destinations not to be missed 

which cover an area more than 4.8 

hectares.

Lake Louise Ski Resort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the majestic 

and historic Banff National Park, 

Louise Lake is a true legend. It has 

beautiful, unique, spectacular views 

and rich terrain, surrounded by pristine 

and breathtaking wilderness. The 

1,700-hectare Lake Louise ski resort is 

one of North America's largest ski resorts. 

Unique design and a variety of winter 

activities make different levels of families 

and groups enjoy the winter sports. 

There are primary,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trails available for all to choose 

from. Beginners and intermediate skiers 

can experience the rich gentle slopes 

that professional skiers can explore som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terrain in the 

Rockies - endless troughs, open spaces 

and gullies. In addition to skiing, the 

Louise Lake also has an outdoor natural 

ice rink and snow flying saucer project, 

the same fun.

Ontario Province—
Different style for the 
romantic winter
Ontario, a globalized province with 

many big cities, fashion but not swank. 

In winter, here turns into ice and snow 

world. Whether it's a romantic dog-sled 

ride, fresh alpine skiing, or ice-skating on 

the world's longest skating rink, it will 

never be lonely.

Blue Mountain Resort
Known as the Winter Sports Ground 

in Ontario, the Blue Mountain Resort, 

whether you are a beginner or  a 

professional, can continue to outdo and 

challenge the limits here. Blue Mountain 

Resort has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complete snow-making system, as a 

powerful natural snow powder back-up 

supplement. The resort is also equipped 

with advanced and efficient output system 

can be annual melting of spring snow 

into the Gulf of Georgia for recycling, to 

exemplify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cept. And 

people can have a different experience of 

skiing at night in the resort.

Québec—French romantic 
with winter energy
People can have a different experience 

when they come to Québec in winter. 

The silver cities will be filled with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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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nthusiasm every year in November 

to March the following year. Experience 

the spectacular mountain activities in 

the woods of the Thanbulang Mountain 

Resort, experience the downhill skiing 

at Mount St. Anne, experience the 

Montreal Winter Light Festival or the 

Ice and Snow Festival, and experience 

the Quebec City Winter Carnival...

Le Massif Ski Resort
L e  Mas s i f  Sk i  Re so r t  f a c e s  the 

Lawrence River and it is a popular ski 

resort in Quebec with the backdrop of 

Laurentides. The Le Massif Ski Resort is 

an ideal destination for a pleasant stay in 

the heart of Le Massif, where creativity,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elements 

combine perfectly with the idyllic beauty 

of Charlevoix, a unique experience, fine 

cuisine and intimate service. You can 

enjoy the snow in this free call, breath 

the fresh air in the mountains, fell the 

gallop to bring the raid heartbeat. All 

of these write the most moving song of 

Quebec together.

Mont Tremblant Ski 
Resort
Mont Tremblant is thehe highest 

mountain in northern Laurentide, it 

likes a lighthouse that guides visitors to 

the summit. The Tremblant Mountain 

Resort is Quebec's top ski resorts; there 

are spacious veneer and snowboard 

terrain parks, picturesque villages and 

well-equipped golf courses. Come and 

enjoy the freedom and challenge the 

mountains.

Snow world in Switzerland
Grand mountains, now-capped valleys, 

idyllic quiet villages ... you can find 

everything you need for a fantastic 

winter vacationin the shining silver snow 

home - Switzerland. Skiing on snowy ski 

slopes, or taking part in snowshoeing, 

feeling the romantic snow-covered forest, 

Switzerland's winter will always be 

forgotten.

Valais—winter paradise 
in the world
There is no such good place: 45 majestic 

mountains above 4000 meters above 

sea level, more than 2800 km snow 

conditions guaranteed ski slopes, suitable 

for non-winter sports enthusiasts of many 

activities, Valais is the most outstanding 

winter paradise!

Walking through the white snow step by 

step, you can enjoy the grand mountains 

everywhere and there is deep bottom of 

valley under your feet. Valais is also the 

paradise for hikers. The mountains and 

valleys and the iced lake are suitable for 

people to cross-country skiing. Whether 

you like dynamic skate skiing or classic 

skiing, there are plenty of well-formed 

trails awaiting you to explore. Jump into 

the water, take a deep breath and relax. 

Valais has six spa resorts: Breiten、

Brigerbad、Leukerbad、Sai l lon、

Ovronnaz and Val  d’I l l iez .  They 

provide relax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service for several years. Find thrills 

and excitement, irons, jumpers and 

U-shaped tables, slides or slopestyle 

where you can enjoy endless pleasures. 

Enjoy the sheer joy of the two slides, 

which ensure that every age of visitors 

can experience the real pleasures of the 

winter. Meandering but safe slides will 

lead visitors through the different slopes 

through the unique winter beauty.

Lenzerheide—Let your 
heart beat faster
After finishing the Urdenbahn railway 

from Hornli to Urdenfürggl, Switz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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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a new fantastic combination: Arosa 

and Lenzerheide, which comprise a 

ski area with 225 km of snow slopes 

of the winter paradise, the number of 

comfortable alpine huts doubled, the 

number of sunny days also set a new 

record.

In winter,  the most attract ive is 

obviously snow sports. Well-structured 

ski slopes for all levels of visitors, Snow 

Park for adventurers, children's park 

for our small guests, all of which form 

a complete tour package. In addition, 

the "Ski School Package" allows parents 

to spend a relaxing day on the sunny 

ski slopes, while children learn how to 

descend from snow-covered hills.

Activities outside the ski slopes are as 

varied as those on the ski slopes. Walk 

along 300 km of winter hiking trails 

to explore the entire area, through the 

ArrosaLenzerheide magic winter beauty, 

along the way in many alpine huts in 

the hand holding the hot spice or hot 

chocolate hot hand. Take a sled ride from 

the hills, both thrilling and fun.

Davos—the charming 
skiing town
In Davos, skiers really slipped up the 

slopes instead of going up the slopes. 

150 years ago, the first skiing of the Alpine 

winter sports took place here. The world's 

first traction cable car in 1934 during the 

Christmas season at the foot of the sub 

test Crows put into operation. Nowadays, 

winter sports enthusia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come to these six magnificent 

mountains, where restaurants, sun bars 

and ski slopes of up to 320 km are 

attracting visito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ere are five skiing areas, everyone can 

find a satisfying skiing area.Parsenn, 

the classic ski resort, has a long and 

wide ski slope and many stylish alpine 

hut; Jakobshorn: it has snow park and 

U-shaped pool,Jatzhütte is the largest 

mountain behind the ski hut; Pischa, the 

only freestyle ski area in Switzerland; the 

Madrisa and Rinerhorn: a family ski area 

with a children's playground and a child-

care center; Schatzalp has few people on 

the snow ski slopes, it seems like going 

back to the beautiful old times.

LAAX—the best freestyle 
skiing resort in Europe
LAAX is the No.1 freestyle skiing 

resort of Switzerland, it is the Swiss 

Freestyle skiing national team’s training 

place. From 2013 to 2015, LAAX has 

been recognized as the best ski resort in 

Switzerland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by the tourism industry's Oscar-World 

Tourism Awards, which is the best 

recognition of LAAX's high level of 

service and amenities.

LAAX has 235 km of ski trails, 28 of 

the world's top cable car system, 4 

professional ski parks, 89 exciting ski 

obstacle devices, and up to 200 meters 

longest U-shaped chute.

Luzern and Vierwaldstättersee area—

endless happiness in winter

In the heart of Switzerland, the joy of 

snow and ice show the most beautiful 

side, where visitors can even go to their 

destination by boat, feel the real colorful 

sports areas: ski and snowboarding 

slopes, cross-country ski trails, snowshoe 

trails and stroll routes all over the 

Lucerne—they are the special travel 

destinations of Luzern. In winter, the 

Pilatus Snow Fun Park in Fräkmüntegg 

offers a variety of winter sports for snow 

lovers. Here you can try different snow 

sports equipment, enjoy the incredible 

winter scenery around. The natural 

snow-covered ski slopes vary in length 

and difficulty, allowing you to really 

slither down the hill. At the top of Titlis, 

you can feel the highest suspension 

bridge in Europe at an altitude of 3,000 

meters. In the only 1-meter-wide cable 

construction, visitors can safely enjoy 

the south side of Titlis, 500 meters deep 

abyss. Freestyle sports enthusiasts will 

also be delighted by the fact that they 

can enjoy the freestyle skiing in the Frutt 

Park in the village of Melchsee-Frutt: 

the largest snowfall in the Lake Lucerne 

region Fun Park has a platform, iron box, 

iron pole, rotating road, sliding pool, tree 

staves and other facilities. The Huskies 

campground in Muotathal ensures that 

visitors can enjoy the unique winter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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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a dog-sled like a dog-sled man, 

spend a wonderful time with the Huskies 

at the only Husky camp in Switzerland.

Jungfrau Region—from 
speed to romance
The Jungfrau region lies to the east 

of the Bernese Oberland, south of 

Interlaken. The region has the world's 

most beautiful Alps, towering Eiger, 

monks and Jungfrau towering peaks, 

infinite beauty attracts touris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ice sports area around Eiger, Monk 

Peak and Lauber Peak provide a variety 

of difficult skiing slopes for visitors, 

they are attractive very much. People 

who don’t skiing are also welcomed in 

Jungfrau Region where they can enjoy 

endless happiness. The 15-kilometer 

toboggan runway is the world's longest 

toboggan runway, providing visitors 

with an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You 

can also take part in idyllic romantic 

winter walks. Jungfrau ski area is also 

very suitable for family tourists, many 

children's clubs and special projects will 

make every young tourist happy.

Engadin St. Moritz—
A dazzling diamond in 
winter resorts
This charming Alpine town in the 

spectacular valley of Engadine has become 

a world-famous holiday destination, 

with fairy tale winter fashion and glamor 

attracting visitors from all directions.

Due to the dry climate, St. Moritz has 

the best powder snow in the Alps. In 

1864, winter tourism was born here，and 

it has hold two Olympic Winter Games. 

In 2017, St. Moritz will be the fifth to 

hold the International Ski Federation 

Alps World Ski Championships. Others 

top activities include: St. Moritz Polo, 

Ice Lake Horse Racing, St Moritz Food 

Festival. In addition, the hotel also offers 

a "hotel and ski ticket package”.

Winter paradise in 
Finland
Finland is a perfect winter paradise.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will be able to meet 

your desire for winter activities. From 

the slopes of Lapland to the end, take 

the Husky sled through the magical 

landscape, wear snowshoeing to the 

woods and walk slowly - all in Finland.

Lapland Classic Ski 
Resort
There are about 75 ski resorts in Finland, 

most of which are small hills near the 

city or village. Major ski resort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hills of Lapland, 

which is also a classic winter resort. The 

four ski resorts of Lapland - Levi, Ylläs, 

Pyhä-Luosto and Ruka - range from about 

500 meters to over 700 meters above sea 

level, with slopes as long as 3 kilometers.

Lapland's ski centers are basically resort-

style, and offer many other activities 

besides skiing and snowboarding. 

Snowmobiling, snowboarding, hiking, 

reindeer pulling, cross-country skiing, 

ice fishing, snow-shoe cross-country, and 

just a breathtaking of the northern air. 

There are activities everywhere only in 

low altitude area.

In order to experience Lapland carefully, 

be sure to set aside a few days, rent 

a cabins, which is the most common 

residential in Lapland. After a long day 

outdoors, enjoy the steaming Finnish 

sauna and sit around the fire for a while, 

which is part of the "magical experience" 

for your private use.

Levi
Levi is the most popular ski resort in 

Finland. Two snow parks, a variety 

of slopes for skiers and snowboarders 

and a lively village center a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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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attractions. The resort is easily 

accessed through Kittilä airport just 

a few minutes’ drive away. Levi hosts 

an annual FIS World Cup slalom 

competition in November.

Pyhä-Luosto
The twin resorts of Pyhä-Luosto are the 

most unhurried of Lapland’s ski centers. 

The fells offer great variation for all types 

of skiing and riding. Pyhä is famous for 

its picturesque backcountry, a feature 

that keeps domestic experts coming back 

year after year, and many ending up 

living here.

Ylläs
The twin resorts of Pyhä-Luosto are the 

most unhurried of Lapland’s ski centers. 

The fells offer great variation for all types 

of skiing and riding. Pyhä is famous for 

its picturesque backcountry, a feature 

that keeps domestic experts coming back 

year after year, and many ending up 

living here.

American ski pilgrimage 
land
European-style villages, enjoy the 

country's top ski leisure experience, the 

ancient mining town, the embodiment 

of winter paradise. After the start of 

the ski fun, beautiful scenery, top food, 

surprise experience. This is a ski resort, 

also a pilgrimage land.

A fantastic experience 
in Vail ski resort in 
Colorado
Brand-name shopping, whiskey tasting 

and the top leisure experience after 

skiing make many single-board skiing 

enthusiasts come to this European-style 

village filled with ordinary. A stylish 

mounta in  re s taurant ,  ch i ld ren ' s 

adventures and hot springs are new here, 

a two-hour drive from Denver or a short 

drive from Eagle Airport, will provide 

you with a unique experience.

Sitting in the Sun Up Express is a great 

location to explore the rich treasures of 

the post-bowl area and reach the Blue Sky 

Basin faster. Vail's experienced single-and-

double-deck instructors can also enhance 

single and double-deck skiing skills while 

immersing themselves in hidden maps 

and personal guide maps.

The unique Game Creek restaurant will 

truly be a new high-level dining. Located 

in Vail's picturesque Game Creek Bowl, 

this European-style Swiss cottage is a great 

place to have a romantic evening and 

an ideal place for family reunions. Take 

the short Eagle Bahn cable car to Eagle's 

Nest, where you can take a snowmobile 

to the restaurant through the forest. The 

stunning environment is complemented 

by fine multi-course cuisine and an award-

winning wine list, not to be missed.

Located in the village of Vail, sitting 

on Gore Creek charming scenery of the 

Mountain Standard is a new concept 

restaurant,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 of 

casual, original, and open fire cooking. 

The restaurant specializes in grilled meats, 

where creative cuisine is simple and 

original, such as roast chicken, freshly 

made original salads and roasted apple-

wood ribs.

Park city—the winter 
paradise in Utah
From the primary snow to double black 

diamond-level snow, from the ancient 

Western mining town extended out, 

as if in Hollywood film scene. Then 

put this incredible combination on the 

distanc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ly 35 minutes away, and call it 

"PARK CITY".

Park City is a 35-minute drive from Salt 

Lake City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has 

not yet reached the "bright day" to reach 

the chair. Here, nearly 2,800 hectares 

of the mountains (the largest ski resort 

in the United States) immediately with 

the magnificent winter will you embrace. 

Speedy steep slopes, natural U-shaped 

slopes, filled bowl of pink snow lot and 

unparalleled pressure fleet, Park City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definition 

of winter paradise. More than 300 ski 

trails, 38 cable cars and  50 million US 

dollars invested last year for the perfect 

mountain facilities, so that the winter 

dream come true. In the former silver 

mine town of Park City, enjoy the 

activities of the ski activities and nightlife 

scene, eyeful of the magnificent Olympic 

Games , immediately understand why 

people and their families visit the new 

Park City.

This mountain area has a variety of 

poplar and pine trees, after a blizzard it 

has become a great skiing. Do not forget 

to have a taste of the famous donuts of 

Cloud Dine!  The Bonanza cable chair 

area also provides green line, blue line 

and black line slide for the whole family 

to ski. Homerun, the Park City's longest 

and most popular ski trail is in this area 

where skiing enthusiasts can reach the 

foothills by the ski slopes from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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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浪漫的白色冬季让人心驰神往，柳絮般的雪花缔造了这片银色天地，
这个充满户外乐趣的国度，有的不仅仅是滑雪和美景，各种丰富多彩、充
满想象的冬日活动正期待着您前来挑战！

白色浪漫

The romantic and beautiful winter in Canada attracts 
people very much,the catkins-like snow creates a silver 
world. There is not only skiing and beautiful scenery, but 
also various and imaginative winter activities in this 
funny world for you to come and have a challenge!

The white romantic of Canada

Canada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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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松软干燥的粉雪簌簌落下，将这里打造成

天然滑雪场和梦幻的冰雪仙境。在顶级滑雪度假村，

体验巨大的垂直落差、多样的地形、壮观的景致以及

滑雪过后的娱乐活动，BC 省一定让您乘兴而来，尽兴

而归。

惠 斯 勒 黑 梳 山 滑 雪 度 假 村（Whistler Blackcomb Ski 

Resort）

惠斯勒黑梳山度假村是北美顶级的滑雪胜地。惠

斯勒山和黑梳山是两座并排的山脉，互相融合形成了

200 多雪道和 3307 公顷的高山地形，并拥有 16 个高

山碗状地形和 3 条冰川。惠斯勒黑梳山度假村会带来

难忘的单板和双板滑雪以及各种冬季活动体验。游客

可以游玩于惠斯勒地形公园，或是在 Peak 2 Peak 横

渡峰顶缆车上俯瞰全景，还能尝试直升机滑雪和高空

滑索生态之旅！度假村全年提供美味的餐饮服务，不

仅会举办热闹的庆典活动，还有精美的艺术画廊和令

人流连忘返的购物场所供游客体验。

太阳峰滑雪场度假村 Sun Peaks Resort

太阳峰滑雪场度假村是加拿大第二大滑雪场，

面积达 4270 英亩，是加拿大第二大雪场，这里拥有

135 条雪道和 12 条缆车线路，被誉为“加拿大最佳家

庭滑雪度假村”。除了滑雪之外，这里还有许多轻松

温和、适合家庭参与的活动，人气项目包括雪鞋健行、

狗拉雪橇等。

BC 省冰雪冬趣别样意境

Different views in BC Province in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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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造访艾伯塔省将是一段神奇的经历。雪花飘落

在落基山脉及繁华都市中，阳光均匀地铺洒在银白大地

上，闪耀着钻石般的光芒。森林中晶莹的冰川与阳光下

耀眼夺目的冰峰交相辉映。在山坡上度过欢乐的一天后，

别忘了到酒吧里放松一下，享受精彩的夜生活！

阳光村滑雪场 Sunshine Village

阳光村坐落在班夫国家公园的中心，从班夫镇前

往阳光村仅有 15 分钟的车程。滑雪场就散落在连绵起

伏的山峰之间，享有超越人类文明的自然风光，这里的

滑雪季长达 7 个月，每年 11 月中旬至次年 5 月底，都

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滑雪爱好者。阳光村的海拔达到

2195 米，雪质干燥，是真正的粉雪天堂，被誉为“真

正的加拿大之雪”。阳光村中最具有挑战性的 Delirium 

Dive 雪道也是世界十大顶级雪道之一，每年为了征服

它而来的滑雪高手络绎不绝。而占地超过 4.8 公顷的罗

杰斯地形公园也是不容错过的目的地之一。

露易丝湖滑雪场 Lake Louise Ski Resort

露易丝湖坐落在雄伟、历史悠久的班夫国家公园的

中心地带，是一个真正的传奇。这里拥有美丽独特的壮

观景色及丰富的地形，周围是原始和令人惊叹的荒野。

占地 1700 公顷的露易丝湖滑雪场，是北美最大的滑雪

场之一。独特的设计以及多样的冬季活动选择让不同水

平的家庭和群体都能共享冬季运动的乐趣。这里有初级、

中级和高级雪道可供所有人选择。初学者和中级滑雪者

可以体验这里丰富的缓坡，专业滑雪者可以探索落基山

脉的一些最具挑战性的地形——永无止境的槽、空地和

沟壑。除滑雪之外，露易丝湖还有着户外天然溜冰场以

及雪上飞碟项目，同样乐趣无穷。

艾伯塔省 Alberta  缤纷冬季魅力无限

Alberta Province—Colorful winter with infinite c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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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省，一个全球化、拥有众多大都会的省份，

时尚而不张扬。冬季，这里则幻化为冰雪天地。不管

是浪漫温馨的狗拉雪橇之旅，还是新鲜刺激的高山滑

雪，抑或是在全球最长的溜冰场上溜冰，这里的冬季

绝不寂寞。

蓝山度假村 Blue Mountain Resort

蓝山度假村被誉为安大略省的冬季运动场，不管

您是初学者还是专业玩家，都可以在这里继续超越自

己并挑战极限。蓝山度假村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完善

的造雪系统，成为天然粉雪的有力后备补充。度假村

还配有先进高效的输出系统，可以将每年融化的春雪

汇入乔治亚湾进行循环利用，以身作则地诠释了绿色

环保概念。此外，还能在夜间前往度假村体验不一样

的滑雪感受。

Ontario 安大略省浪漫冬趣别样风情

Ontario Province—Different style for the romantic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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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走向户外，也为人们打开了全新的视野。这一季，法国
知名户外休闲品牌 AIGLE 从蔚蓝天空和广袤大地汲取色彩灵
感，以自然的气度和自由的灵魂为创作之翼，针对气候转换和
不同场景而精心打造的本季系列，是真正满足都市人群出行需
求的户外功能服饰，在旅行途中轻松收纳并方便穿着，AIGLE
于世界各处与人相随，是人们探索自然的良伴。本季系列中更
强调了永续环保的设计理念，达到关爱地球生灵和倍护天地之
美，成为有效的行动。“French but wild”— AIGLE，法式经典，
纵情享受。GORE-TEX® 羽绒外套 ROOKER AS 全部接缝采
用压胶防水工艺，可拆卸人工皮草帽领，多兜袋的设计，填充
9010 白鹅绒。

Tips
冬天来魁北克省别有一番风情，每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银装素

裹的城市活力四射、热情似火。在汤卜朗山度假村的树林中体验精彩

的山间活动，在圣安妮山体验速降滑雪，参加蒙特利尔冬季灯光节或

者冰雪节，感受魁北克城冬季嘉年华。

乐玛喜山滑雪度假村 Le Massif Ski Resort

乐玛喜山滑雪度假村面临劳伦斯河，背靠洛朗蒂德山区，是魁北

克省著名的滑雪胜地。在乐玛喜山，创意、文化和时代元素被完美融

合，再加上夏洛瓦的田园风光、独特体验、精致美食和贴心服务，使

乐玛喜山滑雪度假村成了众人向往的滑雪胜地。您可以在此自由地感

受白雪的召唤，在山间呼吸新鲜空气，感受疾驰飞奔带来的心跳加速，

一起谱写魁北克省最动人的冬日旋律。

汤卜朗山度假村 Mont Tremblant Ski Resort

汤卜朗山是蒙特利尔北部洛朗蒂德山区最高的雪山，如灯塔般指

引着游客攀至巅峰。汤卜朗山度假村则是魁北克省最顶级的滑雪胜地，

宽敞的单板和双板滑雪地形公园、风景如画的村庄和设施齐全的高尔

夫球场……来这里享受自由、挑战群山。

魁北克省 Québec 法式浪漫冬日活力

Québec—French romantic with 
winter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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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找不到这样好的地方：45 座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雄伟山峰，2800 多公里雪况有保障的

滑雪坡道，适合非冬季运动爱好者的众多活动，

瓦莱州堪称最出色的冬季天堂！

一步一步走过平整的洁白积雪，随处可以欣

赏到雄伟的山峰，脚下是幽深的谷底——冬季的

瓦莱州依然是远足者真正的天堂！瓦莱州的高山

峡谷和冰封的湖面非常适合越野滑雪。无论您喜

欢富有活力的溜冰式滑雪技术还是经典滑雪，这

里都有大量精心平整的小径期待着您前去探索。

跳入水中，深呼吸、放松。瓦莱州的 6 个温泉度

假胜地——Breiten、Brigerbad、洛伊克巴德、

赛永、奥弗朗纳兹和伊利亚兹山谷——至今已为

游客提供了几十年的休闲、放松和康复服务。寻

找惊险与刺激，豁口、铁杆、跳台和 U 形台、滑

梯或雪坡（Slopestyle）线路——在这里可以享

受到无尽的欢乐。在两条滑道上感受纯粹的欢乐，

雪橇滑道确保各年龄段的游客都能感受到冬季的

真正乐趣。蜿蜒但安全的滑道将带领游客沿着不

同的坡度穿越独特的冬季美景。

瓦莱州——天地间的冬季天堂

Valais—winter paradise in the world

Grand mountains, now-capped valleys, idyllic quiet villages...you 
can find everything you need for a fantastic winter vacationin 
the shining silver snow home -Switzerland. Skiing on snowy ski 
slopes, or taking part in snowshoeing, feeling the romantic snow-
covered forest, Switzerland's winter will always be forgotten.

雄伟的山峰，白雪皑皑的山谷，田园诗般静谧的村庄……在闪耀着
银色光芒的冰雪家园——瑞士，可以找到冬季梦幻假期所需的一切。
在引人入胜的粉末雪道上滑雪或体验单板滑雪，或是参加雪鞋漫步，
感受白雪覆盖的森林散发出的浪漫气息，瑞士的冬天总会令人流连
忘返。冰雪家园

Snow world in Switzerland

Switzerland
瑞 士

The white romantic of Canada



31・TRAVEL&LEISURE

自 从 阿 罗 萨 荷 恩 利（Hörnli） 至 伦 策 海 德

Urdenfürggli 的 Urdenbahn 铁路建成后，瑞士拥有

了一个新的梦幻组合：阿罗萨和伦策海德这两个滑雪

区组成了一个拥有 225 公里雪坡的冬季天堂，舒适的

高山小屋的数量增加了一倍，阳光灿烂的天数也创下

了新的纪录。

冬季，最吸引人的显然是冰雪运动。精心平整的

滑雪坡道适合各种水平的游客，冰雪公园适合冒险者，

儿童乐园适合我们的小客人，所有这一切组成了完整

的游览套餐。此外，“滑雪学校套餐”使家长们能够

在阳光灿烂的滑雪坡道上度过轻松的一天，孩子们则

学习如何从白雪覆盖的山丘上飞驰而下。

滑雪坡道外的活动同样多姿多彩，丝毫不比滑雪

坡道上的活动逊色。可以沿着 300 公里冬季远足小径

步行探索整个景区，穿越阿罗萨伦策海德神奇的冬季

美景，在沿途的众多高山小屋中手捧加香料的热葡萄

酒或者热巧克力暖暖手。乘坐雪橇从山丘上飞驰，既

惊险刺激，又充满乐趣。

采尔马特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山村，拥有全球上最

多的山峰。登山家、滑雪爱好者、美食家和热爱大自

然的人都齐聚此处。

这里的气候绝佳：全年阳光灿烂的日子超过 300

天，降雨量低于瑞士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采尔马特的

空气清新、干燥、清洁，因为这里始终禁止汽车通行。

游客们乘坐火车能够非常便捷地到达这座阿尔卑斯村

庄的中心。360 公里滑雪道从早到晚期待着冬季运

动爱好者，马特宏峰瑞士一侧和意大利一侧都有滑雪

道，在意大利，马特宏峰被称为切尔维诺峰（Monte 

Cervino）。西奥杜尔（Theodul）冰川上的夏季滑雪

区拥有 21 公里雪况有保障的滑雪道。换言之，在采尔

马特全年 365 天均可滑雪。冬季远足者和雪鞋漫步爱

好者在这里也能欣赏闪耀着白色耀眼光芒的冰雪美景。

阿罗萨伦策海德——让您心跳加速

采尔马特令人着迷的度假目的地

Lenzerheide—Let your heart beat faster

Zermatt—the fascinating holiday 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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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沃斯，滑雪者真正滑上山坡而不是走上山

坡——150 年前，阿尔卑斯山区冬季运动的第一次滑雪

就诞生在这里。世界上第一部牵引式缆车 1934 年圣诞

节期间在亚考布斯峰山脚下投入运行。现在，世界各地

的冬季运动爱好者纷纷来到这 6 座雄伟的山峰，这里的

餐馆、阳光冰雪酒吧和长达 320 公里的各种滑雪道深深

地吸引着八方来客。5 大滑雪区，不同年龄和兴趣的游

客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滑雪区：帕森，经典的滑雪胜地，

拥有又长又宽的滑雪坡道及众多时尚的高山小屋；亚考

布斯峰，建有雪趣公园和 U 形池，Jatzhütte 是山上最

大的滑雪后休息小屋；Pischa，瑞士唯一的自由式滑雪

区；马德里萨和里纳峰，家庭滑雪区，建有儿童乐园 ( 游

乐场 ) 和儿童看护中心；沙茨阿尔卑，滑雪坡道上人比

较少，仿佛回到旧时的美好时光。

达沃斯迷人的滑雪小镇

Davos—the charming skiing town

LAAX 是瑞士第一自由式滑雪度假区，是瑞士自

由式滑雪国家队的训练场地。从 2013 年开始到 2015 

年，LAAX 连续三年被旅游行业的奥斯卡奖——“世

界旅游大奖”评为瑞士最好滑雪度假胜地，这是对

LAAX 高水平的服务和完备设施的最好肯定。

LAAX 位于瑞士莱克斯，从苏黎世机场开车仅需

1 个半小时，搭乘汽车、火车以及大巴等交通工具都

可轻松到达。整个滑雪度假区的面积达100 平方公里，

70% 的区域都在海平面 2000 米以上，优厚的地理

位置确保了丰富的雪量和良好的雪质，就算暖冬也不

例外。

LAAX 拥有 235 公里的滑雪道，28 座世界顶级缆

车系统，4 座非常专业的滑雪公园，89 个让人兴奋的滑

雪障碍装置，以及长达200 米的世界上最长的U 形滑槽。

LAAX 瑞士莱克斯欧洲最顶级自由式滑雪度假区

LAAX—the best freestyle skiing resort i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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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心脏地带，冰雪上的欢乐展现出最美丽的

一面，游客在这里甚至可以乘船前往自己的目的地，

感受真正多姿多彩的冰雪运动区：滑雪和单板滑雪坡

道、雪橇滑道、越野滑雪道、雪鞋漫步小径以及漫步

线路遍布琉森——琉森湖区独具特色的冬季运动旅游

胜地。冬季，皮拉图斯雪趣公园在 Fräkmüntegg 为

冰雪爱好者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冬季运动项目。游客在

这里可以尝试不同的雪地运动设备，欣赏周围令人难

以置信的冬季美景。天然雪覆盖的滑雪坡道长度和难

度各异，使您能够真正飞速地滑下山坡。在铁力士山

之巅，可以在海拔 3000 米的高山感受欧洲最高的悬

索桥。在仅有 1 米宽的悬索建筑上，游客可以安全地

欣赏铁力士山南侧深达 500 米的深渊。自由式运动爱

好者在这里也会喜出望外，因为他们可以在位于梅克

西－福如特（Melchsee-Frutt）村的福如特公园尽享

琉森和琉森湖区——冬季奇境中的无限欢乐

Luzern and Vierwaldstättersee
area—endless happiness in winter

自由式滑雪的乐趣：这座琉森湖区最大的雪趣公园建

有跳台、铁杆、铁箱、旋转道、滑入池、树杆等设施。

位于穆奥塔塔尔（Muotathal）的哈士奇露营地确保游

客能感受到独特的冬季乐趣。像狗拉雪橇驾驭者一样，

在瑞士唯一的哈士奇露营地与哈士奇共度一段美好的

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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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峰地区位于伯尔尼高地东部，因特拉肯以南。

该地区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阿尔卑斯山景色，巍峨的

艾格峰、僧侣峰和少女峰高耸入云，无限美景吸引着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艾格峰、僧侣峰和劳伯峰周围的冰雪运动区为游

客准备了各种难度的滑雪道，极具吸引力。

不滑雪的游客在少女峰地区同样极受欢迎——他

们在这里可以乘坐雪橇尽享无尽的欢乐，长达 15 公里

的雪橇滑道是世界上最长的雪橇滑道，带给游客非凡

的精彩体验。还可以参加田园诗般浪漫的冬季漫步活

动。少女峰滑雪区也非常适合家庭游客，众多儿童俱

乐部和特惠项目将使每个年轻游客都欢乐开怀。

格林德尔瓦尔德的海拔高度为 1034 米，位于艾

格峰北坡山脚下一片纯净而独特的阿尔卑斯美景之中。

这座村庄具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除了未受任何破坏

的高山环境外，还为游客准备了众多游览项目。丰富

多彩的冬季和夏季活动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恢复

精神与活力。

您会渴望在这个海拔 1274 米的村庄逛一逛，感

受这个阳光灿烂的传统温泉及家庭度假胜地。沿着劳

伯峰（Lauberhorn）小径可以步行欣赏著名的世界杯

滑雪赛事线路。

米伦，雪朗峰禁止汽车通行的山村。这一海拔

1634 米的古雅山村可为游客提供大量远足及短途游览

项目，非常适合渴望在安静的大自然中主动寻找乐趣

的游客。附近的村庄吉美尔瓦尔德（Gimmelwald）

以其未受任何破坏的淳朴特色而远近闻名。

因特拉肯是一个国际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地理位

置极为优越，座落在图恩湖与布里恩茨湖之间，位于

艾格峰、僧侣峰和少女峰三座迷人的高山脚下。这里

为游客准备了众多运动、休闲和娱乐选择，是众多短

途游览线路的绝佳起点。

少女峰地区 Jungfrau Region 从速度到浪漫

Jungfrau Region—from speed to ro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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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坐落在壮观的恩嘎丁山谷的迷人阿尔卑斯小镇已经成为举世

闻名的度假胜地，童话般的冬季时尚和魅力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

由于气候干燥，圣莫里茨拥有阿尔卑斯山区最出色的粉末雪。

1864 年，冬季旅游在这里诞生，举办过两届冬季奥运会。2017 年，

圣莫里茨将第 5 次举行国际滑雪联合会阿尔卑斯世界滑雪锦标赛，其他

的顶级活动包括：圣莫里茨马球赛、冰湖赛马、圣莫里茨美食节等。此

外，这里还为游客准备了极具吸引力的“酒店和滑雪通票”套餐。

上恩嘎丁是瑞士最大的冬季运动区。在这里，每一个热爱冬季运

动的人都能梦想成真。除了 350 公里极为平整的滑雪道、57 套高山运

输设施及 34 家带有宽敞阳光露台的餐厅外，这个度假区还拥有无与伦

比的纯美景色和阿尔卑斯山区最佳的粉末雪。

圣莫里茨地区 Engadin St. Moritz
冬季度假胜地中的一颗璀璨的钻石

Engadin St. Moritz— A dazzling 
diamond in winter res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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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是一座完美的冬日乐园。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定能满足你对冬季活
动的渴望。从拉普兰的山坡向下一滑到底，乘坐哈士奇雪橇穿越魔幻般的
景致，穿上雪鞋去森林里缓慢徒步——这些全都能在芬兰体验。

Finland is a perfect winter paradise.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will 
be able to meet your desire for winter activities. From the slopes 
of Lapland to the end, take the Husky sled through the magical 
landscape, wear snowshoeing to the woods and walk slowly - 
all in Finland.

冬日乐园
Winter paradise in Finland

Finland
芬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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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全国境内有滑雪场大约 75 处，大部分是靠

近城市或村镇的当地小山丘。大型滑雪场主要集中在

拉普兰的丘原，那里也是经典的冬季度假胜地。拉普

兰四大滑雪胜地——莱维（Levi）、禺拉斯（Ylläs）、

圣卢奥斯托（Pyhä-Luosto）和卢卡（Ruka）——海

拔高度从约 500 米到 700 多米不等，山坡的长度最长

可达 3 公里。

拉普兰的滑雪中心基本上都是度假村式的，除了

滑雪和滑雪板运动外，还提供很多其他活动。雪地摩

托、哈士奇犬拉雪橇、驯鹿拉车、越野滑雪、冰上钓

鱼、穿雪鞋越野，哪怕只是呼吸一下北国清新的空气，

到处都是低海拔地带特有的娱乐项目。

多功能的滑雪度假村为高坡滑雪爱好者们提供了一

切可能的地形条件，从适合儿童的小坡道到黑色滑道，

从冰雪公园到野地探险应有尽有。滑雪季从10月底开始，

而旺季则从 2 月份一直持续到 5 月初积雪融化为止。

为真正体验拉普兰，一定要留出几天时间，租一

间小木屋，这是拉普兰最常见的民居。一整天户外运

动之后，享受一下热气蒸腾的芬兰桑拿，然后在炉火

边慵懒地闲坐一会儿，这就是专为你准备的“神奇体验”

的一部分。

莱维（Levi）

莱维（Levi）是芬兰最受欢迎的滑雪场度假村。

主要景点设施包括两个冰雪公园，适宜于滑雪和滑雪

板运动的各种坡道，和一处充满活力的度假村中心。

度假村距离基帝拉（Kittilä）机场近在咫尺，只需几分

钟的车程。每年 11 月份，一年一度的 FIS 障碍滑雪世

界锦标赛都会在莱维举行。

圣卢奥斯托（Pyhä-Luosto）姊妹度假村

圣卢奥斯托（Pyhä-Luosto）姊妹度假村是拉普

兰最悠闲的两个滑雪中心。这里的雪原提供了各种类

型的滑雪和驾雪橇地形。它以风景如画的荒原著称，

芬兰本国的行家里手们每年都要来这里，很多人干脆

定居于此了。

禺拉斯（Ylläs）

很多人会说禺拉斯（Ylläs）是芬兰滑雪场中最具

传奇色彩的一个。自 1957 年起这里就有了滑雪缆车，

禺拉斯及其周边的六处丘原至今魅力不减。在这种环

境中，滑完雪交流一番，一定是一种很不错的体验。

饮食贴士：去拉普兰滑雪度假，必做的一件事就

是午饭时间吃烤香肠。眼见为实哦，加入聚在山脚下

篝火边烧烤的芬兰人当中，一起享用吧！

拉普兰经典滑雪胜地

Lapland Classic Ski Resort



38・TRAVEL&LEISURE

洋溢欧洲风情的村庄，享受全美最顶级的滑雪后休闲体验，古老的采矿小镇，
化身冬季乐土。在滑雪后展开的无限乐趣，旖旎的风光，顶级的美食，惊喜
的体验。这里是滑雪胜地，更是朝圣之地。

European-style villages, enjoy the country's top ski leisure 
experience, the ancient mining town, the embodiment of 
winter paradise. After the start of the ski fun, beautiful 
scenery, top food, surprise experience. This is a ski resort, also 
a pilgrimage land.

滑雪朝圣地
American ski pilgrimage land

American
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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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牌购物、品尝威士忌环球美食以及全美最顶级

的滑雪后休闲体验，让无数单双板滑雪爱好者降临这

个洋溢欧洲风情的平凡村庄。这里新添了时髦的山上

餐厅、孩童冒险滑雪场和温泉，从丹佛开车两个小时

或伊格尔机场短途驱车，你就将获得绝无仅有的体验。

坐着 Sun Up Express 坐拥绝佳视角，探索后

碗地带的丰富宝藏，并更快到达蓝天盆地 (Blue Sky 

Basin)。Vail 经验丰富的单双板教练化身真人路线地

图和私人导滑，领略隐藏的宝藏的同时，还可以提高

单双板滑雪技巧。

独一无二的 Game Creek 餐厅真正将高级餐饮做

到了新高度。这一欧洲风格的瑞士小屋位于 Vail 风景

如画的 Game Creek Bowl，是营造浪漫之夜的绝佳场

所，也是家人团聚的理想用餐之地。乘坐短途的 Eagle 

Bahn 厢式缆车抵达 Eagle's Nest，在这里乘坐着雪地

车穿过森林来到餐厅。令人惊叹的环境搭配精美的多道

美食和备受赞誉的酒单，是不容错过的用餐体验。

位于 Vail 村庄，坐拥 Gore Creek 旖旎风光的 

Mountain Standard 是一个新概念餐厅，其内部环境

休闲、原始，并用户外明火烹饪美食。这家餐厅以烧

柴烤架和烤肉为特色，这里的创意美食简单、原始，

比如烤鸡、新鲜独创沙拉和苹果木烤肋排。

The 10th 坐落在 Mid-Vail 一号缆车 (Gondola 

One) 顶端，是 Vail 的一家可滑进滑出的餐厅。它俯瞰

雄伟的戈尔雪峰，专注现代阿尔卑斯经典菜式。脱掉

靴子，穿上一双舒适的拖鞋，享受一顿高档次的午餐。

科罗拉多州 VAIL 滑雪场极致体验

A fantastic experience in Vail ski resort in Color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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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 TravelS

从初级雪道到双黑钻级雪道，从古老的西方

采矿小镇延伸出去，仿佛置身于好莱坞电影现场。

然后将这个不可思议的组合放在了距离国际机场仅

35 分钟车程之外，并称之为“PARK CITY”。

Park City 距离盐湖城国际机场仅 35 分钟车

程，还没来得及说“明亮的一天”就已到达缆椅

处。一到这里，近 2800 公顷的大山（美国规模最

大滑雪度假村）随即用冬季的壮美将你拥抱。极速

陡坡、天然 U 形槽雪道、填满粉雪的碗型地段以

及无可比拟的压雪舰队，Park City 诠释了冬季乐

土的全新定义。300 多条雪道、38 条缆车和去年

投入的 5000 万美元用于完善山上设施，让冬季美

梦成真。在曾经的银矿小镇 Park City ，体验活色

生香的滑雪之余活动和夜生活场景，满眼是冬奥会

曾经的壮美，立刻明白自己与家人为何要造访全新 

Park City 。

这个山区拥有各种白杨树和松树，一场暴雪

过后就成了绝佳滑雪地。期间别忘了品尝 Cloud 

Dine 有名的甜甜圈！适合全家一起滑雪的地形 

Bonanza 缆椅区同时提供绿线、蓝线和黑线滑道，

非常适合想寻找多种地形的家庭。Park City 最长、

最受欢迎的滑雪道 Homerun 就在这个区域，滑雪

爱好者可以从峰顶到达滑雪场山脚区域。

滑雪之余，Park City 就是你的朝圣之地，

比如高山滑道，从白杨林间空地蜿蜒而下，超过

1200 米的弯道和环线，再比如全年运行的 Flying 

Eagle 高空飞索、向导引领的雪鞋跋涉、乘雪橇观

光、在圆顶帐篷温馨用餐。

如果乘坐缆椅时发现旁边坐着一位世界著名

的运动员，不用惊讶，Park City 拥有悠久而光荣

的历史，是其他地方无法超越的。前往附近的犹他

州奥林匹克公园，来一场金牌全家总动员，在博物

馆了解这座城市从以前到现在的奥运历史，还有机

会在 2002 年奥运会官方滑道上疾驰。

犹他州 PARK CITY 冬季乐土

Park city—the winter paradise in Ut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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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之城奥地利，在冬季更是滑雪爱好者的天堂。阿尔卑斯山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
境和适宜的气候给滑雪带来了很大的发展。奥地利是阿尔卑斯山区滑雪的发源地，其
滑雪的技巧和方法传遍了世界各地。单板滑雪、平底雪橇、滑冰、雪中骑马、雪中摩
托等冬季室外运动在年轻人中逐渐成为时尚。滑雪之后的欢庆、堆个雪人、泡个温泉、
健身，或去酒吧和小木屋与朋友一起喝酒，都是冬天里的一大乐趣。

The city of music Austria is a paradise for ski lovers in winter. The 
Alps, with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suitable climate, 
bring a great development of skiing. Austria is the birthplace of skiing 
in the Alps, and its techniques and methods of skiing are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Snowboarding, tobogganing, skating, and riding in 
the snow, snow motorcycles and other winter outdoor sports in young 
people gradually become fashionable. After the skiing celebration, 
make a snowman, have hot springs, fitness, or go to bars and cabins 
with friends to drink, are all great fun in winter.

冬日曼妙旋律
Austria winter melody

Austria
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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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奥茨山谷的索尔登是 007 系列电影

最新一部《幽灵党》的雪山取景拍摄地。这

里是阿尔卑斯山脉著名的滑雪胜地之一，其

中两处冰川终年积雪。007 团队热衷于在超

现代化的山地缆车、索尔登的滑雪斜坡和拥

有欧洲最高公路隧道的全景冰川路上拍摄最

惊心动魄的动作场景和最疯狂的追逐场面。

紧邻滑雪胜地索尔登的 Tiefenbachkogl

观景台位于 Tiefenbachkogl 山脉，其设计理

念是通过观赏车穿行隧道来观赏其他群山和

冰川，可以让游客 360 度全视角地观赏附近

群山、冰川、山谷，将阿尔卑斯山脉的绝美

风景展示于众。

 针对未来的团队旅游，奥茨山谷旅游

局推荐了一条经典的 BIG3 雪山观景线路，

团队可以搭乘缆车抵达海拔 3000 米之上的

007 电影拍摄地，或者乘坐大巴经高山冰川

公路抵达缆车站，换乘三段缆车近距离观赏

二座千年冰川，并经过两处冰川下的隧道公

路返回山下。

面对越来越多的自由行客人和家庭旅行

需求，奥茨山谷旅游局特推出了冬季滑雪体

验之旅的线路，夏季的阿尔卑斯山区清新度

假之旅，客人可以在 2-3 天的时间内，饱览

奥茨山谷的自然风景，除了雪山产品之外，

可以探访五千年历史的奥茨冰人木乃伊考古

发现，下榻高山农场的小木屋，或者体验阿

尔卑斯温泉水疗度假村。

索尔登跟随 007 的脚步

Sölden—follow 
the steps of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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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造访北海道，走入雪国，感受平日难得的雪地乐趣。举目白茫茫的雪地，满布
四周的洋式酒店及小屋，带出温馨洋溢的美丽的异国风情。此情此景下，无论是一
家大小来到冰雪乐园，大玩各种雪地玩意儿，还是前往充满欧陆风情的小村享受购
物或美食乐趣，都可感受到令人难忘的冬日特色洋风。

Visit Hokkaido in winter, walk into the snow country, enjoy the fun 
of snow on a holiday. Look at the vast expanse of snow, surrounded 
by foreign-style hotels and huts, with a warm exotic beauty of 
the exotic. In this scene, whether family come to this ice and snow 
park, playing a variety of snow stuff, or to a small village full 
of European-style shopping or enjoy the fun of food, can feel an 
unforgettable winter .

粉雪天堂
Powder snow paradise in Japan

Japan
日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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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海道的中央，十胜·大雪山连峰等雄伟的景色下享受优良粉雪以及各种丰

富的滑雪路线是其魅力所在。在这绝佳的滑雪场中，不论是初学者、全家大小或是

高级玩家都可满足各自的需求，绝对能尽情享受双板或单板滑雪的极致乐趣。

穿上雪鞋到富良野森林漫步去！在森林中悠闲地散步，踏入软绵绵的雪海世界

之中，或许会见到小动物们所留下的足迹。大人小孩皆可同乐。

有用特制的救生圈或轮胎做成的滑雪圈，可一口气从雪坡上滑下，或是以雪上

摩托车拖曳雪上香焦船和雪上橡皮艇等享受快感十足的飙雪活动等，拥有许多大人

或小孩都能轻松挑战的戏雪活动。

富良野滑雪度假区

富良野滑雪度假区，是北海道最具人气的滑雪度假胜地。这座世界级水平的滑

雪场地，拥有最完善的设备，能让游客享受高质量的粉雪。在此可以体验到丰富的

户外活动 , 以及温泉等许多种类的休闲设施。宽阔的滑雪练习场 , 让你在此可以尽情

享受滑雪的乐趣。

富良野滑雪场因其优良的雪质、完备的滑雪设施，一直备受滑雪爱好者的青睐，

每到冬季总是很有人气。最佳滑雪季节一般为每年的 11 月至次年的 5 月，滑雪场

最高处约 1209 米，适宜滑雪的区域约 469 英亩，富有自然起伏度的林间滑道最大

道宽可达 80 米，松散的细雪和茂密的森林为其提供了天然的滑雪条件。滑雪场内

有 20 多条滑道，无论你是滑雪初学者还是高手，都可在此尽情享受，其中最长的

滑道有 4000 米，可让你体验飞滑直下的畅快。

从滑雪场上一览富良野盆地及十胜连绵起伏的山峦，而且此处的雪质也非常优

质。滑雪路线非常丰富，拥有面向滑雪初学者到高手的各种路线，而且还设计有供

全家一起玩耍的滑雪路线。这里有全国著名的糕点店。日本著名的电视剧《北国之恋》

的取景地就在滑雪场附近。

富良野滑雪之城

FuranoSkiing town

完美无懈可击的肌肤，可以让你轻松成为旅途中的焦点。
感觉肌肤代谢变得缓慢、无论怎么保养都看不见效果，如
果感受到这些状况，那你就是进入保养停滞期了！霓净思
循环渗透精华水，完美的油 / 水双向前导系统，搭配高浓
度咖啡因活络肌肤，使肌肤健康，提升后续保养吸收力，
摆脱停滞肤况。油水相融科技，打造双向前导系统。提升
活力，使肌肤健康，提升后续保养吸收力，突破保养停滞
期！高浓度咖啡因活力醒肤，让脸庞自然紧实！植物鞘氨
醇搭配抗旱鼠尾草，有效修护角质，改善粗糙肌理，立即
感受柔滑细致的肤触！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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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山脉可谓是滑雪爱好者的乐园。法国拥有8000多公里的滑雪道，可以说是
世界上最大的滑雪场。这里有许多乡村滑雪场、家庭滑雪场，还有只需步行即可抵
达的大型滑雪场。您可以体验阿尔卑斯式滑雪、斯堪的纳维亚式滑雪，以及各种新
式滑雪方法。滑雪之余，还可以品尝当地美食，欣赏传统建筑，体会法式的生活艺术。

The French mountain is a paradise for ski lovers. France has more 
than 8,000 kilometers of skiing, it can be said the world's largest 
ski resort. There are many country ski area, family ski area, and 
a large ski area just a short walk away. You can experience Alpine 
skiing, Scandinavian skiing, and a variety of new skiing methods. 
In addition to skiing, you can also enjoy the local cuisine, enjoy 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and experience the French art of life.

滑雪者的乐园
France-——the paradise for skiers

France
法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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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滑雪场既热情好客，又追赶时尚潮流。

它们充满活力，不知疲倦，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地

举办着一届又一届的各种艺术节，上演种目繁多的

剧幕，进行各种体育赛事和娱乐活动。这里有游泳池、

溜冰场、雪橇滑道、雪车……为什么不去参与其中？

穿上球拍形雪鞋自由地遨游 , 或是体验驾驭狗拉雪

橇的乐趣？如果感到疲惫，可以在滑雪场的休息场

所小憩，甚至可以来一场温泉浴，同时享受健身和

休息带来的舒适感觉。

阿尔卑斯地区拥有 357 个滑雪场 , 有 4000 多座

机械设施将滑雪者运送到山顶 , 机械设施运送距离总

长约 3000 公里 （相当于北京至上海往返的距离）, 有

25000 公顷的滑道（其中 12% 是用人工方式制成的

滑雪道）, 有适合各种水平滑雪者的运动及滑雪道。大

型滑雪场都可以一次提供数百个适合要求的滑道：绿

色、蓝色、红色、黑色……从适合初学者的最容易的

滑道，到适合滑雪高手的高度技巧的滑道一应俱全。

霞慕尼滑雪场（CHAMONIX）

欧洲最高峰勃朗峰山脚下的小镇霞慕尼—法国著

名的滑雪度假胜地，更是世界最好的一个，1924 年第

一届冬奥会的举办地。

这个古老又繁华的城镇，位于欧洲最高的山脉勃

朗峰山脚（4807 米），这里是登山运动的发源地，游

人不单可滑雪，更可在那儿购物，享受多姿多彩的生活。

具冒险精神的滑雪者，乘坐缆车花上大约 20 分

钟的路程可以抵达 AiguilleduMidi 的山顶，然后试试著

名的 LaVallée Blanche 雪道，该雪道全长 20 公里，

包括冰河部分。虽然包括冰河，但是这条雪道并不很硬，

非常适合中级水平以上的滑雪者。由于有潜在的冰河

危险，所以，最好不要独自前去，可以请一个向导同行。

LesTroisVallées 滑雪场

Les Trois Vallées 滑 雪 场 由 三 个 山 谷 组 成，

是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滑 雪 场。1992 年 的 冬 奥 会 是 在

ALBERVILLE 举办的。

第一个山谷以 Courchevel 为代表（1850 米），

是最大最有名的一区，共有 62 条大小缆车，若是滑雪

体验法式生活艺术

Experience the French life art

程度尚在中、小学阶段，本区将是最佳的选择。中间

山谷以 Méribel 为主（1450 米），有 47 条缆车，适

合左右跨区，理论上是最佳的住宿点，不过海拔低了些。

号称欧洲最高滑雪度假村的 ValThorens（2300 米）

与 Les Menuires（1800 米）则构成了第三个山谷。

56 条缆车所涵盖的滑道虽不是全区最多，但雪况绝对

是三区第一。

Les Trois Vallées 最高峰为 3200 米，拥有 200

条缆车，每小时可以运载游客 260000 人次，328 条

雪道，超过 600 公里的滑雪路线，1500 名滑雪教

练，有单板公园，每年 11 月到次年 5 月开放，9：

00AM—4：15PM。

MEGEVE

别名“Sunny Megève”，自然而然这地区大部分

时间都是阳光普照，是全欧洲最早的高档滑雪度假村。

作为国际驰名滑雪度假胜地的 Megève，面对着

Mont Blanc，，每年吸引大量不惜千里而来的度假者。

午后，街道不准行车，只许马拉雪撬行走及行人往来。

有许多人还说，在 Megève 购物，可比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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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最高峰，感受高山世界的雪白魔力。极其浪漫的冰屋村庄，壮丽的四
国风景，感受难忘的高山体验。

Stand on the highest mountain of Germany and feel the 
white magic of the high mountains. Have an unforgettable 
mountain experience in the magnificent four-country scenery 
and the extremely romantic igloo village.

冬季魔幻
Germany——winter magic

Germany
德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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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2962 米的楚格峰可谓是山中之最。德国最高

峰包含三座冰川，游客可在跨越四个国家的 400 座阿

尔卑斯山峰上观赏独特的 360 度全景并享受迷人的休

闲活动。放眼远眺，目光尽情徘徊于250公里的范围内，

或通过顶峰露台前往奥地利一侧的楚格峰惬意漫步。

楚格峰顶的四家风格各异的餐厅为游客奉上美食享受。

雪橇运动从无淡季。至少在德国最高峰上！在楚

格峰冰川上，雪橇爱好者们可于整年之中在自然雪坡

上享受雪橇乐趣。在夏季（6 至 10 月），游客可于“冰

川花园”（Gletschergarten）后的夏季雪橇坡道处获

得免费的德式雪橇。在冬季，游客可于楚格峰滑雪租

赁点租借雪橇和头盔。在滑雪区的心脏地带，雪橇迷

们可于三条不同的滑道之间尽情选择。

具有魔力的深入到白雪覆盖的山坡中的雪靴漫游和

德国两条最高的雪橇路线，在极其浪漫的爱斯基摩人圆顶

冰屋村庄度过充满故事的一夜，在顶峰梯地俯瞰壮丽的四

国风景或是就在顶峰参观充满传奇的楚格峰展览——楚格

峰还在旅程路线的旁边提供难忘的高山体验。无论飞快的

雪橇享受，还是悠闲的散步，都可以在这里度过富于变化

的一天，并被充满岩石和冰雪的冰川世界陶醉。

最高峰难忘体验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on the highest mountain

这里庄严屹立着 Werdenfels 地区的宝石：饱览

雄伟的 Alpspitze 金字塔，在气势磅礴的背景和魔幻风

格的冬季高山景观之间使激动铭刻于心间——这是在

Garmisch Alpspitze 的梦幻而引人注目的山景，进行

一次从田园般的高山牧场至 Kreuzeckbahn 缆车的大

约半小时的冬季散步。对此，您体验惊险刺激、欣喜

若狂和俯瞰山谷、眺望楚格峰和冬季高山全景。高于

深谷近 1000 米的惊人高耸的 AlpspiX 观景台给您带

来一次新奇并异常紧张的高山体验。

三座滑雪山豪斯贝格（Hausberg）、克罗伊茨

埃 克（Kreuzeck） 和 阿 尔 卑 斯 峰（Alpspitze） 合

并为一座多样化的滑雪区，不论是初学者和专业人士

都可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理想路线。特别是高难度的

坎大哈（Kandahar）滑雪坡道不断吸引全球各路滑

雪高手前来相互比拼，更令雄心勃勃的滑雪迷向往

不已。位于豪斯贝格山上风格独特的德雷莫泽 9 号

（Drehmöser 9）乡村小屋是游客中途短暂休息的

最佳之地。

Garmisch 经典滑雪区

Garmisch classical ski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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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ide the hubbub, the luxurious respect 
is to celebrate the guests and friends and to 
lead the vitality
尘嚣之外，豪华尊显喜迎宾朋，引领活力

长白山万达威斯汀度假酒店与长白山万达喜来登

度假酒店，坐落于白桦林与雪松交错的度假区内。现

代的设计风格与质朴的中国风完美融合，四时不同的

美景以及威斯汀、喜来登的双品牌精彩礼遇将拂去你

旅途中的倦怠。

Living in the Changbai mountain region for 
a long time, it is not required to admire the 
celestial being
久居长白，何须羡仙

宽敞的客房配有采光充足的大落地窗，坐拥迷人

让活力尽情释放  让豪华实至名归

Releasing fully the energy and vigor, 
the luxury will be well deserved

景致。部分客房设有阳台，可随时享受清新的山间空气。

独特的睡眠体验，带您感受酣然好梦。在细致贴心的

儿童设施及家庭关怀计划中尽享一站式无忧度假体验。

Nutritious flavor, healthy selection
营养美味，健康甄选

酒店内设有多个风格各异的餐饮场所，供应丰

富多样的环球美味及威斯汀活力食品™菜单（Super 

Foods Rx ™）选择，助您全天保持充沛精力。

Healthy sport, being full of vitality
健康运动，焕发活力

旅途中的健身爱好者也可在酒店内威斯汀健身馆

和喜来登健身中心保持健康活力，或参加威斯汀健康

跑 (Run WESTIN ™ )。此外，恒温室内泳池和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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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天梦水疗中心同样可供您舒缓压力，焕活身心。

The Holy Land for preventing sunstroke, 
the beautiful scenes are appropriate
避暑胜地，好景相宜

盛夏时节赴一场绿野仙踪之旅，赏野花满山，闻草

木清香。挥杆高球，或静心而坐，不热不燥，寂静审美。

Jumping over the skiing track , sliding in 
and out
雪道飞跃，滑入滑出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你扛着雪板爬上爬下，而

我踩着雪板滑入雪场滑回酒店。酒店设有专用滑雪屋

及雪道，在此可感受零距离直入雪场的酣畅淋漓，于

陡斜的山坡之上回转翻跃，感受雪雾漫起，天上人间。

滑累了，随时滑回威斯汀“滑吧”来一杯姜茶暖暖身。

The four seasons of one mountain, the 
scenery differs greatly within ten miles. 一

山四季，十里不同
“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春日长白，冰雪

初融，翠绿为底，缤纷的颜色在盛开，酒店与森林是

悠然与慵懒的相遇。秋景如油画，美得不敢眨眼，举

目望去，层林尽染，满眼都是佳景。冬雪美景，如梦

至幻，在如天堂般美好的度假胜地，体验一场原始、

自然、缤纷、健康的活力焕发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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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撷英之旅

提起长崎，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原子

弹爆炸，但是经过休整，长崎已经有了全新的风貌，

更因为它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所以景点也颇多。这

里是日本的海风先入之地，具有浓郁的欧洲风情。豪

斯登堡就是在不毛之地上仿造荷兰建成的。它不仅是

一座主题公园，更是一个未来的实验城市。占地 152

公顷，面积比东京迪斯尼乐园还要大两倍，是亚洲最

大的休闲度假主题公园。整个园区的规划以荷兰女王

在海牙的宫殿为蓝本，城堡内部，在高达 19 公尺的宫

殿中央，有希腊十字形圆顶大壁画，以战争与和平为

主题，历时 4 年完成，场面恢弘壮观。后院的梦幻庭

园利用现代科技，渲染出令人惊讶的美景。豪斯登堡

内有 13 处娱乐设施，11 座博物馆，夜生活丰富多彩，

有各种令人惊叹的灯光秀，美轮美奂，精彩纷呈。这

里还有高尔夫球场、大型的购物中心、高档次的宾馆

和林间别墅，自成一体。进入豪斯登堡，目之所及皆

是宏伟的城堡，高耸的教堂，转动的风车，巨大的海

盗船，充满荷兰风情的街道，仿佛瞬间从日本切换到

了万里之外的荷兰。别忘了去著名的“怪异酒店”，

体验一下美女机器人或者是恐龙机器人为你办理入住，

还有行李机器人为你把行李送到客房！或者去一下机

器人餐厅，品尝一下由外形极具未来感的机器人现场

为你亲手煎制的御好烧！

具有日本最美夜景的稻佐山位于长崎市市区西部，

长崎
Nagasaki

The essence exTracTing 
Tour of Kyushu

上图：由九州观光
振兴机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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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 333 米，是市内屈指可数的夜景观赏地。山顶有

稻佐山展望台，能一览港口和市区。值得一提的是这

里的夜景璀璨，可是号称价值 1000 万美元的夜景，

山腰处仍有不少建筑，山顶则是著名的观光地。在山

顶处可以眺望长崎全市的景色，也是著名的观赏夜景

的胜地。2012 年 10 月 5 日，在稻佐山看到的夜景和

摩纳哥、香港夜景被共同选为世界新三大夜景。游客

登上山顶之后，可以先欣赏壮阔的海景以及俯瞰港口

和市区，随着夜幕降临，灯火星星点点地亮起，最终

汇成一片璀璨耀眼的灯海，游客们的相机也就咔擦咔

擦闪个不停，唯恐错过了这价值 1000 万美元的夜景。

哥拉巴公园也是必去之地，公园闻名于普契尼

的歌剧《蝴蝶夫人》，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地。始建于

1864 年，在洋船如织的时代，哥拉巴公园一带是洋人

的住宅区。如今，园中依然林立着多栋古老的洋房，

如哥拉巴宅邸、林哥宅邸、奥尔特宅邸，它们均被列

入了“国家重要文化遗产”的名录。园内的哥拉巴宅

邸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木质洋房，1939 年被三菱船运

公司买下，1957 年被捐献给了市政府。1961 年被列

入“国家重要文化财产”，园内有蝴蝶夫人扮演者三

浦环的塑像。在长崎第二码头俱乐部旧址的大屋中，

有对长崎海运兴衰的详细介绍。此外，在长崎传统文

化工艺馆内，展示了长崎重要庙会的祭祀用品，非常

值得一看。漫步哥拉巴公园，不仅可以参观各处洋房

旧址，也可找一处咖啡屋临窗而坐，一边品啜香浓的

咖啡，一边欣赏长崎港的美景，还有停靠在港内的巨

大的国际游轮，也是一幅别具特色的风景。

来长崎不可不领略“出岛”的风采，在这里，仿

佛时间倒流，历史重现，参观完“出岛”建筑群，也

就了解了日本是如何与欧美和中国开展贸易的。出岛

不大，沿着主街慢慢游览，可以看到两旁的充满历史

感的建筑，有的被辟为博物馆，展示旧时的陈设以及

关于出岛的各种图文介绍，游览途中常常碰到当地的

中小学生也来此参观学习，可见出岛对于长崎的重要

性。当然，和这里的身着传统武士服，手持刀剑的扮

演者合张影，或是如果你是女士，更可以换上漂亮的

和服，持一把精美的纸伞，漫步在古老的建筑间，穿

越时空去体验旧时的长崎，都会是游客难忘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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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袱料理”，是日·西·中合而为一的极品

长崎菜桌袱大菜。原本是居住在长崎中华街的中国人

用来款待日本人和西方人的套菜，后来传入日本的普

通家庭，演变成现在日式餐厅中常见的豪华美食。桌

袱大菜的最大特点是，数人围坐在红色圆桌前，使用

各自的筷子分食装在盘中的每道菜，营造出一种共同

进餐的氛围，演绎出温馨和谐的进餐气氛。此外，在

干杯之前，按照惯例，主人先说“请喝鳍鱼汤”，然

后开始干杯进餐。传入长崎的桌袱大菜长期受日餐与

西餐的影响，相互融合荟萃，成为一种日·西·中合

而为一、颇具长崎特色的地方菜。推荐去当地著名的

餐厅料亭桥本，餐厅由老板娘桥本夫人亲自经营，已

经有数十年历史，因食材鲜美，烹制精良，本地人婚

庆以及小孩满月的宴请也常去此处，可见其受欢迎的

程度。餐厅不仅可以品尝地道的桌袱料理，更有精致

的日式庭院，小桥流水，树木苍翠，是就餐时的另一

享受。

“长崎蛋糕”是 16 世纪中叶由葡萄牙传教士传

到日本的点心，相传起源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因为长

崎为当时锁国政策中开放的港口之一。在长崎市区几

乎到处都买得到，有各式口味，如抹茶、起司、巧克

力等，相当适合配茶享用。其最初的制作方法是将面

粉、砂糖、鸡蛋三种材料等量混合搅拌，放入烤锅中，

盖上盖子，上下火烤而成。推荐去文明堂总本店，是

一家创立于 1990 年的百年老店，该店的蛋糕品类繁

多，制作精良，味道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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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岛一个重要的城市便是福冈，福冈三面临海，

交通发达，充满活力，因靠近朝鲜半岛和亚洲大陆而被

称为“亚洲的大门”， 作为九州岛中最大的城市，福冈

县是旅游、购物、休闲的绝佳去处。同时也是九州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相对于长崎的历史古迹和自然风光来

说，福冈的魅力更多地体现在都市里购物、美食和娱乐，

当然了，周围富饶的自然景色和温泉也是必不可少的。

福冈面积广阔，自然条件优越，自古以来就是一

个国际型都市，同中国、朝鲜交往密切，是最早受大

陆文化影响的日本城市之一。今天的福冈充满了节奏

与动感，这里可以说是购物者的乐园。福冈最繁华的

天神商业区，购物设施非常集中，电车、地下铁、巴

士等各种交通汇集于此，交通极为方便，是到福冈旅

游购物的旅客的必到地。该区域的“渡边大街一带”，

各类时尚百货大厦林立，非常热闹。百货商店、时尚

大厦大部分又与天神车站或天神地下街相连，购物十

分方便。著名的天神地下街，也是九州地区最大的地

下繁华街，该处设有导游咨讯处，让你全程购物无

忧，如果你有充足的时间，在此逛上整整一天也绝不

会感到乏味。还有岩田屋（IWATAYA Department 

Store）：是福冈富有代表性的老百货商店，始创

于 1953 年，日本著名百货店福冈天神大丸百货，福

冈三越百货店（Fukuoka Mitsukoshi Department 

Store）等也尽在此处。

“国营海中道海滨公园”是一处能欣赏四季各类

花卉的休闲设施。这里有春天的“海中道花之郊游”，

初夏和秋天的“海中玫瑰节”，夏天的西日本最盛大

的休闲水上盛事“阳光游泳池”，秋天的“海中”花

之祭”和冬天的 1 万支蜡烛齐燃的“海中圣诞蜡烛之

夜”，不管在哪个季节光临，都能体验到海中道独有

的魅力。THE LUIGANS Spa & Resort 度假村是一

家位于海中道的高端度假酒店，所有客房都可以欣赏

到绝美的海景。清晨漫步海滩，海浪声声，海风阵阵，

在此欣赏壮观的日出，是不容错过的体验。

福冈还是一个充满美食的城市，福冈特有的新鲜

水产种类繁多，有着“食在福冈”之美名，福冈县的

博多市是日本拉面的故乡，每年春天都会举行港口祭

典──“博多假日”。福冈原创的鸡肉火锅可以品尝

一下，还有在日本评价极高的八女茶一定要细细品味

一番。特别推荐一家中洲 Chin’ya 的餐厅，在此可

以体验到肉嫩味鲜的和牛火锅，入口即化的鲜美和牛，

佐以当地的生鸡蛋汁，令人口颊生香，食之难忘。用

餐时一旁有服务员全程服务，帮客人调整酱汁，用餐

中随时添加牛肉及蔬菜，还不时用日语与我们简单沟

通，虽然不是完全能听懂，但那份热情却让客人受到

深深的感染，用餐也变得温馨热闹起来。

福冈
Fukuo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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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长崎和福冈来说，大分的名气相对要小一

点，但是它也最符合人们心中的自然旅行城市的想法。

大分位于九州地区的东部，除城市的极有限地区以外

基本上都是山地。由于地形的影响，大分的气候上整

体比较温暖，台风等自然灾害也比较少，如果是想要

体验日本纯自然风光，那就来大分吧。

作为观光胜地，大分的温泉很是出名，涌泉数

和泉涌量都居全国首位。“汤布院温泉”、与别府湾

相接的“别府温泉”在全国都很有名。其中日本由布

院温泉又称汤布院温泉，应该是最特别的，地处海拔

1584 米的由布岳山麓，海拔 500 米，四周被由布岳

山、雨乞岳山、城岳山和飞岳山环抱，景致绝美。汤

布院温泉乡是九州岛首屈一指的温泉胜地和著名避暑

地，泉涌量位居日本第三，如果是冬天来此，在寒冷

的冬天泡一泡温泉，温暖的泉池与四周寒冷的景象是

一个鲜明的对比，带来心理和身体的满足，一定是一

个不错的享受。

大分的金鳞湖是一个周长约 400 公尺的小湖，

以冬天早上能欣赏到晨雾弥漫的梦幻般景色闻名。 湖

的西边涌出温泉，而东边涌出的是清水，形成了温冷

各占一半的湖，是个不可思议的湖。至今湖底仍不断

冒出温泉。温泉和清水的温度差使得湖面上产生浓雾，

因而产生梦幻般的景色，宛若仙境。

HOTEIYA 日式温泉旅馆是来由布院旅游的客人

的绝佳选择，酒店距离金鳞湖仅十分钟左右的步行距

离，11 栋独栋的日式传统民居，背倚群山，远眺农田，

回归最传统的日式居停。轻轻推开别墅的木门，换上

轻便的拖鞋，步入宽敞的房间，榻榻米、茶几、茶几

上精致的茶具、墙上的字画，瞬间让你的心灵安静下

来，推开窗，是层峦叠嶂的风景，还有山间清新的空

气，步入后院，更有私属的天然温泉泡池，泉水汩汩，

热气飘荡，在一片绿色的包围下，在鸟鸣的伴奏下，

这样的温泉体验谁又不想它的时间长一些，再长一些

呢？这里的会席料理也是非常有名，料理长大久保精

一先生奉上令人惊艳会席料理令客人大快朵颐，食材

新鲜，菜式精美，在安静的乡村享用这样的美食，给

一天的行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

大分
Oita

左页图
上图：由由布院提供。

右页图
上、中、下图：均为由由布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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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tastic beyond your imagine—
the capital region oF america

精彩，超越想象
美国首都地区

美国首都地区的美很难用几个词去概括形容，如果非要将它形象化，我认为它就如
一位高级女白领，白天是身着西装套裙的优雅淑女，夜晚则变身性感美艳的尤物。
此次旅程从庄严的新闻博物馆开始，到古朴安逸的乔治·华盛顿的故居，再前往奔
放性感的弗吉尼亚海滩，每一座城市和区域都令人眼前一亮，在心头的画板上留下
几抹难忘的色彩。

It is difficult to describe the capital area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using a few words , if you have to visualize it, I think it is like a 
senior female white-collar worker, being an elegant lady wearing 
a suit dress during the day, turning into sexy glamorous stunner 
at night.
Starting the journey from the majestic news museum to the quaint 
former residence of George Washington and to the unrestrained 
and sexy beaches of Virginia, each city and region is shining in 
front of people’s eyes, leaving  touches of unforgettable colors on 
the drawing board of the hearts.

文：Unica Li    图：美国首都地区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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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meet ing  with
Washington DC
Flying directly from Beijing  to Dulles 

Airport of Washington, checking in at 

the hotel, having dinner at  Tony & Joe's 

Seafood Place As long as you've seen the 

US TV series《house of cards》, you 

will remember the plot of the night run 

of Clare who is the wife of the president  

and in fact, when you step into the city, 

you may be tempted to fall in love with 

this lifestyle.

This fall, when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in full swing, it was the 

best time to get to know the political 

center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en 

reaching Washington DC from the 

airport, it was close to dusk and from 

time to time, I passed by  the people 

who were jogging  on the pavement. 

It was just the beginning of October,  

the weather was a little bit cool, the  

welcoming ceremony of the city is the 

moist sea breeze, blowing  gently  on 

the face without  losing strength. The 

designers of Washington DC were 

clearly influenced by the French Palace 

of Versailles. The straight axes of the 

city, broad boulevards, and iconic views 

of the landscape all boast a strong 

baroque style. Washington is a city with 

the highest vegetation coverage and as 

the capital which possesses the greatest 

number of large parks in the world, it 

can also be seen as a beautiful garden 

with more than 800 miles of high-

quality runways, so it's easy to explain 

why residents here are so passionate 

about running out.

There is an elegance 
called Four Seasons 
Hotel Washington DC
Located on Pennsylvania Avenue in 

Georgetown, the Four Seasons Hotel in 

Washington, DC is the only five-star, 

five-diamond luxury hotel in the city. 

However, this hotel which was built 

at the end of the 1970s did not make 

so much glory when the new business 

was initially started. The French master 

of hotel design, Pierre Yves Rochon 

granted it the elegant and traditional 

aristocratic temperament, when entering 

the door, a group of artistic portrait on 

the left hand wall  which display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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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hade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will 

not be missed by careful people, and 

savoring each bite of every corner from 

the inside to the outside of the hotel , 

those scattered works of art, paintings 

and sculptures showing a quiet and 

stylish temperament,  the fans of  Andy 

Warhol must also pay respect to the last 

piece of works during his life hanging on 

one side of the lobby.

Pedaling on the balance 
bike, feeling green riding
As a new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means of transport,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the convenience for short-

distance travel during people's daily 

life,  balance bike is also the artifact for 

touring the city.  In the capital area, 

this touring mode forms  a new trend, 

riding along the "Chang An Avenue" 

of  Washington, DC - Pennsylvania 

Avenue,  shutt l ing eas i ly  through 

the landmarks such as the Capitol, 

Washington Monument, White House 

and so on, like stepping on the hot 

wheels , feeling very cool, experiencing 

the thrill of free riding. Do not worry 

that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control, even 

if you have never been in contact with 

the balance bik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taff, you can quickly master the 

skills: when tilting forward, the gyro will 

perceive the center of gravity and create 

the force of  moving the balance bike 

forward and accelerate; on the contrary, 

when the body tilts backwards, the 

effect of deceleration and shutoff will be 

achieved.

Awe-inspiring news 
museum
The news museum located on the 

Pennsylvania Avenue has been open to 

the public for eight years, where almost 

all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moments 

of the world have been collected since 

the birth of journalism. The process of 

visit is a review of the common memory 

of mankind, with highly dynamic and 

charismatic Interaction, it is no longer 

just a viewing for visitors,  but a kind of 

immersive participation.

The journalists' memorial hall which was 

located on the third floor of the museum 

recorded the names of more than 2,200 

journalists, photographers, editors and 

broadcasters who were killed when 

carrying out their duties. The World 

News Pavilion of Time Warner on the 

same floor vividly shows the various 

freedom of news around the world , 

and the items which were damaged 

by artillery shells and found from the 

victims of journalists were on display 

in front of the audience are even more 

ponderous  and revered. Mounting onto 

the fourth floor along the stairs, people 

are able to pay their respects to the 

antenna wreckage on top of the World 

Trade Center, what behind it is the front 

page on the day of September 12 of all 

the newspapers of the world, entering 

the exhibition area, the first person 

narrative reports tell the visitors about 

the whole story of the 9 • 11 incident, 

the instant freeze-frame picture, the 

most emotional side which is enough to 

touch the bottom of the heart . Taking 

the glass elevator to the top floor which 

is the terrace of the sixth floor, here is 

the photo taking resort which should not  

be missed, it is possible for people to 

overlook the  most famous Pennsylvania 

Avenue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ing the first spy 
museum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2, the first public museum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which  

spy was taken as  the only theme - 

the International Espionage Museum 

was opened in Washington, DC, the 

museum is also the only museum of the 

world which provides all-but-invisible 

professional global perspective. Agents 

and espionage play a considerable 

rol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in 

fact,  there were all kinds of espionage 

activities behind a number of big events 

in history , but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spy industry" mostly comes from 

the spy movies and novels, it differs 

substantially from the reality.  So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py museum is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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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how every aspect of this mysterious 

industry to the public, it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tourists with unbiased and 

accurate information.

The museum has first-rate interactive 

exhibits, including videos, through 

interactive method and immersive 

environments, most of the hundreds of 

pieces of real spy tool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plac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  Canada,  Br i ta in ,etc :  the 

classic "lipstick pistol was captured 

from a Georgian female agent  in the 

mid-1960s, it was nicknamed "Kiss 

of Death"; a poisonous umbrella, a 

Bulgarian agent who used such an 

umbrella for the  assassination of  

Bulgarian dissident Ogi Markov on the 

streets of London, as long as the gear 

was started, you can spray poison to the 

target;  "Pigeon camera" can be regarded 

as a "spy satellite",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aerial photography, pigeons 

took on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aerial photography, the automatic 

camera was tied to the pigeons and 

then the pigeons flew over the enemy's 

airspace to gain vital information.

Visit the hometown 
o f  t h e  p r e s i d e n t 
Washington
The best time to visit Fairfax County 

in northern Virginia is autumn, when 

the earth is rich in color and the air is 

fresh and pleasant, and the perfect place 

to enjoy the autumn leaves around the 

Washington metropolitan area is here, 

the most beautiful should be the Vernon 

Hills of George Washington. It was 

once the home of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George Washington 

lived in Vernon Hills from the age of 

22 until his death in 1799, now it has 

also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historical 

residence of Americans. The  "Autumn 

Fami ly  Day"  and "Autumn Wine 

Festival" are also staged each year when 

Vernon Villa celebrates the autumn 

harvest.

Vernon Villa, attending 
an 18th century retro 
party
With the back depending on green hills, 

overlooking the Potomac River,  Vernon 

Villa may be the land of dream of many 

hermits, George Washington and his 

wife lived here for more than 40 years, 

this happy "farm couple" expanded the 

manor from  6 rooms to 21 rooms, the 

area of coverage was  also expanded 

to 8000 acres. The flowers and shrubs 

appeared constantly on both sides 

of the road paved with coarse yellow 

sand,  I happened to catch up with the 

open market of the colonial period , 

the scenes in front of the eyes which 

were full of vitality made people have 

the experience of shuttling back two 

hundred years , it makes us feel more 

vividly the era of slow 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 actors dressed in vintage 

played amusing puppet shows, attracting 

children to sit around; there were gray 

hair craftsmen wearing reading glasses 

polished inexorably the wooden crafts at 

hands, the finished products placed on 

the side are on sale; friends who like fine 

food do not forget to take a few packs of 

food such as chocolate, jam, honey, etc. 

There were four separate gardens 

in  the v i l la  which were   p lanted 

with ornamental flowers, fruits and 

vegetables for supplying the kitchen, 

etc., going out of the market, coming to 

the main building by passing through 

the garden and lawn, this is a typical 

North American-style manor building 

of the 18th century, highlighting the 

taste of the master – plain and simple. 

In 1773,  George Washington buzzed 

back to Vernon villa, he demolished 

the old house and built a two and a 

half  storied new house in the original 

place, housing structure and  furniture 

selection were all conducted by himself,  

the exterior wall of the main building is 

white, the roof is made with red tile, the 

whole thing seemed to be  simple and 

atmospheric, and there was no luxurious 

decoration within  the building. George 

George Washington liked to read books 

in the library and enjoy the scenery of 

the Potomac River with his wife , it was 

just like  the ordinary farmer's life which 

was generally calm and beautiful. The 

granddaughter of Washington , Nelly, 



63・TRAVEL&LEISURE

recalled: "Grandfather, felt very happy 

to become a farmer again,." By the end 

of 1799 , after his death, Washington 

was buried in the family cemetery which 

is not far from the Vernon Villa.

The winery of Paradise 
Springs, this is what the 
vacation should look 
like!
When speaking of American wines, the 

impres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bout 

it may still remain in Napa winery 

located in the north of San Francisco, 

in fact, Virginia is also a treasured place 

for the production of wine. Paradise 

springs winery began its family business 

in 1716, the old villa in  the vineyards is 

the home of the owner of the winery, he 

said that all the furnishings here bearing 

the mark of ancestors. The vineyard 

situated in front of the eyes benefits 

from the good climate and excellent 

terrain conditions, visiting guests can not 

only taste and buy quality wines here, it 

is also a great thing to take family and 

friends for a holiday during the weekend 

, the day I came here happens to be the 

weekend, what’s more, there were not 

only the families holding the children 

and  pushing the strollers, but also 

groups of elegant ladies and celebrities, 

for the local people, the more attractive 

than appreciating the wine making 

process and tasting new products is 

the integration of  this beautiful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wine is not 

intoxicating, what’s  intoxicating is the 

human-landscape.

Shopping in the top 10 
shopping malls in the 
USA
Traveling  around the scenic spots during 

the day is inevitably a little bit weary, at 

this moment, discovering a place where 

you can  eat and wander around is the 

way of starting the night life! Tysons 

Corner, as one of the largest shopping 

centers in the US capital region and 

even in the East Coast, possesses more 

than 400 shops and restaurants, in 

order to enjoy the thrill of shopping, it 

is recommended to find a map of the 

shopping center, the interested brands 

and shops so as to make the shopping 

tour more purposeful. The positioning of 

Tysons corner shopping mall varies from 

civilian brands to big luxurious brands, 

designer brands are all encompassed , all 

kinds of fashionable restaurants are also 

popular and overflowing, it is not an 

exaggeration to spend a full day of time 

soaking in the shopping center. 

Meet the colorful views 
of sea
It took about more than four hours 

to start driving from the nearby area 

of 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to the 

next destination ——Virginia Beach 

City, in English, the city is known as 

"Virginia Beach", and it is easy to be 

misunderstood that there is only beach , 

in fact, the area of Virginia Beach City is 

vast, there are tens of millions of playing 

methods hidden in this charming city.  

The slow life of embracing 
the sunshine and  kissing 
the beach 
When the vast expanse of the Atla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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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nters the Chesapeake Bay with 

scenic beauty , creating magically the 

Virginia Beach. The city that is bathing 

in the sunshine is really a resort of beach 

and the beauty of bikini , although 

the temperature of the arriving day 

was up to more than 30 degrees, but 

the  comfortable and cool sea wind 

blowing from the Atlantic took away 

immediately all the stuffiness, after 

arriving at the Hilton Virginia Beach 

Resort Hotel , everyone could not 

wait to put on a neat attire, thinking 

constantly of walking on the beach. The 

Hilton hotel that I stayed at is close 

to the sea, there is sufficient viewing 

platform on the balcony of the room, 

holding a wonderful panoramic view of 

the sea. 

There is a famous statue of Poseidon 

in the Poseidon Park which is located 

a few steps away from the hotel, with 

a height of 7 meters and a weight of 

12 tons, it was built for the purpose of 

commemorating the maritime heritage 

of  Virginia Beach .It is said that  the 

statue was cast in China and then 

shipped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assembly. Walking along the Virginia 

Beach promenade, which was named 

as the best beachfront promenade of 

America by National Geographic, you 

would suddenly feel relaxed and happy,  

you can imagine how happy the people 

who are living here. Jogging on the trail 

during the day time, cycling on the 

special  bike path when bathing in the 

sun, and there was live music show  in 

the evenings, this is just the case of  

ideal slow life.

Meet the Oyster Festival 
and start a seafood trip 

When the evening was drawing near, we 

drove to Lin Haiwen Bay, encountering 

occasionally the charitable activity 

of oyster day launched by Virginia 

Beach  Ka ipu  Hennessy  Div i s ion 

of the American Lot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hen waiting for the yacht 

at the dock,so we did as the locals by 

picking  up the beer and drank to our 

heart’s content, tasting the fresh oysters, 

marine rainbow and other shells the 

names of which cannot be called one 

by one, the warm and enthusiastic local 

people around us have been in a very 

crazy state, looking at  the small truck 

parked on one side of the site which was  

full of oyster shells, their pleasure can be 

deeply felt.

Then we boarded on a small yacht, 

touring along the Lin Haiwen Bay at 

the sunset, the sea breeze mixed with 

salty flavor messed up the hair, we 

could not help to sort out, the eyes were 

turning with the scenery on both sides, 

occasionally, the waterfowl fell quietly in 

the nearby area, the heart also followed 

and rippled,  the tour guide told us that 

the people who were living on both 

sides of the Gulf were the darling of 

God, they put the  leftover food into 

the crab basket, it was inundated by the  

seawater in front of the house, when 

waking up after a night , capturing a full 

basket  of  blue crab of Maryland.

Enjoy the holiday like 
the local people 

The positive energy of one day starting 

from the breakfast, the culture of 

American breakfast is of unique charm, 

it is also very leisurely, it is also normal 

to take two hours for eating breakfast. 

I came to Doc Taylor's restaurant (Doc 

Taylor's) which was  recommended 

by local friends, The history of the 

restaurant begins from the time when 

the doctor of Virginia Beach opened 

clinic in the same building, it later 

evolved into a place for brunch and 

lunch. The placement and arrangement 

of indoor furniture are just like those 

of the dining room of your own home, 

the guests did not feel stiff, even they 

came for the first time , the sunshine 

was shining through the huge windows 

into the room, creating the warm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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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遇华盛顿特区
但凡看过美剧《纸牌屋》的人，都会对总统夫人克莱尔夜跑的桥段记忆犹新，

事实上当你踏入这座城市之后，也许会情不自禁地爱上这种生活方式。

去年秋天，正值美国大选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最适合走入并了解这座美国的

政治中心，从机场出来到达华盛顿特区正是临近傍晚的时候，我不时地与人行

道上慢跑的人们擦肩而过，刚刚十月初，天气已有几分凉意，这座城市的欢迎

礼是那湿润的海风，温柔又不失力道地吹拂在脸上。当初规划华盛顿特区的设

计师很明显地受到了法国凡尔赛宫的影响，城市中笔直的轴线、宽阔的林荫大

道、标志性的对景等都具有强烈的巴洛克风格。华盛顿全城的植被覆盖率很高，

作为世界上大型公园最多的首都，它也可以被视为一座山清水秀的园林，有超

过 800 英里的优质跑道，所以也不难解释为什么这儿的居民是如此热爱跑步了。

First meeting with 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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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享用精致美食的完美选择，还可以在用餐的时候充

分感受首都特殊的文化氛围，一睹政客和商务精英们

西装革履窃窃私语的场景，就如美剧《纸牌屋》里的

情节一样，说不定某个大人物就在离你不远的一张桌

子上做着重大决策，同时这儿也是众多大牌明星和富

豪钟爱的场所，偶遇某位名人也是很寻常的事情。

另一间闻名全城的餐厅是 Bourbon Steak（波

旁牛排餐厅），毫不夸张地说，华盛顿特区最好的牛

肉就在这里。当夜幕降临，身着体面衣装的男男女女

走进 Bourbon Steak，Michael Mina 大厨和他的团

队以进口以及国产的上等牛肉和以环保方式捕获的海

鲜为食材，精心设计了出色的牛排菜式和高端晚餐，

结合了传统与现代风味，为挑剔的食客奉上视觉和味

觉的双重享受。

华盛顿特区四季酒店坐落在乔治城宾夕法尼亚大

道上，是全市唯一的五星级、五钻级豪华酒店，然而

这间创立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酒店并不是在开业之

初就取得了如此多的荣耀。法国酒店设计大师 Pierre 

Yves Rochon 赋予了它优雅而传统的贵族气质，迈

入大门，位于左手墙面的一组表现明暗虚实的艺术画

像不会被细心的人们错过，细细品味着酒店从里至外

的各个角落，那些散落着的艺术品、画作以及雕塑作

品，流露着沉静又时髦的气质，安迪·沃霍尔的粉丝

必定还要去瞻仰挂在大堂一侧的他生前的最后一幅作

品。

除了奢华的客房和贵气的花园，这家四季酒店的

餐厅更是大有看头。

Seasons 餐厅的特色早餐十分有名，这里不但

有一种优雅叫华盛顿特区四季酒店

There is an elegance called
Four Seasons Hotel Washington DC

www.fourseasons.com/zh/
washington/，平均每晚房价
775 美元起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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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新闻博物馆已经开放

8 年了，这里几乎收藏着从新闻事业诞生起世界上所

有重要的历史瞬间，参观的过程就是一次对人类共同

记忆的一次回顾，极具动感和魅力的互动，让参观者

不再只是观看，而是一种沉浸式的参与。

这座六层楼的建筑值得花上至少半天的时间泡在里

面。一层的普利策奖获奖照片展区汇聚了史上最全面的

普利策奖获奖照片，以及震撼人心的原创影片、获奖摄

影师访谈等，将观众带进了那些照片的幕后故事。

位于博物馆三层的记者纪念馆记录了 2200 多名

在履职期间遇难的记者、摄影师、编辑和播报员的姓

名。在同一层的 Time Warner 世界新闻展区则生动

地展示了世界各地千差万别的新闻自由度，观众眼前

陈列的遭到炮弹毁损的从遇难记者身上找到的物品，

更令人感到沉重和敬仰。沿着楼梯登上四层，即能瞻

仰到世贸中心顶部的广播天线残骸，它的背后则是世

界各国报纸在 9 月 12 日这天的头版，走入展区，第

一人称的叙述报道向参观者讲述了“9 ·11”事件的

始末，刹那间定格的画面，足以触动心底最感性的那

一面。乘玻璃电梯升至顶层，便是六楼露台，这里是

不容错过的留影胜地，可以俯瞰全美最有名的宾夕法

尼亚大街。

令人肃然起敬的新闻博物馆
Pedaling on the balance bike, feeling green riding

新闻博物馆一层、二层的纪念
品商店很值得淘货，除了普通
的冰箱贴、纪念 T 恤外，还有
许多“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
例如印制着总统候选人希拉里
和川普头像的袜子，FBI 字样
的 T 恤、太阳镜，各式造型奇
特充满童趣的小礼品令人忍俊
不禁。
www.newseum.org

Tips

作为一种新兴的环保代步工具，平衡车除了给

人们的日常短距离出行提供便利外，也是游览城市

的神器。在首都地区这种游览方式形成了一种新风

尚，骑上它沿着华盛顿特区的“长安街”——宾夕

法尼亚大街，轻松穿梭于国会大厦、华盛顿纪念碑、

白宫等地标建筑，就像踩着风火轮一样感觉自己很

酷，体验自由驰骋的快感。也别担心驾驭它会很难，

即使你从未接触过平衡车，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也可以很快掌握技巧：身体向前倾斜时，陀螺仪能

够感知重心产生往前的力量，让平衡车前进并加速

度；相反，当身体向后倾斜时，能够达到减速和停

止的效果。

踏着平衡车感受绿色骑行

Pedaling on the balance bike
feeling green riding

www.bikeandroll.com，2 小
时约 64 美元

Tips

博物馆文化初体验
First experienCe in th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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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以间谍为唯一主题的

公众博物馆——国际间谍博物馆在首都华盛顿开幕，

该馆也是世界上唯一提供 all-but-invisible 专业全球

视角的博物馆。特工和间谍行为在人类历史中有着不

可小视的作用，历史上许多大事件背后其实都存在着

形形色色的间谍活动，然而公众对“间谍行业”的认

识大多来自于间谍题材的电影和小说，与真实之间有

不小的距离。所以这家间谍博物馆的主旨也是向公众

全面地展示这一神秘行业，致力于为游客提供毫无偏

见、准确的信息。

博物馆内有视听一流的互动展品，包括影片，通

过互动的方式和浸入式的环境，数百件真实的间谍工

具多是从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地收集而来：堪称经

典的“口红手枪”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从克格勃

女特工手中缴获的，绰号“死亡之吻”；毒雨伞，一

名保加利亚特工利用这样的一把伞，在伦敦街头暗杀

了保加利亚持不同政见者格奥吉·马尔科夫，只要一

按机关，就能向目标喷射毒物；“鸽子相机”可以被

视为一颗“间谍卫星”，在航空摄影时代到来前，鸽

子承担起空中拍摄的重任，人们将自动拍摄相机绑在

鸽子身上飞越敌人领空，从而获取重要情报。

探秘全美第一家间谍博物馆

Exploring the first spy museum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www.spymuseum.org/visit/
china

其他美食推荐
Tony & Joe’s Seafood Place 
这间餐厅位于华盛顿港口，由
家族经营，如果想试试本地特
色的海鲜和牛排，一定不要错
过“马里兰蟹肉饼”“菲力牛
排”等菜肴。尤其是夜幕降临
后，坐在户外餐位边欣赏港口
迷人的夜景边享用一顿美食大
餐，幸福感油然而生。
地 址：Washington Harbour 
3000 K Street NW
www.tonyandjoes.com

Hill Country BBQ 
从乡村风味的装潢到现点现切
的多种烤肉以及别致的餐具，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宾至如归的
BBQ 餐馆，食物性价比高人
气也是相当旺，每种 BBQ 的
分量都大，很适合几个人一起
share。
地址：410 Seven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2.556.2050 
www.hillcountry.com/dc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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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访位于弗吉尼亚州北部的费尔法克斯郡的最好时间恰恰是秋天，这时的大地色彩浓

郁、空气清新宜人，华盛顿首都地区周边欣赏秋叶的绝佳地点就在这儿，最美的要数乔治·华

盛顿的弗农山庄。它曾是美国第一任总统的家，华盛顿从 22 岁开始直到 1799 年逝世都

居住在弗农山庄，如今这里也成为最受美国人欢迎的历史故居。每年当弗农山庄庆祝秋收

时，“秋收家庭日”和“秋季葡萄酒节”也同时上演。

走进华盛顿总统的故乡

Visit the hometown oF 
the presiDent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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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奔赴弗农山庄的途中，我想象着一座美国总统的

故居应该是怎样的，雍荣华贵又气派？还是会因几百年

的饱经风霜而留下岁月斑驳的痕迹。答案却都不是。

背依青山、眺望波多马克河的弗农山庄或许是许

多归隐者的梦想之地，乔治·华盛顿夫妇在这里居住

了 40 多年，这对快乐的“农场主夫妇”将庄园由 6 间

房扩至 21 间，占地面积也扩至 8000 英亩。粗粒黄沙

铺就的道路两边鲜花灌木不断，我正巧赶上了殖民时

期的露天市集，眼前充满生机的景象瞬间令人有穿越

回两百年前的感受，它让我们更生动地感受到乔治·华

盛顿的那个慢生活的年代：有身着 Vintage 衣服的演

员表演逗趣的木偶戏，吸引了儿童围坐一圈；也有灰

白头发的手工匠人戴着老花镜不疾不徐地打磨着手里

的木质工艺品，摆放在一边的成品都是售卖的；喜欢

美食的朋友别忘了捎上几包巧克力、果酱、蜂蜜等食品。

山庄里有四个独立花园，分别种植着观赏性的花

朵、供应厨房的水果蔬菜等，走出市集，路过花园草

坪就来到主楼，这是一座典型的18世纪北美式庄园建筑，

彰显了主人的品位——朴实无华。1773 年华盛顿归隐

弗农山庄，他拆掉了旧宅，在原地建造了一座两层半的

新房，房屋结构、家具挑选均是他本人一手操办，这栋

主楼外墙为白色，红瓦的屋顶，整体朴素而大气，室内

也无奢华的装饰。华盛顿喜欢在图书室里看看书，与夫

人欣赏波多马克河的景致，就像寻常的农场主的生活一

般平静美好。华盛顿的孙女奈莉曾回忆说：“祖父，为

再次成为农民，感到无比的高兴。”1799 年底，华盛

顿病逝后被安葬在距离弗农山庄不远的家族墓园里。

沿着小路向陈列馆方向走去，途经打铁铺旧址，正

在趁热打铁的工匠正像是两百年前工匠的后代，一旁修

木桶的木匠亦是热情地向游客展示这古老的技艺。如果

这一切令你意犹未尽，拥有 700 多个古器物、家具生活

用品的陈列馆，可以让你更全面地了解乔治·华盛顿。

弗农山庄，赴一场18世纪的复古派对

Vernon Villa,
attending an 18th century retro party

www.mountvernon.org 
12 至 61 岁，门票 17 美元；6
至 11 岁，门票 9 美元；62 岁
以上老人，门票 16 美元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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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美国的葡萄酒，国人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

旧金山以北的纳帕酒庄，其实弗吉尼亚州也是盛产

葡萄酒的宝地。天堂春泉酒厂（Paradise Springs 

Winery）从 1716 年就开始了家族生意，葡萄园中的

老别墅是酒厂老板的家，他说这里的一切陈设都还有

祖先的印记。眼前的这座葡萄园得益于良好的气候和

地形条件，来访客人不仅能在这品尝和购买到优质的

葡萄酒，周末带家人与朋友来度个假更是一大美事。

我来的这一天恰好是周末，不仅有牵着孩子推着婴儿

车的家庭，也有三五成群的贵妇名媛。对于当地人来

说，比参观葡萄酒酿造过程和品饮新品更具诱惑力的，

是融入这浑然天成的美好环境，酒不醉人景醉人。

天堂春泉酒厂，这才是度假应有的样子！

The winery of Paradise Springs, 
this is what the vacation should look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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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有两个，这一间斯蒂

文·乌德瓦·哈齐中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航空航天

类博物馆，航空迷们络绎不绝地来此膜拜，其中不乏

退役的美国老兵，即使是我这种对航天飞机不感冒的

人也觉得不虚此行。斯蒂文·乌德瓦·哈齐中心陈列

着 163 架飞机，154 架大型空间飞行器和 1500 多件

小型展品，最大的波音航空机库约有 10 层楼高，长度

足足超过三个足球场，尤为壮观。馆内最珍贵的两件

宝贝陈列在中轴线上，一件是出现在电影《变形金刚 3》

中的“天火”——黑鸟 Black Bird，从二层的展台俯看，

是欣赏和拍摄它的最好角度。全身黑色极简线条的黑

鸟，自身性能比霸气炫酷的外形更有看头，黑鸟是成

功突破“热障”的实用型喷气式飞机，比现有的绝大

多数战斗机、防空导弹飞得高且快，出入敌国领空如

入无人之境。另一件宝贝“发现者号”航天飞机在人

类的航天时代留下了深刻烙印，在完成了 39 次太空之

旅、累计飞行 365 天、绕地球运行 5830 次的卓越功

绩后，于 2012 年运至此。

斯蒂文·乌德瓦·哈齐中心：与人类的勇气和探索打个照面

Steven Udvar Hazi Center: meeting face to face with 
the courage and exploration of mankind

网 址：airandspace.si.edu/
udvar-hazy-center
停车费通常为 15 美元，但下
午 4 点后是免费的。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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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 航天博物馆的
镇馆之 宝黑 鸟超音
速侦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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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走遍了各处景点难免有些疲惫，这时候找

个能吃能逛的地方才是夜晚应该有的打开方式！作

为美国首都地区乃至东海岸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的

泰森斯角 (Tysons Corner) 拥有超过 400 家的商

铺和餐厅，为了能尽情享受血拼的快感，建议先找

到购物中心的地图，找到感兴趣的品牌和商铺，逛

起来更有目的性。泰森斯角的商场定位平民品牌到

奢侈品大牌、设计师品牌全部囊括，各式的时尚餐

厅也是人气爆棚，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泡在购物中心

也不为过。

在全美前十的商场里血拼

Shopping in the top 10 shopping 
malls in the USA

其他推荐
1. 安妮湖镇中心 Lake Anne Brew House
老板把这家小店打理得极其温馨，70 年代的复古装饰风格中又融
入了年轻的现代元素，店里主打多种风味的鲜酿啤酒，搭配面包
和小食，户外的露天餐位更是风景宜人，最适合傍晚在此小酌微醺。
网址：lakeannehousebrewhouse.com

2. 希尔顿杜勒斯机场店
一间颇具年代感的四星级酒店，客房宽敞设施齐全，优势在于绝
佳的地理位置，距离杜勒斯国际机场约 7 公里，距国家航空航天
博物馆也只有 5 公里。
网址：www.dulleshilton.com

3. Earls kitchen + bar
餐厅位于泰森斯角购物中心的醒目位置，擅长本地海鲜以及创意
融合菜，开胃菜体现了整体水准，令人刮目相看，更值得一提的
是这家餐厅的服务员颜值很高，殷勤又不失风度，服务水平颇高。
地址：7902 Tysons One Place, Tysons Corner，VA 22102

4. The Main Street Pub
家族式的小餐馆，主打美式乡村美食，汉堡和三明治是招牌，在
当地很受欢迎。
地址：7140 Main Street Clifton, VA 20124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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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杜勒斯国际机场附近出发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弗吉尼亚海滩市，需要大约四个多

小时的车程，在英文中这座城市被称为“Virginia Beach”，容易令人误认为这里只有海

滩，事实上，弗吉尼亚海滩市面积开阔，藏在这座魅力之城的玩法也有千千万。

当广阔无垠的大西洋与风景优美的切萨皮克湾相

遇，神奇地创造出了弗吉尼亚海滩。沐浴在阳光中的

城市果真是沙滩比基尼美人的胜地，虽然抵达的那天

气温足有 30℃，但大西洋吹来的舒爽海风即刻带走

所有的闷热，在抵达希尔顿弗吉尼亚海滨度假区酒店

后，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换上了利落装束，分分钟想

去沙滩上走走。我入住的这家希尔顿酒店紧邻大海，

房间的阳台上有着充足的观景平台，美妙的海景尽收

眼前。离酒店仅几步之遥的海神公园里有座著名的海

神雕像，高 7 米、重达 12 吨，为了纪念弗吉尼亚海

滩的航海遗产而建造，据说这座雕像还是在中国浇铸

完成再运回美国组装的。沿着这条被《国家地理》杂

志评选为“全美最佳海滨步行道”的弗吉尼亚海滩海

滨步道走一走，顿时感到心旷神怡，可以想象在这里

生活的百姓的幸福指数有多高，白天来海滨步道上慢

跑，在专门的自行车道上边骑车边晒太阳，傍晚时分

还有现场音乐表演，理想中的慢生活不过如此。

拥抱阳光亲吻沙滩的慢生活

The slow life of embracing 
the sunshine and  kissing the beach

邂逅海之风情万种
Meet the colorful views of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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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傍晚时分，我们驱车前往林海文海湾，在码

头等候游艇的时候偶遇了一场由美国罗特国际组织弗

吉尼亚海滩凯普亨利分部发起的慈善生蚝节活动，于

是便入乡随俗学当地人端起啤酒畅饮，新鲜生蚝、海

虹还有说不上名字的贝壳尝了个遍，身边热情洋溢的

当地人一直处于很嗨的状态，看看停在场地一侧那满

满一车的生蚝贝壳便能感受到他们的愉悦。

随后我们登上了一艘小游艇，夕阳西下沿着林

海文海湾巡游，夹着咸味的海风把头发吹乱也顾不上

整理，眼神随两岸的风景而转动，偶有水鸟悄然落在

附近，心儿也跟着荡漾起来，导游告诉我们，居住在

海湾两岸的百姓都是上帝的宠儿，他们将吃剩的食物

放进捕蟹篓，让屋前的海水掩没了它，一夜醒来，俘

获满满一篓的马里兰蓝蟹。

富足的当地人从来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张乏味

的食品清单上，他们怀着对美食的理解，将独特的弗

吉尼亚美食文化发扬光大。待太阳落山后，游艇停在

了 One Fish Two Fish 餐厅门前，这间餐馆在当地

有很大名气，一道道美式海鲜大餐摆在眼前，令人垂

涎欲滴。One Fish Two Fish 虽然高档，却不会让

人有距离感，这种独特的感觉源于休闲的靠海环境，

以及每日新鲜捕捞的鱼虾蟹，还有菜单上没有的厨师

长当日推荐菜，没有距离感的服务生更是能把人与餐

厅的距离拉得更近。

偶遇生蚝节，开启海鲜美食之旅

Meet the Oyster Festival 
and start a seafood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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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弗吉尼亚海滩市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气

候条件，所以人人都爱水上运动，那些从温和

到刺激的项目，如游钓、皮划艇、喷气式滑水、

单板滑水冲浪……等着热爱运动的游客尽情尝

试。从每年五月中旬到十月下旬，宽吻海豚出

没于切萨皮克海湾入海口，届时游客可以预定

配备向导的皮划艇进行短途游，在海湾与大西

洋汇合之地观赏海豚出没。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划皮划艇，原本以为这

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教练在海滩上给

大伙进行简单的口头指导，随后，坐上皮划艇

的那一刻很兴奋，更多的是紧张。教练解释说，

初学者最好是两人共享一只皮划艇，一来有助

于保持平衡，二来可以轮流休息，保存体力。

海面的温度并不高，但阳光格外刺眼，我与搭

档渐渐找到了划动的技巧和节奏，一步步向目

标点行进，海鸟成群结队地在头顶高飞，有时

停在高耸海面的木桩上栖息，美成一幅幅油画，

好不惬意。听说海豚宝宝们神出鬼没，不是想

看就能碰上的，我们卖力地划着手里的船桨，

手里也无相机可以拍照，索性就享受这一刻完

全放空的状态，任思绪随着海水漂荡。

皮划艇初体验，观海豚看海鸟才是正经事

The initial experience of kayak , 
watching dolphin and seabirds is a serious thing

由 于 紫 外 线 强 烈， 建 议 涂 抹
SPF50 以上的防晒霜，并佩戴
墨镜；此外皮划艇有进水的可能，
最好穿着泳衣或在衣服外套上防
水的长裤长袖，手机、相机、手
表等贵重物品可以寄存。
Chesapean 户 外 运 动 网 址：
www.chesapean.com

Tips

一天的正能量从早餐开启，美国人的早餐文化是独具魅力的，也是无比悠闲的，

吃顿早餐花上两个小时也很正常。经当地朋友推荐，我来到了泰勒医生餐厅（Doc 

Taylor’s）。餐厅的历史从弗吉尼亚海滩医生在同一幢大楼开设诊所开始，后来这里演

变为提供早餐和午饭的场所。室内家具的摆放和排列就如同自己家餐厅一样，第一次来的

客人也丝毫不感到拘谨，艳阳通过硕大的玻璃窗洒进室内，营造出大家庭一般的亲切温馨。

来自泰勒医生的最佳处方是带来安慰感的食物、血腥玛丽鸡尾酒和香槟鸡尾酒（大早上喝

酒可不要贪杯啊），来这里消费的顾客多是老主顾，他们把餐厅视为一个与亲朋好友会面

的场所，有的客人一直在高声谈笑，有的则是在默默传递餐盘的同时传递着对彼此的关爱。

享受假期，像当地人那样！

enjoy the holiday
like the local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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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斯角（False Cape）州立公园位于后湾和大西

洋之间，是大西洋边上几处尚未开发的地区之一，它以

6 英里长的纯净海滩而闻名，超过 300 种鸟类选择栖息

于此，更有海龟、水獭等生物在这儿闲适地生活。乘坐

小型观光车缓缓驶入公园，映入眼帘的景色原始而天然，

似乎没有经过任何人工开发一样，此时手机和随身移动

wifi 也无信号，这片刻的与世隔绝让我不由地感叹，在这

样纯洁的氛围里唯有屏住呼吸不忍心去打破宁静。一些

游客选择在园内骑行，尽情地在天然氧吧里呼吸吐纳心

自在，运气好的话你会偶遇蹿到沙土路边上的小松鼠。

屏住呼吸，追寻原始的足迹

Holding your breath, 
pursuing the original footprint

需带好饮用水和防蚊液，途中沙土较多，可自备防沙土的外套和帽
子。
网址：www.dcr.virginia.gov/state-parks/

其他推荐
1. 沙桥地产（sandbridge realty）出租别墅
沙桥海滩位于海滨度假区 24 公里以南，海边摇曳的燕麦草让这里
充满了原始古朴的风味，如果游客数大于 6 名以上，可租赁这里
的度假别墅，配备设施齐全的厨房、充足的客房、游泳池、私人影
院等，尤其适合大家庭来此放松度假。

2. 飞翔室内跳伞（iFLY Indoor Skydiving）
这里是弗吉尼亚州唯一一家室内跳伞中心，采用全世界最先进的立
式风洞技术：直径 4 米、高 16 米的循环飞行舱由恒温控制，搭载
四个风扇产生 1400 马力，创造超过 290 千米 / 小时的可变风速。

不需要降落伞，也不需要任何经验，哪怕是恐高的人，都可以在教
练的带领下体验跳伞的心跳和快感。

3. Sonoma 葡萄酒吧和小酒馆
这家酒馆位于市中心的位置，提供 325 种按瓶售卖、70 种按杯售
卖的特色葡萄酒，无论你有多挑剔，都能找到钟爱的那一款，搭配
精致高水准的美食，晚间的美好时光就得这么享受。

4. Margie & Rays 蟹屋
在弗吉尼亚州众多海鲜中，蟹类的魅力总是抢了鱼虾的风头。问问
当地人，吃螃蟹的话一定会推荐这家 Margie & Rays 蟹屋，拥有
迷人蓝色外壳的马里兰蓝蟹肉质十分细嫩鲜美，你可以点上一杯
浓郁的蟹肉汤开开胃，待煮熟的螃蟹一上桌就撒开手尽情地享用，
不蘸任何酱料的味道就已经很销魂了。美国人的食量很大，听说一
人吃上五、六只蓝蟹简直是小菜一碟。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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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接近尾声，这一天的行程很轻松，以购物休闲为主，早上我们从弗吉尼亚海滩市

出发，途经著名的切萨皮克湾隧道大桥，可谓是美国桥梁建设工程史上引以为傲的一笔，

如今它不仅是一座交通设施，同时也是一处休闲场所和观光景点。在其中一座人工岛上，

设有停车场、垂钓码头、礼品店和饭店。从那里，可以看到海船入港，偶尔可以目睹气势

磅礴的战舰远航。

经过约 5 个多小时的车程，到达目的地马里兰州安那波利斯。与弗吉尼亚州朴素豪放

的风格不同，作为马里兰州州政府所在地的安那波利斯，散发着一种古典的韵味，蜿蜒

的小路边是一排排红砖建筑，隐约透露出欧洲历史悠久的城市才有的气质，它在 1783 年

11 月到 1784 年 6 月被作为美国临时首都，如今美国海军学院也落户在这儿。

a relaxed travel with shopping
and leisure

购物与休闲的轻松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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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伦 德 尔· 米 尔 斯 购 物 中 心（Arundel 

Mills®），是马里兰州最大的名牌折扣商场，据说每

到周末城里和周边的人都会拖家带口地来玩上一天，

究竟是怎样的娱乐场所能有如此大的人气？阿伦德

尔·米尔斯购物中心设有 200 多家专卖店，包括肯

尼思·科尔直销店、FYE、第五萨克斯第五大道，还

有中国人熟知并喜爱箱包品牌新秀丽，美国本土的鞋

履品牌 STEVE MADDEN，男士喜爱的休闲时装品

牌 TOMMY HILFIGER 等。款式算比较新的，而且

价格确实划算，来逛街的人就没有空手而归的。

仅仅是买买买，似乎还不够尽兴。夜生活的另一

种模式则是去位于购物中心对面的 Maryland Live ！

Casino at Arundel Mills 赌场，几年前，马里兰州的

居民要想在马里兰州试试手气就得在周末长途跋涉到

宾夕法尼亚或者新泽西去，自从 2012 年这家赌场开

业后，马里兰的博彩爱好者们可以就近来此小试牛刀。

在购物中心乐不思蜀

Being reluctant to leave  
the shopping center

其他推荐
1. Carrol's Creek Café
一家位于码头的餐厅，环境优雅安静，主打各式海鲜，建议坐在窗
边或户外餐位在用餐的同时能够一睹室外美景。
地址：Annapolis, MD 21403

2. Luke Fu
Maryland Live！Casino内的一家中国餐厅，主打亚洲风味的菜单，
当你的中国胃蠢蠢欲动的时候，赶紧来点几份炒菜和米饭解解馋。

3. Element Arundel Mills
位置极佳的酒店，距离购物中心和赌场仅有五分钟车程，走路也不
过十多分钟。该酒店属于喜达屋酒店集团旗下的 Element （源宿）
品牌，融入科技、绿色环保、新潮等理念，推荐给年轻的和倡导环
保理念的旅客。   

地址：7522 Teague Road，Hanover, MD 21076
网址：www.elementarundelmills.com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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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豪行政公寓位于王府井的中心位

置，坐拥北京著名企业、商业、娱乐、购物

区的黄金地段。万豪行政公寓隶属于万豪集

团，提供所有在店客人万豪积分，共享全球

万豪酒店福利。入住北京王府井万豪行政公

寓，享受奢华居家风格的住宿环境，在这里，

足不出户也可以享受精心打造的休闲时光，

有家的舒适和温馨。

北京万豪行政公寓内设有 220 套全服务

式公寓，面积从 64 至 228 平方米不等。单

卧室公寓，双卧室公寓，三卧室公寓多种房

舒适惬意的居家体验

型可以随心挑选。每间均带有设施齐全的厨

房、专用办公区、保险箱、大屏幕液晶电视、

DVD 播放机以及有线和无线网络连接，特定

户型配有私人阳台。无论是单独旅行还是与

家人同行，酒店都可提供一流的优质服务，

让您高效办公，尽情放松，焕发活力，享受“家

外之家”的惬意生活。

下榻在北京万豪行政公寓，尽享帝都独具

魅力的精彩，纵享巧妙完备的设施与细致入微

的服务，度过一段美好的惬意时光。180 平方

米的多功能会议室、怡然居餐厅、24 小时健身

房、顶层阳光泳池及儿童乐园等设施，能充分

满足您商务、旅行、居家的不同生活需求。在

这里，您享受着现代舒适的家居生活，感受着

古老皇城的独特魅力。可以在天台泳池放松身

心，陶醉于怡然居的美味佳肴，漫步其中，去

追溯历史光阴，欣赏紫禁城的美景。

北京万豪行政公寓
地址：北京霞公府街 1 号北门
电话：（8610）6564 9999

Tips

Cosy hom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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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湖之畔
邂逅最珍贵的味道
Enjoying The Most Precious Flavor 
at the Bank of Lake

碧玉小城里的浪漫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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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asper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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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TRAVEL&LEISURE

TRAVEL            | TravelS

风景绝美的千岛湖，是游客非去不可的
地方。可以尽情迷失在湖光山色中，做
一个心灵旅者。“天下第一秀水”的千
岛湖，孕育着神奇而珍贵的味道。可以
在一餐地道的美食中，尝到湖水清冽味
道。舌尖相遇千岛湖，开启一段从味觉
到心灵的旅程。

山湖之畔
邂逅最珍贵的味道

Enjoying thE most prEcious 
flavor at thE bank of lakE

Thousand island lake is famous for its beautiful scenery. 
Visitors can be a “spiritual traveller”in a landscape of 
lake and mountain. There is a delicious taste in Thousand 
island lake because it has  “the best water in this world”.
People can enjoy the pure of water in a native cuisine. A 
traveling from gustation to spirit starts from your ton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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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千岛湖的憧憬由来已久。习惯了大都市的车水

马龙，霓虹灯的闪烁迷离，便又更加觉得那片静谧的

心灵绿洲非去不可。

千岛湖最不可错过的是游湖登岛，徜徉在 1078

座翠岛形成的湖上迷宫之中，情愿迷失在这一片秀美

的湖光山色里。享受这里的“淳式”生活，做一个心

灵的旅者。

车辆驶入小镇，满城的桂花香气扑面而来，伴着

雨水的湿润，着实沁人心脾。几个小时的旅途颠簸之后，

没有什么比填饱碌碌饥肠更要紧的事情了。

来到千岛湖，自然要品尝这里的湖鲜。舌尖相遇

千岛湖，是一种从味觉到心灵的美好旅程。作为全国

四大淡水鱼基地之一，肥美的淡水鱼，是平时城里难

得一见的美味佳肴。有机认证、纯天然野生放养的特

质，也让这里的鱼大有名气。因为有千岛湖优良的水

质，这里的鱼肉质鲜嫩，鱼汤也是出奇的鲜，也难怪

这里的鱼头馆可以遍布街头巷尾了。而其中最有名的，

当属胖头鱼和鲟鱼。在千岛湖钓鱼岛品鱼馆，一餐地

道的美食带着湖水的清冽味道，安抚了一个个疲惫的

心灵。鲜美的有机鱼汤、野生石鸡盅、新鲜蔬菜……

开启了千岛湖的曼妙之旅。

结束了餐厅的大快朵颐，在千岛湖之畔的杭州千

岛湖滨江希尔顿度假酒店落脚。打开房门，宽大明亮

的空间让人心情也跟着明快起来。视线穿过通透的空

间，一直延伸到窗外。已经是入夜时分，千岛湖只剩

下简单的弯曲的线条。登上宽敞的露台，感受湖面吹

来的湿润的风，连呼吸里都是自由的气息。

那是一夜的安然好梦，仿佛这清澈的湖水一般甜

美。清晨拉开窗帘，静静欣赏着这幅天然的山水画卷，

也能感受到十分的惬意。

舌尖相遇千岛湖

Meeting the thousand 
island lake with ton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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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一顿丰盛的早餐，重新恢复了元气。一场不

同寻常的“游湖”之旅，也已经蓄势待发。从酒店

的码头登上快艇，在湖面上飞速驰骋着。两旁的岛

屿或大或小，时远时近，满布着浓浓的绿意从眼前

掠过。船行湖上，近距离感受这里的一山一水、一

草一木，仿佛游荡在山水画中。

不多时，船速慢慢降下来，停靠在一处满布着

网箱的位置，这里就是有“美人鱼”之称的鲟鱼的

养殖基地。在广袤的千岛湖原生态水域里，排列整

齐的网箱打造出一个个小小的空间。别看这小小的

装置毫不起眼，其实正是这种模拟鲟鱼野生状态的

养殖方式，充分的水交换和丰富的溶氧为鲟鱼提供

了最舒适的生长环境，诞生了堪称“黑黄金”的奢

华美味——鱼子酱。沿着中心的小道走进去，可以

清晰地看到鲟鱼徜徉在水中的情景。看到远道而来

的客人们，鲟鱼似乎很是兴奋，不时从水中高高跃起，

眨眼间落入水中，只剩下朵朵浪花和层层涟漪。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里的鲟鱼还是小

有名气的模特，很多来客都争相合影。大家也都按

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想要抱一抱鲟鱼，留下珍贵的

回忆。热情的工作人员认真观察水面，不一会儿就

熟练地捞起一条鲟鱼，还贴心地演示抱鱼的技巧。

大家也学着工作人员的样子，小心地抱起鲟鱼，合

影留念。向鲟鱼求合影的人排起了长队，养殖基地

成了临时的“明星见面会”，大明星鲟鱼让每个来

访的粉丝传递它的体温。调皮的鲟鱼似乎有些不耐

烦了，抖动着想要挣脱，惊吓之后，也是阵阵的欢

笑声。

一场不同寻常的“游湖”

Begining a special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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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在千岛湖长时间的逗留，队伍马不停蹄地赶往

衢州。衢州，一座拥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江南文化名城。

这里的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在这块依山傍水的土地

上繁衍生息。如今，我们依然可以从古城墙的断壁残垣中，

依稀看到历史的痕迹。修缮后的城楼，平整的台阶让登

城变得安全轻松。登顶远眺，一边是白墙黛瓦，一边是

车水马龙。城墙把衢州清晰地分成了新城和老城。巨大

的城门洞上，攀爬的绿植像一道绿色的帘幕半掩，行人

进进出出，仿佛穿越时空一般。

衢州人特别爱吃辣，衢州风味美食三头一掌便

是以辣著称。三头一掌包括兔头、鸭头、鱼头和鸭掌，

兔头肉质细腻，鸭掌皮厚筋多有嚼劲，是宴客下酒

的名菜。另外一个不容错过的衢州小吃，当属这里

的烤饼。“一座衢州城，半城烤饼香”，衢州人恐

怕没有不爱吃烤饼的，街头巷尾也能寻到很多不错

的店铺。刚出炉的烤饼，肉馅、梅干菜馅……烤饼

的香气在大街小巷弥漫开来。逛一逛仿古的坊门街，

尝一尝特色的余记烤饼，每一座小城，都有它独特

的味道。

卡露伽鱼子酱加工中心就位于衢州。这里就是“黑

黄金”——鱼子酱的诞生地。而迎接我们的是一场盛

大的鲟鱼宴。就在加工中心的食堂，一场热热闹闹的

宴会开始了。虽说是食堂，厨师的手艺却是一流的，

不仅有自己的拿手好菜，还能根据客人的要求，创造

出想要的美味。鲟鱼浑身都是宝。取鲟鱼的不同部位，

加以相对应的烹饪手法，烹制出令人称绝的佳肴。表

面上看似家常的一桌菜，吃起来却有着别样惊喜的味

道，让人食指大动。

品尝完了一餐美味的鲟鱼宴，便觉得鱼子酱的味道

充满了神奇色彩。所以走进加工车间，更像是一场猎奇

之旅。蓝白色的建筑简约里透着严肃，内部更是透着神

秘。进门之前，一定要全副武装，然后还要经过一道道

繁复的消毒程序，这里对卫生的要求极其严格也就可见

一斑了。加工车间里是一个个忙碌的身影。高品质的鱼

子酱是纯手工打造的，取卵、筛选、清洗、滤干、腌渍

等十几道工序，都要在低温环境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只有每一个环节都恰到好处的制作，才能让每一颗鱼子

酱的美味完美绽放。鱼子酱大师们紧张有序地忙着手上

的工作，全然不在意参观的人群，严谨的态度、精致的

手工工艺，让鱼子酱的品鉴倍显尊贵。

老城里的洋味道

Foreign flavors in traditional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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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子酱还教会了人们一个道理，美味是值得等待的。想要品尝

到高品质的卡露伽鱼子酱，至少要等待 7 年的时间，更有甚者，要

等待 15 年。而可以品尝到这样的顶级美味，不得不说是一种幸运。

鱼子酱的品鉴活动在加工中心的阳光房进行。摇曳的花影映照在白

色的房间上，彰显着欧式的浪漫。房间内部的空间并不算大，却格

外简约明亮，一张长条形的餐桌摆在正中央，白色的桌布、烛台、

鲜花显得格外的清新雅致。

鱼子酱的开罐颇有仪式感，用小木槌轻轻敲打，让空气进到

罐子里，然后再慢慢打开，以防破坏掉鱼子酱的成形。不只是美

酒需要品鉴，鱼子酱同样需要。来自不同品种的鲟鱼的鱼子酱，

从色泽到味道都有其独特之处。把鱼子酱放入口中，感受柔滑的

口感，用舌尖和上牙堂轻轻挤破，散发出的香气在口中萦绕，仿

佛可以感受到鲟鱼生活在山泉水中的惬意。吃鱼子酱不可以用银

器及其他金属质的器皿，那样会加速氧化，影响口感。可以用塑

料勺，而贝壳勺是最佳的选择。这次品鉴用的就是珍贵的新西兰

黑贝。鱼子酱配香槟，传统的法式吃法。还有一种吃法是放在手

上虎口的位置来吃，代替盛放用的贝壳，虎口的温度传到鱼子酱

上面，激发出非凡的味道，类似于红酒品鉴需要的醒酒过程。

美味值得等待

A delicacy is worthy 
of wa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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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子酱的余味还未散去，一场西子湖畔的

鱼子酱盛宴又随之而来。走进黄龙饭店的宴西

湖餐厅，黑漆的大门自动打开，颇有些曲径通

幽、柳暗花明的感觉。超大的屏幕上播放着《水

墨西湖》的短片，在这样的意境下用餐，就像

是坐在紧临西湖的湖景窗口，欣赏着变幻无穷

的诗画般的湖光山色，别有一番韵味。

西式的摆盘，地道的中餐，珍贵的千岛

湖鱼子酱，杭帮菜也能吃出法式的浪漫情调。

这里的每一道菜，不仅仅是美食，更像是艺

术品，让人不忍心触碰，又充满无限向往。

宴西湖菜单中，一道“鲜贝鱼子酱”，将千

岛湖鱼子酱用特制的天然河蚌贝壳装盘，配

上荷叶，被朋友圈称为“最西湖的感觉”。

西湖是囊括所有的：春夏秋冬，日月星光；

柳风桂雨，才子佳人……“宴西湖”把传说、

故事都融于菜的意境之中，你可以在这里找

到童年的回忆，旧时的传统，地道的江南食

材和烹饪技法的传承和发展。西湖是一席盛

宴，从宴西湖开启味觉的家园。

从西湖醋鱼到千岛湖鱼子酱

From the “West Lake fish” to the “Thousand 
island lake cavi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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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玉小城里的浪漫童话
行在美丽的小城安吉，竹博园欣赏茂林修竹，中国大竹海追寻“卧虎藏龙”
的诗意，到访凯蒂猫的家园，唤醒心底的烂漫与纯真。

驱车来到安吉县城，街道整洁宽敞，空气中弥

漫着一股香甜味道，小城处处散发着优雅的气质。

安吉经典 1958 商区，给老城增添了一个繁华去处，

仿古的建筑里，开满了时尚的店铺。星巴克、面包

新语……熟悉的身影让到访的人眼前一亮，路旁的

藏文化餐厅雪域藏家喝一杯酥油茶，听女老板讲述

多彩的藏族文化，也算是一种别样的邂逅。夜晚时分，

霓虹灯装点出的街道轮廓透着诗意，倒映在一汪湖

水之中，曼妙多姿。在邻水的位置凭窗而坐，观月

赏景，别有一番风味。

a romantic fairy talE in 
thE jaspEr town

Traveling in the beautiful town of Anji, enjoying lush bamboo 
in the China Bamboo Expo Park and feeling the poetry of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visiting the home of Hello 
Kitty and wake up the naivete in the bottom of your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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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国竹子博览园的大门，雨雾广场灵动的喷泉、

升腾的雾气营造出一片诗情画意的人间仙境。入园，要

经过左手边的游客接待中心。巨大的内部空间，让人眼

前一亮，天花板上的装饰散发着简约的艺术气息。一条

极具设计感的长廊，一路蜿蜒曲折，指引着游客走进梦

幻的竹的世界。一步步走来，或是透过开阔的空间，欣

赏两旁的诗画山水美景；或是停下脚步，看蝴蝶舞动着

彩色的翅膀采蜜花间。也能感受到，长廊不只是单纯的

装饰设计，更是一段曼妙的旅程。

到竹博园，自然是赏竹子。与大竹海不同，这里

的竹子以品种多样而闻名。潺潺的浒溪水映衬着竹博园

396 种珍稀竹种，被誉为“竹类大观园”。漫步竹间，

看清风摇曳，赏翠影婆娑的惬意。中国竹子博物馆是竹

博园的一大招牌。“传承千年竹文化，共享现代竹文明”，

中国竹子博物馆分为序厅、识竹厅、竹子传统加工展示

厅、竹子现代加工展示厅等八个展厅，是我国目前展馆

面积最大、展品最丰富、设施最先进的竹子主题博物馆。

馆内详实的史料、丰富的展品、精美绝伦的国宝级竹工

艺精品，无不展示着中国丰富的竹资源，悠久的竹历史

和灿烂的竹文化。

另外一个吸引游客的去处，就是这里的大熊猫馆。

与其说是展览馆，这里更像是熊猫的花园别墅。严格按

照专家的建议设计建造，各项功能齐全，2000 多平方

米的室外馆配置了水池、假山、树架、游乐设施，专供

它们休闲健身之用。这里不仅仅是大熊猫的安乐窝，还

可以让游人多角度观察大熊猫的生活。当天入住的是一

只叫珍巧的大熊猫，圆滚滚的身躯，懒懒地趴在树架上，

甚是有趣。一旁的牌子上清晰地标注着熊猫的姓名、性

别和爱好。宽阔的草地上，放置大大小小形态不一的熊

猫雕塑，游人在这里拍照留念，留下一份快乐的回忆。

邂逅小城的一抹绿
Meeting the “green views” in the small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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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竹乡安吉，藏着一个梦幻纯真的地方——银润

锦江城堡酒店。背靠着繁茂的林海和如画的山川，气

势恢宏、造型经典的欧洲城堡，大门前的河流蜿蜒流淌，

像极了童话里的梦幻王国。

酒店大堂布局宽敞高挑，水晶吊灯梦幻温馨，散

发着特有的皇家风范。办理完入住，便直奔凯蒂猫主

题房，电梯开启的一刹那，被眼前的情景而心动不已。

那是一片只有童话故事里才会出现的粉色世界，天花

板、沙发到地毯，一律是粉色。欧式的吊灯洒下柔和

的灯光，适时营造着温暖的氛围。走进这里多少有些

恍惚，全当自己是童话里面的人物吧。最引人注目的

当属正对面一只萌萌的Hello Kitty雕塑，微微拎起裙角，

像是在欢迎来到这里的客人一般。

到访凯蒂猫的家

Visiting Hello Kitty’s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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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走廊的光线要明亮一些，在一盏盏

皇冠造型的明灯指引之下，神秘的 Hello Kitty 的房

间也在眼前展开。Hello Kitty 的客厅整齐摆放着粉色

的欧式家具，随处可见 Hello Kitty 萌萌的头像和蝴

蝶结装饰。粉色的墙壁上，整齐地悬挂着这里的主

人——Hello Kitty 的照片。就连壁纸也一律是 Hello 

Kitty 的精巧图案。最让人少女心爆棚的，还是卧室

的装饰。Hello Kitty 的简笔画占满了整面墙壁，整张

床也被粉色包围，心形的抱枕，装饰着褶皱的花边，

让人情不自禁想要深深陷入这个粉色的怀抱，做一场

童话里的公主美梦。在走进房间的那一刻，突然觉得

眼睛有些不够用。稍不留神，就会错过房间里的某个

甜蜜的小细节。或是拖鞋上的 Hello Kitty 图案，或

是做成 Hello Kitty 形状的粉色香皂，或是粉色的闹

钟和精巧的茶杯……

当内心还在做着童话里主人公的香甜的梦，才发

现这个梦境原来竟然也可以如此真实。酒店的对面就

是 Hello Kitty 乐园，你需要做的就是穿过一条童话里

的长廊。浪漫悠长的隧道像极了童话里的情景，云雾

萦绕的远山又平添了些许梦幻的氛围。走过这段长廊，

迎面的巨大的摩天轮瞬间吸引了眼球，不同于其他的

摩天轮，乐园里的摩天轮还装配了回形针，让往昔的

兴奋刺激在这里得到加倍。乐园的娱乐设施并不会很

激烈刺激，更受小女生的喜欢。不过，也有小男生很

喜欢的蒸汽王国。走走停停，不同主题的玩乐设施都

让人心向往之，瞬间回到了欢乐的童年时光。而随处

可见的精巧装饰和绿植也让人心旷神怡。径直往乐园

深处走去，便来到了 Hello Kitty 的家——凯蒂猫小院。

别忘了逛一逛乐园里的小店，把一份粉色的纪念

带回家。精巧的凯蒂猫徽章，装在粉色的小盒子里，

是乐园的限定版，送给朋友也能感受到满满的爱意。

还有同样是乐园限定的萌萌的玩偶和童装也不可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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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泰国国家旅游局主办、泰国国际

航空及泰国泰微笑航空支持的 2016 环球

小姐中国 15 强佳丽泰国集训正式拉开帷

幕。此次为期一周的集训活动中，中国佳

丽们应邀到泰国曼谷、芭堤雅、清迈体验

丰富多样的泰式风情，无论是曼谷传统和

现代的交汇融合，还是清迈古朴清新的小

城故事，或者是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

芭提雅的丰富多彩，佳丽们都全方位感受

到了泰国的神奇魅力！

自中国市场成为泰国旅游第一客源

地以来，泰国国家旅游局正不断加大对

中国市场在各方面的投入，此次活动更

是泰旅局进驻中国以来首次大规模集旅

游推广、文化交流和艺术鉴赏于一体的

大型活动，目的是希望通过此次与环球

小姐中国的合作，让更多中国朋友领略

到神奇泰国的魅力，特别是时下日趋凸

显的都市女性客群，环球小姐们健康积

极的形象正代表了都市女性独立自主、

健康美丽和热爱旅游的生活方式，同时

传达泰国作为多元目的地在多方面能满

足不同客群的需求。

被誉为全球现代时尚文化象征的“环

球小姐”（Miss Universe），自 2011

年由著名时尚领袖和社会活动家靳羽西

女士担任中国区总裁以来，每年有超过

5000 名选手报名参与。秉持着“慈善、

教育、激发女性潜能以及向全世界展示中

国美”的四大初衷，环球小姐中国区大赛

为千万怀揣梦想的年轻女孩提供了一个教

育、机遇、人脉的平台。今年是环球小姐

中国区组委会设立海外拓展项目的第三

年，此次选择在泰国开启美丽之旅，更是

希望借用美的力量传播中国文化，加强两

国在艺术文化领域的交流。

与佳丽们同行的中方嘉宾还包括环

球小姐中国区总裁羽西女士、vipabc 副

总裁兼 2016 环球小姐中国区大赛评委会

中国美闪耀泰国

泰国迎来 2016 环球小姐中国区15 强佳丽

Chinese beauty shining in Thailand



95・TRAVEL&LEISURE

主席黄舒骏先生、2015 年中国环球小

姐冠军薛韵芳小姐、2012 年中国环球

小姐冠军许继丹小姐。此次环球小姐

中国 15 强的泰国之行安排学习和体验

丰富多样的泰式生活，包括：泰国传

统的问候及致敬方式体验、泰国舞蹈

学习、泰拳格斗技艺体验以及和大象

亲密互动等一系列活动，佳丽们以美

和慈善为主题增进中泰两国之间的友

好文化交流，通过体验泰式风情的方

式让中国佳丽们积累更多比赛经验，

为进入总决赛做最后冲刺。此外，佳

丽们还参与了旅游环保活动、时尚秀、

泰服秀展示等活动，并将通过同行的

各大知名媒体传播给喜爱环球小姐的

粉丝们。此次活动将向国人展示泰国

作为品质旅游目的地的形象。

此次泰国之行是 2015 年 6 月 29

日在上海举行的泰国国家旅游局与环球

小姐中国正式的合作立项仪式的延续，

该项目由泰国副总理宋琦· 扎突西提

帕阁下亲自主持，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

育塔萨先生和环球小姐中国总裁羽西女

士共同签署的年度大型合作项目。

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育塔萨先生

表示，这次合作是泰国国家旅游局为推

动泰国成为优质休闲目的地计划的一部

分，该计划的目标是借着吸引高购买力

到访者使得泰国成为跻身亚洲旅游收入

前三名的国家。特别是对中国市场而

言，此次邀请的环球小姐中国 15 强佳

丽将帮助吸引更多高消费中国游客赴泰

旅游。

佳丽们此次泰国的丰富内容将通

过各大媒体平台向中国游客直播，相信

能有效提升泰国的国际形象的同时加强

其品质休闲度假胜地的地位。预计此次

活动将有超过 70 亿人次的受众。

中国是泰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地，

泰国在 2015 年迎接了 790 万中国游

客到访，预计 2016 年将到达 1000 万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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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拉格慕SignorinaMisteriosa 玄魅伊人女士香水诠释了时髦别致的女孩神秘的一面。这
款透露着大胆前卫气息的香氛，揭开了一位女孩的秘密——她决心主宰自己的人生。难以
捉摸是她魅力的象征，而神秘莫测则是她气质的精髓。

菲拉格慕带来全新嗅觉体验

极致味蕾盛宴
Signorina Misteriosa 带来了全新的

嗅觉体验，诠释出隐藏在神秘黑色瓶身中

对味蕾盛宴的极致追求，揭示了每个女孩

的神秘一面。

璀璨的橙花油与野生黑莓令人惊喜的

俏皮味道融合，献出了别致的前调。中调

的橙花隐隐透出柔和的细腻

花香，融入了馥郁感性的晚香

玉，编织出巧妙的诱惑咒语。

黑香草慕斯散发着诱人的香

甜气息与广藿香的完美结合，

打造极致优雅后调。

别具匠心的设计
Signorina Misteriosa

以独特的黑色瓶惊艳亮相，诠

释了奢华与别具匠心的风格。

神秘的黑色与璀璨的粉金

瓶饰交相辉映，奢华的金色底

座为香氛增添了精巧的细节和难以抗拒的魅

力。底座的四颗小钉支撑着瓶身，令人想起

菲拉格慕皮质手袋的经典设计。黑色是属于

神秘伊人的色彩，菲拉格慕香水以黑色重新

诠释了独具传奇色彩的 Vara 蝴蝶结，使其

以细腻而神秘的全黑螺纹缎带重新亮相。

外盒以亮面黑底搭配粉金烫字，饰以经

典罗缎纹理，仿佛刺绣般精致迷人，令人

难忘。

时尚大片的精彩演绎
广告大片由 Sebastien Grousset 执

导， 国 际 超 模 格 蕾 丝· 哈 瑟 尔（Grace 

Hartzel）将演绎一位时尚而独具神秘色彩

的女孩。一位女孩，一位散发着生活赋予

她的欢愉光芒的妙龄伊人，总能带着俏皮

的微笑。她的生活正如一场戏剧，可

以随心所欲地选择想要扮演

的角色。当这位伊人踏

入夜店，随即成为全场

的焦点，引起窃窃私语。

她享受着众人的注目，

并捕捉到了一名被她的

优雅知性触动的男子关

注的目光。最后，这位

神秘伊人将在乐曲终章

揭晓她的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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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大团圆
尽享浓情年味
Reunion in the Spring Festival, 
enjoy the festival atmosphere

美酒的佐餐艺术
Wine Table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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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五星级酒店中琳琅满目的奢华年夜饭套餐令人 垂涎
欲滴，在这里体验到的是更高端的食材、更专业的厨艺和 更优
雅温馨的环境。带着团圆欢聚的喜悦，开启祥和幸福的一年。

新春大团圆
尽享浓情年味

Reunion in the SpRing FeStival, 
enjoy the FeStival atmoSpheRe

In the Spring Festival, five-star hotel in a dazzling array of 
luxurious dinner menu make people mouth-watering, where 
people can experience a better ingredients, more professional 
cooking and more elegant and warm environment. With the 
joy of reunion, joy and open the year of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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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瑰丽酒店乡味小厨和龙庭中餐厅的烹饪大师

们将携手为前来用餐的饕客们精心准备带有浓浓节日

气氛的温暖新春套餐，在让宾客享受美味佳肴的同时

更能与亲朋好友一起共度难忘的节日时光。

春节期间，宾客不仅可以在充满北方风味的乡味

小厨品尝到由厨师长柴鑫准备的质朴家常宴席，也可

以在精致典雅的龙庭中餐厅享用由中餐行政总厨岑永

安师傅带来的豪华新春飨宴。2017 年 1 月 27 日至 2

月 1 日，乡味小厨推出特别零点菜单，包括众多传统

风味的家常菜肴，如滋补汤品、美味烤肉、家常海鲜

和应季时蔬，在确保新鲜美味的同时，食材的选用也

更加贴合冬日滋补养生的需求。从 2 月 2 日至 28 日，

乡味小厨的节日零点菜单中包含传统北京风味的古法

烤新西兰羔羊排、过海石斑鱼以及用来自顺义农场的

鲜鸡蛋与韭菜制成的煎饼等招牌应季佳肴。

自 2017 年 1 月 27 日至 2 月 11 日，宾客还可

在龙庭中餐厅尊享美味的海陆风味大餐，包括新鲜海

鲜和刺身、波士顿龙虾和神户牛肉等。2016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7 年 1 月 26 日期间，龙庭将为饕客提供

一份充满传统中国风味的宫廷盆菜，这份传统佳肴融

合诸多高端食材与美好节日祝愿，将来自澳洲的新鲜

鲍鱼、对虾、花胶和日本松茸等，经文火慢炖，让食

材的精华充分释放，在口有余香的同时更预示着新的

一年好运连连。

北京瑰丽酒店
 Rosewood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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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佳节，阖家团圆，没有什么能比与家人共度

的时光更为珍贵。北京四季酒店魅力无穷的采逸轩餐

厅隆重推出“贺新春福报平安阖家宴”，以传统丰盛

年夜饭和别具匠心金元宝点心为宾客送上新春祝福。

2017 年 1 月 27 日至 30 日期间，北京四季酒

店阵容强大的厨师团队将各展身手，为宾客烹制极富

“年味”的珍馐美馔。每道菜品皆寓意吉祥，包括“金

银满屋”金银菜枣皇炖水鸭、“年年有余”清蒸东星

斑、“凤凰喜鸣”金牌脆皮鸡，还有象征“五谷丰登”

的传统手工三鲜水饺以及“步步高升”老北京榅桲和

红豆年糕。

采逸轩“贺新春福报平安阖家宴”令人大饱口福。

魅力无穷的中餐厅装潢极富吸引力，是北京餐厅中高

端商务宴请及重要社交活动的首选。经验丰富的大厨

精心奉上精湛的厨艺和最上乘的食材，从而展现粤菜

的精髓和地方菜系的原汁原味，令味蕾彻底绽放。餐

厅设有八个包间，其中包含两个 VIP 包房，尊享私密

空间，奢华气派不言而喻。采逸轩的亮点，是每日新

鲜炮制的传统点心，无须蘸上任何酱汁也风味十足，

滋味无穷。除了粤菜之外，京菜也是这里的主打菜系。

煮大虾、炸肉球、炒鸡丝、炒羊肉、北方煎饼，以至

北京水饺及面条等菜式，皆叫人垂涎不已。

北京四季酒店
 Four Seasons Hotel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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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逢岁末，忙碌一年的我们是时候拾起匆忙前行

的脚步，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阖家团圆、喜庆祥和。

2017 大年三十儿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倾情奉上多

套浓情团圆饭套餐，丰盛至极的年夜饭将新年寄望的

彩头与温馨的团圆气氛一并送上！另外，2016 年 12

月 15 日起，美味诱人的盆菜也携浓浓新年气息提前到

来。

由菌品轩江爵铭总厨携手彩云天张建辉师傅，精

选上乘新鲜食材悉心烹饪，集合了创新粤菜和云南菜

的招牌菜式及 2016 卖座佳肴。除此以外，还准备了

源自香港和中国南方地区的传统美味佳肴，包含了鲍

鱼、辽参、鹿筋、鹅掌等臻选上等食材制作而成的“鸿

运当头聚宝盆”—— 盆菜，为团圆大餐添精彩！在美

满祥和的氛围下，品尝各式吉祥如意的菜肴，共同辞

旧迎新。

酒店位于东北三环与京承高速交界处，距北京首

都国际机场仅需 25 分钟车程，步行可达地铁站，毗

邻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国家会议中心、三里屯、燕莎

CBD 等观光商务场所，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这

里是阖家团圆、共享美味、互送祝福的理想选择。

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

 Crowne Plaza
Beijing Sun Pa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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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这个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承

载了我们对“团圆”一词最基本的定义，在这

个阖家欢乐的时刻，没有什么比一家人围坐在

一起，热热闹闹地吃顿团圆饭更重要事情了。

北京盘古七星酒店文奇中餐厅，2017 年

春节团圆宴为您打造贴心美味的春节筵席。三

档不同价位的筵席设置，满足不同人数的需求。

共 21 间风格各异的贵宾包间，坐观鸟巢、水

立方，收获紫气东来的吉祥祝福。盘古文奇美

食汇贵宾包间名称分别是禄厅、禧厅，采用汉

代的装修风格，充分诠释了我国的汉文化。另外，

福寿厅面积为 160 平方米，可容纳 60 人的宴

会。5 层、6 层共 17 间贵宾包间装修风格分为：

中式、英式、法式、泰式、巴厘岛式。

盘古文奇美食汇对食材的选购严格，以新、

稀、鲜吸引着贵宾前来品鉴，由香港数名资深

大厨主理，主营潮州菜和粤菜。贴心细致的服务，

定会让您的家宴变得更加温馨。

北京盘古七星酒店

Pangu 7 Star Hotel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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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嘉里大酒店精心打造多款年夜饭套餐，款款

浓情、道道精致，让宾客与家人在尽享美味的同时，

共度温情团圆时光，迎接鸡年的到来。奉上京鸭缘烤

鸭全套、芥末大虾球、沙参玉竹炖石头鱼、鲜百合凤

梨咕咾肉、手工野菌蔬菜饺子、油浸顺壳鱼、伴水芹香、

糯米桂花藕、田园大丰收、香芒布丁等丰盛美味。除

夕夜有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直播，变脸、茶艺等

传统节目表演等。每桌都可赢取香格里拉旗下酒店入

住礼券，至多两名儿童乐享儿童探险乐园日卡。这里

有独到的美食理念，选用上乘食材精心烹制各式美食。

北京嘉里酒店是新生代奢华酒店的代表——活力

四射、轻松亲和、灵活百变。魅力就在于它的新奇和

朝气、惊喜和创意。这里少有约定俗成，更多的是热

情和灵动。酒店位于京城中央商务区的核心腹地，经

由人行天桥可轻松往来于众多购物、娱乐等场所。一

应俱全的先进设施、独特简约的设计与热情自然的服

务使其成为现代灵动生活的富集之地。舒适雅致的环

境让宾客度过一个喜庆祥和的新春佳节。

美馔藏金阁，百鸟唤春光。合家欢、享天年、乐团圆，北京华尔道夫酒店紫

金阁中餐厅秉承传统粤菜精髓，融合创新烹饪手法，兼顾滋补养生理念与唇齿留

香口感，精心打造三款欢聚飨宴，配以周到细致的服务，邀您与家人尽享温馨团

聚除夕夜，与好友、同事欢庆幸福吉祥中国年。八星报喜宴以养生靓汤开启，这道

“养生石斛炖水鸭”以石斛入汤，生津益胃；更有“鲍汁扣花胶筒”“避风塘金沙脆

皮海虾球”“松露爆炒牛仔肉”“清蒸桂花鱼”等山珍海味齐聚餐桌。金玉满堂宴的

“鲜淮山海螺老鸡炖花胶”作为冬季进补良品，鲜味十足，养胃健脾；“耗皇葱烧关

东辽参”“白灼基围虾”“清蒸老虎斑”以最天然的方式烹制，锁住营养，滋味鲜嫩；

更有“烧汁野菌香煎牛柳”肉质鲜嫩，唇齿留香；“野生姬松茸炒蜜豆百合”寓意新

的一年家庭和顺，生活甜蜜，更有“川贝蜜饯桂花梨”配佐，滋阴润肺，芳香清甜。

北京嘉里大酒店

北京华尔道夫酒店

Kerry Hotel, Beijing

Waldorf Astoria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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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丽思卡尔顿酒店

中国大饭店

The Ritz-Carlton Beijing

China World Hotel Beijing

流年暗转，繁华依旧。带着对丰收的希冀和亲

友康泰的心愿，开启 2017 崭新的一年。玉餐厅厨

师长潘东财及其团队精心呈献饕餮除夕家宴，他擅

长将当季的食材以非凡的方式呈献出来，包括对食

材进行更严格的挑选和保存，用极简但精确的烹饪

手法让食材发挥出极致味道。

富贵大盘菜、年年有余东星斑、招财滋补炖老

鸡、吉祥松露汁焗活龙虾仔、红烧发财猪蹄、黄金

脆皮鸡拼金钱盒等，做工极其考究的菜品保留传统

又推陈出新，为食客们浓情奉上超越以往的美味珍

馐。

无瑕美玉代表美好和高贵。在玉餐厅，像品味

玉一样享受中国美食。精品粤菜，正宗口味，另有

资深茶师演绎优雅茶道。一品茶、一味菜，相映成趣，

相得益彰。主用餐区格调明快、典雅，充满现代风格。

7 间包房各具特色，融合古典和现代之美。

为喜迎新年，中国大饭店夏宫餐厅为您打造喜庆年夜饭团圆宴，

亲朋挚友齐欢聚，饮茗茶品美馔，欢度甜美佳节。两款温情满满的

年夜饭套餐为 “五福临门”年夜饭套餐和“六彩华珍”年夜饭套餐。

欢庆佳节之际，中国大饭店夏宫餐厅为宾客提供多样新春庆典

特惠，其中包括节日汤圆、年糕、全家福海鲜盆、欢喜礼篮及两款

温情漫漫的年夜饭套餐。直至 2017 年 2 月 11 日，宾客可选择各种

新春节日礼盒，包括年年有馀年糕、椰汁年糕，汤圆，和面食礼盒。

其中，最值得推荐的是年年有馀年糕礼盒，包装精美、价位适中，

是您馈赠亲友的最佳礼品。

夏宫餐厅全家福海鲜盆菜精选吉品干鲍、海参、花胶和干瑶柱，

辅以蚝豉、花菇、鸭掌、土鸡、百灵菇等，再配上浓汤汁和鲍汁，

营养健康又美味。鲍鱼、海参、花胶、瑶柱均滋味鲜美，富含蛋白

质及多种微量元素，是滋补食疗的不二选择。



105・TRAVEL&LEISURE

喜迎丁酉鸡年，与同事、客户或家人共聚蔚景阁，在私

密而优雅的包厢共飨佳宴 , 奉上十道式庆典套餐。

特色菜品包括特色炖花胶，过桥红斑鱼，苹果醋煎澳洲

牛肉等。主厨更可根据宾客需求，个性化定制菜单。餐厅有六

间包厢，是宴客聚餐的最佳选择。位于酒店历史建筑楼的五楼，

餐厅内保留了历史建筑的老上海老虎窗阁楼设计，共设六间包

厢。曾为国家元首和政要宴会服务的主厨袁师傅来自香港，赋

予传统上海本帮菜和粤菜全新的样式与理念，为食客们奉上包

括粤菜、上海本帮菜和淮扬菜的各式佳肴。

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店

北京首都机场朗豪酒店

Waldorf Astoria Shanghai 
on the Bund

Langham Place Beijing Capital Airpor

伴随着对新年的祈盼和对亲友家人康泰的心愿，

北京首都机场朗豪酒店明阁中餐厅开启崭新的鸡年，

带来吉祥如意的新春佳宴。

明阁中餐行政总厨陈远隆和他的团队倾心打造三

款新春菜单，无论是招财进宝宴、金玉满堂宴抑或八

星报喜新春宴，均可满足宾客不同的节日口味需求，

三种新春菜单囊括六福临门、白雪藏龙等经典明阁菜

品，以及金龙吐珠蒸海斑、生财聚宝窝、龙皇披金甲

等特色明阁精选菜品，为宾客送上浓浓的佳节祝福。 

招财进宝宴包含五谷丰登、年年好事大利汤、白

雪藏龙、招财进宝瑶柱脯、虾籽鲜菌麒麟斑、砵酒焗

美国桶蚝、宫廷酱烤骨伴银丝卷、加官晋爵豉油鸡、

蟹肉千层西兰花、明阁鲍鱼粒炒饭、核桃露汤丸拼水

果，让人垂涎欲滴；六福临门、年年好事大利汤、生

财聚宝窝、金玉满堂螺仁带子、龙皇披金甲、金鸡报

喜片皮鸡、窝烧滋补竹丝鸡炒饭、杏仁茶汤丸配水果

组成的金玉满堂宴缤纷美味；八星报喜新春宴包括了

四式珍馐、浓汤炖海中宝、生财玉环瑶柱脯、金龙吐

珠蒸海斑、八星报喜金缕衣、粒粒贵妃饭、核桃露汤

丸拼水果，让新春家宴变得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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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著名的长安壹号餐厅奉上新

春美味。长安壹号出品的菜肴，均精选自中国传统美

味中那些经历了岁月考验至今深入人心的菜品，选料

严格，加上一丝不苟的烹饪过程，令每款产品在品质

和口味上堪称一流。这里有享誉中外的北京烤鸭、叫

化鸡，还有闻名南北的云南火腿和北方煎饺、面点…… 

来宾可围坐餐台，或相约包间，在品尝美味的同时，

亲眼目睹中国美食的制作过程，更加增添了享用美食

的情趣。

长安壹号有着本土雅士追求的时髦就餐环境，更

是异国游客了解中国美食文化的上佳场所。她的独特

之处在于，这里既汇总了中国南北美味之精华，还能

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

Grand Hyatt Beijing

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葡萄佳酿、咖啡以及精美西点等

丰富选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珍藏丰富的“新大

陆”葡萄酒，以及酒吧区内的独特氛围，足以满足那

些具有高鉴赏力客人的需求。好友相聚或者商务宴请，

长安壹号都将是众人的推崇之处。

穿过茶屋来到开放式厨房区，展现在眼前的是一

幅令人兴奋不已的场景：英俊而经验丰富的厨师们忙

碌着，以专注的神情和娴熟的技艺在四个不同主题的

开放式厨房中各显神通。四个主题厨房分别为：北京

果木烤鸭区、现场手工水饺区、面点制作区、热锅小

炒区和甜品制作区。来宾在享受美味的同时，更能感

受到餐厅氛围带来的那种身临其境的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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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喜来登长城酒店推出新春套餐。“前程似锦”如意宴包含：人参红枣炖

乌鸡汤、白辣椒鲜虾球、家常红烧肉、香菇素鹅等；“金玉满堂”福运宴包括：四

川怪味鸡、老醋海蜇头、海鲜酸辣汤、海皇什锦烩鱼肚等；“蒸蒸日上”吉祥宴包

含了腊味茶树菇小炒皇、红烧香菇黄鱼、扬州海味炒饭等佳肴，满足不同宾客的口味。

21 层中餐厅汇聚精美食材 , 并配搭精湛烹法 , 北京喜来登长城饭店廿一层

中餐厅粤川佳肴讲求味鲜与养生相融合,令宾客感受中华饮食文化之博大精深。

品味廿一层中餐厅传统粤川珍馐之余 , 京城壮丽景色尽收眼底。宾客将领略的

不仅仅是舌尖味蕾的悦动 , 更是一种醇厚品质的享受。

主餐厅坐落于酒店廿一层 , 加以 360 度环绕式落地窗设计。餐厅内所设的每

一个座位, 都可供宾客在推杯换盏间, 透过落地窗俯瞰东三环及农展馆区域的景致，

这成为廿一层中餐厅独特的标识。除了正宗粤川菜系,富有北京特色的烤鸭、炸酱面、

饺子等传统美食也味道正宗 , 独具老北京韵味。餐厅还设有多间私人包房 , 无论商

务宴请 , 亲朋聚会 , 或是小型 Party, 都能做想顾宾客之需 , 打点周全。

春节是中国农历中最盛大的节日，上海半岛酒店也将以独特的方

式迎接鸡年的到来。宾客们可以在酒店享受到多姿多彩的中国传统庆

祝方式和习俗。其中最为让人期盼的是大年初一（1 月 28 日，星期六）

在酒店大堂由来自香港屡获殊荣的夏国璋舞狮团带来的一年一度的盛

大传统舞狮表演。此外，1 月 28 日至 2 月 3 日期间，在逸龙阁享用

晚餐的客人也能于每晚 7 时在餐厅欣赏到舞狮表演。

北京喜来登长城酒店

上海半岛酒店

The Great Wall Sheraton Hotel Beijing

The Peninsula Shanghai 与至亲好友一同共享年夜饭无疑是每个家庭庆祝春节的重头戏，

米其林二星餐厅逸龙阁奉上“福”、“禄”、“寿”三款八道式中国

农历新年菜单，邓师傅将为你精心准备各种由珍贵食材所制作的美味。

逸龙阁为前来享用除夕大餐的宾客精心准备了源自香港和中国南方地

区的传统美味佳肴。其中包括以云南黑松露、关东辽参、澳洲干鲍、

蚝豉王等臻选上等入馔的“盆满钵满”和“福临满堂”两种不同的盆菜。

“鱼生捞起”则是用新鲜美味的鱼生制作的开胃凉菜，在鱼生端上桌

时，所有宾客需要一同捞起鱼生并许下对新年的美好祝福。此外，客

人们还可以在逸龙阁享用到春节期间不可错过的传统手工年糕美食，

更可在半岛精品店为家人好友选购，确属送礼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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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利皇宫，享受无以尚之的尊贵体验。这里是

Wynn Resorts, Limited 主席及行政总裁 史提芬·永

利先生自 2006 年永利澳门开幕以来，第二所于澳门

发展的豪华综合度假酒店。永利皇宫集史提芬·永利

先生逾 45 年经营度假村之伟业大成，酒店以花卉为主

题，重新定义奢华和优雅。

独一无二的住宿体验，来自于对房间细节的一丝

不苟。1,706 间优雅华贵的客房、套房及别墅，均配

备精致尊贵的细节和用品。包括永利独有的舒适睡床

及寝具、Molton Brown 为永利皇宫特配的沐浴用品、

Bang &Olufsen 蓝芽音响系统、互动触控式控制面板

及免费极速宽带上网服务。在宽敞舒适的客房，透过

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可饱览表演湖及路凼城区的迷人景

色，或绿意盎然的花园景致。

于极致优雅的环境中，细意品尝精致美馔。永利

皇宫的用餐体验糅合了美食、艺术与娱乐的多重感官

享受。才华横溢的厨师团队，以精湛的烹调技艺创造

出富有想象力的佳肴。宾客在永利宫可以一边俯瞰表

演湖，一边品尝正宗地道粤菜；在逸蝶轩可品尝到以

西方手法呈献的富现代感的地道中国滋味；在永利扒

极致优雅的宫廷之旅

An elegant trip to pa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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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可享用全城最佳的牛扒及海鲜；在时尚装潢的衬托

下，「泓」日本料理探索正宗的日式餐饮文化；而在

鮨泓则可品味由大师主理的寿司。

喜爱悠闲随性的餐饮体验，宾客可在以欧洲丰富

多姿的传统市场为灵感的咖啡苑享用各式国际美食，

宾客也可在红 8 粥面品尝粤式美馔；在 99 面尝到手

制面及北方经典美馔；在花悦享用由全球唯一的米芝

莲星级拉面大师设计的拉面食谱；在池畔咖啡厅的迷

人美景下品尝亚洲和西式特色菜肴。喜爱甜品的宾客

则可在恰如其名的甜艺廊享用各式朱古力、雪糕及法

式薄饼；而永利马卡龙则为宾客呈献一系列色彩缤纷

的美味马卡龙。于醉人的晚上，永利吧为宾客提供各

种优质威士忌、葡萄酒及香槟，以及创作灵感来自酒

店精选茗茶的创新鸡尾酒系列。

追求极致购物体验的宾客，可在永利皇宫尽情饱

览全球最顶尖的尊贵品牌，轻松购物。占地 18580 平

方米的永利名店街设计尊尚，气派显赫，为宾客提供

精挑细选、无与伦比的购物体验。

永利皇宫水疗中心是一个隐世迷人、宁静幽雅的

瑰丽宫廷。从中国最引人入胜的宫廷取得灵感，让宾

客从充满活力的路凼城区放缓脚步，享受宁静幽雅的

理疗体验。水疗中心提供接近 30 款疗程，其中专为男

士及女士分别设计的精选疗程分别为「帝王俊雅之旅」

及「女王恬逸之旅」。

无论是私人派对或大规模的会议展览活动，永利

皇宫的专业团队必定悉心策划及完美安排活动的每一

细节。永利皇宫的多功能会议场地占地 2440 平方米，

包括附设剧院式舞台及可容纳达 1200 名宾客的无柱

式设计宴会厅以及四间可灵活调动间隔的会议厅，提

供十款不同的会议空间。宾客更可于宴会展示厅率先

体验活动的所有细节，确保活动安排一丝不苟。

乘坐观光缆车是进入永利皇宫最华丽的方式。宾

客乘坐观光缆车可于 28 米的高空俯瞰表演湖及路凼

的迷人景观。宾客亦可欣赏由享誉国际的花卉设计师

Preston Bailey，以成千上万的花卉制作的巨型花卉

雕塑。童年时光游乐场的兴奋回忆，以成千上万的新

鲜和永生植物、刺绣亚麻布、玻璃、钢铁、树脂和水

晶等材料将之升华，将瑰丽回忆重新演绎。

在永利皇宫，宾客随处可见珍罕非凡的艺术瑰

宝。为传承永利将中华艺术国宝带回中国的宏愿，永

利皇宫的艺术珍藏包括一套四件稀世中国清朝陶瓷花

瓶－巴克勒公爵花瓶，融合中西文化，极富中国风的

艺术珍品，以及一些世界知名艺术家的作品，如由名

师 Jeff Koons 创作的大型钢铁雕塑《郁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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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鲁能希尔顿酒店及公寓正式开业，

这标志着希尔顿全服务公寓式酒店概念首次

引入中国。济南鲁能希尔顿酒店及公寓由鲁

能集团旗下山东鲁能亘富开发有限公司投资

兴建并由希尔顿全球管理经营，也是济南南

部首家国际性酒店和希尔顿在中国的第 37 

家酒店。济南鲁能希尔顿酒店及公寓位于市

中心，周围有一些最受欢迎的景点。酒店直

通贵和购物中心领秀城店，正好在门口向宾

客提供多个零售和娱乐选项，包括电影院和

滑冰场。酒店附近还有许多名胜古迹，距离

千佛山仅 6 公里、距离红叶谷南部风景区约

17 公里。酒店享有便捷交通，例如济南高

铁站、济南火车站和二环南路（直达 34 公

里外的济南遥墙国际机场）。

希尔顿亚太区品牌管理副总裁肖恩·伍

登 (Sean Wooden) 表示，“近 100 年来 ,

希尔顿一直自豪地欢迎全球旅客，持续创新

和重新定义好客之道。随着我们在华首家全

服务公寓式酒店正式开业，我们为在核心地

段寻求业界最佳住宿的旅客带来无与伦比的

服务。从酒店的当代全玻璃设计到开设全市

最高餐厅和融合泉城高档零售中心，济南鲁

能希尔顿酒店及公寓准备提供真正的非凡国

际体验。”

济 南 鲁 能 希 尔 顿 酒 店 及 公 寓 总 共 有

420 间客房，其中酒店内有 316 间时尚宽

敞客房，公寓楼内有 104 套一室、两室和

三室豪华住房。全部客房都配备现代化服务

设备，包括 Wi-Fi 和 42-60 英寸液晶电视，

宾客可透过法式窗户尽情饱览山景城市天际

线全貌。

康乐设施包括 33 层游泳池、24 小时

健身中心、桑拿和蒸汽室。入住行政客房的

宾客可尊享行政酒廊，享用免费早餐、下午

茶和晚间欢乐时光甜点与鸡尾酒。每套公寓

都自带设备齐全的厨房以及独立客厅和工作

区，全体公寓宾客还可享用独立接待区和健

身中心。

体验宾至如归的感受

Have a home from home fe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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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顿大中华及蒙古区营运高级副总

裁麦金信 (Bruce McKenzie) 表示，“我

们致力于强化公司在中国的布局，特别是我

们休闲和商务宾客旅行所在地的布局。济南

鲁能希尔顿酒店及公寓正式开业是我们组合

增长与演进的里程碑式成就，把我们的旗舰

品牌引入华北重要经济中心、山东省会济南。

泉城正加大力度促进休闲旅游、商务旅行和

会展业 (MICE) 发展。”

济南鲁能希尔顿酒店及公寓有 10 个

多功能会议厅、1000 平方米屋顶花园和

1050 平方米大宴会厅，提供总面积超过 

2679 平方米的灵活会议与宴会空间，可配

置成适合从晚宴到大型会议的各种活动。

24 小时开放的商务中心提供文秘和商务服

务，专业团队随叫随到确保顺利成功地举办

活动，让酒店成为适合大小预订活动的理想

场所。

3 个创新餐厅和 1 个酒吧让宾客尽享美

食之旅。开全日餐厅位于 37 层，提供国际

化自助早餐和面馆，宾客可观摩厨师从零开

始制作面食。或者，宾客可在寿司台欣赏泉

城南部风景同时品尝特色烧烤。御玺中餐厅

位于 39 层和 40 层，是泉城最高美食餐厅。

该中餐厅灵感源自御玺，秉承引以为傲的烹

饪传统，主理经典鲁菜和特色粤菜。御玺中

餐厅设有 1 个美食大厅和 11 个云景包房，

营造雅致用餐体验。

悠然特色餐厅位于 38 层，提供正宗中

华美食和美酒佳酿。餐厅设有 3 个半开放式

包房，是宾客放松身心、欣赏动人心魄的天

际线和跟随现场乐队敲打节拍的完美场所。

济大堂吧位于 35 层，不仅是泉城最高大堂

吧，而且是唯一图书馆概念大堂吧，宾客可

在此享用希尔顿标志性下午茶和欣赏令人惊

叹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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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畔  温馨雅居

Qian Tang bank, cozy home

杭州滨江银泰喜来登大酒店位于杭州

蓬勃发展的滨江商务区，是首家新建的喜

来登大酒店，其所在目的地的迷人特质、

酒店本身的杰出设计和卓越的服务与宾客

体验，完美诠释了喜来登品牌全新高端细

分级别所代表的品质。杭州滨江银泰喜来

登大酒店拥有无与伦比的城市景观，钱塘

江的绝美江景以及绝佳的地理位置。喜来

登大酒店作为“喜来登 2020”计划众多新

举措之一，将助力实现喜来登酒店成为全

球各地宾客的首选酒店品牌的品牌愿景。

酒店拥有 301 间精致优雅、时尚别

致的客房及套房。每间客房均配备喜来

登特色睡眠体验，雨林花洒以及高档洗

浴用品等喜来登品牌标志性的设施与服

务。同时酒店拥有完善的休闲设施，喜

来 登 健 身 中 心（Sheraton® Fitness）

不仅配备有一流的健身设施、室内恒温

泳池，更拥有专职私人教练为宾客提供

专业的健身指导。

酒店餐厅为宾客提供丰富的国际美食珍

馐。宾客可在采悦轩中餐厅 (YUE®) 尽享纯

正的粤菜、川菜以及具有当地风味的杭帮菜，

或在喜来登品牌盛宴标帜餐厅 ®(FEAST®)

体验国际风味美食和开放式厨房的零点佳

肴。设计现代的酒店大堂吧提供喜来登品

牌全新推出的“对味”(Paired) 菜单——

品尝出乎意料的绝配滋味，将精美小食与

高级葡萄酒、精酿啤酒搭配得丝丝入扣、

恰到好处。同时大堂吧还提供多款威士忌、

鸡尾酒以及中式茗茶。宾客可在喜来登行

政酒廊 (Sheraton® Club Lounge) 享受免

费早餐和全天供应的精致美味小食的同时，

俯瞰钱塘江之壮阔。

酒店拥有宽敞的会议及活动空间，11

间多功能会议厅全部配备独立视听设备，

网络接口和多功能无线会议系统，满足不

同会议及活动的需求。酒店还拥有 740 平

方米的无柱宴会厅，可同时容纳 500 人。



113・TRAVEL&LEISURE

Celebrating  the end of the year
you can get more than you imagine

北京朝阳悠唐皇冠假日酒店位于北京中央商务

区，紧邻外交部、第一使馆区、三里屯酒吧街和秀

水街，步行 5 分钟即可到达朝阳门地铁站，距离首

都国际机场仅 30 分钟车程。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仅能

满足您的商旅之需，更便于您购物及娱乐。与酒店

相连的悠唐生活广场，提供舒适的购物及影院等休

闲娱乐设施。一流的客房，便利的交通环境，高品

质的服务使得北京朝阳悠唐皇冠假日酒店成为您名

副其实的汇聚之所。

酒店拥有一流的会议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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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 平方米独

具匠心的云霄礼堂，是北京唯一拥有穹顶阳光的婚

礼礼堂，现代典雅的装饰，先进的视听设备满足婚礼、

宴席、公司庆典及各种主题会议的多重需求。40 平

方米至 300 平方米的各种多功能会议厅是举行中、

小会议和宴会的最佳选择。宽敞明亮的玻璃顶外廓

面积达 1000 平方米，适用于各种展览、鸡尾酒会

和各种类型的宴会活动。皇冠假日会务总监及其团

队将为您提供一站式会议策划和执行方案，让您的

年终庆典绽放绚丽色彩。

北京朝阳悠唐皇冠假日酒店现推出各种年会精

选套餐，为您打造专属的年会，2016 收货满满，年

终聚会不仅华丽出众，更要人人满意！详情请垂询

皇冠假日会务部直线电话 5909 6681。

岁末欢聚 所享超您所想



114・TRAVEL&LEISURE

TRAVEL            | TravelS



115・TRAVEL&LEISURE



116・TRAVEL&LEISURE

TRAVEL            | TravelS

从 2015 年 10 月 14 日起，往返北京的法航乘客可以享受法航

长途航线的全新客舱。由此，乘客还可以第一次享受飞往大中国区的

头等舱高端豪华间。

商务舱内拥有高空中真正的茧形私密空间，尊尚经济舱和经济

舱的座位也经过重新考虑以进一步优化舒适度。在飞往广州和上海的

航班上可以同样体验到这三类客舱。

The most beautiful cabin of Air France
居长法航最美客舱

头等舱内，乘客拥有真正的高端豪华间，享受完全的私密空间。

法航为每一个豪华间安装了厚实的帘幕，由皮质束带束住。通过这一

独特而又大胆的设计，乘客可以按照意愿享受完全或部分隔离的空间。

帘幕一旦完全关闭，即可将乘客完全包围在私人客舱里，营造出家一

般的温馨感觉。只需几秒钟，头等舱座椅即可转换成 2 米多长、完全

平放的真正睡床。关起帘幕，立起隔板，柔和的光线中，乘客被豪华

间拥在无限私密的空间内。旅途中，每位乘客均可独自享用一个 24

英寸（61 厘米）高清大屏幕，这在客舱内前所未有。

商务舱内，法航为乘客打造高空中真正的茧形私密空间。从坐

姿到真正的睡床，座椅适应每位乘客的姿势。在曲线形构造的座椅内，

每位乘客都可以随意营造独立而又庇护的空间。座椅经过精心设计，

只为在柔软舒适中给乘客提供完美的睡眠体验。柔软的羽绒被、XXL

尺码的羽绒枕，所有的一切都为了在云端完美入睡而考虑。每位乘客

都拥有 16 英寸（41 厘米）高清触摸式大屏幕。

尊尚经济舱内，更舒适的座椅和多方位搁脚板进一步提高了客

舱的舒适性。经济舱内，座椅完全经过重新设计：腿部享有更大的空

间，全新泡沫基座，更柔软舒适的头部靠枕，加大的小桌板。同时增

添了新功能，如电源插座和耳机挂钩。娱乐方面，高清触摸屏明显增

大：尊尚经济舱 12 英寸，经济舱 9 英寸。电影、游戏、音乐等超过

1000 个小时的节目供乘客点播。

economy class of Air France , the comfort of each 
passenger will be more optimized
法航经济舱，每位乘客的舒适度更加优化

经济舱内，法航完全重新考虑了座椅。腿部享有更大的空间，

乘坐法航新客舱飞往北京

Flying  to Beijing by sitting 
in the new cabin of Air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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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基座、头部靠枕更柔软舒适，加大的小桌板，重新研

究人体工程学，以便达到更加优化的舒适。同时配置了新

功能：电源插座、耳机挂钩等等。

More comfortable seats
更加舒适的座椅

法航在设计经济舱新座椅之前咨询了乘客的意见，以

便其产品更贴近乘客的需求。

法航首先改进基座和靠背，并推出新坐垫。柔软的头

部靠枕的高度和两侧均可调节，可适应每一个人的需求。

扶手可以完全立起并与椅背融为一体，方便入座和休息。

海蓝色座椅带有红色的明缝线。设计新颖的靠枕彰显

机舱的协调感。法航还为乘客提供一条毛毯和配件，以便

舒适地就座。

The brand new high-definition
全新的高清触摸屏 

消遣娱乐是如此简单：像使用平板电脑一样轻触屏

幕，提供 12 个语言版本的节目表就会显示在屏幕上。电影、

纪录片、连续剧、动画片……娱乐节目每月更新。

Air France provides the passengers of 
economy class cabin on board with delicious 
meals
法航在机上为经济舱乘客提供可口餐食
Set dishes
美味套餐

根据乘客的意愿，法航会提供一杯含酒精或不含酒

精的开胃饮品，并与咸味饼干搭配食用。香槟和葡萄酒由

2013 年全球最佳侍酒师 Paolo Basso 精心挑选。乘客可

从 2 份热菜中任选其一。在飞往部分亚洲目的地的航班上，

法航还将提供当地的特色菜肴。最后，乘客还能品尝一杯

咖啡、茶或消化饮品。

根据航班的飞行时长和时刻表，法航将为乘客提供点

心或早餐，其中包括一份热食。在航程更长的航班上，乘

客可享用包含甜味和咸味饼干、三明治和冰淇淋的自助餐。

法航还会提供一系列冰淇淋，供乘客直接在座位上挑选。

在整个飞行旅途中，法航还将为您提供含酒精或不含

酒精的冷、热饮料。 

The services that are tailored for Chinese 

passengers
为中国乘客量身定制的服务

法航为中国航线的乘客提供精致的个性化服务，并且

专门为往返中国航班研发了众多产品。

巴黎戴高乐机场有会说普通话和广东话的接待人员为

乘客服务，协助他们办理出发、到达和中转手续。

在空中，法航空乘人员专门为接待中国乘客设计了一

套服务。法航对完美接待和服务的不断追求不仅体现在举

止上，也体现在礼貌用语的使用上。此外，往返中国的法

航航班上都配有空中翻译。

根据航班的出发地和目的地，航班上的通告用普通话

或广东话播报。飞机上有法航空中杂志的中文改编版本供

乘客阅读，同时还有精选的中国报刊。全新客舱内，个人

高清触摸屏幕提供不同语言的多达 1000 个小时的娱乐节

目，包括中文原版的电影节目，或带有中文字幕的电影节目。

飞行期间，空乘人员会在乘客安顿好之后为其分发

中文菜单以及湿巾（冷湿巾或热湿巾）。法航在向乘

客提供体验法国美食的机会的同时，力求适应乘客

的文化以及不同的用餐要求。法航通过其子公司

即航空餐食提供商 Servair 的主厨为中国乘客

研制精致的中式菜肴。此外，法航还在从上

海、北京和广州出发的头等舱和商务舱菜

单中推出一系列新式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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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旅游休闲》杂志  Travel&Leisure

H：黄思远 先生  亚洲万里通有限公司  行政总裁

T：「亚洲万里通」是亚洲领先的旅游及休

闲奖励计划，优势体现在哪儿？

H：「亚洲万里通」理念是为会员打造“里

享人生”，合作伙伴机构涵盖面广，航空

公司合作多达 24 家，其航线网络覆盖全球

1000 余座城市； 合作酒店超过 150 家；

与多个广受旅客欢迎的酒店预订网站合作；

拥有超过 40 家金融及保险服务伙伴机构；

400 家合作餐厅，遍布全球 22 个主要城巿；

会员还可通过「亚洲万里通」网页登陆 1,000

多家网上购物合作商户购物，让会员通过日

常消费，轻松赚取里数(里程)。「亚洲万里通」

提供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的奖励内容，供会

员用里数进行兑换，希望以此为会员带来精

彩的生活休闲体验。会员不需成为飞行常客，

仍可轻松赚取里数，兑换多元化奖励。

 

T：「亚洲万里通」会在中国大陆地区做哪

些推广和营销？

H：全球会员现在大概是 850 万，香港最多

是 180 万，大陆也有接近 160 万，希望找

到一些高品质的会员。我们的会员一是商务

人士，二是旅游爱好者，三是现有的 160 多

万个「亚洲万里通」的会员，他们对生活品

位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我们很重视中国市

场，希望有更多大陆会员加入我们。

T：对于目前旅游市场的互联网发展趋势，

针对移动互联网浪潮，除了微信端的推广之

外，还有没有其他考虑？

H：「亚洲万里通」可以说是一个网上的东西，

第一，我们在两方面，在累积和兑换上面都

把它数据化。有几方面我们现在在做，在兑

换上面，酒店、旅游体验、机票，大部分都

在网上进行兑换里程，数量也每年都在增

加。还有未来我们在网络方面也会加强，我

们今年刚刚发了新的 APP，所以这些方面都

是我们需要做的，因为互联网新的趋势我们

都是会把时间投入进去。另外，我们的伙伴

这几年多了一些互联网公司，之前我们有线

下的酒店，现在线上订，有携程、Agoda、

Hotels.com 等，都是可以线上订，都有合作，

都可以从他们的消费累积里数。

T：选择与中信银行合作，当初的考虑是什

么？

H：在国内中信银行是资本最雄厚的一家商

业银行，他们有很大的银行网络和客户群。

中信银行近一两年来，都是很创新的，跟国

际知名品牌合作，做事也比较快。首先他们

很推崇高端的生活方式。第二，就是想把产

品做得更好，推出新的产品，所以我们的作

风和理念差不多。以客人为中心是「亚洲万

里通」和中信银行共同的理念。我们跟中信

有一个互通，我们两个加起来可以用「亚洲

万里通」的国际化，可以用中信银行国内管

道，打通国内国外两方面，希望利用中信银

行很大的网络，帮我们招一些高品质会员。

T：现在出行方式不单单是商务出行或者休

闲旅游出行，还有一部分定制旅游或者高端

定制旅游，针对这部分群体有特殊的兑换政

策吗？ 

H：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大家对观光的要求

不一样。「亚洲万里通」的项目都是很一对

一的，比如说你来香港，去吃饭有没有好的

介绍？我们上面有一些饭店你可以参考，体

验当地美食的同时，还可以累积里数。我们

觉得这与我们对未来旅游趋势也是一模一

样。比如你想消费，在外面消费的时候，你

可以在澳门和香港很多零售的地方就可以有

累积里数。

多元化体验 打造“里享人生”

Have a home from home fee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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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旅游休闲》杂志 Travel&Leisure

L：Mr.Pierre Lagrange ( 皮埃尔·拉格朗

日 )   美国格理集团的创始人兼总经理

T：您收购 Huntsman 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是什么吸引了您？

L：原因有很多。我之前做过很长时间的多

方面的投资，包括媒体、电影之类的。但我

一直听说时尚行业是最好的，我个人对时尚

方面并不是很有经验。Huntsman 不仅是一

个时尚品牌，它已经有超过 150 年的历史。

我喜欢这个品牌的原因是它符合我的个人风

格。我们平日忙碌的工作，下班后的应酬和

周末外出郊游会用到各种风格的服装，风格

比时尚更加重要。一些男士在工作场合和生

活中，他们想要看起来好看、优雅，穿着舒

适而不是仅仅看起来时尚。Huntsman 这个

词我不知道如何用汉语表达，但在英语中，

Huntsman 是一个褒义词，形容一个人有实

力、有力量和权力。

T：您对 Huntsman 未来的发展有怎样的规

划？ 

L：我们的计划就是尽我们所能去服务客户。

客人们很喜欢来到店里定做衣服，可他们不

会经常去到伦敦或纽约 , 所以我们在思考是

否需要提供给他们更多的选择，同时我们需

要客户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服装的制作过程

中来。

T：这些来到店里定制衣服的顾客是需要来

很多次还是只需要一次就可以完成？

L：需要两次。第一次，需要对衣服整体的

款式进行挑选并制作，试穿之后我们会进行

修改。4 周后进行第二次试穿，会再次确认

定制经典英伦风

顾客的需求。第一次试穿是让裁缝对制作衣

服的尺寸有所了解，第二次试穿是了解顾客

的需求和满意程度。

T：Huntsman 为什么能吸引众多名流？

Huntsman 定制的特色是什么？

L：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名人客户。其中一位

是纪梵希的创始人，他将近 62 岁了，但是

依旧很优雅，是一位优秀的法国人。即使一

些人已经很优雅，很高大，Huntsman 都

会让他变得更好。人们在选择衣服的时候会

选择适合自己的并且舒适的。就像一些人在

参加晚宴时，佩戴一条黑色的领带，是因为

他们觉得这是必要的。当你在骑马时，你需

要一件合身的衣服以便于活动。对于国王、

王后来说，衣服就需要具有实用性，因为他

们佩戴的珠宝一系列配饰都很重。这就是

为什么衣服要注重功能，最好的衣服不是

指最贵的，而是对顾客来说最有用的。在

Huntsman 团队中，每几年我们就会生产大

约五种新的纺织材料以适应客户的需求。我

们有许多顾客穿的衣服是从他们的祖辈传下

来的。如果你选择了一件正确的衣服，它就

会永远陪伴你。

T：中国游客去伦敦不仅是旅游，也有一些

为了购物或享受一些特别的体验，您怎样看

待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L：我们很期待越来越多的中国顾客的到来。

很多人变得富有是因为他们知道金钱的价

值，他们知道如何创造价值。正像我们的

品牌所做的，不是为了品牌，也是为了时尚。

当人们了解到衣服的生产过程，他们会知

道衣服是如何制作成的，会知道他们所花

的钱去了哪里。我们希望转变人们对定制

衣服的看法。我们的门店里设置了餐厅、

酒吧等，客人会很享受在门店里定制衣服

的过程。

Customize 
the classical
England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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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是高度信息化、

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化的极速发展挤压

了人们的生存空间，盲目追求快速的发

展，加重了人们心理负担和生理不适。

那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

如何处理自身欲望？如何正确看待机

缘？如何适应快节奏、大压力的现代生

活？如何走出不健康的精神状态？如何

正确使用网络等现代化工具？就这些人

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佛

法畅销书作家、高僧希阿荣博堪布。

在希阿荣博堪布看来，物质的丰富

满足了人们很多的需求，同时也不断创

造着新的需求。少欲知足这句老话，放

到现在仍然不过时。层出不穷的新需求

当中，有很多其实是不必要的，因而减

少欲望并不是苛待、压抑自己，反而是

善待自己，是学习如何更理性、轻松地

生活。

机遇的得与失，确实会改变一个人的

生活经历，但一时一事的得失好坏放到整

个人生中看，都是渺小短暂的。人生充满

选择和可能性，不走这条路，可以走那条

路，关键还在于人的心态和见地。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竞争压力大，

主要还是因为人们不善于管理情绪和处

理关系。面对压力，人要学着心思敏锐

柔和，自制和觉察。

日常的工作、生活都是训练内心的

平台，把遇到的每一个人看成是自己完

善人格修养的一个机会，人就能摆脱焦

虑、愤怒、嫉恨等不良的精神状态。

网络上海量信息确实会让人心思散

乱浮躁，难以沉静，但人要懂得自制，

不要把负面情绪随意在网络上发泄。

目前，希阿荣博堪布的新书《透过

佛法看世界》已经正式出版发行，书中，

他回答了读者 180 多个问题，并从不同

层面指导大家如何从佛学角度看待这些

问题。希阿荣博堪布说：回答这些问题

的过程对他自己而言也是一个了解和调

整的过程，让他知道人们的观点、感受

和对待事物的态度有多大的差异。

对许多人而言，佛法不仅意味着一种

精神依托，更重要的是它提供宽广而有深

度的视角，让人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了

解世界，而这份了解将最终带来平静和喜

乐。    （以上内容为本刊编辑采访整理）

希阿荣博堪布：善待自己 理性轻松过生活

人物简介：
希阿荣博堪布是藏传佛法再弘期宁玛派
最伟大上师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颇具影
响力的弟子之一，幼年即随高僧学习佛
法，二十四岁获喇荣五明佛学院堪布学
位。堪布常年亲临海内外各地弘扬佛法，
著有：《次第花开》、《寂静之道》、
《生命这出戏》、《透过佛法看世界》
等佛法畅销书。

照片源自：菩提洲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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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豪国际集团旗下艾美酒店及度假酒

店，宣布与风靡全球的护肤品牌 MALIN + 

GOETZ 正式合作，为艾美酒店独家设计

全新系列沐浴用品。2017 年初，全球范围

内的一百多家艾美酒店将启用全新系列沐

浴用品。源于巴黎的艾美酒店与 MALIN + 

GOETZ 将为充满好奇心的旅行者开启焕然

一新的艾美目的地揭秘之旅。这也是同样传

承着对艺术设计与发现探索热情的 MALIN 

+ GOETZ 首次与酒店品牌开展全球合作。

此次合作，MALIN + GOETZ 为艾美

酒店的宾客们特别定制了旅行中必备的沐浴

用品，精心挑选了能带给宾客美好情绪的原

材料和高效配方，适合各年龄段及各类肤

质，让艾美宾客在旅途中邂逅难以忘怀的护

肤与护发体验。全新推出的沐浴用品套装包

含 MALIN + GOETZ 的明星产品——鼠尾

草沐浴露、薄荷洗发水、芫荽护发素、青柠

香皂以及维他命 B5 身体乳，搭配适宜旅行

的瓶身设计，保证了宾客旅途中的便利。

“艾美酒店一直保持着对目的地、文

化及美食的探索热情，为宾客带来独具特色

的揭秘之旅。 此次与 MALIN + GOETZ 的

全球独家合作将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宾客体

验，尽享焕然一新的美好旅行时光。”艾

美酒店及度假酒店全球品牌领导人李伯恩

（Brian Povinelli）表示，“让我们倍感激

动的是，MALIN + GOETZ 品牌创始人马

修·马林（Matthew Malin）与安德鲁·戈

茨（Andrew Goetz）同样热衷于设计及探

索，并将这种热情延续到作品及宾客的体验

之中。这一点恰好也与艾美酒店的品牌理

念不谋而合。”“艾美酒店致力于带领富

有好奇心的旅客开启目的地探索之旅，而

MALIN + GOETZ 则一直热衷于唤醒人们

的感官体验，两者的合作可谓是天作之美。” 

MALIN + GOETZ 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安德

鲁·戈茨（Andrew Goetz）表示。

同 时， 此 次 合 作 也 标 志 着 MALIN + 

GOETZ 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该品牌今年

已在伦敦开设两家新门店，并计划明年年初

在香港开设一家新店。

艾美酒店携手 MALIN + GOETZ 品牌
揭幕全球独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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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葡萄酒生产国，美酒
与美食一起享用是美好生活的
核心。通过一道菜、一杯酒品
味时光中蕴含的故事，读懂历
史的传承。一瓶好的葡萄酒不
仅要经得起品尝，也要经得起
佐餐的考验。

美酒的佐餐艺术
Wine table art

In the traditional wine producer, wine and food to enjoy together is the core of a better life. 
Through a dish or a cup of wine taste stories in time, and read the inheritance of history. 
A bottle of good wine to withstand not only taste, also want to stand the test of table. 

餐酒搭配是一门艺术，得当的安排使葡

萄酒焕发出意想不到的美味，相得益彰。时

值初冬，下面将推荐适合国人的冬季美食与

葡萄酒的搭配。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作为冬

季必不可少的美食，火锅与美酒的搭配源远

流长。火锅的品种多样，风格迥异，复杂的

味道与葡萄酒竟不谋而合。以牛羊肉为主要

食材的火锅，肉质鲜嫩，口味醇正，通常蘸

酱料食用，与清爽的莎当妮、琼瑶浆搭配，

解油腻辛辣；清汤火锅可与西拉或梅洛搭配，

食物的肉香与葡萄酒中的果香绵延于唇齿间。

除了配餐，近年来也有日式火锅用红酒做火

锅汤底。

饺子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食物，馅料足，

口味佳。“饺子配酒，越喝越有”，如今饺

子配红酒也越来越被大众接受。不论是荤素

搭配还是三鲜馅的饺子，都能与清新爽口的

莎当妮搭配，精致的酸度将饺子的鲜美衬托

得恰到好处。寒冷的冬季煮上一碗热气腾腾

的饺子，美哉美哉。

冬季饮食以炖煮最为养生，不论是牛腩、

猪排或是羊排，在炖煮的过程中与葱姜蒜、

花椒大料及配菜的香气与口味相融相生，酱

汁浓厚，最宜与口感甜美的梅洛相搭配，以

红色浆果香气辅以肉香，饱满的酒体让食物

在口中嚼劲十足。

在中国八大菜系中，我们不得不提到川

菜，而提到川菜就不得不提到烤鱼。烤鱼结

合了火锅的特点，融合了“烤”与“炖”这

两种烹饪方法，鱼肉香酥可口，外焦里嫩，

以果香为主的桃红葡萄酒与之搭配，兼具白

葡萄酒的轻盈口感与红葡萄酒的香气，汤汁

与鱼肉相结合，回味无穷。

甜点虽不是冬季独有，但是甜味的食物

总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的体味。芝士蛋糕、焦

糖布丁，常吃的甜点与红葡萄酒或白葡萄酒

并不是很相配，而甜白葡萄酒则与之天造地

设，贵腐酒就是其中一种。贵腐酒酿造不易，

酸度与甜度都很高，有浓郁的水果干及蜂蜜

香气，适合搭配水果慕斯及各类甜点，与鹅

肝或蓝纹奶酪也是绝配。

餐酒搭配不一定要按照固定的搭配原则

进行，味觉本就主观，多尝试不同风格的搭配，

美好的味道如同美好的生活等待你去探索！

美酒的佐餐艺术



拉菲罗斯柴尔德
巴斯克夏多内白葡萄酒

米隆庄园皇族系列
西拉红葡萄酒

醇后赤霞珠
红葡萄酒

Bodega Garzón
加尔松酒庄
2014 年 Tannat 丹娜

总统收藏
佳美娜干红葡萄酒

新西兰马尔堡跳跃者
长相思干白葡萄酒

巴斯克葡萄园一直秉持着传承与

创新的酿酒理念，每一年都在智利酿出

独特魅力的葡萄酒，演绎优秀的智利风

土。此款葡萄酒明亮的黄色酒体带着些

许金黄色的气泡。果味十足，口感上佳，

清新，愉悦，回味持久。夏多内适合在其

年轻的时候饮用，作为一款开胃酒，搭

配牡蛎、白肉、鱼肉或者奶酪。

葡萄经过除梗后经过 8 天淋

皮发酵后用传统方法压榨。进入

新旧混合法国和美国橡木桶中熟

成。深红色酒体。有李子，水果蛋

糕，巧克力，咖啡，黑橄榄和胡椒

味。饱满的口感和丰富的单宁使该

酒结构紧实，层次分明，回味愉悦

悠长。

朗格多克地区盛产优质葡萄

酒，因日照充足，葡萄生长良好，

是优质的葡萄酒产区。醇后赤霞珠

红葡萄酒，呈瑰丽的宝石红色，酒

体饱满、果味突出。散发红色浆果

以及烟熏、胡椒的味道。香气浓郁、

单宁丰富，适当搭配口味浓重的菜

肴，如炭烧巴西猪仔肋骨、法式羊

架、澳洲肉眼排等，酒香及肉香在

味蕾中和，相得益彰。

Bodega Garzón 加尔松酒庄

2014 年 Tannat 丹娜有着凉爽年份

所特有的经典口味，其中蕴含的红色

与黑色水果味道十分巧妙，还有一丝

白胡椒与其他香料的芬芳，口感丰润，

富有生机，果味浓郁，酸度平衡，清新

芳雅。可以向当地人一样饮用，搭配明

火烹煮的新鲜草饲牛肉。

总统收藏系列葡萄酒是为了纪

念中智两国自由关税贸易协定在德

马蒂诺酒庄签订而创立的具有历史

意义的品牌。这个系列葡萄酒来自

智利最著名的产区。这款酒洋溢着

覆盆子、肉桂和樱桃的香味，口感顺

滑，地道的迈波山谷葡萄酒特点。酒

体中等，可以完美配餐。适合搭配野

猪肉、羊肉、芝士等。

瑞德酒庄位于新西兰最著名

的葡萄酒产区马尔堡。天然的地

理位置与独特气候，为世界葡萄

酒爱好者提供了完全属于马尔堡

的独特产物。跳跃者长相思干白

葡萄酒呈浅稻草色，有浓郁的果

香气息，入口后给人一种清爽的

感觉，回味较长。非常适合与各种

海鲜类食物，各种白肉搭配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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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旅游休闲》

《旅游休闲GOLF》
旅游休闲网     

 年度旅游大奖    提名

"Travel & Leisure", "Travel & Leisure 
GOLF", www.travelleisure.org.cn
 Nomination for "2016 Annual
Travel Awards" 

经过一年的反复筛选和多方体验，年度旅游大奖酒店评选提名名单终于揭开面纱。
尽管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的大环境下，旅游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并且专题性分化也

越来越明鲜且更有活力。这一年里，我们的采访团队行走在世界各地，感受目的地的精彩，体验
当地精致个性的下榻地魅力。我们依然延续一贯严谨、公正的传统，认真对待每一处居停地，并
且站在下榻者的角度去感受、去评价。当我们所有的努力，凝结成这一份沉甸甸的提名名单时，
我们感到欣慰，也感到一份更加沉重的责任。请跟我们一起细细展读，触摸每一个可能会让你的
旅途闪闪发光的酒店名字，和我们一起去让这份名单更加完善，公正、权威。

After one year of repeated screening and experiencing in many ways, the nomination of 
hotel shortlist for the Travel Awards finally unveiled.
This year, we deeply appreciated the charm of intelligent travel. Our interview team 
feels in the same way. We treated every accommodation in the same rigorous and fair 
way, experienced and evaluated the hot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tel users. When all 
of our efforts turned to the heavy nominations, we feel gratified and also the heavier 
responsibility. Please follow us to carefully read and touch the names of every hotel 
which may light up your journey. And help us to make this list more complete, impartial 
and authori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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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酒店集团
Best Hotel Groups
半岛酒店集团 The Peninsula Hotels

万豪国际酒店集团 Marriott Hotels Resorts

悦榕庄酒店及度假村 Banyan Tree Hotels & Resorts

四季酒店集团 Four Seasons Hotels and Resorts

雅阁酒店集团 Argyle Hotels & Resorts

最具发展潜力酒店集团
Best Progressive Hotel Groups
帝盛酒店集团 Dorsett Hospitality International

奥瑞格度假酒店 Outrigger Resorts

君澜酒店集团 Narada Hotel Group

十大奢华酒店
Top 10 Luxury Hotels
北京盘古七星酒店 Pangu 7 Star Hotel Beijing

北京颐和安缦 Aman Summer Palace

北京丽思卡尔顿酒店 The Ritz–Carlton, Beijing

北京诺金酒店 NUO Hotel Beijing

北京华尔道夫酒店 Waldorf Astoria Beijing

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店 Waldorf Astoria Shanghai

上海和平饭店 Fairmont Peace Hotel

上海浦东文华东方酒店 Mandarin Oriental Pudong,Shanghai

上海四季酒店 Four Seasons Hotel Shanghai

上海万达瑞华酒店 Wanda Reign Shanghai

广州四季酒店 Four Seasons Hotel Guangzhou

广州 W 酒店 W Hotel Guangzhou

香港半岛酒店 The Peninsula Hong Kong

香港四季酒店 Four Seasons Hotel Hong Kong

香港 JW 万豪酒店 JW Marriott Hotel Hong Kong

香港置地文华东方酒店 The Landmark Mandarin Oriental, Hong Kong

香港丽思卡尔顿酒店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澳门悦榕庄 Banyan Tree Macau

澳门文华东方酒店 Mandarin Oriental–Macau

武汉万达瑞华酒店 Wanda Reign Wuhan

成都万达瑞华酒店 Wanda Reign Chengdu

2016最佳新开业酒店
2016 Best Newly-opened Hotels
北京文华东方酒店 Mandarin Oriental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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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商务酒店
Best Business Hotels
北京华彬费尔蒙酒店 Fairmont Beijing

北京嘉里大酒店 Kerry Hotel,Beijing

北京海航大厦万豪酒店 Beijing Marriott Hotel Northeast

北京东隅酒店 EAST,Beijing Hotel

北京中国大饭店 China World Hotel,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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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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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朝阳悠唐皇冠假日酒店 Crowne Plaza Beijing Chao Yang U–Town     

上海巴黎春天新世界酒店 New world shanghai hotel

上海绿地万豪酒店 Marriott Shanghai Hotel Riverside

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 Kerry Hotel Pudong, Shanghai

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 Hyatt on the Bund

上海万豪虹桥大酒店 Shanghai Marriott Hotel Hongqiao

西安威斯汀大酒店 The Westin Xi'an

西安喜来登大酒店 Sheraton Xi'an Hotel

沈阳丽都索菲特酒店 Sofitel Shenyang Lido

哈尔滨香坊永泰喜来登酒店 Sheraton Harbin Xiangfang Hotel

厦门宝龙铂尔曼大酒店 Pullman Xiamen Powerlong

烟台万达文华酒店 Wanda Vista Yantai

成都东大明宇豪雅饭店 Minyoun Chengdu Dongda Hotel

北京通盈中心洲际酒店 InterContinental Beijing Sanlitun

上海闵行宝龙艾美酒店 Le Méridien Shanghai, Minhang

上海五角场凯悦酒店 Hyatt Regency Shanghai Wujiaochang 

澳门巴黎人 The Parisian Macao

澳门永利皇宫 Wynn Palace

西安凯悦酒店 Hyatt Regency Xi'an       

西安印力诺富特酒店 Novotel Xi'an SCPG     

呼和浩特万达文华酒店 Wanda Vista Hohhot

昆明索菲特大酒店 Sofitel Kunming

厦门润丰吉祥温德姆至尊酒店 Wyndham Grand Xiamen

厦门康莱德酒店 Conrad Xiamen

南昌万达文华酒店 Wanda Vista Nanchang    

郑州万达文华酒店 Wanda Vista Zhengzhou     

淄博喜来登酒店 Sheraton Zibo Hotel     

洛阳凯悦嘉轩酒店 Hyatt Place Luoyang    

上饶万达嘉华酒店 Wanda Realm Shangrao

杭州城中香格里拉酒店 Midtown Shangri–La, Hangzhou

杭州泛海钓鱼台酒店 Diaoyutai Hotel Hangzhou

杭州滨江银泰喜来登大酒店 Sheraton Grand Hangzhou Binjiang Hotel

长沙梅溪湖金茂豪华精选酒店 The Meixi Lake Hotel, a Luxury Collection 

Hotel, Changsha

九寨沟悦榕庄 Banyan Tree Jiuzhaig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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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理文铂尔曼酒店 Pullman Changshu Leeman

宁波泛太平洋大酒店与高级服务公寓 Pan Pacific Hotel and Serviced Suites Ningbo

芜湖万达嘉华酒店 Wanda Realm Wuhu

兰州万达文华酒店 Wanda Vista Lanzhou

廊坊万达嘉华酒店 Wanda Realm Langfang

阜阳万达嘉华酒店 Wanda Realm Fuyang

福州融侨皇冠假日酒店 Crowne Plaza Fuzhou Riverside

最佳度假酒店
Best Resort Hotels
北京朗丽兹西山花园酒店 Beijing Palace Garden Hotel and Resorts

北京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 & 雁西岛 Sunrise Kempinski Hotel,Beijing & Yanqi Island

上海怡沁园度假村 Shanghai Yiqinyuan Resort

澳門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店 Conrad Macao Cotai Central

澳门金沙 Sands Macao

海南雅居乐莱佛士酒店 Raffles Hainan

三亚半山半岛安纳塔拉度假酒店 Anantara Sanya Resort & Spa

三亚亚龙湾铂尔曼别墅度假酒店 Pullman Sanya Yalong Bay Villas & Resort

三亚理文索菲特度假酒店 Sofitel Sanya Leeman Resort

法云安缦 Amanfayun

富春山居 Fuchun Resort

杭州龙井雷迪森庄园 Landison Longjing Resort Hangzhou

浙江安吉 JW 万豪酒店 JW Marriott Hotel Zhejiang Anji

阳澄湖费尔蒙酒店 Fairmont Yangcheng Lake

西双版纳万达皇冠假日度假酒店 Crowne Plaza Resort Xishuangbanna Parkview

西双版纳洲际度假酒店 InterContinental Xishuangbanna Resort

峨眉山蓝光安纳塔拉度假酒店 Anantara Emei Resort & Spa

昆明洲际酒店 InterContinental Kunming

青岛鲁商凯悦酒店 Hyatt Regency Qingdao

长春净月潭喜来登酒店 Sheraton Changchun Jingyuetan Hotel 

最佳设计酒店
Best Design Hotels
北京金茂万丽酒店 Renaissance Beijing Wangfujing Hotel

北京东隅酒店 EAST, Beijing Hotel

北京长安街 W 酒店 W Beijing Chang'an

上海安达仕酒店 Andaz Shanghai

上海凯世精品酒店 CachetBoutique HotelShanghai

台南 Loft Wo 阁楼设计旅店 Loft. Wo Design Inn

开封建业铂尔曼酒店 Pullman Kaifeng Jianye    

荆州万达嘉华酒店 Wanda Realm Ji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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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美亚威尼托大酒店 Jumeirah Grand Hotel Via Veneto

米兰蒙弗特城堡酒店 Chateau Monfort Hotel

米兰柏悦酒店 Park Hyatt Milano

Armani Hotel Dubai

Hotel Missoni

Maison Moschino Hotel

The Poseidon Undersea Resort

菲律宾塔尔观景酒店 Taal Vista Hotel, Philippines

马尼拉半岛酒店 The Peninsula Manila

普吉岛拉扬安纳塔拉度假酒店 Anantara Phuket Layan Resort

曼谷河畔安凡尼酒店 AVANI Bangkok Riverside

华盛顿四季酒店 Four Seasons Washington DC

巴厘岛阿雅娜水疗度假酒店 Ayana Resort and Spa，Bali

芙花芬 Per Aquum Huvafen Fushi 

尼亚玛度假岛 Per Aquum Niyama

最佳亲子酒店
Best Family Resort  
北京嘉里大酒店 Kerry Hotel, Beijing

上海东方佘山索菲特大酒店 Sofitel Shanghai Sheshan Oriental

上海衡山马勒别墅饭店 Hengshan Moller Villa Hotle

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 Hong Kong Disneyland Hotel

廊坊固安福朋喜来登酒店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Langfang, Guan

杭州凯悦酒店 Hyatt Regency Hangzhou

杭州第一大世界 The First World Hotel

青岛鲁商凯悦酒店 Hyatt Regency Qingdao

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 Mangrove Tree Resort World Sanya Bay

三亚湾海居铂尔曼度假酒店 Pullman Oceanview Sanya Bay Resort&Spa

三亚文华东方酒店 Mandarin Oriental,Sanya

三亚维景国际度假酒店 Grand Metropark Resort Sanya

成都富力丽思卡尔顿酒店 The Ritz - Carlton,Chengdu

最佳机场酒店
Best Airport Hotels
北京首都机场朗豪酒店 Langham Place Beijing Capital Airport

北京首都机场希尔顿酒店 Hilton Beijing Capital Airport

上海虹桥元一希尔顿酒店 Hilton Shanghai Hongqiao

广州白云机场铂尔曼大酒店 Pullman Guangzhou Baiyun Airport Hotel

香港天际万豪酒店 Hong Kong SkyCity Marriott Hotel

澳门君悦酒店 Grand Hyatt Macau

台北文华东方酒店 Mandarin Oriental Taipei

南京禄口机场铂尔曼酒店 Pullman Nanjing Lukou Airport Hotel

最佳婚庆酒店
Best Wedding Hotel
北京四季酒店 Four Seasons Hotel Beijing

北京中国大饭店 China World Hotel, Beijing

北京颐和安缦 Aman Summer Palace

北京上东今旅酒店 Hotel Jen Upper East Beijing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 Grand Hyatt Shanghai

上海怡沁园度假村 Shanghai Yiqinyuan Re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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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香格里拉大酒店 Shangri–La Hotel, Tianjin

天津京基皇冠假日酒店 Crowne Plaza Tianjin Jinnan

廊坊万达嘉华酒店 Wanda Realm Langfang

无锡新湖铂尔曼大酒店 Pullman Wuxi New Lake

红茶馆 Bridal Tea House Hotel

昆明洲际酒店 InterContinental Kunming

西安万达希尔顿酒店 Hilton Xi'an

合肥明发国际大酒店 Mingfa International Hotel Hefei

沈阳君悦酒店 Grand Hyatt Shenyang

沈阳万达文华酒店 Wanda Vista Shenyang

呼和浩特万达文华酒店 Wanda Vista Hohhot

海口万豪酒店 Haikou Marriott Hotel

四平万达嘉华酒店 Wanda Realm Siping   

最佳娱乐度假胜地
Top Entertainment Resort
东方美高美国际酒店 Orient MGM International Hotel

澳门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 The Venetian Macao–Resort-Hotel

澳门金沙 Sands Macao

最佳健康生活酒店
Most Healthy-lifestyle Hotels  
北京希尔顿逸林酒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Beijing

廊坊固安福朋喜来登酒店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Langfang, Guan

苏州同里湖大饭店 Suzhou Tonglilakeview hotel

青岛证大喜玛拉雅酒店 Himalayas Qingdao Hotel    

呼和浩特香格里拉大酒店 Shangri–La Hotel, Huhhot

杭州 JW 万豪酒店 JW Marriott Hotel Hangzhou

烟台金沙滩喜来登度假酒店 Sheraton Yantai Golden Beach Resort

西安临潼悦椿温泉酒店 Angsana Xi'an Lintong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Best MICE Hotels
北京国贸大酒店 China World Summit Wing, Beijing

北京北辰洲际酒店 InterContinental Beijing Beichen

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 Crowne Plaza Beijing Sun Palace

北京兴基铂尔曼饭店 Pullman Beijing South

北京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 & 雁西岛 Sunrise Kempinski Hotel,Beijing & 

Yanqi Island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 Grand Hyatt Shanghai

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 Hyatt on the Bund

上海怡沁园度假村 Shanghai Yiqinyuan Resort

崇明金茂凯悦酒店 Hyatt Regency Chongming

广州文华东方酒店 Mandarin Oriental, Guangzhou 

深圳前海华侨城 JW 万豪酒店 JW Marriott Hotel Shenzhen Bao'an

天津恒大世纪旅游城 Tianjin Evergrande Century Resort

天津梅江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Crowne Plaza Tianjin Meijiangnan

唐山香格里拉大酒店 Shangri–La Hotel, Tangshan

苏州吴宫泛太平洋酒店 Pan Pacific Suzhou

南昌香格里拉大酒店 Shangri–La Hotel, Nan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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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洲际酒店 InterContinental Ku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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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香格里拉大酒店 Shangri–La Hotel, Qufu

青岛世园假日酒店 Holiday Inn Qingdao Expo

青岛鲁商凯悦酒店 Hyatt Regency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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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乌万豪酒店 Yiwu Marriott Hotel

兰州万达文华酒店 Wanda Vista Lanzhou

长沙万达文华酒店 Wanda Vista Changsha    

宁波香格里拉大酒店 Shangri–La Hotel, Ningbo

沈阳香格里拉大酒店 Shangri–La Hotel, Shenyang

最佳酒店式服务公寓
Best Serviced Apartments
北京万豪行政公寓 Marriott Executive Apartments–The Imperial Mansion,Beijing 

辉盛国际 Frasers Hospitality

上海玛莎世纪公园 Shama Century Park

天津泰达万豪行政公寓 TEDA,Tianjin–Marriott Executive Apartments

宁波泛太平洋大酒店与高级服务公寓 Pan Pacific Hotel and Serviced 

Suites Ningbo

沈阳今旅酒店 Hotel Jen Shenyang

杭州莎玛和达服务式公寓 Shama Heda Serviced Apartments

最佳SPA度假村
2016 Best Spa Resort
三亚悦榕庄 Banyan Tree Sanya

普吉岛悦榕庄 Banyan Tree Phuket

最佳SPA品牌
Best SPA Brand
悦榕 SPA Banyan Tree Spa

最佳新开业SPA
Best Newly–opened Spa
昆明索菲特大酒店 Sofitel Kunming（So SPA）

悦椿 SPA 金陵南京 Angsana Spa Nanjing

最佳SPA 

Best Spa
北京长安街 W 酒店 W Beijing Chang'an（AWAY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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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丽思卡尔顿酒店 The Ritz-Carlton, Beijing（丽思卡尔顿水疗中心）

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店 Waldorf Astoria Shanghai（华尔道夫水疗中心）

上海万达瑞华酒店 Wanda Reign Shanghai（SHUI SPA）

上海柏悦酒店 Park Hyatt Shanghai（水境 Water's Edge）

上海外滩悦榕 Spa Banyan Tree Spa Shanghai On the Bund

香港置地文华东方酒店The Landmark Mandarin Oriental，Hong Kong（东方水疗中心）

三亚湾海居铂尔曼度假酒店 Pullman Oceanview Sanya Bay Resort&Spa

（善水疗中心）

富春山居 Fuchun Resort（Fuchun Spa）

最佳餐厅
Best Restaurants
北京四季酒店 Four Seasons Hotel Beijing（采逸轩）

北京国贸大酒店  China World Summit Wing, Beijing（国贸 79）

北京华彬费尔蒙酒店 Fairmont Beijing（刃扒房）

北京盘古七星酒店 Pangu 7 Star Hotel Beijing（聚福园自助餐厅）

北京海航万豪酒店 Beijing Marriott Hotel Northeast（彩海轩中餐厅）

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 Crowne Plaza Beijing Sun Palace（彩云天）

北京首都机场朗豪酒店Langham Place Beijing Capital Airport（明阁中餐厅）

上海威斯汀大饭店 The Westin Bund Center Shanghai（帕戈意大利餐厅）

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店 Waldorf Astoria Shanghai（蔚景阁）

上海万达瑞华酒店 Wanda Reign Shanghai（HE Japanese Restaurant）

宁波泛太平洋大酒店与高级服务公寓 Pan Pacific Hotel and Serviced 

Suites Ningbo（海天楼中餐厅）

青岛鲁商凯悦酒店 Hyatt Regency Qingdao（海滩烧烤餐厅）

哈尔滨万达索菲特大酒店 Sofitel Wanda Harbin（“聚”餐厅）

沈阳君悦酒店 Grand Hyatt Shenyang（新奉天）

海口万豪酒店 Haikou Marriott Hotel（万豪中餐厅）

最佳酒吧
Best Bars
北京国贸大酒店 China World Summit Wing, Beijing（云·酷）

北京嘉里大酒店 Kerry Hotel,Beijing（炫酷）

北京东隅酒店 EAST, Beijing Hotel（XIAN 仙）

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店 Waldorf Astoria Shanghai（廊吧）

上海万达瑞华酒店 Wanda Reign Shanghai（MARC）  

广州 W 酒店 W Guangzhou（WOOBAR）                                                                                                                                 

九龙香格里拉大酒店 Kowloon Shangri–La, Hong Kong（Tapas Bar）

成都瑞吉酒店 The St. Regis Chengdu（云端 27）

最佳总统套
Best Presidential Suites
北京四季酒店 Four Seasons Hotel Beijing（皇家套房）

北京华彬费尔蒙酒店 Fairmont Beijing（费尔蒙总统套）

上海浦东文华东方酒店 Mandarin Oriental Pudong,Shanghai（总统套）           

上海柏悦酒店 Park Hyatt Shanghai（主席套房）

深圳四季酒店 Four Seasons Hotel Shenzhen（四季总统套房）

最佳行政酒廊
Best Executive Lounges
北京四季酒店 Four Seasons Hotel Beijing（行政酒廊）

北京华彬费尔蒙酒店 Fairmont Beijing（金尊费尔蒙）

北京中国大饭店 China World Hotel, Beijing（豪华阁行政酒廊）

北京上东今旅酒店 Hotel Jen Upper East Beijing（贵宾廊）

上海浦东文华东方酒店 Mandarin Oriental Pudong,Shanghai（行政酒廊）

深圳前海华侨城JW万豪酒店JW Marriott Hotel Shenzhen Bao'an（JW行政酒廊）

重庆江北希尔顿逸林酒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Chongqing North（行政酒廊）

三亚湾海居铂尔曼度假酒店 Pullman Oceanview Sanya Bay Resort&Spa

（行政酒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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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万达瑞华酒店设计兼具时尚与

典雅，融合了深厚的成都地域文化

与万达瑞华酒店的品牌理念，在现

代经典的装饰细节中传递悠远的东

方美学。240间典雅时尚的客房与

套房，集东方优雅韵味及时尚格调

于一身，客房设计融合三种不同风

格，体现品牌在设计上的多元化：

贯以新中式Art Deco建筑文化精神，配合东方黄铜系列元素融入的

“城市优雅风”； 以成都文化为创作素材，提取了芙蓉花、川式花

格、月亮门、流苏、灯笼等经典川派元素，并用现代设计手法和材

质重新演绎的“现代中式风”；大胆又不失私密性的开放式格局，

以芙蓉花为题的精致艺术装饰表现的“精品国际风”。

电话：028-8621 8888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滨江中路9号

8

北京朗丽兹西山花园酒店是集温

泉、会议、商务、休闲及度假于

一体的度假型五星级会议酒店。

酒店拥有228间（套）典雅、

舒适的客房；豪华的温泉spa会

所；雍容华贵的大型会议中心；

私密优雅地阳光餐厅、设施完善的休闲娱乐项目。酒店全面覆盖美

国RGF空气净化系统，并收藏 了齐白石老先生的真迹及其弟子的真

迹画作百余幅，经典与现代在这里完美结合，喧嚣都市中营造一片

心灵的净土，是您休闲度假及商务会议的首选之地。丽兹餐厅融汇

世界各地美食，中西式餐点完美结合。气派华丽的唐朝宴会厅1300

平米，可同时容纳1200位宾客，拥有7.5米高的天花板、极致富丽

的水晶吊灯和配套完善的视听通讯器材。

电话：010-8286 8888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丰智东路13号

上海怡沁园度假村
Shanghai Yiqinyuan Resort
参评奖项

最佳度假酒店    最佳婚庆酒店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怡沁园度假村位于崇明岛的中北部

森林度假区，地处东平国家森林公

园南侧，是上海市近郊优选的低密

度森林氧吧生态度假酒店。园内森

林深处负氧离子含量到达每立方

厘米13000个以上。近6万平方米

的明澈水域，使得宾客能在一家度假酒店中体验两种不同的度假风

格。提供美食、娱乐、商务会议、景观别墅、休闲茶吧等一站式全包

的度假形式。度假村一直是华东地区大型会奖活动及国宾指定接待

酒店之一，也是华东地区优选举办森林实景婚礼地之一。经过精心

装点，在阳光、草地、森林、湖畔之中与亲朋好友共同投入大自然的

环抱，能给宾客提供典雅、新颖、时尚、别致的婚礼氛围。

电话：021-5933 8800

地址：上海市崇明区北沿公路2089号

昆明索菲特大酒店 
Sofitel Kunming
参评奖项

最佳新开业SPA

昆明索菲特大酒店作为一家法式的奢华酒

店，成为昆明市精致与优雅的典范，同时是新

兴南亚与活力春城的酒店新秀。酒店从27楼

起提供400间客房及套房，从酒店可一览繁

花似锦、华灯璀璨的昆明，天际美景，只在眼

下。云轩中餐厅设计灵感来源于昆明美丽的

花卉，粤菜、川菜及云南特色风味重新诠释呈

现了21世纪当代美食，从视觉到味觉，为您演

绎味觉盛筵。与欧舒丹合作的So SPA 水疗中心使用的产品来自法国

普罗旺斯。每一次水疗体验都可以是轻松悦享及净化身心的自然之

旅。创新的会议设计、会展活动空间及最新的灯光技术为您提供最佳

活动举办地。户外格拉斯花园及空中花园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电话：0871-6863 9888

地址：昆明市环城南路777号

6

7北京朗丽兹西山花园酒店
Beijing Palace Garden Hotel and Resorts
参评奖项

最佳度假酒店
5 成都万达瑞华酒店

Wanda Reign Chengdu
参评奖项

十大奢华酒店    最佳SPA



上饶万达嘉华酒店
Wanda Realm Shangrao
参评奖项

最佳新开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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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三

清山70公里，旅游资源丰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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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平米

无柱式大宴会厅配备全市独一无二的80平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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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6 666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广信大道8号

兰州万达文华酒店
Wanda Vista Lanzhou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兰州万达文华酒店是兰州乃

至甘肃省的唯一一家超五星

级酒店，宾客在入住酒店的

同时可以享受到大型城市综

合体配套设施，如购物、娱

乐、用餐、休闲等一站式便

捷服务。酒店坐落于黄河南

岸、紧邻城关万达广场，为来自四方的宾客完美演绎中华传统待客风

尚。酒店304间客房与套房高雅而舒适，且富有艺术风情。华丽高雅

的宴会厅和多功能厅，适合举办各类商务盛世或社交盛典。无柱式大

宴会厅面积为1,180平方米，配有110平方米大型LED显示屏，富丽堂

皇，气派非凡。拥有这些卓越的场地与设施，配以万达文华酒店独有

的一站式会议管家服务，令您的活动大获成功，广受称道。

电话：0931-6128 999

地址：甘肃省兰州城关区天水北路52号

9
合肥明发国际大酒店拥有257

间豪华客房，设有多功能大厅

及各类包厢、会议室、麦迪逊

酒廊等休闲场所；游泳池、健

身娱乐、停车场等配套设施一

应俱全。此外酒店还配备各种

舒适便捷的人性化设施，提供

全方位的“管家式”服务，是出差、旅游、休闲、商务会议的理想之

地。富临轩中餐厅配有11间风格各异的中餐包间，提供以绿色生态

为主原料的中式菜肴，菜系丰富，主要经营粤菜、徽菜、淮扬菜等。

酒店拥有780㎡无柱宴会厅，附有360㎡多功能厅，另有8个可容纳

15-40人的小会议室，并配备高速宽带上网、高清晰多媒体投影仪及

先进的音响设备，以满足各种类型的会务需求。

电话：0551-6816 8888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四里河路88号明发商业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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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合肥明发国际大酒店 
Mingfa International Hotel Hefei
参评奖项

最佳婚庆酒店

宁波泛太平洋大酒店与高级服务公寓
Pan Pacific Hotel and Serviced Suites Ningbol
参评奖项

最佳商务酒店    最佳酒店式服务公寓    最佳餐厅

宁波泛太平洋大酒店与高级服

务公寓坐落于宁波东部新城核

心区域，毗邻宁波国际会展中

心。步行即可轻松抵达主要金

融和政府地标，其415 间客房和 

195 间服务公寓将为宾客提供

酒店和长住服务。酒店宾客和

服务公寓住客可享用一系列餐厅、酒吧和休闲设施，以及占地 5,000 

平方米的十处会议/宴会活动场地，体验清新纯正的待客之道，个性化

服务以及细致入微的关怀，感受独一无二的“太平洋风情”。海天楼中

餐厅汇聚精馔美食，是您品尝正宗甬菜和地方特色菜的理想之选。餐

厅拥有20间私人包间，氛围优雅恬静。餐厅主厨精选最新鲜的时令食

材为您精制健康菜肴，并将中国传统医学的养生理念融入其中。

电话：0574-8911 8888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民安东路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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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长安街W酒店位于市中心繁华的外

交与商务区和气势宏伟的紫禁城仅咫

尺之遥。酒店以“耀动帝都”为设计主

题的地标性建筑，灵感来自于“天圆地

方”这一古老的东方哲学，打造令人惊

叹的天际线美景。酒店整体装饰华美典

雅，一步一景，彰显尊荣；拥有多款时

尚优雅、空间布局合理的客房，尽显摩

登型格。AWAY®水疗中心不仅为宾客带来世界级的水疗护理，更

以打破传统的设计、世界先进的设施为品味人士们缔造了一场新潮

妙趣的型格水疗体验。AWAY®水疗中心源自W品牌DNA，为来自

世界各地的客人及当地水疗爱好者们提供一系列极具特色的水疗护

理项目，无疑是排毒修复、精神放松和能量补给的时尚新地标。

电话：010-6515 8855

地址：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南大街2号

广州W酒店在其坐落于古老珠江河畔的

地标性建筑中，将广州悠久的传统与W

品牌充满活力的前瞻性设计完美融合，

向中国诠释现代奢华的最新理念。W酒

店以其锐意创新的设计、活力无限的酒

吧与餐厅及Whatever/Whenever随时/

随需服务，为广州这座城市树立起一道

别致、亮眼的全新风景线，并为国际旅

行者和充满时尚嗅觉细胞的本地人士展示最新、最热的动态。酒店

317间客房与套房，带来全方位的现代时尚生活方式体验，巧妙映

射出广州这座古老城市在现代经济爆发式增长过程中所拥有的独特

活力与个性。妃吧拥有大胆的设计和涌动着活跃能量的照明装置，

是广州城中最新的热门夜生活目的地。

电话：020- 6628 6628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冼村路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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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广州文华东方酒店位于广州CBD天河区

核心地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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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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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动的成功举办，全程

跟进，用心聆听客人的需求并逐一落实每个细节，让客人称心如意。

电话：023-3808 8888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89号广州文华东方酒店

广州W酒店
W Guangzhou
参评奖项

最佳精品酒店    最佳酒吧

北京长安街W酒店
W Beijing Chang'an
参评奖项

最佳SPA

16 海口万豪酒店
Haikou Marriott Hotel
参评奖项

最佳婚庆酒店    最佳餐厅

海口万豪酒店坐落于中国海南省

海口市美丽的西海岸，凭海临风，

气势恢宏，是新人们举办婚礼的

不二之选。酒店拥有845平方米华

丽的宴会大厅，超过4000平方米

宴会功能区间，为新人们一生最重

要的时刻增光添彩。万豪中餐厅遵从典雅古朴的东方设计风格，处处渗

透中国传统意韵，出品美馔传承经典口味，亦有创新搭配。10间带有园

林景观露台的特色包厢，以历史经典著作《诗经》章节为灵感命名，传递

古老东方的美好寓意。10间包厢螽斯、蒹葭、简兮、凯风、桃夭、鹿鸣、天

作、采葛、常棣、鹤鸣，取《诗经》之精华，每一间包厢，从命名到设计，都

蕴含着不言而喻的东方气息。

电话：0898-6870 8666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29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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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ur，作为 SAP 旗下全球差旅与费用管理解决方案

的行业领先供应商，也是中国市场上唯一一家能为跨国

企业提供差旅和费用管理服务的供应商，宣布与中国电

信旗下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并与 SAP、中

国通服双方的合资企业中数通信息有限公司达成战略

合作协议，联合开展 Concur 产品在中国地区的落地及

运营。此次合作标志着 Concur 中国发展计划正式开启，

后续 Concur 还将从本土化、全球化、数字化三个方面

为用户带来高效、透明的差旅与费用管理整体解决方案，

帮助中国企业有效管控差旅费用成本，打造完美商旅体

验，从而引领中国商旅市场发展新时代。

近日，主题为“来吧，安达！”—内蒙古“热情的冰雪”体验

日暨首届内蒙古游学金启动仪式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召开。

内蒙古自治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青旅的领导和代表、

中央核心媒体和学生嘉宾等出席了体验日活动。除了推广

内蒙古冬日的特色旅游体验，如何帮助大学生踏出校园，

增加游历经验也是本次体验日的课题之一。致力于为高校

学生提供“重体验、轻负担、轻松无压力”旅游帮助的“游

学金”，在本次体验日上首次设立，成为活动一大亮点。

北京诺金酒店开启今冬节日的恢弘大门。绚烂丰盛的

礼赞，辞旧迎新的转角。伴随节日钟声的敲响，温暖

的姜茶化为整个冬季的第一声祝福。挂着金银铃铛的

圣诞树，精致可爱的小雪人饼干，温暖跳动的烛光……

丰富着圣诞的摸样。拉开灵动的窗棂，时光温暖又美好，

举杯互道一声“节日快乐”！浪漫温馨的圣诞夜随着

雪花儿飘然而至，丰盛的海鲜盛宴，精致感性的甜品

台上温馨的圣诞树，带着青花瓷顶的姜饼屋，跳动的

烛光……丰富着节日的摸样。在圣诞夜悠扬的钟声下，

品尝悦尚平安夜自助晚餐，举杯互道那句“圣诞快乐”。

为庆祝中国农历新年，澳大利亚 COMO The Treasury

酒店将于新春期间推出亲子度假套餐，让一家大小尽享

家庭出游之乐。在西澳珀斯欢度新春，您不但可以在市中

心的奢华度假天堂放松身心，还可以欣赏到宏伟的维多

利亚式豪华酒店建筑。新春限定亲子度假套餐包含两间

高级客房各两晚住宿 (Heritage Room，第二间房享受半

价优惠 )、迎宾香槟 ( 成人 ) 及热巧克力 ( 儿童 )、免费代

客泊车、房内私人酒吧、免费无线上网服务及 Post 餐厅

早餐。12 岁以下儿童可于住宿期间在任意时间段免费享

用 Post 餐厅餐饮。农历新年亲子度假套餐适用于 2017

年 1 月至 2 月。

零售业正在进入一个消费升级的新时代，消费者的需求

正从“物质消费”开始走向“情感消费”，这股力量推动

着商业体不断更新换代。爱琴海购物公园围绕“情感”、“文

化”、“生态”构筑了全新的场景，组合成为一个带有独特

度假场景的全新商业空间。北京爱琴海购物公园今年相

继引入青少年马术俱乐部、拾艺学堂、FunTalk、720°穿

行世界主题乐园等新兴业态。这些体验业态涵盖了科技、

亲子、文化等主题。跨界合作碰撞出的新兴业态，带给顾

客丰富视听享受和科技体验。

第十五届 Alienware 沙龙在北京举办，Alienware 全线

笔记本新品 13、15、17 齐齐亮相，展现首款 VR-Ready

笔记本的魅力、IR Tobii 技术为玩家带来的全新游戏模式。

戴尔（大中华区）产品规划销售总监胡沁颖、国家体育总

局体育信息中心电子竞技项目部部长唐华、英伟达中国

区 OEM 销售总监张武疆、世界电子竞技大赛（WCA）

副总经理李燕飞、CS GO 全球总决赛中国区冠军战队

Nface 前队长雷弋出席活动，与大家共同探讨科技如何

助力玩家披荆斩棘、促进电竞行业的健康蓬勃发展。

美国范尔度假村集团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举办的新闻发

布会上宣布了该集团赞助的第三届中国青少年滑雪大赛，

“Epic 带宝贝滑世界”总决赛及滑雪冬令营，将于 2017

年 2 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太浩湖天堂度假村举行，Vail

集团联合 9 家中国滑雪度假村以及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将共同为有潜力的中国年轻选手们提供一次人生中不可

多得的经历。18 个年龄在 9 到 15 岁的年轻选手们将被

赞助参加长达一周的单双板滑雪冬令营，地点位于加州太

浩湖的世界级的天堂度假村（Heavenly Ski Resort)，

一个能够俯瞰太浩湖蓝宝石一般的湖水，一个独一无二

的滑雪目的地。参赛者将免费获得五天专业的滑雪培训、

滑雪票、七晚住宿、包括早餐、午餐和部分晚餐，以及

有机会参观体验附近其他世界级的滑雪度假村——北极

星（Northstar) 和柯克伍德 (Kirkwood).

哪怕是阳光温暖、微风和煦的海南岛，我们也不能免“俗”

地想凑凑热闹。2016 年 12 月 5 日 18 点，三亚亚龙湾铂

尔曼别墅度假酒店圣诞点灯仪式在酒店大堂隆重举行。

当天，酒店邀请住店客人、VIP 客户和媒体朋友齐聚一堂，

正式拉开了 2016 年圣诞季序幕。18 点 30 分，在到场嘉

宾的期待下，唱诗班小朋友挥着魔法棒，圣诞树灯光魔幻

般地亮起。即刻起，三亚亚龙湾铂尔曼别墅度假酒店的

圣诞季已悄然奏响。为了迎接圣诞点灯仪式的到来，酒店

同时精心准备了多款圣诞美食和招牌泰式菜，带领大家

一同领略独一无二的泰式圣诞大餐，还有激动人心的房

券大奖、自助餐券等大奖，带给大家整晚不停歇的惊喜。

COMO THE TREASURY 呈献新春亲子
度假套餐迎新岁

北京爱琴海玩转消费升级

Concur 携手中数通全面进军中国市场

首届内蒙古游学金启动仪式在京开启Alienware 全线新品震撼登场

美国范尔度假村集团专为中国青少年推出定制滑雪
冬令营暨第三届“Epic 带宝贝滑世界”大赛正式启动

北京诺金酒店 2016 绚烂于冬季

三亚亚龙湾铂尔曼别墅度假酒店
2016 圣诞点灯仪式隆重举行

为 庆 祝 东 盟 成 立 50 周 年， 东 盟 旅 游 推 出 Visit 

ASEAN@50 金色庆典年度推广活动，发布了 50 条东南

亚跨国境旅游线路，旨在展现东南亚地区多元和谐的繁荣

景象，并促进东南亚跨地域旅游。东南亚若干家领军级旅

游运营商及邮轮公司携手参与本次活动，推出 50 条精品

旅游线路，其中既有 2 晚短程游，也有长达 26 晚的豪华

旅程，无论是初次到访东南亚的旅游者，还是以前曾来此

体验的回头客，都会感受到其中的无穷魅力。东盟十国包

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

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东盟旅游年度推广活动
Visit ASEAN@50 推出 50 条 2017 年精彩旅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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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平米无柱式宴会厅，专业的婚庆设备，别具一格的婚礼

会场布置，都将是你难忘婚礼中的浓墨重彩，但其实一场

精彩的婚礼，不仅仅需要硬件设施的美轮美奂，更需要的

是细致贴心的服务，沈阳君悦酒店独有的“婚礼管家”服

务可以为新娘提供一对一式的随身服务，保障婚礼圆满

进行。作为凯悦集团独创的特色礼遇，甜品秀也是君悦婚

宴中精彩的一笔，巧克力、瑞士卷、纸杯蛋糕、水果布丁、

马卡龙等多达几十种的甜品陈列出错落有致的造型，与众

不同的感受将会为到场宾客留下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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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圣诞节，西安赛瑞喜来登大酒店带你沉醉长安夜！汇

聚缤纷圣诞美味，空运海鲜、鲜嫩多汁的烧烤大餐诱惑你

的味蕾，甜蜜幼滑的巧克力慕斯和精致糕点散发甜蜜芳香。

来自西安本土摇滚歌手王建房的实力表演，经典曲目《长

安夜》与你共度圣诞之夜！ 更有舞蹈天团与魔术表演，幸

运大抽奖环节！收获圣诞的满满祝福，共赴 2016 年 12

月 24 日西安赛瑞喜来登大酒店浓情圣诞晚宴。

上海威斯汀大饭店荣幸地宣布，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

作的年度慈善义卖活动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圆满画上

句号。本次活动自 2016 年 10 月 20 日起，共筹得善款

人民币 38,508.5 元，今年的慈善活动致力于为云南省弥

勒县 50 所学校的孩子们改善学校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

生项目。宾客可在位于酒店一楼的逸天廊大堂吧和位于

酒店五楼的威斯汀行政酒廊以人民币 20 元 / 瓶的优惠

价格（原价人民币 68 元 / 瓶）购买西藏冰川 5100 钻石

系列瓶装水，所有售水所筹集的善款全部捐出。捐赠者们

的善行不仅能够改善孩子们的用水环境，更有机会赢得

酒店准备的丰厚奖品。

中 8 楼外埠首店落地上海。满怀谦恭和热忱，把对云南

的爱，对美食的执著，以及对美感的理解，浓缩释成美味

的菜肴。这是属于中 8 楼的风尚，也将以此，在上海这一

风尚之都，再续善缘，相悦相欢。Buddha，是中 8 楼的

主题，其寓意却非引申宗教，而是让心灵与味觉息息相通。

所谓一粥一饭，即是修行。好好吃饭，即是放下。脱胎于

云南之美的，地道＋创新的四大云南菜品系列：云缘，素念，

蘑界和辣道，更让原始纯真的云南美味，盛放舌尖。

香港“亚洲国际都会”的形象深入民心， 购物、美食之都

的魅力更是内地旅客过去十年到访香港的主要原动力。

但香港更是一个蓄萃东西、万象多元的都会城市，文化

底蕴融合中外古今，城市风格布局也是动静佳宜，繁华

的街区和舒服宁静的郊野近在咫尺。香港可以提供给游

客发掘的地道精彩体验多不胜数，全年无休的节庆活动

层出不穷。 为了深化世界各地旅客对香港形象多变且同

时拥有众多独特地道体验的认识，香港旅游发展局近日

在全球推出了“尽享·最香港 Best of all, It’s in Hong 

Kong”全新品牌广告，以四支“最香港”的主题宣传片， 

通过香港明星和不同业界名人的分享，深度展示香港独

特的魅力和多元化的精彩体验。

第九届中国会议产业大会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大会以“聚·创·会奖新体验“为主题，传递出中

国会议产业正式迈进 2.0 时代的信号。这无疑体现了后

G20 时代，杭州着力打造国际会奖目的地城市品牌的力

度和信心。在大会开幕式上，杭州发布了全新的会奖品

牌形象 —“峰会杭州”，至此，杭州成为了国内首个正

式发布会奖目的地品牌的城市。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主任宋宇，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副主任赵弘中，中国会展

经济研究会会长袁再青，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

长储祥银，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会议中心

总经理刘海莹，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会议

产业大会秘书长王青道等嘉宾共同见证了“峰会杭州”

全新品牌形象的启动。

十年来，香港航空秉承“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坚持为

旅客提供温馨、真情的服务，不断开拓自身服务创新之

路，以“冲上云霄”之势飞速发展，并将服务创新实践经

验集结成书出版发行。砥砺十年，香港航空以全服务航空

公司的姿态，打造了独具香港魅力的企业形象，在航空、

旅游、服务、品牌等方面获得各项殊荣及认可。飞越十年，

香港航空国际化发展战略趋势明显，2016 年新增 9 架

A330 订单，更将于明年起陆续引进 A350，意在拓展洲

际特别是欧美航线，向着更为广阔的未来迈进。2016 年

11 月 26 日，为庆祝香港航空成立十周年，以及十年来香

港航空在航空服务创新领域的发展足迹——《年轻的力

量：香港航空服务创新之路》新书正式发布，“越精彩悦

未来——香港航空十周年酒会暨新书发布会”活动，在

北京人文艺术中心盛大举行。

“点点滴滴为儿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慈善义卖圆满结束

Buddha 中 8 楼上海首店盛大开幕

完美婚礼尽在沈阳君悦酒店

尽享·最香港

杭州推出全新会奖品牌形象

圣诞狂欢 沉醉长安夜

十年真情，香港航空服务创新之路新书发布

2016 年 12 月 17 日“崇礼全民健身冰雪运动基地揭牌

暨富龙冰雪嘉年华启动仪式”正式举行。富龙滑雪场作

为张家口滑雪场的新地标，积极响应国家体育总局“三

亿人上冰雪”的号召，全力推动我国冰雪运动的发展。

市委常委、崇礼区委书记王彪，河北省冬奥办副主任张锐，

张家口市体育局局长黄玉龙，张家口市旅游发展委主任

汪天忠，崇礼区政府代区长赵赞，奥地利驻华参赞郭励之，

富龙集团董事长王诚等领导出席，王诚董事长致欢迎辞，

感谢大家的到来。赵赞区长对崇礼全民健身冰雪运动基

地揭牌和富龙冰雪嘉年华的启动表示了忠心的祝贺，他

说到，崇礼一直致力于打造国际知名的冰雪运动品牌，

在各方努力下，崇礼冰雪产业得以持续快速的发展。中

建八局北京公司党委书记王敏，张家口市滑雪协会会长

刘博宇等也纷纷发表讲话，表达对此次活动的祝福和对

富龙四季度假小镇发展的期盼之情。讲话之后，举行了

简洁而隆重的揭牌仪式，场面十分热烈。

“崇礼全民健身冰雪运动基地揭牌暨富龙
冰雪嘉年华启动仪式”正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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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酒店及度假村近日宣布旗下的上

饶万达嘉华酒店正式开业，这是万达酒店

及度假村在中国的第 102 家豪华酒店，第

38 家万达嘉华品牌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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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距离上饶机

场仅 8 公里，距离上饶火车站 10 公里，距

灵山 20 公里，距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三清

山 70 公里，距婺源 138 公里，旅游资源

丰富，交通极为便利。

酒店整体设计以上饶市花“山茶花”

为主题，凸显幸福之都的文化特色。酒店

共拥有 313 间舒适的客房与套房，客房面

积由 40 平方米至 235 平方米。所有房间

内均配有“万达嘉华之床”，为宾客带来

美妙的睡眠体验。

酒店共拥有 4 家餐厅和酒吧，包括：

以粤菜、湘菜、赣菜为主的“品珍”中餐厅，

特聘广东名厨，拥有近 25 年的粤菜烹饪经

验，专注于原汁原味以及均衡营养；“美

食汇”全日餐厅囊括世界各地风味美食、

汇聚各国佳肴的自助大餐以及别有情调的

招牌零点，让宾客在高效工作之余感受家

的温暖；“饶家小馆”特色餐厅则提供地

道的上饶美食；而大堂酒廊则是品味下午

茶和晚间鸡尾酒的理想之所。

酒店拥有 1000 平方米无柱式大宴会

厅，层高 8 米，配备超大 80 平方米液晶显

示屏和专业的视听设备，另有 5 个多功能会

议室，是筹办大型会议、商务宴请和婚宴的

首选之地。专业的会议策划团队根据客人的

需求量身定制、出谋划策，热情周到而又训

练有素的服务人员将关注每个细节。

上饶是江西的重要经济城市，旅游资

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上饶本地对国际

豪华酒店的需求与日俱增，也为上饶万达

嘉华酒店的开业创造了良好的市场和发展

空间。

幸福之都的豪华下榻

The luxurious dwelling
 at the capital of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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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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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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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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7-0532室
《旅游休闲》杂志社

RMB 20.00元

216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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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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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7-053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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