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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itance

意会与传承
在

这个资讯过度丰富的时代，《意游》带给读者一种不常遇到的阅读体验，我会选一个周末的下午，坐
在露台的舒适靠椅上，一杯咖啡。一个下午就这样过去⋯⋯

生活有多少种形态，时光就有多少种流逝的方式，大多人喜欢旅行，藉此脱离日常的琐事和被限定的轨迹，
让时光流逝在异乡的街角，去定格那些流经内心的风景。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景，在岁月中繁华，在
时光中衰败。旅行的意义在于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却无法忘记那片刻的感悟。

除了热爱杂志就是喜欢旅行，这还源于身边那些热爱旅行的朋友们。在旅行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去
找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吧！无论行走，住宿，购物，观景。所有的地方都要有特点，要满足内心深处找寻对于
自己对旅行的定义，或是令自己感动或是为之震撼。对于我们来说，旅行更多时候是一种生活的阅历，让自
己发现更多，学习更多，感受更多。无论是山岳自然还是人文风情，天地间有大美，市井中有细碎鲜活的烟
火气，认知不要只停留在表层，因为我们不为所知的正是我们要追寻的东西。

所以，才有了这本针对追寻意“游”未尽的旅行生活的杂志，它的目的是让大家在旅行过程中受益更多，并
让那些热爱旅行的人可以交流分享传承关于旅行的心得和体会。旅行的意义不仅仅是游历山水，而是对我们
每个人内心的感动和丰富。除了这本杂志，我们同时会提供一个交流和分享的微信与微博的平台。我想让大
家通过一个共同的的爱好，成为一起分享的朋友。

有时真正的热爱未必要轰轰烈烈，它也许会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一点一滴心甘情愿的付出。感谢在这个团队
里付出的每位，因为你们的热爱，才有了成长中的《意游》。虽然创办《意游》不是一件易事，但它点亮了
旅行中无数平凡而光芒的瞬间。毕竟在这个季节谈起热爱，是一件令人温暖的事。

Benny
sxc12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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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位置：中国 成都 宽窄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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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joyable Travel
意游之趣

面

对新媒体的冲击，许多纸质媒体纷纷整合转型，但是对文字和纸媒的迷恋，是我从大学到现在一直无
法割舍的。喜欢阅读，喜欢拿着一本杂志或书细细的品读。每一个字、每一段话，甚至每一个标点符

号都让我深深地迷恋，纸媒的魅力是我无法阻挡的。

我像大多数人一样喜欢旅行，喜欢享受旅行的乐趣。我的旅行，一般都是说走就走，所以经常被朋友说粗心
和莽撞，但是就是这样的旅行才能让我更享受更开心。这些说走就走的旅行让我行了许多的路，赏了许多美
丽的风景。我想将这些旅程和见闻与大家一起分享，于是《意游》便诞生了。

这本刊物是我和Patrick策划讨论许久，终于在一个慵懒的午后正式确定下来的。我们想将世界上所有的美
景、度假胜地、旅行方式和旅行的乐趣都一一展现在大家面前，让去过这些地方，看过这些美景的人来分
享，让没去过的人准备启程。

距离我上一次旅行已有2个多月，每当我回忆起来，都意犹未尽，还想重整行装踏上旅程，继续前行。我相信
旅者们都会怀念自己的每段旅程，那就让我们继续去追寻、去探索这些意犹未尽的旅行吧！

生命短暂，不可虚度。让我们携手前行，彼此交流感受、分享喜悦。这是最好的年华，希望我们的每段旅行
都能让我们意“游”未尽！

Erica

erica_enjo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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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一方城堡豪华精选酒店任
命新首席礼宾司

北京怡亨酒店
凭借独特设计再度荣获大奖

成都瑞吉酒店开业活动
奢华酒店品牌瑞吉登陆中国

仁安悦榕庄及丽江悦榕庄专享
优惠 探寻云南静谧冬日美景

普吉岛Point Yamu by COMO私人 丽江和府洲际度假酒店
掀起味蕾狂欢 引领饕餮之旅
别墅于2月底全面接受预定

大连一方城堡豪华精选酒店近日宣布，将

北京怡亨酒店凭借其独具匠心的内部设计

成都瑞吉酒店总经理杜德瑞先生，瑞吉、豪华

厌倦了都市的嘈杂，想要摆脱忧郁的灰色

COMO酒店集团宣布，其普吉岛店Point

即将全面完成升级的丽江和府洲际度假酒

通过酒店的GoConcierge服务推出一系列新

和建筑风格再度荣获两大奖项，分别是2014

精选、W酒店全球品牌领导人罗健先生，美国驻

冬日？仁安悦榕庄和丽江悦榕庄将是您的

Yamu by COMO私人别墅于2015年2月底全面

店将在其紫苏美食餐厅推出开年紫苏自助

的目的地探索体验。资深酒店专业人士代

《商旅》年度高端酒店评选的“中国最佳

成都总领事馆谷立言总领事，喜达屋酒店及

正确之选。两家度假村联手推出冬日优惠

接受预定，27幢私人别墅均由意大利设计

美食大餐。该开年自助晚餐菜品由酒店行

丹（Doris Dai）正式被任命为大连一方城

设计酒店大奖”和《旅游情报》杂志主办

度假酒店国际集团大中华区总裁钱进先生，

套餐——世外桃源套餐及温暖冬日套餐。

师Paola Navone亲自主持。Point Yamu 的27

政总厨Jason Lee先生精心烹制，其中一大

堡豪华精选酒店的首席礼宾司，她将同整

的2015第二届金口碑中国最佳度假酒店评选

国际影星李冰冰小姐，华人置业集团主席及

宾客任选套餐之一便可在宁静祥和的云南

幢别墅能够提供私人尊享免打扰的入住体

亮点便是在餐厅设置现场烹调展台，向客

个礼宾团队一起负责酒店的这一新计划。

的“全国最佳设计酒店”大奖。此外，北

行政总裁刘鸣炜先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享受与世隔绝的静谧，在度假村的舒适环

验，每一幢窗明几净的别墅均拥有宽阔的

人展示整个烹饪过程。餐厅在精选丽江当

值得称道的是，大连一方城堡豪华精选酒

京怡亨酒店旗下Alfie's Beijing餐厅和新明园

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刘锦泉先生，华

境中尽情放松。丽江，海拔2000米，被联合

居住空间。别墅房型分为一居、两居及三

地特色菜肴的同时，还将献上国际化的菜

店一共配备了四名金钥匙礼宾，这在整个

餐厅双双荣获大奖，分别被评为“优秀当

人置业集团营运总监昌荣华先生，华人置业集

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地，因其丰富

居，均设有私人无边泳池、日光甲板及私

品，展示最正宗的亚洲风味美食及西式佳

喜达屋亚太区酒店中尚属首次。同所有豪

代欧美餐厅”和“优秀粤菜餐厅”。自2013

团中国业务总监江志明先生共同出席中国第六

多样的地域文化和原生态环境荣膺“东方

家花园，与安达曼海遥遥相望，让您在卧

肴，酸辣鲜香，唤醒客人的味蕾。作为经

华精选酒店与度假酒店一样，大连一方城

年3月开业以来，北京怡亨酒店已成为全球

家瑞吉酒店—成都瑞吉酒店的盛大开业典礼并

威尼斯”美誉；仁安，海拔3200米，位于香

室内即可随时俯瞰攀牙湾的喀斯特岩溶地

典与奢华相结合的典范，丽江和府洲际度

堡豪华精选酒店也提供豪华精选礼宾服

最高端的奢华艺术设计酒店之一，吸引全

剪彩。

格里拉中心，由白雪皑皑的山川、湍急的

貌，尽享大自然的独特魅力之美。

假酒店旨在让每位莅临丽江古城的客人尊

务，帮助品味卓越的宾客探索大连最优越

球时髦前卫的顾客流连忘返于北京怡亨酒

河流及宁静的湖泊环抱，拥有神圣藏族文

的风景、最迷人的故事。

店的高品味入住体验。

化，被誉为“世上最隐秘的栖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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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荣获《Lonely Planet》
“2015年十大最佳旅行国家”

土耳其荣获
“2014年度最佳旅游目的地”

2015瑞士旅游交流会在西安举行

2014年赴德中国游客再创新高
突破200万

南澳大利亚新奇的旅行体验

赏得乐塔观景台与福特纳姆和
玛森公司携手推出高空下午茶

国际权威旅游指南《Lonely Planet》近日公

2014年度（第十届）出境游风云榜在京发

2015年3月5日至8日，由瑞士国家旅游局主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游

南澳大利亚于近日推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旅

近日英国伦敦，赏得乐塔观景台与福特纳

榜，吸引旅游行业大佬精英汇集京城。在

办的2015年度“瑞士旅游交流会” 在西安

客赴德国旅游2014年全年平均增长17.2%, 突

游产品来丰富游客在南澳大利亚的出行，

姆和玛森公司携手推出的高空下午茶（Sky-

此次颁奖典礼中，土耳其旅游局荣获“2014

举行。由瑞士国家旅游局中国区主任/亚太

破200万过夜数大关,中国在德国国外游客客

意在让游客获得不一样的、新奇的旅行体

High Tea）套餐可于2015年5月1日开始预

年度中国出境游风云榜——最佳深度旅游

区主 任 /全 球 客户 主任 包西 蒙 先 生 率 队的

源地中排名第13位,占全德国游客过夜数（含

验.。艾尔半岛的海鲜捕捞之旅，游客可以

订。有着308年悠久历史的福特纳姆和玛

目的地”奖。2015年恰逢“中国出境游风云

瑞士旅游业界25名代表分别与受邀来自北

德国国内游客）2.7%。作为远程客源国市场，

通过由自己捕捞上来的新鲜海鲜，由私人

森一直以来为客人提供珍馐美馔和精美礼

榜”诞生的第十个年头，10年间，中国出

京、上海、广东、山东、辽宁、四川、广

这个排名仅次于美国，其余排名在中国之前

厨师进行现场烹制，尽情享受艾尔半岛令

品，2015年，其将在伦敦天际线新地标的制

境游风云榜已成为中国出境游业界最具影

西、江苏、浙江及港台等地区的130名业

的11个国家均为短途市场的欧洲客源国。从

人垂涎抱有最鲜美口感的海鲜；位于艾尔

高点上为游客奉上精致美味的下午茶，让

响力的榜单。该年度榜单由海内外旅游业

者、以及西安本地的50名业者进行了面对

全年增长的时间段分布来看，增长最旺的月

半岛的Adventure Bay Charters公司崭新推出

游客在此尽情享受美好的英国夏季时光。

者投票产生，是中国出境旅游业者选择合

面的交流。 此次瑞士代表团为业者带来针

份是6月，超过30%，1月和5月的增长也非常不

世界第一艘用来与鲨鱼共潜的“Aqua Sub观

自6月23日起，福特纳姆和玛森将限量发放

作伙伴时最重要的参考标准之一，并获得

对中国市场量身打造的关于休闲旅游及会

俗，均超出20%。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常规的

光潜水艇”，你可以乘坐着“鲨鱼战士”

美食体验券（每天40张），游客可凭券预定

社会的广泛认可。从本年度所获得的奖项

议奖励旅游方面的最新资讯和实用信息；

淡季月份11月和12月的增长超出全年平均水

号游船与大白鲨一起共潜水下，进行一段

赏得乐塔观景台坐席。届时，游客可在位于

不难看出，随着中国游客到访土耳其的比

为了使旅行社能更加深入的了解备受关注

平，达到18.1%和19.3%， 由此可以看到近几年

非比寻常的终极冒险；自然风光，观赏在

72层的露天平台上享用包含经典下午茶精选

例日益增加，土耳其在国内出境游市场中

的签证事宜，瑞士驻华使馆签证官也亲临

来德国国家旅游局加强冬季宣传，持续推广

这片土地上自然栖息着的本土动物……

的福特纳姆和玛森美食礼包，在应季花卉的

拥有了广泛优势。

现场对签证政策进行了详细解读。

德国冬季“圣诞市场”获得了市场回应。

布了2015年十大最佳旅行国家，塞尔维亚脱
颖而出，名列第7位。曾在冲突中飘摇，浴
火重生后的塞尔维亚，如今以其多样的地
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世界上最美的
修道院、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完美结合和塞
尔维亚人的热情与好客，成长为欧洲新兴
旅游胜地。无论你是想要探寻历史留下的
斑驳痕迹，共赴一场文化之旅，还是感受
充满生气和活力的城镇夜生活的魅力，亦
或想要逃离城市生活感受生态与自然，融
入乡间的风土人情，塞尔维亚都会是2015年
一个不可错过的新兴旅游目的地，为你带
来无限的惊喜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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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NE

全新RADO瑞士雷达表HyperChrome皓星系
列1314“一生一世”限量版
精美腕表见证永恒之爱
你的挚爱值得拥有一款永恒至美的精致腕表。全新
HyperChrome皓星系列1314“一生一世”限量版自动机械腕
表，不易磨损的高科技陶瓷材质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褪
色，独有的钻石刻度为三款限量版腕表平添闪耀之美，伴您
一起见证永恒的爱情。

Temptations
与爱人相依相伴的美好时光总是显得过于短暂，新年伊始，
Temptations由Buxani家族于25年前创立，如今由家族中的女儿所掌管，她们都是“永恒”的缔造者。珠宝展室的

正是庆祝两人共度甜蜜时光的绝佳时机。全新HyperChrome皓
星系列1314“一生一世”限量版自动机械腕表，与您的爱情
一样，历久弥新，虽然历经时间考验，依旧美好如初。

2
首次融合宇舶表世界独创的 “魔力金”
举世无双的抗磨损性能，唯钻石方使其留下划痕

3

参观只采用预约制度，同时也有私人订制服务。（图为极致优雅的花状钻石配以少见的梨形哥伦比亚水滴翡翠。
18k白金。22.30克拉翡翠，10.22克拉钻石）。

THREE
06

4

FOUR

TWO

Tiffany & Co.蒂芙尼耀目辉映2015金球奖璀璨星光
2015年金球奖颁奖盛典上，艾米亚当斯（Amy Adams）、 瑞茜威瑟斯彭（Reese Witherspoon）、

“魔力金”是由宇舶表和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泰勒席林（Taylor Schilling）和西耶娜米勒（Sienna Miller）以Tiffany & Co.蒂芙尼钻石珠宝绽

EPFL）联合研发的黄金与陶瓷复合贵金属，经历数月反复试验微调，终于在2011年首

放2015年的第一缕璀璨星光。艾米亚当斯（Amy Adams）凭借《大眼睛》
（Big Eyes）一片夺得音乐

次向全世界宣告。时至今日，此材质仍问鼎全球唯一的划防痕合成黄金材料。宇舶表已

／喜剧类电影最佳女主角，蒂芙尼铂金镶钻耳坠、五排式钻石手镯和三枚璀璨钻戒以钻石的恒久

获得此项专利并由贵金属控制中心（Central Office for Precious Metals Control）官方认证

光芒完美见证其荣膺时刻。电影剧情类最佳女主角提名瑞茜威瑟斯彭（Reese Witherspoon）佩戴

其为18K合成黄金。堪称是“世界上最坚硬的黄金”的 “魔力金”，只有钻石才能在其

Tiffany Novo®钻石耳环、让史隆伯杰（Jean Schlumberger）18k黄金镶钻手镯和6.75克拉Lucida ®

表面留下所谓的划痕。传统黄金及合金材料在制作、加工和佩戴过程中广泛存在刮伤和

钻戒。音乐／喜剧类电视剧最佳女主角提名泰勒席林（Taylor Schilling）佩戴蒂芙尼Elsa Peretti®

划痕的问题，而“魔力金”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可以承受高达1,000维氏硬度的挤压力，这

Bean®豌豆形耳环和让史隆伯杰（Jean Schlumberger）18k金和珐琅戒指。颁奖人西耶娜米勒

远优于400维氏硬度的标准18K黄金或600维氏硬度的淬火钢。

（Sienna Miller）佩戴Tiffany Jazz®钻石耳坠、蝴蝶结钻石手镯、Tiffany Metro五排式钻石手镯和
椭圆形艳彩黄钻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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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Mark 艺术印记

ART SINGAPORE
狮城的艺术
文.兜兜

图.新加坡旅游局

新加坡政府相信，公众的眼光和专家的鉴定同样重要，艺术品除了被“请”
进殿堂，也要毫不吝啬地在公众场合加以展示。在新加坡，艺术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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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维多利亚剧院和音乐厅外的莱佛士爵士雕塑。
2. 新加坡义安城购物中心外的雕塑。
3. 新加坡的伊斯兰清真寺。
4.一位手工艺者正在莱佛士广场巨大的铜雕上作业，这个雕塑由Jonathan Minns设计。

虽

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史料曾将其描述为“蒲罗中”，这个

徜徉于此，除了能观赏各式画作，还不时能遇见一些聚精会神的铜

名字译自马来文Pulau Ujong，意为“半岛末端的岛屿”。到

人、或是别的什么……哦，那是公共雕塑，是新加坡政府热情扶持的

了公元1298 年至1299年期间，首批移民落户此处，并将该聚落命名为

艺术门类。政府甚至发起了“新千年公共艺术计划”，设立专门的开

淡马锡(Temasek)，意即“水镇”。公元14世纪，这个地理位置优越的小

放式的雕塑广场，吸引了许多雕塑家。

然有关新加坡最早的历史记录，因年代久远而难以追溯，

间一流画廊，展出包括中国、印度、东南亚、欧洲等各地的精品名作。

岛被赋予新名称。传说，当巨港 (即室利佛逝首都 )王子山尼拉·乌他
马(Sang Nila Utama)某天外出狩猎时，看到一只从未见过的动物。他认

而当年莱佛士爵士的登陆点、现在已成为莱佛士旅店的购物拱廊内，

为这是一个吉兆，于是决定建设这个地方，并称它为“狮城”或“新

新加坡本地艺术家的创作得以展示。许多祖籍中国的本地艺术家结

加坡拉”(Singapura)。这个名字源于梵文中的“Singa”（狮子）和“pura”

合中国画和西洋画的画法，作品既有中华传统的飘逸隽永，又吸取油

（城）二字。

画的构图笔触，值得一看。说到新加坡的华人画家，不得不提作为奠
基人的陈文希。早年在上海学画，20 世纪40 年代携一身绝艺来到南

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交融地，新加坡向来是对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

洋，并在这块中西碰撞的土地上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新路，被誉为“东

艺术家们热情欢迎的。无论来自中国、日韩或者东南亚，还是北美或

方毕加索”。他最擅长画猴，笔下著名的“双猿图”如今人人得见——

西欧，每个人似乎都能在这小小的地方寻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当然，

就印在50元面值的新加坡币背后。

新加坡也由衷欢迎各类巡演，欧美乐队到访全无语言障碍；近来对华
语的日益重视，也使得中国特别是内地的乐队、剧团纷纷选择其作为

中央艺术区还包括滑铁卢街艺术带。这里，更多地是为艺术团体提供

世界巡游的重要站点。你很难想象出，在区区700 多平方公里的面积

展示自我的空间。剧场、舞坊、书法协会……各类场所一应俱全，形态

上，竟然有这么多形态各异的艺术区。

各异、相安无事，兴许还能碰撞出一些火花。上文提到的雕塑广场也
坐落于此。

中央艺术区无疑是正统而具有权威的。新闻及艺术部大厦里，坐落7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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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车水艺术区有个奇怪的名字，而隶属于该地区的 Chinese Theatre

Circle的中文名更令人感慨万千——敦煌剧坊。如果喜欢把艺术品带
回家，那一定不能错过登布西路和东陵，那里有大量的东南亚艺术品
店铺，藏有大量印度、缅甸、马来风格的家具饰物，其中不乏价值连
城的古董。

在新加坡，艺术无处不在。新加坡政府相信，公众的眼光和专家的鉴
定同样重要，艺术品除了被“请”进殿堂，也要毫不吝啬地在公众场
合加以展示，包括雕塑，包括建筑，也包括对公众低价或者免费开放
的各类演出。
“新千年公共艺术计划”是这种思维主导的产物，一年
3

一度的新加坡艺术节也是。作为世界上少数由政府出资的国际性艺术
节，新加坡艺术节不用讨好私营演出机构，坚持己见、特立独行，是国
际艺术节名单上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这个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里，舞蹈、音乐、戏剧、视觉艺术等多个
领域的艺术家济济一堂，为新加坡人和游客带来无与伦比的享受。主
会场滨海艺术中心素有“大榴莲”的雅称，奇妙的外观本身就是一种
艺术享受。

新加坡政府意欲将新加坡打造成“亚洲艺术中心”。也许，在这块不

1

到7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能让游客以低廉的价格、迅捷的速度，一次
看够亚洲艺术；又让艺术家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碰撞
成长，正是新加坡政府成功的不二法门。

1. 新加坡寺庙都充满了艺术气息。
2. 新加坡夜景。
3. 新加坡樟宜监狱教堂与博物馆。
4.街道上的墙画。
5.牛车水的詹美回教堂内景。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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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LATI BLOGS
那拉提转场记(一）
文／图.孙小兽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她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
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
我愿抛弃那财产，跟她去放羊，
每天看到那粉红的笑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
——哈萨克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

于所有向往自由、辽阔和远方的人来说，国境最西北的

对

那拉提旅游开发史上最早的弄潮儿，他虽是汉族，但从小生长在大

新疆正如其名，是生活的一块全新疆域。在新疆作家

伊犁的森林草原地带，整个童年全是和哈萨克小伙伴们一起骑马

刘亮程和李娟的笔下，新疆的草原是真实的童话世界，

撵羊捡蘑菇换奶疙瘩的故事。后来到了那拉提，他和一帮哈萨克

高山褶皱间的羊道、鸟道和风道藏着绝美的风景，哈萨克牧人在其

牧民成立了景区第一个马队，带游客深入森林和草原。因此他对那

间逐水草而居。看了他们的书后，我就一心想去那遥远的地方过过

拉提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无论是骑马、徒步和开车线路，样样玩

放羊的瘾。

儿得尖儿，世界各地大媒体和有头有脸的名人到那拉提来都是他
接待。再后来，他越玩儿越年轻，在镇上开起了青旅，跟穷游的年

去那遥远的地方

轻人也打得火热，最近他又在筹划空中草原的房车露营地。在那
拉提，从草原上的牧民到镇上的商人，都尊他一声“刘哥”。

8月末，我带着对著名景点的戒备心忐忑地到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的那拉提草原。事实上，作为一个5A 级景区，那拉提并没有想象中

刘哥根据多年经验开发了两条那拉提经典徒步线路，我和几个小

的那么让人失望，虽然也有骑马、进毡房、看表演这些老套的旅游

伙伴一口气儿把这两条线路连起来走了5天4晚，从那拉提森林公

项目，但所幸没有过度的旅游开发，空中草原游客服务中心方圆2公

园到空中草原，向上翻过雪莲谷到达黑湖，最后穿越巴音布鲁克

里之外也没那么商业化。牧民都还在草原上照常放牧和生活，风

草原。那是我第一次深入草原，相当于为后来的牧羊生活修了基础

景和民俗基本上还算原汁原味。当然，前提是您不能当个坐观光

课。由于是纯玩儿，我有足够的时间欣赏美景大惊小怪发感慨：哈

大巴进景区一日游的过客，得多付出点儿时间和体力，至少要用自

萨克牧人在夏牧场的生活简直潇洒至极！所见所闻更加坚定了我

己的双脚去丈量草原、走进哈萨克牧民的生活。

要和哈萨克人一起放羊的想法。

我没有着急进景区，而是选择在那拉提镇上的古道驼铃青年旅舍
小住，以寻求亲近草原的最佳方式。这家青旅的合伙人之一刘峰是

026

徒步之后，我本打算去塔城看看和布克赛尔县的“牧游”（跟随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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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转场的旅游方式）搞得咋样，刘哥及时科普：伊犁州新源县是全新

我懊悔自己来晚了，错过了收拾东西的环节，迫不及待想要投入到劳

疆最大的牧区，那拉提草原是新源最大的夏牧场，每年春秋两季的转

动中去，而牧民们似乎不太着急，胡安的老婆照常去挤马奶、打马奶

场是全疆规模数一数二的。我听了颇为心动，又一想和布克赛尔已经

子。毡房拆了，铺一块布就是餐桌，大家围着喝了好一会儿马奶子，才

把转场开发成旅游产品了，估计多少得有点儿形式化，就决定先在那

开始不紧不慢地往车上搬东西。现在牧民转场都用卡车拉杂物，有些

拉提转场，再去和布克赛尔。

拉牛羊也用卡车，但多数还是像胡安他们一样骑马赶牛羊，科学之处
在于这种长途拉练可以检验羊群以优胜劣汰，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

刘哥通过新源县71团草原站帮我联系到9 连的牧民胡安，他有200只

省钱，既省汽车油钱又省牲畜草料钱。

羊、几十头牛和20多匹马，夏牧场就在空中草原景区以东，预计将在
9月下旬转场回9连的定居点。没想到这个夏天太过眷恋那拉提，牧民

司机是胡安的小弟弟江克 森，他约莫 30 岁上下，是家里最小的孩

们看天公作美，迟迟不愿下山。我只好一等再等，直到十一已过，才

子，从来没有放过羊，难怪他不但看起来最光鲜，还很讲究生活情

得到了确切的转场日期，后续的旅行计划一再调整，只好安慰自己：

趣——临开车前专门挖了点儿草原上的土说带回家种花。女人们准备

好事多磨。

好路上吃的馕和马奶子，就坐着卡车和行李先回家了，我和小伙伴们
跟男人们一起骑马赶牛羊。草原上太阳毒、湿气大，哈萨克牧人普遍

羊倌儿初体验

皮肤黑红，并且多半有风湿病，通常显得比实际年龄沧桑（比如胡安，
看脸完全可以叫他大叔，其实他才不到40岁），可只要上了马，不管男

10月9日新疆时间上午9点，刘哥开车送我和小伙伴们到空中草原，绿

女老少都立刻英姿飒爽，尤其是策马奔腾吹着口哨挥鞭赶羊时，活脱

茸茸的草场和一个月前几乎没什么区别，但远处的山头已经被雪染白

儿就是一草原上的雄鹰。

了，沿途又遇见了好几波儿转场的队伍，可见真的要变天。我们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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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打听，终于找到了胡安在夏牧场的家，确切地说是毡房的地基和零

很快，牧人们熟练地聚拢好了牛羊，正式出发。我们的队伍由500只

件——他们已经拆分打包完毕，十来个哈萨克人在杂乱的行李中穿

羊、30头牛、20多匹马、8个人和4条狗组成，马群走在最前，然后是牛

梭整理，原来胡安和兄弟邻居等四家人一起转场。

群，最后是4 家的4 群羊，8 个人骑着马牵着狗驮着行李，在各自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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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上维持着队伍的阵型和速度。由于前期沟通问题，胡安以为只有我

森林和草原的过渡地带，五颜六色的灌木丛秋意正浓。我识时务地

一个人来帮忙，就只准备了一匹马，我和3个小伙伴只能轮流骑马。我

心醉于微距拍摄一种红的小野果，突然发现相机镜头盖不见了，赶紧

选择了徒步，新疆时间中午12点，太阳正好，草原风光无限，我们一边

掉头去找，就这样又被第二群羊赶超了。我自尊受挫，不顾吃土飞奔

赶羊一边玩闹。遇见一条小河，胡安的弟弟卡太骑着马过来驮我们过

起来，赶上前方大部队时，已经到了下山的景区公路。离开草多的土

河，对比一个月前徒步时溯溪动辄湿鞋的窘态，又想到这次是带着劳

路，有几头傻羊坚持脱队吃草，我以步兵的优势赤膊参与了激烈的围

动任务重走空中草原，我坐在马背上不禁笑逐颜开。

追堵截。

然而很快我就笑不出来了，队伍走上了一条草稀土厚的山路，尘土飞

几通猛跑后，我赶羊渐入佳境。H和M（不是卖衣服的……）却吃土吃

扬中根本张不开嘴。而且前面突然提速了！我和H 追着羊群一路小

不消了，决定就此搭车回镇上。送走了他们，就轮到我骑马了，慢悠悠

跑，上坡时渐感体力不支，想大口喘气就得吃土，还要纠结去哪儿脱

地走在熟悉的公路上，牧羊人的骄傲初露端倪，尽管我只是个临时外

秋裤这种傻问题，简直是又热又累又委屈。前面一位微胖大叔骑马回

援。马分担了看路的工作，我终于得空儿刷刷微博朋友圈，跟腼腆的

来提醒我们跟上队伍，我们发着牢骚加快脚步，好不容易爬到坡顶，

哈萨克小羊倌儿赛戴特聊聊天。

眼见前面是一座灌木丛生的矮石头山，便欣喜地举起相机，还没咔嚓
几下，只听得身后蹄声隆隆，回头一看，远远的一团尘土滚滚而来，愣

景区入口处的巩乃斯河边是一片胡杨林，以前经常来这散步看夕阳。

了几秒，一群圆滚滚的肥羊正疯跑而来。

转场的队伍经过这里继续往西，夕阳和黄叶交相辉映，很有些“古道
西风瘦马，夕阳西下”的意境。时间过得真快，我们走得好慢，坐车40

出发之前胡安曾指示，要注意保持羊群之间的距离，我决定压制一下

分钟的路程，赶羊却走了一个下午。天色向晚，羊群没什么精神，牧人

后面队伍的速度，可没想到这群羊根本不给面子，像河水遇见石头

们只好奋力鞭策，因为当晚必须赶到计划地点，才能既保证安全又有

一样，若无其事地流经我继续前进。我气坏了，死命追上，刚喘口气

草喂羊。(待续）

儿就被反超，反复几次，我放弃了跟这群见草没命的生物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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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 TRIP

雪国之旅
策划 本
‐刊编辑部

鲁迅先生的《雪》中写到： “
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
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
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
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
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
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
在雪之国度，无论你在雪中行走，还是在雪道速滑，亦或
是从窗口眺望茫茫的雪原，在此时，你都可以在美景中静
静的感受，感受这片雪带来的意境……
从东亚到北欧，从北极到南极，伴随着纷飞的雪花，我们
尽情徜徉在冰雪的世界中，用这些纯净的雪去净化心灵，
在银装素裹的桃源中去感受美妙的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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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BLESSED LAND
上帝眷顾之地
文.剑明

图.瑞士旅游局

这里是倾慕神仙意境而又难以完全脱离世俗羁绊的品质生活家们的“福地”。辽阔的山谷、纯
朴的小镇居民、清爽的“香槟气候”、完善的瑞铁系统⋯⋯这个阿尔卑斯山中的小镇乐享鬼斧
神工般壮美的自然风光，置身其中，如同香槟开启般梦幻与幸福。

036

037

Theme Story
THEME
STORY
主题故事
主题故事

恩
冬季的美丽

嘎丁河谷是格里松山最大的一条深切谷地，谷内的因河

这里的四季都可以让你享受徒步、骑自行车、高尔夫、帆船、骑马等

（Inn River）向东北流入奥地利，最终汇注多瑙河。圣莫里

多姿多彩的户外活动；此外，那些接踵而来的顶级赛事和特色文化、

茨位于恩嘎丁谷地的上端，这里有一系列小湖泊，使景观

艺术活动也会让你目不暇接。

更加美丽多彩。第二届（1928）和第五届（1948）两届冬季奥运会曾在
这里举行。谷坡自上而下分布有灌丛、针叶林和阔叶林，宽平的谷底

在圣莫里茨，国际化的生活方式与世外桃源般的自然环境完美结合，

是已经耕种的草甸地。

这里是倾慕神仙意境而又难以完全脱离世俗羁绊的品质生活家们的
“福地”。当地丰富的现代基础设施和多样的运动设施，满足人们的

最富传奇色彩的，莫过于恩嘎丁的“香槟气候”。超越1800米的海拔，

生活需求；而一系列具有传统特色和文化底蕴的文娱活动在别处也

为圣莫里茨赋予了全年长达 320 天的日照。在这里，干燥的空气常常

难得一见。

和闪耀的日光结合在一起，空气也充满晶莹的闪光感，置身其中，如
同香槟开启般梦幻与幸福。雪山下的小镇弥漫着清新的空气，宛如天

紧邻巴德鲁特宫廷酒店，离购物街100米之遥，是典型的阿尔卑斯山

外仙境。

瑞士木屋，它们带来对当地特色建筑与人文传统的品鉴。与此同时，
雪山里的圣莫里茨一年四季都燃烧着火热的生活激情。

这里还拥有一种独特的自然现象——如同巨龙般的马洛亚（Maloja）
云层穿过山谷蜿蜒而至，此景正解释了其名称马洛亚巨龙的由来。山

圣莫里茨成为冬季欧洲旅游的热土和冰雪运动的诞生地，源自1864

下的圣莫里茨湖，在夏天是泛舟钓鱼的好去处。每逢夏季来临，像长

年发生在这里的一次打赌。当夏季将尽，游客们纷纷告别圣莫里茨

龙一样的白色马洛亚风沿着山谷摇晃而来，风向的偏移，扫去了午间

时，当时的一个酒店老板巴德鲁特（Johannes Badrutt）想把游客留下来

的闷热，给人们带来阵阵凉爽，同时也适合冲浪与帆船运动。独一无

过冬，于是与4 位英国客人打了一个赌：他称，即使是在冬天，客人也

二的香槟气候，让圣莫里茨终年包裹在纯净舒爽的气息中，并使得

能穿着短袖在库尔姆酒店（Kulm Hotel）的阳台上享受温暖的日光浴，

水质更为清澈。来此处温泉理疗与养生，始终是游客最重要的目的

或穿上滑雪板在雪上飞驰，或从事其他雪上或冰上运动。如果英国客

之一。

人不满意的话，他将承担全部的旅行费用。英国人于是成了阿尔卑斯
山冬季欧洲旅游的第一批游客。

由于优越的气候条件，圣莫里茨在阿尔卑斯地区拥有最多样的生物。

038

乘坐小火车穿越冬季的阿尔卑斯山区

瑞士国家公园一直注重保护自然原貌，而环绕四周的山峦和富于变化

第二年春天，当这些英国旅客带着古铜色的肤色回国，兴致盎然地向

的地貌本身对野生动植物起到了保护作用，野生动物在这里世代繁

故乡的亲友介绍在圣莫里茨的“冬季经历”，包括在 世外冰雪仙境享

衍。在圣莫里茨，你将有机会看到许多珍稀的奇花异草 — 雪绒花、

受到的越野滑雪、冰上马球运动以及冬日空气中的“香槟味”时，圣

龙胆花、高山钟花、欧洲百合及高山杜鹃将与你一路为伴。

莫里茨顿时声名鹊起，成为滑雪运动爱好者的麦加圣地，那些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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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这个面积仅仅四万平方公里的小国里，星罗棋布的盘踞着山川，河流，
湖泊，森林，这片算不上辽阔的土地，包含了太多我们所不能想象的美丽。
兴奋不止的雪地马球、高山速降滑雪、滑道飞驰、冰橇和雪橇比赛等

就连用交通工具在圣莫里茨的高山旷野中穿行，也有不同的选择并

等，不断吸引着从各地纷至沓来的游客，冬季高山旅游和冰雪运动从

带来非凡的体验。例如，伯尔尼纳快车连接起阿尔卑斯恩嘎丁和地

此倍受追棒。

中海南部最美的铁路线，全程穿越55座隧道，跨越196座桥梁，文化
古迹、冰川和棕榈树都尽览其间。著名的冰川列车是世界上最慢的

圣莫里茨人的先驱精神创造了源源不断的传奇：瑞士的第一盏电灯

特快列车，7个半小时的观景车程中，一幕幕山、谷、 桥、湖之美景让

和第一部轻轨电车、格劳宾登州的第一部电话、阿尔卑斯山中第一

你一饱眼福。这两条世纪之久的高山线路都已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

个高尔夫球赛、全球第一次在结了冰的湖上举行的赛马会、第一次

组织世界遗产。

出现俯卧式雪橇运动、雪上高尔夫、第一家产能多于耗能的阿尔卑
斯山区酒店等等。

伴随着马蹄声的冥想和路旁野玫瑰的芳香，马车游览亦可呈现日间
的浪漫和夜晚的温柔。满月和朔月之日，伯尔尼纳路段的全景车厢

除了是名副其实的滑雪圣地，夏季的圣莫里茨，同样富有盛名。这里

还能将人们带到海拔2091米的阿尔卑斯格鲁姆餐厅，那里露台上的

适于徒步旅行、马车游览、帆船或进行山地自行车和环保电动自行车

冰川火锅和烤乳猪绝不会令你失望。

运动。人们既可以在漫步、观景和水疗中体味自然，更能在攀爬和各
种风驰电掣的比赛中燃起心中的热火。

此外，乘坐直升飞机掠过壮丽山峰，俯瞰冰川地貌和湖泊美景的旅
程更是让人禁不住连连惊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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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银妆素裹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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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PUBLIC OF ICELAND
打开隐秘之国
文／图.王文娜

很小的时候听说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在一千多年以前，有一群海盗在隐秘与世界的角落发现了一座
生机勃勃的小岛，便开始在此经营并将四处搜集而来的宝物尽数埋藏于此。为了混淆视听防止外
人接近这里，他们将西北面的另一座岛屿命名为Greenland，即水草丰沛之地，而把这座小岛称作
Iceland。

黑沙滩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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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萨维克

胡萨湾

蓝湖温泉

圣诞节的儿童活动

一

直以来，冰岛对我来说都只是一个极北又极为遥远的国

座火山岛屿。组成冰岛的岩石都是火山岩，以玄武岩分布最广，冬季

度，因为2008 年的金融危机和后来的火山喷发才重新认

积雪覆盖不到的大地就裸露出形状各异粗糙的黑色的巨大岩石。这

识这里。也许许多人和我从前一样对冰岛尚存误解，然而

里仿佛是地球几十亿年变化的缩影，时间在此仿佛停滞一般，看到的

这次旅行让我全新认识了这个国家以及在这里幸福生活着的人们，

还是这个星球刚刚形成的狰狞模样。位于南部维克（Vik）小镇的黑沙

也让我们对于人类和自然相处的模式有了不一样的体会。

滩曾被列为最美十大海滩之一，也是这种原始宏大之美的典范。当人
们越过碎石堆直面大海那一刻，霎时就会被眼前壮阔的景色征服。巨

生活在北欧的人们都有一种安宁乐观的气质，这点在冰岛也可以很

大的海浪呼啸着扑面而来，又在黑色的沙滩碎裂成白色的泡沫，弥漫

直观的体会到。他们的热情和友善是具有传染力的，面对他们的目光

向远方。人们好像变成了最恢宏的科幻片的主角又好像身处于遥远

和微笑下仿佛可以放下潜藏在心中的矜持和防备。半个月的环岛旅行

未知的河外星系。

我们走过一个个城镇，一直伴随我们的是变化不定的极端天气和长
途的疲劳寂寞，而每个夜晚，某个目的地的小镇的灯光在公路的尽头

冰湖（冰岛语：Jökulsárlón，英语：The Glacier Lagoon）亦是冰岛最无法

闪现时，那来自人烟的吸引和温馨就显得格外给人力量。 冬季的夜

错过的美景，冰川经过漫长的岁月沉积于此，冰川冰变得致密坚硬，

都是很大的，我们三分之一的夜晚都幸运的遇到了，只要带上三脚架

貌以及沿途海岸的峡湾，处处皆美景。而天气的多变和每天紧凑的日

晚寂静而漫长，也许是人们为了驱赶黑暗亦或是消解寂寞，家家户

里面的气泡也逐渐减少地变得晶莹透彻，而由于反射蓝色的光波，就

随时做好偶遇的准备，拍到极光并不难。

升日落给已然多样的景致更增添了些许神秘。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

户的窗台整夜都点着各式各样的彩灯。有时候吃过晚饭一个人到外

形成了美妙的冰川的蓝色。冬季的冰湖表面结冰，游客可以徒步深入

面走走，周围氤氲着淡黄色灯光，抬头是清晰可见的星辰，脚下是

冰湖和冰川直接接触，尽情的观察那沉静的蓝，在落日的余晖中感受

岛上多火山，以“极圈火岛”之名著称，共有火山200至300座，有40至50

咯吱作响的雪地，视线尽头是大西洋的峡湾以及在更远方的雪山。

被凝固了的时间。

座活火山。冰岛温泉的数量是全世界之冠，全岛约有250个碱性温泉，

有时候文字和图片也无法描绘。我们要做的，就是迈开步伐，踏上认

最大的温泉每秒可产生200升的泉水。而最有名的温泉要数位于首都雷

虽然四周是空无一人的寂静，我们在合家团聚的时刻自我放逐般来
到这个仿佛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心里其实充满了小孩子似的畅快的快

冬季来冰岛旅行往往会受到日照时间的限制和极端的天气的影响，

克雅未克的蓝湖温泉了（bluelagoon）。蓝湖温泉虽然是人工温泉，但是

乐和满足。

但是只因为有极光，一切困难都可以跨越。想要观测极光真的需要

却因独特的蓝白色温泉水和环绕四周的玄武岩山丘而备受青睐。

运气，有时候根据预报早早跑到远离灯光的地点忍着寒冷蹲守，却只
冰岛的风是极端的。大自然毫不扭捏的展现着最原始粗犷的一面。早

能用肉眼勉强辨认出一条隐约的光带，而有时候在首都雷克雅未克

选择单一的旅行目的到最后也许会对景色感到麻木，但是在冰岛，每

中新世晚期以来，大西洋中洋脊裂谷溢出的上地幔物质堆积而成这

(Reykjavik)的街头极光就抬头可见。其实无论怎样，见到极光的几率

一天我们似乎都在刷新着对自然的理解。南部与北部迥异的自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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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世界和认知自我的旅途。

TIPS
食物：当地牛羊肉，奶制品。
纪念品：火山石工艺品，火山石首饰，手编毛衣，传统毛线和其他羊毛制品
服装和装备：冲锋衣，羽绒服，滑雪裤，雪地靴，防滑鞋钉，棉帽手套，手电，
对讲机，三脚架，保温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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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张政

冬天的日本哪里最吸引人，充满冰天雪地北国风光的北海道当然是第一首选。北
海道位于日本列岛的最北端，一年四季都上演美丽的风景。有人说，北海道的美，
一生去四次都看不够，春夏秋冬各不相同，宛如风情万千的少女，美艳动人。冬天
的北海道展现的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被称之为“雪国”。冬日粉雪的迷人魅力，
毛蟹、拉面等地道美食诱惑味蕾……

046

提到雪和日本，几乎就已经和北海道荒袤的雪原划上了等
号。不过冬天日本看雪，最经典的的确还是北海道。

文‐六毛

《情书》里博子在雪地上奔跑着大喊的情景和下着雪的小
樽已经成为北海道的宣传片了。除了小樽的运河，一边跺
脚一边舔薰衣草冰淇淋然后抬头看到札幌电视塔上的时间
一分钟一分钟过掉也是值得一试的。

SNOW OF HOKKAIDO
银妆北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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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清冷的空气中夹带着森林的味道，几
片晶莹的雪花飘落在冰凉的面庞上，反倒觉得来的轻柔温
暖。口中吐出的呵气如薄纱一般附在肌肤上，转瞬间便娉
娉婷婷地弥漫在空气中。

海道位于日本的最北端，四面环海，冬季降雪丰厚、气候

北

札幌冰雪节是一次很好的文化展览，也是艺术家的盛会，日本各地的

湿润，造就了那里得天独厚的优良天然滑雪场。在日本有

歌手、演员、曲艺家都会会聚札幌，在雪制舞台上表演。

月中旬到次年的5月都可以滑雪。

小樽：处处充满浪漫情怀

札幌：风情万千的北国风光

小樽是一个属于北海道的小镇，坐落在海边，有一条运河穿过它宁静

600多处滑雪场地，仅在北海道就有130多处。北海道从11

质朴的脸庞。从很久以前，小樽就一直被作为一个小小的港口，沿着
札幌是北海道的首府，也是北海道最繁华的城市。跟东京相比，札幌

运河，两岸有许多并立的仓库。以前的小樽并不像如今为人所知，它

显得更自然清新，更整洁舒适。在这里，钟楼、大通公园、北海道道

每天面朝大海，沉默重复着货船的装卸、仓库的入取，勤恳单纯，与

厅、狸小街白色恋人公园是一般北海道旅游线路的最经常安排。札

世无争，现今的小樽，到处可见到以红砖石建造、充满欧式风情的老

幌钟楼是木结构的两层建筑，看起来有典型的俄罗斯( 度假 )风格，是

式建筑。不过，最能代表小樽昔日繁华以及怀旧风貌的，还数那条静

札幌的象征。想要用最短时间了解札幌，就必须要到钟楼来，因为在

静流淌的小樽运河。

这里陈列着札幌的历史资料。
作为小樽最具魅力的观光景点，运河上的小桥是世界各地绘画、摄影
札幌冰雪节是日本北海道札幌市的传统节日。札幌冰雪节开始于

发烧友的创作地。漂亮的人力车、复古造型的人力车夫，使运河散发

1950 年，在每年最冷、雪最多的 2月的第一个星期举行。当时只是

出最独特的风光。为了保持怀旧的风格，运河两岸风光旖旎的散步道

高中生在大通公园制作一些雪雕，现今它已经发展成大规模的商

改用煤油路灯照明，每当夕阳西下，煤油灯一个个被点亮，整个小樽

业活动，每年有超过 20 0万的游客从全世界来欣赏这些壮美的冰

被笼罩在朦胧的灯光里，充满了梦幻气息。

雪雕塑。
每年2月会举行“小樽雪灯之路”的点灯仪式。运河上漂着400 个装了
雪祭里的所有雕塑永不重复，而且只展出7天，这也是每年的雪祭总

蜡烛的玻璃浮球，游客们入神地看着倒映在水面上的柔光。漂浮在

能让人感到惊喜的原因。札幌雪祭每一年都会有尊主雪像，除此之

运河上的七彩蜡烛球以及蜡烛路等，约有15万支蜡烛把小樽的夜晚

外，介绍国外建筑物的雪雕也总是雪祭中的主角。

照射得恍如童话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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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羊蹄山北侧的NISEKO群峰，其粉雪的雪质在世界上也屈指可数，

函馆：混搭的西洋风情

作为一级滑雪胜地闻名遐迩。这里分为三大区，在海拔较高的区内，
甚至到4月末还能滑雪。另外，温泉资源丰富，有循环巴士来往于5处

东西文化碰撞的作品——函馆，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有着自己独特

温泉之乡，还拥有冰雪环抱的露天浴场。

魅力的地方。早在150多年前，函馆就开始了与西方的交流，受到西洋
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函馆是如今日本最有西洋风情的地方。元町一

交通：NISEKO ANNUPURI、NISEKO东山、NISEKO Grand HIRAFU这三

带的街道两旁，各种旧西洋建筑——天主教会、圣约翰教堂、旧英国

个区，距离札幌均在105km以内。12月下旬到次年2月下旬，JR NISEKO

领事馆等，叫人仿佛置身欧洲，别有意境。更值一提的是函馆民居，一

EXPRESS每日两班，从札幌站开出约需1小时30分钟。从新千岁机场到

层通通是和式风格，二层则完全转变成西式别墅，这样的混搭建筑

NISEKO的直达巴士约需3小时。

实属罕见。若想体验，可以选择这样的民居旅馆入住。

RUSUTSU休闲度假区
与香港和那不勒斯港并称为世界三大夜景的函馆山夜景，你一定不

这个休闲度假区不仅是冬季，全年都可以游玩，能容纳约4000人同时

能错过。函馆山是火山喷发而成的，夜晚登山远眺，只见万盏明灯勾

住宿，是北海道规模最大的度假胜地。这里的滑雪场拥有从初级到

勒着函馆，星星点点，流光异彩。车流似一条条流动的光河，海面上

最高级的共37种滑道，所有滑道均可使用滑雪板。

也点缀着隐约可见的渔火，随波跳动，色彩缤纷。港湾的深蓝色与闪
耀的街灯形成鲜明的对比，函馆呈一片扇形展示在眼前，传说在夜景

交通：从新千岁机场开出的直达巴士约需2小时，从札幌开出的公共

中，如果能拼出灯光组成“心”字的话，好运就会降临。

汽车约需2小时。

人气滑雪场推荐

BANKEI滑雪场
从札幌市中心驱车只需20分钟左右的滑雪场。可在市内的圆山动物园

北海道位于日本的最北端，四面环海，冬季降雪丰厚、气候湿润，造就

玩雪，然后在此滑雪场待上2－3小时，甚至可以体验夜间滑雪。另外，

了那里得天独厚的优良天然滑雪场。在日本有600多处滑雪场地，仅在

与温泉配套的“滑雪温泉一日游”，可以在一天之内体验到雪、温泉

北海道就有130多处。北海道从11月中旬到次年的5月都可以滑雪。从中

及札幌的景致。滑雪杖、滑雪板、滑雪服等可租借。滑雪场的开放期

心城市札幌到北海道交通时间两个小时以内，有许多消遣胜地，不仅

间为12月上旬至次年3月下旬。

可享受滑雪、雪橇，还可打雪仗玩，享受机动雪橇和越野滑雪。
交通：从 JR 札幌站乘出租车约需20分钟。从地铁( 东西线 )圆山公园站

NISEKO

乘路线巴士约需15分钟。从千岁机场约需1小时10分钟。

浪漫烟花下的“冰之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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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你可以从他们的讲述
和生活中，感受这个民族与海洋和冰川休戚与共，与海豹和猎犬平等
相处的远古生命哲学。

天气晴好时，你可以乘坐皮筏艇，亲自踏上这块洁白的大陆，而在你
踏上这些处女地时，请配合靴子的消毒和杀菌工作，保护这片脆弱地
域的生态稳定性和独立性。

在极地长达数月的白昼中，欧若拉女神揭开她神秘的面纱，于是你便
看到了绚烂的极光。在北冰洋中逡巡，当游轮经过冰岛属地时，你将
看到冰火交织的世界—地热泉在冰天雪地中冒着热气，不远处则是

THE POLAR
极地 极地
文／图.半青

北

火山喷发形成的高地，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活火山炽热的岩浆。站
在皮筏艇中仰望面前几千年未融的巍峨冰川，你感受到的是人类的
渺小，以及这种永远无法为人类所驯服的天地之间的大美。

这里，与其说是一场旅行，不如说是一种人生经历。在经历了驶往南
极的行程之后，你会被自然原始的力量所震撼，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净
化，身心空灵，仿佛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人类文明踏上极地之初。极地的静谧和神秘就牵动了全世界探险家们

与那些天真的极地动物来一场美妙的邂逅，你能看到毛茸茸的幼年

的心，从极地的探索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一辈一辈的探险家累积的丰厚自

帝企鹅簇拥在浮冰上晒着太阳唱着歌，不远处的雪地上斑海豹的叫

然和人文资源。

声相互交织，这是一首南乔治地上的交响乐。南极鸥在头顶盘旋，突
然间，远处平静的海面上升腾起一股水柱，紧接着，你看到了难得一

京的灯红酒绿，迪拜的金碧辉煌，巴黎的摇曳多情……如

块陆地斯匹茨卑尔根群岛、巴芬海和格陵兰海，最终驶入加拿大最

果你已经厌倦了豪华游轮千篇一律的奢靡生活，不妨搭

北部的努温特省。与隐士般的白鲸不期而遇，和女神样的冰山擦肩而

上一艘驶往世外桃源的游轮，载着你远离所有这些令人眼

过，体会自然的壮阔与魅力。在航程中，会有著名的自然学者和动物

花缭乱的城市，抵达这个星球最遥远而神秘的两端，寻找那些永远无

专家为你带来严谨细致的讲座，同时还会有极地探险家与你一同分

法为人类所驯服的天地之间的大美。

享他的传奇经历。他们富有感染力的演讲，会拉近你和这片神秘的海

遇的蓝鲸的优雅背影。此时的你，会彻底融入这安宁静谧、天人合一
的境界中。

TIPS

域之间的距离。了解可亲而又可畏的自然，原来就是这么容易。
远离那些传统的航线，你将被LE PONANT 的Le Boreal（北冕号）和

L’Austral（南冠号）游轮带入天然造化却纤尘不染的世界里。在最远

你还可以深入北极腹地，探访北极圈里的原著民，这些世世代代生活

最远的天边，在极地永昼的夏日，走进冰与水的世界。Le Boreal游轮

在冰天雪地中的爱斯基摩人，他们的真实生活到底是怎样的？游轮将

将从雷克雅未克出发，驶入茫茫的北冰洋，途经北纬80度以上最后一

抵达人类最北端的聚居地，格陵兰岛的Illulissat 村，这个北极圈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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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姆酒店（The Palm Hotel & Spa）（五星级）
1.从每年11月到来年2月，是南极的“夏季”，也是南极旅游的季节，只有这段
时间，游轮可以进入南极。
2.除了科考站，南极大陆和附近海岛都没有居住点，大部分时间是在温暖的
船舱里度过的。
3.夏季是去北极圈探险的黄金季节，可以欣赏到午夜太阳和美丽的极光。
4.登陆活动由橡皮艇完成，游客从游轮上搭乘橡皮艇，达到陆地，通常只能
在陆地上停留1个小时左右。
5.南北极都非常寒冷，需要准备保暖、防风性能比较好的衣服、帽子、手套等
物，以及墨镜。准备一些“暖贴、暖宝”会非常有帮助。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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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JOY THE SWEET PARADISE
悠享甜蜜圣地
文.帕玛

图.Shanti Maurice

“香提”在梵语中代表“和平”，没有比这个词更贴切地形容这片清幽
之地，它隐谧于毛里求斯-天堂般岛屿的南部海岸。以其无与伦比的自
然景观，茂密的森林、蔚蓝的海洋、壮丽的群山与其独具魅力的历史人
文，完美融合演绎出毛里求斯旖旎迷人的独特风景。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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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堂之国- 毛里求斯被马克·吐温形容为“上帝依照毛里求斯

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毛里求斯仍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柱，蔗糖产业

的风景创造天堂”，携同知己好友，选择几日的避世离尘，

占其出口总额的90%，如今，蔗糖、旅游、纺织已经成为毛里求斯经济

享受非一般宁静的私人假期。

的基础，同时金融服务和信息技术也正在快速发展。

毛里求斯是Mascarene群岛的一部分，由印度洋深处的火山喷发形成。

香提莫里斯度假村（Shanti Maurice）于2006年12月正式营业，拥有61间

公元10 世纪，一群阿拉伯水手乘船，航行至印度洋与非洲东海岸之

宽敞的套房和别墅，花香迷人的热带花园覆盖其间。所有17栋别墅均

间，首次发现了该岛屿，并把它命名为Dina Harobi岛和废弃之岛。

坐落在海滩边，可以俯瞰浩瀚的印度洋，并对入住设施的私密性进行
最大限度的设计考量。房间设计融合了当代却隽永的毛里求斯和非

此后的500多年间，该岛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孤岛状态。直至1510年，

洲文化风格，凸显毛里求斯的当代气息。设计采用了天然材质，精致

葡萄牙人登上此岛，并将其命名为Cirné岛和天鹅岛。然而他们并没有

园景环绕其间，充满活力的当代艺术作品和雅致迷人的色调营造了一

在岛上定居，而是将它作为去往Goa和Mallaca的一个中转站。

个舒适、放松、时尚的生活空间。

岛上的第一批移民是荷兰人，他们于1598年抵达后，以莫里斯王子的

度假村呈现了一个避世绝俗的私享空间，每处细节设计都尽显轻松

名字，命名该岛为“毛里求斯”。同时荷兰人引进了农作物甘蔗，使它

惬意，巧妙融合了毛里求斯特有的海岛迷人风情，感受仿若贵宾般的

成为了该岛的重要命脉，另外还有爪哇鹿群，为一代又一代的毛里求

热情好客。

斯人提供了生存之食。遗憾的是，荷兰人竟将黑檀木森林夷为平地，
并猎杀渡渡鸟，致其灭绝，最后于1710年放弃于此定居。

Spa水疗

此后岛上经常遭受海盗们的劫掠。法国于1715年占领该岛，并将其命

香提莫里斯Shanti Maurice再次推出Spa水疗新方案，包括：最新的概

名为法兰西岛。直至1810年，英国占领该岛的时候，它已经发展成为一

念、疗法和套餐。

个繁荣的农业、商业和军事中心。该岛至此改名为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豪华度假村香提莫里斯Shanti Maurice再次推出Spa水疗新概
随着1835年奴隶制的废除，大量的印度劳工转向甘蔗种植园劳作。他

念“悠享环球健康养生之旅”。于上个月最新推出的此方案，包括一系

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定居在岛上，如今他们的后代已成为人口组成

列最新产品、特色疗法和主题套餐。主要围绕三个健康主题理念“东

中的大多数。一些中国人也前来开设商店及小型企业。

方”，
“印度”和“天然生物”，精心设计的愉悦体验，让宾客舒享纯粹
的放松。

毛里求斯于1968年3月12日独立，Seewoosagar Ramgoolam爵士成为其第
一任总理。1992年3月12日宣布成为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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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村内的水疗中心是印度洋地区最大、最好的水疗之一。3个“全浸

度理疗疗程，包括由两位治疗师施行的Abhyanga 和 Abhydhara，以及

润式”主题馆区将这些健康理念赋予得淋漓尽致。通过房间的设计、

Pizchili，Shirodhara 和Choornaswedana。此次最新推出专为这个馆区而

音乐、香氛和理疗，将不同的文化、环境和风格融入每个主题馆区，包

设的特色理疗“香提-DHARA”，是一种全身阿育吠陀按摩，其重点是

括其特色理疗。同时还提供精致美点，餐厅内更有养生排毒专用菜单

通过加注温油进行全身涂抹，以达到平衡穴位。理疗结束后，客人们

提供。

可躺在印度式花园内的吊床上进行休憩放松，品饮能量恢复茶。

度假村自始自终，一直坚守着它的天然、有机的理念，同时提供更多的

3.天然生物（Natural-Bio）：健康，美容和长寿

文化体验。通过理疗师的咨询和定制理疗方案，更多关注于每一位客

使用来自毛里求斯和欧洲的天然护肤产品，还有环保认证产品comfort

人的个性化体验。半天、全天和多天的套餐，附加丰富的餐饮选择，让

zone品牌，Natural-Bio馆内有6个特色理疗室和一个磨砂室。提供一系

客人在各个不同的馆区，进行体验式理疗，完全沉浸于独属的旅程中。

列的身体磨砂和敷裹理疗，均采用纯天然产品，如：咖啡、红糖、椰
子、木瓜和香蕉叶。其中最具特色的“香灵元素按摩”，将带宾客领略

1.东方馆区（Oriental）

一次完整的感知之旅，感受四个截然不同世界：东方情调、地中海风

东方馆区的理疗概念，受到来自中国、日本、泰国和巴厘岛的特色理

情、印度活力和古老沙漠部落。

疗启发。从三种风格迥异的东方雅舍小屋，可俯瞰精致小巧的禅式花
园，精心设计的日式植物，矮小的树林和竹子，淡淡和风直面而来。馆

天然生物（Natural-Bio）馆内，客人可以尝试多款精选新鲜水果，更有

内休闲区域，把盏香茗，香润沁心，更有真正的中国“功夫”表演。

绿色健康饮品以供选择。享受一次“无压力滋补”，它是由芹菜、黄瓜
和生姜调制而成，也可选择由甜菜根、胡萝卜和橙子调制的“重要防

除了第四个房间专门提供泰式按摩，其他理疗还包括指压按摩，巴

守出击”饮品。

厘岛四手按摩，热石疗法，反射疗法和灵气。东方馆区内的特色理疗
“西藏的声音按摩”，其特色是由藏式可发声的碗，再加上润肤露及

健身和瑜伽

香薰精油的混合按摩，能净化并平衡体内系统，使身、心、灵得到重
振复原。

此外，香提莫里斯还支持关注并健康的生活方式。其他的健身和健
康课程包括：压力管理、呼吸技巧、水上健身、水上旋转和水中按

2.印度馆区（Indian）

摩。传统瑜伽、冥想和普拉提（地板、瑜伽垫和工作室）继续提供，同

有五间阿育吠陀专用理疗室，香提莫里斯提供了多种综合性的印

时还有更多的新奇的项目，如划桨瑜伽和自行车瑜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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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卡塔海滩上的精彩
上椰树簇拥成林，普吉岛卡塔海滩船屋
酒店便座落在迷人宁静的世外桃源，正等宾客

为她揭开朦胧的面纱。

度假体验。卡塔海滩船屋酒店以无可挑剔的
优质服务，为宾客提供度假时的尊贵体验，还
特别设有会中文的酒店员工，这一贴心周到的服务
让来到普吉岛的中国游客不用担心语言问题，完全享有一
份宾至如归的安心和自在。

船屋餐厅提供了独具一格的泰式饕餮和法式料理。长廊酒吧里浓郁

THE SEASIDE RESORT
左手海滩，右手天堂
文.Patrick

图.塔海滩的普吉岛船屋海滩度假村、特瑞萨拉度假酒店

普吉岛的金色沙滩，印度洋吹来的徐徐暖风，透彻的让人身体充盈的蔚蓝
色天空。泛着仿佛在调色盘调过碧绿色加奶白色的海水。在这里感觉到的
是无法触及且难以言语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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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屋酒店虽小，却处处彰显精致品位，只因酒店是由泰国传奇建筑师

的法国红酒也绝对醇香浪漫。特别是坐落于海滨的Boathouse Wine&

M.L.Tridhosyuth Devakul设计，整体风格清新自然。船屋于1989年开业，

Grill餐厅，这家屡获殊荣的餐厅可为宾客们提供当地风味菜肴以及法

并从2006 年开始就荣获多项完美体验大奖。依海傍林，带有浓浓的

国式菜品。酒店提供外币兑换、洗衣服务和汽车租赁服务。宾客可参

泰式风情，设施一应俱全。酒店共有38间客房，每一间客房都能眺望

加的活动项目还包括泰国式菜肴烹饪课程、船只租赁以及按摩服务。

不远处碧蓝的安达曼海，并且距离卡塔海滩仅几步之遥，绿水白沙就

酒店相距普吉岛机场只有45分钟车程。

在你眼前。
卡塔海滩船屋酒店位于普吉岛西南面的卡塔海滩，和隶属于酒店的
酒店于近期完成修缮，在今年二月份庆祝了其开业25周年，并全新命

RE KÁ TA海滩俱乐部毗邻而建。采用热带花园风格的船屋酒店，占据

名为The Boathhouse by Montara。其新东家Montara酒店集团将这家开业

了卡塔海滩绝佳的海滨位置，拥有的38间房间中，每一间房间都是风

多年的精品酒店赋予了全新的活力，将其打造成普吉岛高端的一站式

景极佳的海景房。屡获殊荣的船屋餐厅、金奖酒窖与成熟完善的海滩

旅游胜地，专注为所有客人创造极其现代、包含所有生活方式的一种

俱乐部则为客人提供绝佳的美食美酒及活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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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1月至4月，恰逢泰国的旅游旺季，船屋酒店也推出其诚意定制的

成为许多新人的不二之选，从新娘妆发到景点摄影，私人轿车接送，

套餐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海岛度假，精彩纷呈的各种水上活动是许

酒店都一手包办。在热带风中摇摆的棕榈树的包围下，碧蓝的安达曼

多游客必不可少的体验，船屋酒店推出的“普吉岛探索之旅套餐”对

海闪着波光粼粼的浪花，赤脚漫步在蜂蜜色调的柔软沙滩，如此田园

爱好运动和探索的游客尤其富有吸引力：一小时的冲浆冲浪、室内冲

诗般的美妙场景中，将会实现每对新人梦寐以求的浪漫画面。船屋酒

浪及丛林飞梭，每项活动都十分精彩刺激，配合Uber合作提供的往返

店作为专业的婚礼策划和管理者一定会为宾客打造一场完美至极，

接送可满足每位客人的舒适出行，而一场纯正的泰式或精油Spa则让

毕生难忘的梦幻婚礼。

全身运动后的每寸肌肤都畅快舒展，如获新生。
网站：http://boathousephuket.com/
对于如今备受追崇的海岛婚礼，位于卡塔海滩上的船屋酒店绝对是

微博：http://weibo.com/boathouse/

新人举办婚礼的理想之地。酒店诚意奉献的婚纱摄影套餐也一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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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的第三个花园

从花匠到别墅住宅的私人管家，特瑞萨拉的客人都将得到这些专注
且殷勤好客的泰式服务。

特瑞萨拉度假酒店是普吉岛的一家超豪华别墅度假酒店，也是全球
最大最受欢迎的旅游社区-TripAdvisor上排名第一的全泳池别墅度假

特瑞萨拉度假酒店推出了诚意定制的套餐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特

酒店。它位于普吉岛西北海岸线静谧的私人港湾，骄傲地拥有48套泳

瑞萨拉的私人泳池别墅和私人住宅以其宽敞的使用空间、专业的服

池别墅与20套可供出租的私人住宅别墅。特瑞萨拉在梵语里意为“天

务、配备的儿童俱乐部尤其适合家庭型游客。特别推出的家庭度假套

堂的第三个花园”，来到特瑞萨拉度假酒店，就如同置身于一个充满

餐更为许多欲求享受天伦之旅的家庭提供了全面的便利，全天专配的厨

热带森林风情和异国情调的花园。更其值得一提是，酒店的每幢别墅

师与管家，贴心的婴儿看管服务，免费的儿童用餐，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尽

都有一个由自然灰大理石砌筑的无边游泳池，并坐拥安达曼海和终

情享受一个悠闲惬意的完美假期；对于生活在繁忙都市、每日陷于紧张

年可见的日落美景，低调、优雅的室内设计力求温馨且私密，专注于

工作的人们，特瑞萨拉则引入了真正世界级的超豪华排毒疗法，借由

让每位客人都能拥有绝佳私密的美好感受。

五日排毒套餐，以其极富魅力的特色理疗、健康美味的排毒料理、宁

静优雅的极致环境，为众多深受压力的都市人提供一个绝佳的排毒

浪漫晚餐，每个细节都会完美呈现。宽大的柚木甲板，高高的棕榈

减压方案。

树遮阴下，在位于海边的一幢幢华丽的私人别墅，酒店还将为新人
的婚礼仪式提供一系列美好而私密的选择。

在特瑞萨拉这片浪漫且私密性十足的世外桃源，对许多即将步入婚
姻礼堂并梦想拥有一场浪漫海岛婚礼的情侣而言，都是无可挑剔的

网站：http://trisara.com/

理想之地。此次酒店诚意奉献的婚纱摄影套餐也将成为许多新人

微博：http://weibo.com/trisaraphuket

的不二之选，从新娘妆发、捧花到景点摄影，以及入住期间的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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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IN GSTAAD PALACE
瑞士最佳冬季酒店
体验阿尔卑斯山情怀
文.Patrick

图.瑞士格施塔德皇宫酒店

当你在都市快节奏中迷失自我，可以选择出逃到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瑞士
格施塔德皇宫酒店。这里提倡“慢”，在这里你对时间的感知被拉长。阿
尔卑斯山的白雪像璀璨的钻石在阳光下烨烨生辉，那些童话般的雪中小
屋里，壁炉炭火正旺，瑞士松露奶酪火锅热气腾腾，背景里的蓝调音乐
充满了温馨和浪漫。在冰川3000上酣畅淋漓地滑雪，在星夜耀眼的雪
地里泡温泉，在冉冉升起的热气球中俯瞰绵延不绝的阿尔卑斯山，体验
那雪山极致的纯净，纯粹的、属于山的原味。这样的体验难道不是人生
一大乐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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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施塔德（Gstaad）位于阿尔卑斯山脉的腹地，距离日内瓦、
蒙特勒等城市都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中国人对这座“

瑞士最美的小镇” 并不是很熟悉，但欧洲不少电影明星

与名流在格施塔德都拥有度假屋。他们愿意在假日到这儿享受无人
打扰的清净，夏日健行，冬日滑雪，一年四季都有温泉可泡。同时，格
施塔德并没因此被贴上“傲慢”的标签，它看上去依然自然淳朴、景
象万千。

在格施塔德小镇最显眼的一座城堡式的建筑就是这里的地标 - 赫赫
有名的瑞士格施塔德皇宫酒店（Gstaad Palace）了。这座童话般的酒店
拥有一百年历史，迎来送往无数的皇室贵族及名流明星，曾入住的中
国明星也有不少。这是瑞士为数不多家族经营的酒店，不仅仅是因为
它的硬件设施多么奢华，更是因为它令人感叹的历史。二战期间，这
里少量的住客大多是前来瑞士流亡的难民。酒店因隐蔽在山间，被瑞
士政府选中，将大批黄金蔵匿于酒店两层高的煤仓。如今煤仓已成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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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奶酪餐厅。百年之间酒店历经艰难时期和战争动乱，后来伊丽莎白

行，乘坐雪橇从山上滑下感受的是安静与刺激。那么夏季的格施塔德

泰勒在这买了度假小屋，迈克尔·杰克逊称它为梦中城堡，新的客人也

则充满了冒险的精神，徒步，骑行，在流汗的同时内心有最真实的存

把它当作挚爱。酒店保留了很多传统设计和服务方式，所以到这里入

在感。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名人们是如何在这里度假的，那么不妨跟

住的客人们都很享受与历史融合的体验。

随我们的脚步来一场放松之旅。

尽管如此，你千万不要以为如此奢华的酒店会张扬，实际上这家度假

奢华精品店，不一样的购物体验

酒店非常低调，家族恪守的待客之道是“ 每位国王都是客人，每位客

在格施塔德，到处可见瑞士经典狩猎木屋式原始建筑，再加上此处

人也都是国王。”酒店拥有一位服务了四十多年的老管家，所以不管

坐拥阿尔卑斯山的美景和闻名的奢华精品店铺，铸就了独一无二的风

你是某位国家的王孙公主还是平凡客人，在这里的你都可以体验到

格。这里是瑞士1 3个顶级越野滑雪区之一，在这里很容易遇见名人或

国王般的享受。入住酒店的每一位客人的名字都会被记录下来，菜品

王室成员，所以在格施塔德汇聚了世界顶级奢侈品牌精品店，很多名

的忌口，甚至对于床单的喜好，都会被酒店重视。这种体贴入微的细

表制造商也在附近，格施塔德步行街，堪称是购物者的天堂。

致服务，带来了无比舒适的享受。
夜行马车，星光下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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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施塔德皇宫酒店的装潢极其考究，彰显雅致情调与含蓄奢华。104

格施塔德皇宫酒店可为客人安排多种周边活动体验，如雪上运动，

间客房共有20 种不同风格，每间房间都能透过窗户将花园美景和阿

热气球，健行等。如果入住格施塔德皇宫酒店，一定要体验“夜行马

尔卑斯山脉瑰丽的景致尽收眼底。酒店共拥有五家一流的餐厅，其中

车”。天黑以后乘坐传统马车在格施塔德上岗上行走，欣赏漫天星

“奶酪之家”La Fromagerie是品尝纯正地道的瑞士松露香槟奶酪火锅

光，呼吸纯净空气，约1小时后可到达当地农民的山林木屋，在烛光下

的好去处。

相拥最地道的瑞士火锅家庭晚宴。

格施塔德皇宫酒店只在夏、冬两个季节营业，这样是为了给旅客留

空中缆车，饱览阿尔卑斯山迷人风光

下瑞士最美好的印象，也为了保持高水准的服务。冬天到Eggli山上健

格施塔德以滑雪闻名于世，处处呈现迷人的风光，从村子里放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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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格施塔德皇宫酒店一直致力于让每一
位客人感到宾至如归。在这里，每位客人的资
料都被详细而永久地记载，细致到客人有什么
忌口，偏爱什么颜色的床单等。不论您喜欢的
是欢乐的乡村氛围还是奢华的欧式风格，格施
塔德皇宫酒店都能让您的假日梦想成真！
去，四周山峦起伏， 森林、草地、溪水与湖泊比比皆是。空中缆车
（Cable Car）是格施塔德非常依赖且独具特色的交通工具，全境设有
近70处上山吊车和缆车，途中皆设有观景台的舒适山区餐馆，是夏季
前往格施塔德山区健行时的必搭交通工具。

乘坐直升专机，探访名表制造工艺
家族之间的沟通，是瑞典的传统。所以酒店与很多家族企业都有着
密切的联系与良好的关系。萧邦家族（Chopard），是瑞士历史上制表
的尖端家族，在游历完瑞士的美景，享受过酒店奢华的服务后，或许
可以选择看看瑞士驰名世界的制表工艺。通过酒店的关系，宾客便
可以乘坐专门的直升机，有专业服务人员直接陪同到达萧邦制表的
工厂，去一探同样拥有悠久历史的肖邦手表文化了。

身心灵的美容SPA，爱上自己
来到瑞士格施塔德皇宫酒店， 如果不体验独特的山间Spa，那么此行
还算不得完美。酒店Spa隶属于LeadingSpa，水疗服务团队的人员来自
多种不同专业，其中包括高资历的医师。Spa产品由专家精心挑选，
其中包括L.Raphel、Sisley、CinqMondes、高山花园（Jardindes Monts）、

Pitanguy 等专业护肤产品，为宾客呈现身心灵的放松体验。皇宫酒店
的按摩师会告诉你，真正放松的状态是“ 和阿尔卑斯山的万物共呼
吸”，他会帮助你真正融合到格施塔德的自然美景中。其中值得推荐
的是酒店和高山花园（Jardindes Monts）联合制作的一种独特疗法，使
用高山花园品牌下100% 天然有机植物精油，通过放松按摩，让宾客
感受到马郁兰舒緩、温暖和排毒的特性，仿佛置身于大山和自然的怀
抱。这种按摩方式对于中国人的身体可以起到很好的排毒作用，推
荐有机会入住皇宫酒店的人都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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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ig Hut小木屋 享受天人合一
在瑞士超豪华五星级的酒店中，只有在格施塔德皇宫酒店才能体验瑞

这个冬季酒店结合格施塔德地区舒适的生活方式和阿尔卑斯山的冬

士山庄原汁原味的魅力Walig Hut(“Hut”意为“农舍”)。从酒店驾车约

季特色，为你提供难忘的冬季体验。除滑雪项目外, 还有丰富多彩独

20分钟，你将来到这间隐蔽于僻静一隅的传统农舍，它已有230年的历

特有趣的活动, 如奢华萧邦（Chopard）之旅，爱斯基摩狗拉雪橇，冰

史，内部设有厨房、饭厅、一间卧室，原始的壁炉和取水槽等。在这间农

屋体验，热气球之旅等。这个冬季选择让自己陶醉于阿尔卑斯山的原

舍里发生了无数个动人的故事……这里曾经是伊丽莎白泰勒的至爱。

始质朴、人情温暖、健康宜人、美食佳肴和热烈活动的氛围中吧。其
实你知道的，真正的奢侈是那份弥足珍贵的原味。

男士白天带着女友在山间游玩，傍晚时分绕到农舍附近，佯装偶遇，
领着女友进去，发现早已经备好了食材，于是他们在火炉旁做饭，继

父母带着两个孩子来农舍度周末：爸爸烧水，妈妈做菜，孩子在草地

而烛光晚餐、酒气氤氲，在温暖的木屋里共度良宵，还有什么比这更

上追逐嬉戏，在壁炉发出的微微火光里，爸爸读完睡前故事，妈妈给

好的时机说：
“嫁给我”呢？

他们掖好被子，从阁楼上下来，安心入眠……

2012年11月瑞士格施塔德皇宫酒店（Gstaad Palace）被瑞士当地媒体评

还有一次，格施塔德皇宫酒店迎来尊贵的客人Ralph Lauren，他乘坐专

为最佳冬季酒店，热情好客的服务豪华舒适的环境便利的滑雪设施

机抵达酒店后，向总经理 Andrea Scherz先生不耐烦地打了个招呼，临

使其赢得此项殊荣。作为为数不多的由家族拥有并亲自经营的酒店，

行前来道别，这位商业大亨一改之前严肃冷淡的态度，热泪盈眶地对

格施塔德皇宫酒店散发出浓浓的阿尔卑斯山特有的人情味。膳食总

他说：
“在农舍度过的一夜太美妙了，返璞归真，远离城市的车马水龙

管Gildo Bocchini先生在酒店工作了近半个世纪，他说：
“在如此瑰丽

回归到绝对寂静。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一天！”

的美景和亲同一家的氛围里，44年的时光如弹指一挥间，这期间也曾
困难重重，但正是这同舟共济的情谊让我们越来越离不开彼此。”他

相信如果你体验了上述种种美妙的经历之后，你不会再对自己的人生

兢兢业业地为Scherz家族服务了三代人，酒店所有重要的瞬间都与他

有任何的怀疑。世界之美如此种种，何必庸人自扰，何必纠结身份地

息息相关。这样的酒店在人情稀薄的年代本身就让人温暖，在寒冷

位，因为做一个凡人亦可享受这阿尔卑斯山的精髓。

的冬日中闪耀着星星点点的人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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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茨被壮丽的阿尔卑斯山和清澈的因河河水环绕，数百

圣

夜滑：提供夜间滑雪的雪场并不罕见，但在Corvatsch雪区，一条长达

条湖泊在山峦间汇聚。夏季，稳定的马洛亚风让这里成为

10 公里的世界最长雪道正吸引着滑雪爱好者跃跃欲试。滑完整个雪

风帆运动的圣地，瑰丽的田园风光在阡陌交错的步道间

道需要1个小时，途中经过四个陡峭的高坡，雪道最窄的地方只能同时

不经意展现；冬季，在这个瑞士最大的滑雪场上，长达350公里的雪道

容纳两块滑雪板，零下十几度的气候下能让人滑出一身汗。

以及顶级环球赛事的举行，让这里成为欧洲冬季最具活力的地方。
若你来这里，两季的圣莫里茨，各有风光，都不应错过。

雪车：这项古老的雪上运动自第一届冬季奥运会时就被列为正式比
赛项目，可以多人坐在雪车上，利用陀和方向盘控制速度与方向，是

200 多年以前，欧洲的贵族还只是把圣莫里茨当做避暑胜地前来消

WINTER AT ST MORITZ
奔向圣莫里茨的雪季

赛车与滑雪的完美结合。

夏，他们以为冬季的圣莫里茨寂静无趣。当地酒店业主Badrutt先生为
了改变这一“偏见”，邀请了一群英国游客前来过冬，并承诺不满意

长骨架雪橇运动：圣莫里茨冬季又一项古老而有趣的雪上运动，只在

就不要钱。英国客人到达之后Badrutt先生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冰上、雪

每年圣诞到第二年三月开放10条滑道，其中Shuttlecock弯道最刺激，最

上活动，令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冬季乐趣，就此打开了圣莫里茨冰

高时速可达140km/h。来此滑雪的人按照传统，还要穿上复古滑雪衫。

雪胜地的名气。

攀冰—体力与勇气的考验
滑雪—全家总动员

文.兜兜

图.Badrutt's Palace Hotel

在遥远的中世纪，当铁路、公路还远远落后的时代，位于海拔1800米的瑞士东南部城市圣
莫里茨就已经吸引了无数欧洲王室贵族前来度假。圣莫里茨从那时起就是“阿尔卑斯山的
会客厅”，王公贵族甘愿乘着马车赶上几天几夜的山路，也不愿错过这里精彩纷呈的社交
舞会与节庆活动。他们带着整整一季的华贵衣衫齐聚在阿尔卑斯山麓，用美酒和佳肴点亮
整个社交季的序幕……贵族的到来，催生了世界上最早的顶级酒店，这些酒店如今依旧传
承着古老的传统与宫廷般的礼仪，在一年中最好的两个季节开门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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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冰曾被视为“只有专业运动员才能从事的极限运动”，是体力与勇
高贵神秘的圣莫里茨，是两届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地，拥有全世界最好

气的双重考验。在圣莫里茨，既有人造自然冰墙也有冰瀑两种形式

的滑雪设施。附近的四个滑雪区内，罗列着长长短短数百条雪道，高

的攀冰方式。人造冰墙高100米、坡度70 —100度，适合初级和中级的

度落差超过3000米。从居住区坐缆车上雪场并不远，缆车的座椅上有

攀冰者。寻找刺激的人可以从圣莫里茨座车到蓬特雷西纳小镇，这里

防风的风斗和暖气，大点的坡度上设有扶手电梯，雪场周围还有咖啡

的瀑布在冬季凝结成巨大管风琴般的冰柱，令高难度攀冰者跃跃欲

馆和山顶餐厅。这数百条雪道中包含了奥运专用雪道、世界上最长的

试。蓬特雷西纳上还有一些专业的登山学校，提供攀岩、攀冰的技巧

雪道等几条极富传奇性的雪道，也有适合儿童和初学者的平缓雪道，

学习和富有经验的高山向导。

即使举家前往圣莫里茨，每个家庭成员也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
条雪道，纵情驰骋在冰天雪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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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高尔夫—最“考究”的雪上运动

暖意。圣莫里茨周围散落着星星点点的高山小镇，它们各有风情，且
都位于高山之中，马车是山间最佳的交通工具。在马车上让美酒打开

圣莫里茨是雪地高尔夫的发源地之一，最早的雪地高尔夫公开赛就

你的味蕾，再到小镇的餐馆中品尝当地佳肴，一路游览一路吃，两不

在这里举办。打球前夜，球场要做足准备工作：雪地每晚都要重新冻

耽误。

结，以确保高尔夫球的滚动能够平稳快速；积雪会被紧紧压实以界定
球道……深谙雪地高尔夫的人会觉得这项运动的变化性比普通高尔

泡医疗温泉—最舒服的享受

夫更大，高尔夫球在雪地上滚动时速度会变慢而且极难掌握方向感。
但是，还有什么比在阿尔卑斯山挥杆一击，征服难以揣摩的雪地更有

阿尔卑斯山清新的空气和富含的氧离子，使圣莫里茨成为举世闻名

成就感？

的疗养胜地。这里的温泉中富含天然的硫磺矿物，在美化肌肤的同
时，对皮肤炎症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深得贵族的钟爱。瑞士如今也

雪夜探访高山Chalet—阿尔卑斯山上的秘密花园

是医疗美容的前沿国家，在泡完具有医疗效果的温泉之后，当地的
疗养医院和美容机构还有与之配合的康体美肤疗程，特别是羊胎素，

圣莫里茨的海拔在1800米左右，并不算高。阿尔卑斯山的平均海拔高

瑞士仍是世界上唯一掌握羊胎素精炼提纯技术的国家。

达3000米，有些山体要达到4000米以上的海拔。上山顶的方式有很多
种，你既可以滑雪上山、攀冰上山，也可以租一部隔绝风雪的皇家马

Badrutt's Palace Hotel—圣莫里茨的会客厅

车，窝在温暖的羊毛毯中，打个小盹就到了。山顶会有传统的chalet供
人休息、吃饭或者住宿。如果你在晚上拜访可以选择住在这里，喝上

酒店的创始人Badrutt先生，是圣莫里茨冬季活动的先行者，他最先提

一碗热气腾腾的番茄浓汤，与亲密的伴侣窝在壁炉前享受静谧的时

出冬季酒店这一概念，并把它成功推广至整个欧洲。仅在冬季开业的

光。如中午来访，来此品尝纯正的阿尔卑斯农家菜再合适不过，天气

King’s Club是圣莫里茨最人声鼎沸的俱乐部，奥黛丽·赫本和查理·卓

晴好的时候在山顶走走，你会发现山顶的物种比其他地方更加丰富、

别人等人都非常钟爱在这里举办他们的庆功晚宴。被称为Le Grand

美丽，如同一个神秘的秘密花园。

Hall的酒店大厅，华丽的宫廷感装饰，极宽敞的空间，至今备受世界富
豪们的青睐。

坐马车寻美景—与美酒结伴
浮华之外，在酒店的Chesa Veglia——阿尔卑斯山上最古老的农庄，客人
豪华的马车，是山间一道独特的风景。圣莫里茨的马车还保有原汁原

可以一边享用最纯正的阿尔卑斯风情农家菜，一边看着厨师继续在冒

味的古典外观，极软的真皮坐垫和瑞士原产的绵阳毛毯给人带来乘

着热气的厨房中从木火炉里端出香气扑鼻的菜肴，映衬着墙上保留至

坐的舒适感，行车前点上一杯美酒佳酿，在寒冷的天气中带来别样的

今的手绘动物图案，与酒店华丽的宴会厅相比，又是另一番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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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NION:A MYSTERIAL ISLAND
绿岛仙踪 燃情冬季
文.Patrick

图.留尼汪旅游局

三百万年前，海底火山不断喷发，岩浆层层累积，最终露出海面，形成了留
尼汪岛。无论是宛如月球表面的火山景观，还是清澈见底的环礁泻湖，它们
都用独特的身姿装点着留尼汪岛。这座法属热带小岛上的每一处风景都带
给我们独特的惊喜。不论你喜欢阳光海滩还是绿野森林，爱好极限运动还
是徒步行走，都可以在这里获得全方位、多样化的度假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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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汪岛距北京9200多公里，坐落于印度洋，位于南半球的

留

静而神秘的玛法特冰斗，种种景象和经历总是令人难忘。冰斗中心地

正中心。留尼汪作为法国的海外省，既有世外乐土的独特

带道路纵横交错，为一日或多日徒步旅行提供了多样化的路线。最常

风情，也有法属领土的安全高质的生活。她有着被原始森

用的入口是贝夫山口（Col des Bœufs），位于玛法特冰斗和萨拉济冰斗

林覆盖的独特地貌，如山川、冰斗、峡谷等。而这些独特壮丽的自然

（Salazie）的临界处，并通向拉努韦勒岛（La Nouvelle）。

景观已经于2010 年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留尼汪
绝对是一个适合御寒的好去处。

萨拉济冰斗最易进出，植被也最葱郁，入谷路线还经过岛上最美的
瀑布之一：新娘头纱瀑布（Le Voile de la Mariée）。徒步终点是埃尔堡

徒步天堂

（Hell-Bourg）——一座十九世纪的宅邸（主人福利奥非常欢迎游客前
来参观）。萨拉济是一片仙境，要探索和欣赏这里的奇妙之处，可以

来到留尼汪岛旅行，短短几天就可以观赏到极其丰富的地貌和种类

从埃尔堡（Hell-Bourg）出发，尽情游览数日。

多样的动植物。在海边，清澈的泄湖以珊瑚礁为天然屏障，让人们可
以在海边尽情嬉戏，享受日光浴。岛上环境优美、气候温暖宜人，赋

锡拉奥冰斗仍然保持着昔日的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徒步爱好者。

予了留尼汪众多的优势。

这种岩石冰斗是户外运动的理想场所。这里还有独特的瀑布景观。
水流从光滑坚硬的岩石丛中飞泻而下，形成了布拉鲁热瀑布。而锡拉

留尼汪岛以其经典的徒步路线闻名于世。徒步全程达九百多公里，

奥最著名的就是温泉水疗、天然苏打水和特别出产的小扁豆。

一路穿越多种地貌，包括三千米险峰、壮丽火山、雄伟冰斗和茂密丛
林。岛上开发了三条主要徒步路线，涵盖了所有最美景观，并且相互

留尼汪之旅不容错过的还有两大山峰，内日峰（Piton des Neiges）和富

交错，方便游客探索自己的路线。

尔奈斯火山（Piton de la Fournaise）。富尔奈斯火山占据了海岛的东南
部，已有五十多万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活跃的活火山之一。坐落西

登上冰斗的唯一方式是徒步，这让登山的勇者有一种独揽众山的感

边的是更加年长的“兄弟山”——内日峰。这两座火山组成了留尼汪

觉。玛法特冰斗面积达95平方公里，是岛上不容错过的景观。山上道

岛的火山群。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游客，都希望一睹火山喷发的壮丽景

路众多，但跟随沿途标识就可以观赏到震撼人心的美景，感受大自然

象。踏上这片有着橙红色火山渣的土地，在硬岩行走的每一步逐渐

的馈赠；日出日落光影变幻，仿若一幅别具匠心的彩色风景画。在宁

将我们带入一个奇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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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留岛

建筑的传统，非常奢华、精致、优雅。只有亲身感受这些留尼汪汪建
筑中的阴凉才不虚此行。

这个曾经被称为波旁岛的海岛，其历史与17世纪的航海时代和法国海
外殖民有密切的关系。定居岛上的移民来自多个国家。最早，法国殖

16个“克里奥尔村镇”则是留尼汪生活方式的精髓体现。我们能够零

民者带着仆人从马达加斯加来到岛上。19世纪，法国为促进对这座岛

距离接触留尼汪的美食和手工艺品。留尼汪美食的历史就是从自由

的殖民，运来了大批印度奴隶。在克里奥尔化的过程中，许多欧洲人

集市上开始谱写的，它们融合了欧洲、印度、中国和马达加斯加等地不

来到这里，带来了丰富多样的文化。所以，在这里的同一个镇上，仅

同的风味，是一场视觉与味觉的饕餮盛宴。市场上的摊位一字排开，

仅相隔几个街道，我们就能看到印度教神庙、穆斯林清真寺、基督教

摆放着这座小岛所产的各种香草、香料。而咖喱和鲁盖尔（rougail）

堂和中国宝塔。各种文化和信仰都在留尼汪和谐交融，亚非欧洲文化

（一种特制调料）是克里奥尔美食最常见的两种传统风味。朗姆佳酿

在这里激情碰撞，也会一起庆祝许多不同的节日。如蹈火节、中国新

是留尼汪岛的慷慨馈赠和异域风情的最佳代言，朗姆酒伴的印度萨

年、泰米尔新年、关帝节、排灯节等等。

莫萨三角饺，则会让我们无法抗拒其魅力！

在不同文化的交融中诞生了克里奥尔文化，克里奥尔的建筑“cases”

光临小岛一定不能忘记去淘一些特色手工艺，如茶喀手工编织，还有

和特色的手工艺都是我们不容错过的。虽然Cases在法语中为简陋的

刺绣之家的展品，可以说这里出售的每一件都具有收藏价值。

小屋，但实际上这些建筑却受到印度建筑的影响，延续了19世纪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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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王国

躺在温热的沙滩上小憩。绵延30 公里的珊瑚礁保护着碧绿的海水，
我们在宁静而清澈的海水中畅游，享受着难得的美好时光。

留尼汪作为印度洋的圣地，一直致力于生态旅游。正是由于气候和海拔
的综合影响，使得留尼汪的生态系统变得极为多样化。在短短几公里的

我们也可以带着潜水装备，潜入深水中，感受着各种多姿多彩的鱼群

范围内，茂密的热带森林转瞬变为高山区。层层云彩之上，还有世界罕

游荡在我们身边：小丑鱼依偎在海葵中，还有豹纹泽鳝，优雅的蝠鲼

见独一无二的植物。当我们接近山顶，遍布的火山岩将这里装扮的如同

等等。

月球一样。我们徒步穿行贝布尔原始森林，探索这个自然的栖息地，零
距离接触这些植物，徜徉在盛开着兰花和百合的自然花园中。

观鲸的最佳时期是南半球的冬季，也就是6月－9月，虽然我们没有欣
赏到鲸鱼浪漫求偶的戏码或目睹幼鲸出世，但是我们也可以去留尼汪

我们有大把时间欣赏藏匿在岛上和海洋中的动物。如马达加斯加的

水族馆，一饱眼福。如今座头鲸已成为留尼汪岛的标志，两者之间有

蜥蜴——金粉守宫，还有喜欢在背包客身边飞来飞去的留岛鹃鵙。

一种相系的情结。座头鲸代表着大自然令人敬畏的遗产，是留尼汪最
重要的珍宝之一。

我们也可以沐浴在南半球的阳光下，远离北半球寒冷的冬季，悠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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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热门餐厅
1.留尼汪岛豪华酒店（Lux* Ile de La Reunion）（五星级）
供应海鲜、克里奥尔菜、法国菜、中国菜和印度菜等各色佳肴。最受欢迎的还是沙滩咖喱餐。
2.帕尔姆酒店（The Palm Hotel & Spa）（五星级）
酒店共有两间餐厅，一间是位于露台的克里奥尔餐厅，供应当地食材制作的丰富菜肴；另一间是望加锡美食餐厅，结合了当地食材和创意烹调。
3.布康卡诺酒店（Boucan Canot Hotel）（四星级）
留尼汪岛地形多样，食材丰富。布康卡诺酒店的美食餐厅根据当季食材，为顾客提供不同的创意菜肴。
4.天使别墅餐厅（The Villa Angélique restaurant）
位于圣丹尼（Saint-Denis），提供小酒馆式的午餐菜单和诱惑十足的一周菜单，遮阳露台上还有美味的自助甜点。餐厅位于花园之中，周围环境优雅、草木葱郁。
徒步路线推荐
1.布拉鲁热瀑布（Bras-Rouge Waterfall）：位于锡拉奥冰斗（Cilaos），往返2.5小时；
2.亚当峰（Pic Adam）环线：初级路线，可以看到圣丹尼（Saint-Denis）的美景，沿途生长着草莓番石榴树（guava trees），三小时往返，徒步时间一般为5月至7月；
3.黑色海角（Black Cap）和绿罐岩（Bottle Green Rock）： 一个半小时往返，起点处可以看见玛法特冰斗（Mafate），途中从海拔一千米处俯瞰派波河（Pebbl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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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M IN THE SEA
海洋上的品位
文. 苗珂

图.博纳多游艇

保罗·福塞在《品位》中曾对我们循循善诱：泛舟是最可靠的等级标志——
上层阶级以被地中海阳光晒黑的肤色而骄傲。而当20世纪初著名的金融家
J.P.摩根买了他的第一艘长达98米的“海盗II号”之后，财富这个令男人们
敏感的名词，就开始移植到了海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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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决定一切”——迈克·布莱曼把这句话印在

“尺

和那些买了私人飞机的富豪相比，做一艘游艇的主人的确还是不坏

自己的 T 恤上。他是德国超级游艇制造商乐顺

的，起码你可以随时将它开走，虽然去不了国外，但可以在大海上面随波

（Lürssen）的销售总监，一位拥有丰富游艇销售

逐浪。不像私人飞机，虽然拉风，但除了需要提前一天向军方申报飞行路

经验的人士。

线之外，还有一堆的报批手续，往往天上一个人飞，地上一群人跑。

根据国际惯用游艇划分标准，所有长度超过80 英尺的游艇可称之为

虽然中国的游艇主人比起中国的私人飞机主人幸福很多，他们可以呼

超级游艇（super yacht），包括快艇和帆船。
“尺寸决定一切”是乐顺私

朋唤友地叫上一群人上船吃海鲜或者打麻将或者谈事儿——这是这

下打出的口号。大名鼎鼎的保罗·艾伦的章鱼号和拉里·埃利森的旭日

个游艇阶层最喜欢说的买游艇的理由；但是和欧美的富豪们相比，中

号都出自乐顺。

国的游艇主人还是属于为了接待而消费的一群人，和那些为了征服公
海、为了美洲杯每次耗费上千万美元的世界顶级富豪相比，中国的富

Azimut（阿兹慕）是全球顶尖的休闲游艇品牌，其摩登先锋的创新、锐

豪更喜欢将游艇停在泊位上面举办一个香艳与美味兼备的派对。

意进取的研发和意大利卓越的工艺，一同构筑了品牌今天的辉煌成
就。无论是经典的飞桥游艇还是时尚的运动艇，其设计和生产都代表

这似乎与品位无关。西方的航海文化发展了几百年，游艇依然是富

着全球的潮流，是欧美和亚洲地区最畅销的意大利游艇品牌之一。

豪财富最有力的象征，而中国游艇文化不过区区十几年，又何必太
过苛责。

Azimut 98在大连下水——这是中国人拥有的第一艘超级游艇。
真正懂游艇的人会知道游艇文化是海洋文化的延伸，是一种生活理念
上世纪90 年代以来，世界超级游艇业飞速发展。20 年前独步天下的

和态度，这与你的游艇花了几千万，和尺寸有多大绝无关系。懂得欣

150 英尺游艇如今已挤不进世界一百强的排行榜。没有最大，只有更

赏的人会懂得每条游艇都是件艺术品，能分辨出英国游艇在充分渲

大——这就是游艇富豪们追求的目标。从上世纪80年代起，30年间，

染维多利亚式的贵族气息，意大利游艇充满拉丁味的浪漫华美，而美

世界超级游艇已经从几百艘飙升至6000艘以上。2008年，中国在这其

国的游艇则更个性和实用。他们或许会因工作的繁忙，几周才能玩上

中所占的份量不过是1/6000，但这毕竟是从0到1的质变。

一次游艇，但他们的脑海中，会时时浮现在大海中尽情遨游的那种快
感，一旦有空闲就会第一时间来到码头，与他的游艇形影不离。

“我并不清楚自己的游艇是中国最大的。”Azimut 98的主人赵明阳十
分低调地说。也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中国的第一位迈巴赫车主——

1999年，在上海外籍人士的小圈子里，很多人都兴奋地讨论着一件事

如今迈巴赫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了。这位中国首位超级游艇主

情，世界最大的游艇制造商——美国宾士域集团在中国成立了他们在

赵阳明这样表示他购买游艇的初衷：
“约上三五好友，出海玩玩，钓

世界上的第一家游艇俱乐部，同时也是中国第二家游艇俱乐部——太

钓鱼，在这样的氛围中，生意很容易就谈成了。之前的游艇太小了，不

湖水星游艇俱乐部。他们终于能够在中国也玩上他们在家乡最爱的游艇

够用，才换成一艘更大的。”

了，水星游艇的早期会员基本上是清一色是在上海工作的外籍人士。

阿兹姆98 Leonardo飞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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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游艇是新鲜玩意儿，他们很乐意带自己的中国朋友来苏州玩。
“我第一次来水星就是被我的一个美国的朋友拉来的，觉得不错，于
是在他的忽悠下，2000年我就买了自己的游艇。买完后他总是蹭我的
船玩，我才知道他真是太狡猾了。”现在已经是无锡太湖山水游艇俱
乐部的总经理史家驹就是水星最早的会员，在他的回忆中，他就是这
样被他的外籍朋友“拉下水”的，并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彻底沉
陷于游艇的魅力之中。

对于随后加入的中国富豪，那时他们财富积累迅速的让他们自己都
有点措手不及，扑面而来的种种诱惑，又让他们惊喜不断，所以舍得
大把银子花钱买享受。用上海某IT公司的老总王剑俊的话来说：
“那
时哪懂什么游艇啊，国内又少，媒体上也没有介绍，朋友拉我过来玩
了一圈，觉得挺过瘾，来第二次的时候就办了张卡，花近一百万买了
艘游艇。”于是，王剑俊就成了水星最早拥有游艇的十几个人中的一
个。
“这么快就买了？会不会太冲动了？”我问他。
“那时的游艇其实
就是炫耀型消费。” 王剑俊笑着给他购买游艇时的心态下了结语。

经过了早期冲动型的游艇消费，这波中国最早的游艇主在两三年后就
慢慢地理智起来，也就真正懂得了游艇的乐趣所在。
中国人拥有的第一艘超级游艇。阿兹姆98 Leonardo

“以前这个码头上停靠的游艇都是横着摆的，现在只能竖着了。”一
位不乐意透露名字的游艇主比划着眼前的泊位。至于他为什么喜欢
游艇生活，他是这样回答的：
“这里汇聚了一群很相似的人，没有人会
关心对方财富积累的方式和财富拥有的数量。能每周抽时间跑到这
里来的，都是真心喜欢这种亲水生活的人，我很容易结识新的朋友，
让自己的心完全地放松下来。”

阿兹姆98 Leonardo VIP卧舱，餐厅，淋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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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U-TURN:MEET THE AURORA
不可掉头：在大陆的最北端遇见极光
文／图.不可掉头

12个好朋友，2辆房车，60个国家，200座城市，11万公里……这是一个关于梦
想与友情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成长与历炼的故事。当别人在为大城市日益上涨
的房价油价物价发愁时，他们卖房卖车，开始了环球之旅。他们的车身上、统一
着装上印着四个字：不可掉头。他们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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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触摸欧洲大陆最北端，大家决定徒步前往。
“其实有很多人去徒

灯很亮，实际距离也非常远，那辆车没有看到他们，径直开走了。求

步挑战，但大多数人是夏天去，那段时间是北欧的极昼，天不会黑。

救失败，虽然很令大家失望，但至少让他们确信了自己的方向是正确

但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9月底，晚上5,6点的时候，天就黑了。”陈翰宾

的，是朝着该地区唯一的公路前进。根据对方车灯的距离，他们估计

回忆道。正常的徒步往返需要大约4-5个小时，为了赶在天黑之前回到

自己还需要走两三个小时才能抵达公路边。

停车的驻地，队员们早上8、9点钟就出发。但是，由于成员多，边走边
拍照、拍短片，欣赏风景，单程就花去了大约5个小时。回程才走了半

走了一段路之后，又有一辆闪着黄灯的工程车开过来。
“当时我们使

个多小时，天就完全黑了。

劲喊，摇晃手电筒。那辆车其实已经开了过去，发现了我们，又掉头
回来了。开回来就横在路中间，打着大灯，照着我们的方向。当时我们

“那地方连树都没有，仅有的植物就是地衣，到处是大石头，没有地

就觉得，天哪，至少有人知道我们在这里了，现在就算倒下，也会有人

标，来时的路根本认不出来。”陈翰宾说，
“没有信号，手机里的GPS

来救我们的。”划破黑夜的车灯给了队员们无限的希望和鼓舞，大概

是一片空白，也没带指南针。幸好当时不是阴天，能看到月亮，我们就

又走了半个多小时，他们终于踏上了公路的路基。这一刻，大家几乎

迎着月亮，打着手电筒，摸索着往前走。”

都要瘫倒在地上。开车的挪威人也看傻了。
“他们问我们在这里干什
么，说我们这样太危险了，这个季节没人这么做。”陈翰宾说，
“我们

由于没想到会耽搁这么久，大家带的食物并不多，而且大多数食物在

那时候只觉得，终于得救了，活过来了。”

抵达最北端、返程之前就吃完了。当地的白天温度在3度左右，夜晚降
至零下10度左右，身上的防寒服远远不够，队员们又冷又饿又疲惫，

遇到挪威工程车的地点，距离“不可掉头”队员们停房车的地点只有

踩在大石头上，不断扭到脚，摔倒很多次。没有石头的地方就是泥泞

几百米，证明他们在黑暗中摸索的方向还是正确的。没多久，我们在

和浅滩。一路走得跌跌撞撞，衣衫湿透，非常狼狈。

盘山公路上刹车失灵，差点冲下山崖，那一次，让所有的队员都心有
余悸一辈子。虽然经历了这样的生死考验，但挪威依然给队员们留下

旅

游玩享乐，有人为了感受不一样的世界，有人为了赚钱。

利亚的凯恩斯当导游，接触到的游客和领队都来自中国，其中一位领

终倒下了，应该蜷缩成什么姿势。”队员们都是筋疲力竭，心里忐忑，

队旗，欣赏到了全世界最美丽的自然风光，品尝到了长这么大吃过的

“不可掉头”的旅行有12个人，那必定有12个旅行的意义。

队的朋友与陈翰宾是大学同学。这位领队听说了房车周游世界的计

但还是彼此鼓励扶持。不知走了多久，他们隐约看到前方有车灯，立

最好吃的海鲜。

对于队长陈翰宾而言，旅行的意义是不想一辈子都生活在办公室的

划，便问同样喜欢旅游的Bryce 是否有兴趣。与陈翰宾在网上交谈几

刻挥动手中的手电筒，向空中画圈，打出呼救信号。但是由于对方车

格子间里，不想通过电脑电视机屏幕和报纸杂志来认识这个世界，他

次后，Bryce就毅然辞掉了导游工作，回到台湾办理旅行所需的签证，

想在他老去之前看看他生活的这个星球，让自己最青春的面孔留在

正式加入“不可掉头”。

以装很多东西，不局限于普通旅行的几个箱包。不过，要开大房车上

在回程的5 个多小时里，陈翰宾几乎觉得自己走不到最后了，在一片

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我肯定要再回去

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求司机的驾驶技术熟练，而且沉稳冷

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脑子里不断回想过去20多年的人生。吴静一也表

一次。”陈翰宾说。对于“不可掉头”而言，这次挪威之行最大的收获

行的意义因人而异，有人为了逃离现在的生活，有人为了

静。除了陈翰宾以外，还有一位司机是台湾男生Bryce。Bryce曾在澳大

示，当时风很大很冷，自己也很害怕，
“我脑子里一直想象着，如果最

是他们走到了欧亚大陆最北端的北角，插上了中国国旗和不可掉头

房车，完美的旅行工具

最美的景色里，这是他的梦想。

挪威徒步遇险记
陈翰宾曾坦言自己并不是一个喜欢独自旅行的人，
“我喜欢热闹，和
老婆朋友一起，所以一开始我就打算开一辆大车环游世界。”陈翰宾

一群朋友开着房车去旅行，一路赏景、畅谈，生活在一起，互相关照，

笑言，他同样不喜欢飞机旅行。
“我也不喜欢从A 地到B地的那种定点

是一件非常温馨的事情，但是旅行途中也充满了困难和危险。谈起走

路线，不喜欢坐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途中

过的每一个国家，那些特别的经历都让队员们难以忘怀。
“开车过巴

什么也看不到。”而房车旅行则让他充满了惊喜，
“从一个地点到另一

基斯坦的时候是挺危险的。”陈翰宾说，
“不过至今我觉得最危险的

个地点，中间也许有一万里，会经过许多国家，遇见许多不同的人，看

一次是在挪威。”

到许多不同的风景。我喜欢这种陆路旅行的经历。”
提起在挪威遇险的经历，陈翰宾还是有些既心有余悸又庆幸。在挪威
事实上，经过一年半的房车自驾旅行，陈翰宾和队友一致认为房车是

的最北边有一个北角，是官方所称的欧洲大陆最北端，再往前就是北

最完美的旅行交通工具，没有之一。房车灵活，想什么时候停车就什

冰洋，没有陆地了。
“那个北角可以开车到达，是一个300多米高的悬

么时候停车，时间不受班车和班机的控制，行在路上看见美景，就能

崖，垂直削入北冰洋，有一种抵达世界尽头，一切戛然而止的感觉，非

停下来观赏，累了也能就近停靠休息，是非常自由自主的旅行方式。

常壮观。”但是队员们并没有就此满足，因为这里还不是真正的欧洲

房车旅行比其他方式省钱，出行的人越多越省钱。不仅沿途居住的

大陆最北端。
“其实旁边还有一个海湾，比北角还要往北1400多米，

问题解决了，它的移动厨房可以让你在异国他乡做故乡的饭菜，它可

但是那里没有路，就是个无人区，只能徒步走9公里多，才能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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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让旅行变得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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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光、美味不可抵挡

现在则是游客必来的观光区，由于这里是通往大西洋和北极海的航
线起点，所以全挪威一半的鱼类和鱼制品都是从这里外运。

在距离北角100 公里处，不可掉头团队见到了他们一生中第一次见到
的极光，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所以这次不管天寒地冻，大家都

在卑尔根的街头，大同小异野兽制品商店让队员们颇感争议，里面出

迫不及待，拿着相机、脚架冲下车，去拍摄人生第一道极光。

售用驯鹿、貂、蓝狐狸、海豹等动物皮毛做成的商品，有帽子鞋子皮
包等等，店员说这些皮毛的来源有家养的也有野生的，据说在挪威可

抵达北角时，已是晚上，周围黑漆漆的一片，什么也见不到，因此只能

以合法捕杀，只是经营必须要有合法的执照。

期待白天再来感受这个地方的神奇。本来队员们还想隔着北冰洋使
劲往北极圈陆地那边望一会，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结果雾气太大什么

断崖挑战

也没有看到，反倒把脸冻僵了。17世纪的旅行家尼格理Francesco Negr一
路奔波到过北角Nordkapp，写下了一段文字：
“就在这儿，世界走到了

在卑尔根邮局收集邮戳寄明信片，偶然得知有几个更具有挑战性的

尽头，我的好奇心也到了尽头。”

海湾，于是他们都跃跃欲试，想去看看。挑战挪威Preikestolen断崖，就
是带着美丽的梦想，走过崎岖布满石头，并随时又迷路危险的山路，

在前往挪威卑尔根的路上，队员们最大的感受就是海湾多，隧道多，

登上山顶，坐在604 公尺的断崖。一路走来就是挑战，能够坐在断崖

经过最长的穿山隧道足有24.5km，不得不赞叹挪威人造隧道的技术

上则是更大的挑战。经过两小时.3.8公里的山路，一行人终于抵达604公

和能力。道路的两旁是金灿灿的一片，花草树木呈现出一种别样的

尺的断崖。事实证明不是只有男人才有挑战精神，女人也有，连有恐高

美。距离出发第136天，不可掉头团队抵达挪威的卑尔根。一到城市，

症的吴静一最后都坐到了断崖边上。在断崖旁，远眺美得令人窒息的

队员们马不停蹄地赶到鱼市场体验海鲜大餐，新鲜的鲑鱼、海鲜浓

海湾，那种辽阔的情怀无法言说。挑战完断崖，晚上队员们就回到房车

汤、帝王蟹脚等。挪威最著名的当以不同口味、不同做法的三文鱼和

营地生火做饭，吃火锅聊天，这个地方清冷宁静，没有大城市的喧嚣，

雪蟹为标志。从16世纪开始，卑尔根的鱼市场就是鱼货的集散中心，

设施不豪华，但很实用方便，环境也很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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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断崖上不断挑战我们自己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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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挪威黑色的荒原
2.挪威的餐厅提供各式各样美味的海鲜
3.旅途中充满乐形形色色的欢乐和惊险
4.旅途中美丽的风景让人忘记了疲惫
5.在挪威常常遇见有趣的指路牌

3

2

起航吧，海盗！
4

5

挪威是一个有着悠久航海历史的国家，在奥斯陆就有四个著名的航海博物馆，可以了解挪威的航海历史。海盗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造型独特美观
的海盗船，你可以想象当年海盗们乘风破浪的风姿和不可一世的霸道生活。看过加勒比海盗的朋友想必对这些更有兴趣，这次队员们见到了三
艘从奥斯陆海湾出土的保存最完整的维京时代的艺术品，也是殉葬品——海盗船。

在这些海盗船中保存最完整的又是一艘叫奥塞贝格号（Oseberg）的海盗船，它是9世纪澳沙女王的陪葬船，发掘于1904年，全盛时期有三十名水

TIPS

手划桨，船身刻有龙和蛇的造型，船舱内有当时最珍贵的艺术品，出土时那些木制品都成了碎片，现在看到的都是经由科学家们一片一片复原
的，重新复原的船长22公尺，最宽达5公尺。人站到它旁边显得非常渺小。

观完海盗博物馆后，队员们拿到挪威奥斯陆的邮戳，寄了明信片，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站：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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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掉头”的房车旅行开车小技巧：
1. 房车通常要更长更宽更高，所以要注意各个地方的路况，限高限宽要看清楚，一旦撞上就有可能把房车的结构毁掉。
2. 房车通常自重较大，那刹车的时间和距离都要拉长，不然很容易就追尾了。
3. 由于房车较高，拐弯时也需放慢速度，不然容易侧翻。
4. 最后要注意经常检查轮胎，房车一旦爆胎尤其是爆前胎，就有可能车毁人亡。我们经历的几次爆胎还好都是后面的双层胎，所以没有太大危险，但轮胎的钱是绝
对不能省的，前胎只要发现磨损了一半，即使还没磨损到安全线，也要马上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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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et Wine 美酒

WINE OF AUSTRALIA
澳洲葡萄酒之都
文.艾宣

图.Heavens Portfolio

南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享誉全球。澳大利亚的葡萄酒有一半（许多人称是最好的那一
半）产自此地，其中包括阿德莱德山（Adelaide Hill）、芭萝莎（Barossa）、 嘉利谷
（Clare Valley）、麦拿伦谷（McLaren Vale）及库纳瓦拉（Coonawarra）等几处精
选区域，是顶级葡萄酒的主要产地，是全球葡萄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南澳大利
亚葡萄酒的品质魅力，葡萄园所在地的特殊风光也是值得一游的原因。以石灰岩海岸
（Limestone Coast）地区为例，葡萄园就位于浩瀚辽阔的松树林旁，比邻世界遗产纳
拉库特（Naracoorte）化石遗址，游客在此地区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美妙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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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澳产区，无论从葡萄酒产量，庄园规模和种植面积，还是

相类似，其广布的云层在最重要的果实成熟期间使气温变得较为温

国际声誉，都在澳大利亚众多产区中首屈一指，其中以以

和。不仅如此，其宝贵的石灰石层地形和举世闻名的 Terra Rossa红土

下五大产区最为著名。

（库纳瓦拉的红土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土壤），是隐藏在库纳瓦拉葡
萄产区的另一大宝藏，因此库纳瓦拉有着“the Bordeaux of Australia”

阿德莱德山Adelaide Hills

的称号（澳洲的波尔多）。著名酒庄包括Lindemans，Wynns，Yalumba，

Koonara等。
阿德莱德山被喻为澳大利亚主要的清凉气候酒区，比较有名的酒庄
包括the Nepenthe, the Lane Vineyard，和Penfold Magill Estate等。真正的

嘉利谷Clare Valley

品酒大师或美酒爱好者一定不能错过探访Penfold Magill Estate。作为
奔富很著名的一个葡萄园，她拥有的酒庄古老建筑和装备，从1845年

嘉利谷于1840 年被英国、爱尔兰，和波兰人建立的，她以“澳大利亚

即已经存在。除此之外，该庄园生产的葡萄酒每一年都是限量的，它

雷司令（Riesling）的故乡”而闻名，多年来因为其不断出产高质量的

出品的GRANGE系列GRANGE1998曾经在2003年卖出了合人民币43万

葡萄酒赢得很多国际忠实消费者。

的天价！阿德莱德山由多座山峰组成，距市中心仅不过20分钟
车程，可在山上鸟瞰阿市美景。阿德莱德山以绝佳的

嘉利谷位于南澳北部，在群山环抱之中，其独特之处在于山

地理位置、迤逦的风景及丰富多彩的自然文化组

谷中因地形，土壤和海拔的不同分成五个次厂区，分
别是Sevenhill，Clare，Watervale，Polish Hill River，

合，是想体验真正澳洲乡村生活但又不想远

and Auburn，他们生产出来的葡萄酒口感和风

离城市的人们的必选之地。

格也大不相同。除了雷司令以外，嘉利谷出产
的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和西拉（Shiraz）

芭萝莎谷Barossa Valley

也广受好评。著名酒厂有：Leasingham，Taylors、
芭萝莎是澳洲著名葡萄酒的发源地 ,芭萝

Sevenhill等。

莎产区根据气候和海拔的不同，分为Eden

Valley 和Barossa Valley两部分，这里介绍的是气

麦拿仑谷Mclaren Vale

候较为炎热的Barossa Valley，作为澳洲历史最悠久的
产地之一，芭罗莎谷由德国农夫Luthern在1830 年建立，是

澳大利亚芭萝莎谷和麦拿仑谷每年都要为争夺“澳大利亚最好

众多著名酒庄的诞生地，如Penfolds, Henschke ,Elderton等等。另一著名

的施赫”这一殊荣而展开竞赛。麦拿仑谷在阿德莱德南部，濒临海岸

品牌Hensckhe Hill of Grace则产自与Barossa Valley接壤的Eden Valley。

线，被众多的草原和果园包围。她肥沃的土壤和来自圣文森特深谷的

连绵的山脉，肥沃的土壤，加上地中海气候，使其生产出丰满的红酒

水源使当地能够生产出味道醇厚的红葡萄酒和口感强劲却又均衡的

和精致的白葡萄酒，品种包括赛蜜蓉(Semillon)和霞多丽(Chardonnay)，

白葡萄酒。

出产的西拉（Shiraz）葡萄酒饱满浓郁，更成为澳州葡萄酒的象征。
虽然在20年前此地区在葡萄酿造业上还是默默无闻，但现今已拥有

库纳瓦拉Coonawarra

超过 50 个葡萄园和门市店（Celler Door）。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
环保种植理念，对灌溉水源的充分运用和对环境的有序利用和保护，

库纳瓦拉一词，源自澳洲土著语 Coonawarra，意为“金银花”，早在

为麦拿仑谷赢得了“葡萄酒绿洲“的美誉。

1890 年，早期欧洲移民就开始在此种植葡萄，酿制美酒。一个多世纪

的发展，让库纳瓦拉，这个坐落于南澳葡萄酒产区中心的宝地闻名

麦拿仑谷最具领导地位的红葡萄品种是西拉（Shiraz），赤霞珠（Cabernet

遐迩，尤其以果味浓郁赤霞珠（Carbernet Sauvignon）和柔顺平和的西

Sauvignon），和梅洛（Merlot），白葡萄品种有霞多丽（Chardonnay），白苏

拉（Shiraz）葡萄酒着称。而在澳洲所有产酒区中，库纳瓦拉之所以出

维翁(Sauvignon Blanc)，赛蜜蓉(Semillon)和雷司令(Riesling)。著名酒庄有

类拔萃是因为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因为其独特的地质和气候条件特

Coriole、d’Arenberg、Primo Estate等。

别适合种植最优质的酿酒葡萄使然。库纳瓦拉的天气与法国波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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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酒庄：

驱车前往安格斯顿（Angaston）途中，可以到文娜斯山了望台（Mengler

Hill Lookout）鸟瞰芭萝莎谷（Barossa Valley）的怡人景致。在安格斯顿，
芭萝莎是世界上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葡萄酒产区之一，位于阿德莱

可以到安格斯顿果园（Angas Park Fruit）公司选购美味的干果，或是到

德东北约一小时车程。从林道（Lyndoch）出发，沿途有无数景点和葡

芭萝莎谷乳酪公司（Barossa Valley Cheese Company）挑选可口的乳酪。

萄酒厂值得一游。在罗兰低地（Rowland Flat），参观著名的葡萄酒之家

索莱葡萄酒厂（Saltram Winery）和御兰堡（Yalumba）就在安格斯顿附

杰卡斯游客中心（Jacob’s Creek Vistor Centre）和杰卡斯溪本身，以及著

近，也非常值得一游。

名酒厂奥兰多云咸（Orlando Wyndham）公司的酒窖。这条路线上的葡
萄酒厂还有格兰堡（Grant Burge）和圣雅格（St Hallett），两者皆以其优

当天下午继续探访这个地区林林总总的葡萄酒厂，或去看看努里乌

质的葡萄酒而享有盛名。

特帕（Nuriootpa）镇，附近的艾德顿葡萄酒庄（Elderton Wines）、奔
富葡萄酒庄（Penfolds Wines）以及极富当代气息的禾富酒园游客中心

塔伦达（Tanunda）是个迷人的小镇，要游览其独特的历史景点，徒步

（Wolf Blass Visitor Centre）。芭萝莎地区到处都可获得上等的餐饮体

是最佳方式。镇上还有许多上等的乡村咖啡馆、面包店、古董店以及

验。如果喜欢户外野餐，或是想品尝美味的土特产，麦姬比尔农庄商

手工艺品店。其他位于塔伦达镇郊外的酒厂包括：塔伦达庄园（Chateau

店（Maggie Beer’s Farm Shop）绝对是不二之选。晚餐的话，不妨一试

Tanunda）、彼得利蒙葡萄酒厂（Peter Lehmann Wines）、瑞蒙德庄园

塔伦达镇上的1918 Bistro & Grill、安格斯顿附近的Vintners Bar & Grill

（Richmond Grove）以及蓝迈庄园（Langmeil Winery），也不妨一看。

Salters，或是The Louise酒店的The Appellation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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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卡斯游客中心（Jacob’s Creek Visitor Centre）

年一连三年夺得詹美华生大奖，他的Black Label Cabernet Sauvignon

芭萝莎谷是澳洲最著名的葡萄栽培和酿酒地区。当地有众多各具特

Shiraz 名声大噪，于是禾富酒庄发展迅速。现在极富当代气息的现代

色的葡萄园，其中的杰卡斯是当地规模最大的葡萄园，也是澳洲的

化禾富酒园游客中心（Wolf Blass Visitor Centre）设有品酒室和私人酒

三大红酒品牌之一。杰卡斯游客中心（Jacob’s Creek Visitor Centre）建

窖房，提供顶级品牌葡萄酒的“品酒鉴赏活动”（Tasting Flights）。您还

在历史悠久的杰卡斯溪河岸上。杰卡斯游客中心拥有品酒室、酒窖、

可以看到当时的小锡屋。游客可以品尝自己调配的葡萄酒，也可以在

历史博物馆、陈列酒庄、以及著名的杰卡斯酒庄风光。在杰卡斯访客

餐厅里享受到别具一格的风味美食，无论是品尝自己调配的葡萄酒也

中心，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雄伟的葡萄酒厂而且还能领略芭萝莎的

好还是在餐厅里用餐都会给您带来一种不同的经历。禾富酒庄的酒

魅力风景，还可以在餐厅里享受美味的午餐和上等葡萄酒，也可以去

用颜色分级，由上而下是：白金、黑牌、灰牌、金牌、黄牌、红牌。然

到葡萄园酒窖了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其中葡萄园就有14个不同的种

后是基本的Eaglehawk。

类。游客也可以欣赏澳大利亚野外的风景。多种多样的葡萄酒针对不
同的人群，午餐晚餐都按照季节而变化。

沙普酒庄（Seppeltsfied）
作为南澳大利亚标志性的酒庄，沙普酒庄（Seppeltsfield）有着骄傲而

特色项目有：当地土特产品尝、酒窖葡萄酒销售、餐馆，还有专门展示

尊贵的过往，其历史可以追朔至1851年。沙普酒庄的百年地窖也有着

葡萄栽培、酿酒及澳大利亚最成功葡萄酒品牌之一的历史的展览馆。

自己真正独一无二的酿酒系统，每一桶美酒在面世之前都要经过一
个世纪（100年）的陈年发酵，而这样的工艺和传统是由Benno Seppelt

奔富酒庄（Penfolds）

于1878年创造的。酒庄的镇店之宝是有着100年历史的的钵酒(Port), 而

南澳大利亚芭萝莎谷气候宜人，除了有优美的丘陵庄园景色外，出产

这款名为Para100 yr Old Vintage Tawny的陈酿价格更是高达6500元人民

于芭萝莎谷的葡萄酒更是举世闻名。许多澳大利亚顶级的葡萄酒庄

币左右。

园如奔富、杰卡斯、禾富等酒厂皆有芭萝莎谷出产的葡萄酒。来到芭
萝莎造访酒庄，许多游客一定不会错过奔富酒庄。自1844年创建，奔

外观宏伟的沙普庄园坐落于美丽的芭萝莎山谷内，游客能在这里享

富长久以来为全世界的葡萄酒爱好者所爱戴。奔富的独特风格，由创

受到丰富多样的旅游体验——包括美食美酒品鉴以及酒庄文化遗

始人奔富和玛丽夫妇开始。 由传奇酿酒师Max Schubert创始, 经跟随

产游。庄园去年还获得过“澳大利亚极致酒厂体验”的认证，在这之

他的后人推敲, 加上奔富每一位酿酒师的精炼, 无论在50年代, 60年代

后，酒庄推出了最新的附导游的旅游套餐，除了畅游庄园之外，游客

还是在今天, 都是鹤立鸡群, 傲视群雄。在奔富, 每个人年龄, 背景和分

还有机会品尝到他们出生年份的葡萄酒（Drink Your Birth Year Wine）,

工各不相同, 但是都在执著地追求着被一致公认的奔富卓越无暇的品

品尝完还可以把自己出生那年的葡萄酒买回家收藏，是不可多得的

质。来到奔富位于芭萝莎的酒厂除了可以一品其知名的红葡萄酒，另

品酒体验。除此之外，酒庄一百年藏的茶色钵酒也不容错过，即便是

一项特色即是奔富酒庄的“亲调葡萄酒之旅”。参加“亲调葡萄酒之

喜欢香甜口味的女士，也未必习惯钵酒味道，它们经常给你甜腻的印

旅”的游客将被邀请到酿酒师实验室。首先会为您解说葡萄酒的风

象。而百年沙普酒庄做出来的钵酒却与众不同。

格和品种后，然后逐一品尝不同葡萄品种所酿造出的葡萄酒。您将可
以依照自己的口感，亲手调出独树一格的红葡萄酒。然后您可以将自

彼得利蒙葡萄酒厂酒窖（Peter Lehmann wines Cellar Door）

己调制好的葡萄酒装瓶，贴上拥有自己名字的标签带回家做纪念或

彼得利蒙葡萄酒厂酒窖（Peter Lehmann wines Cellar Door）会给每位

当特别的礼品赠予亲友。奔富酒庄的Grange葡萄酒最为出色，可以说

游客不一样的经历。1至30人的团队都可在彼得利蒙葡萄酒厂（Peter

是芭罗莎的酒王，这是澳洲首次在国际红酒比赛中获得红酒类冠军，

Lehmann wines）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在特殊的品尝室里品尝各种不同的

价格不菲却极具有收藏价值。

葡萄酒，包括放置很久的上等葡萄酒。这些过程通常会花费游客们1
个小时的时间，但时间的长短还是根据个人的喜好而定。所有等级的
葡萄酒都可以品尝。

禾富酒庄（Wolf Blass）
像很多芭萝莎酒庄一样，Wolf Blass的创办人Wolfgang Blass也是德国

里士满韦酒厂（Richmond Grove Winery）

来的移民，在德国修读酿酒课程之后，1961年（27岁）来到澳洲，口袋

游客们在里士满韦酒厂里可以参观到酿酒的全过程。游客们也可以

里只有100英镑，他充满雄心壮志，决心要在澳洲酒坛闯出名堂。1966

看到1897诞生的传统酿酒机和一些旧木桶的展示。里士满韦酒厂欢

年他在努里乌特帕（Nuriootpa）附近的一间小屋开始酿酒，1974至1976

迎大家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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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FING IN IRELAND
圣地爱尔兰
文.彦羽

图.各球场、爱尔兰旅游局

与现代高尔夫球的发源地苏格兰相比，爱尔兰的球场则多以令人惊艳的美景闻名于世。
每一个球场都有着壮丽的风景，每一个球洞都让人赏心悦目。公认的世界级球场中，位
于爱尔兰的都无一例外地以景色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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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兰面积仅有7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400万，但却拥有近

爱

和爱好者来此体验，这其中也包括当时的美国三大球王之一汤姆•沃

500家高尔夫球场，且爱尔兰国内的林克斯球场占世界总

特森。

可以匹敌。乔·卡尔（已故爱尔兰知名业余球手，美国高尔夫名人堂成

1982年，沃特森在当届英国公开赛举办地——苏格兰皇家特伦高尔

员）、格雷姆·麦克道尔、罗里·麦克罗伊、达伦·克拉克、派洛·哈灵顿等

夫俱乐部捧得葡萄酒酒杯后，在公众面前毫无掩饰地表达出自己对

响当当的顶尖职业高手都来自爱尔兰。下面我们将选取数个爱尔兰

巴里巴宁老球场的喜爱：
“没有打过巴里巴宁的人称不上高尔夫球

排名前列的球场进行详细介绍，如果禁不住诱惑，那就放下电话，背

手，你甚至会认为这里才是高尔夫发源地！”此后至今，巴里巴宁成为

上球包向这个高尔夫圣地对岸的圣地出发吧。

了到爱尔兰旅游的球手们趋之若鹜的目的地，特别是在旺季，没有一

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国民对这项运动的喜爱鲜有其他国家

封好的推荐信，很难预订上Tee·Time。
巴里巴宁（Ballybunion Golf Club）是爱尔兰人最为之骄傲的纯正林克
斯球场，多年来在爱尔兰球场界稳坐第一把交椅。但历史上的巴里巴

设计师汤姆·辛普森在设计球场之时并没有多花功夫的改造地形或

宁却远不如现在这般风光。1893年球场俱乐部成立之初，仅有当地一

者修饰地貌，他总是不以为然的说：
“一座真正经典的球场不需要

些绅士们前去捧捧场，凯里郡以外的爱尔兰人对这里却无多大兴趣。

大动手笔，其本身的自然条件就已不可超越。”的确，巴里巴宁原

并非俱乐部有多糟糕，而是巴里巴宁所在地凯里郡（Kerry）的文化及

本便是凯里郡西海岸一片广袤的天然沙丘之地，大西洋的潮起潮

方言和爱尔兰其他地区差异颇大，因而格外被孤立，甚至被冠予“凯

落尽收眼底。正因这份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才能孕育出这座倍受

里王国（Kingdom）”的绰号以嘲讽凯里郡的特立独行。

全世界人称赞的纯正林克斯球场。球场总长 6544 码，标准杆为 72
杆。球道跌宕起伏，大面积的沙丘常常是通往果岭的必经关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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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巴里巴宁被选作1938 年的爱尔兰业余锦标赛场地，俱乐部于球

岭普遍不算大，却形状极不规整。如果你的 Tee ·Time正好订在一个

赛举办的头一年聘请了英国高尔夫球场设计怪才汤姆·辛普森（Tom

晴朗无风的日子，你就该偷乐了，因为这座优雅迷人的球场在起风

Simpson）前来改造球场，并最终建造出一座让世人叹为观止的球场，

的时候 就变得狂放不羁起来，别说你的球，甚至有时人走在球道

才得以结束其门可罗雀的景象。甚至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高尔夫球手

上也倍感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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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将一些沿海球洞进一步挪向大西洋，并且在原球场

位于爱尔兰西部沿海利斯坎诺湾和拉辛奇小镇之间的
拉辛奇高尔夫球场（Lahinch Golf Course）最为传奇

基础上增加了许多高大沙丘和球场起伏。等麦肯兹
博士版球场完工之后，球场内保留原样的只剩

的莫过于，在过去一个世纪时间内，包括老汤
姆·莫里斯和阿利斯特·麦肯兹博士在内，先后

下孤零零的名为戴尔（Dell）的5号洞了。因为

有7位风格迥异的顶级设计师将自己的设计

他认为，这原本就是一个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灵感倾洒于这座球场之上。

的一个特殊 3 杆洞，难度与趣味性兼备，完
全没有必要进行改造。站在位置已经升高的

首先 便是现代高尔夫 之父、大名鼎鼎的老

5号发球台上你仍然会发现，果岭完全被一个

汤·莫里斯（Old Tom Morris）。在老汤姆·莫里斯

高大至令人吃惊的沙丘挡得严严实实。因而球
场不得不在那个唬人的沙丘上安放一块白色岩石

进入该球场历史之前，在风景如画的利斯坎诺湾

作为标记，为摸不着头脑的球手们指明攻击方向。

内已有一个建于1892年的18 洞球场。那是由当时驻扎
在利当地小镇的苏格兰步兵团官员设计的。1894年，球场俱乐
部向当时成名已久的老汤姆莫里斯发出邀请，请他翻新这个相对平淡

在拉辛奇球场内的很多球洞都如“戴尔”洞一样需要盲打，这和很多

的“苏格兰军方设计”，这便有了目前的拉辛奇高尔夫球场的“老球

林克斯球场极不相同。在拉辛齐这座同样是林克斯的球场，你的视

场”（Old Course）。令人惊讶的是，除差旅费外，这位4届英国公开赛冠

线总无法不被眼前的“庞然大物”——沙丘所阻挡。球手就如同被蒙

军仅收取了一英镑的球场设计费。

上眼睛的弓箭手，依靠的除了球道图以外，便只有经验累积起来的直
觉了。

球场经老汤姆·莫里斯之手翻新之后，俱乐部立即用“爱尔兰圣安德
鲁斯”这样的醒目字眼作为自己的宣传标语，并一举受到了来自会

被人们奉为全场最佳球洞、景观与难度双绝的4号洞Klondyke。这个5

员和各地球手的欢迎和肯定。高尔夫作家伯纳德 ·达尔文（Bernard

杆洞的蓝 Tee长度虽短仅475码，但难度令人吃惊。第一杆需要非常精

Darwin）曾经在他1910 年出版的《英伦诸岛高尔夫球场》一书中这样

准，因为第一落点非常狭窄，两侧尽是高大的沙丘，窄窄的球道就在

多恩贝格球场（Doonbeg Golf Course）是格雷格·诺曼在不列颠群岛设

是件容易的事情。从整个项目的考察到后来的施工阶段，诺曼总共

写道：
“关于拉辛奇我听到的最好赞扬来自一个优秀的业余球手。他

沙丘中蜿蜒。即使第一杆安全着陆，当你准备击出第二杆时，你会发

计的第一座，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高尔夫球场，然而这座球场最吸

到访了23次，反复给每一座沙坑、果岭做标记，不断地修改球道线路

说这个球场也许不是世界上最好的高尔夫球场，但却是他最喜欢打

现落点处球道正中央居然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沙丘。这座沙丘的名字

引全球高尔夫人的原因更在于它或许是爱尔兰乃至整个不列颠群岛

图。原来诺曼最初的球道设计方案当中，几条关键球道区域有受明文

的高尔夫球场。如果你觉得这是一种敝帚自珍的偏见。我要补充一

就叫“Klondyke”，它将果岭完全隐匿在身后，这就意味着你的第三杆

的最后一座真正的林克斯球场。因为在这片古老的高尔夫发源地，再

规定保护的50 英亩古老珍贵的灰色沙丘，还有一些沙丘内竟栖居着

点，他出生在英格兰，也是在那里长大的。”

同样是盲打。最保守的打法是，第二杆不求一举跨越沙丘的危险距

也找不到如此适合建造传统林克斯球场的天然海滨沙丘之地了。

一种濒临灭绝的珍稀物种微型蜗牛（Vertigo Angustoir），这使得诺曼

离，只求躲开Klondyke沙丘前方右侧的沙坑，让小白球落在沙丘前方

不得不在球道路线设计时费尽心思。既要避开这些珍贵的自然遗产，

另一位在球场中嵌入个人痕迹的便是奥古斯塔之父阿利斯特·麦肯兹

边缘。剩下的就是祈祷第三杆盲打之后，小白球能够成功飞跃沙丘并

多恩贝格高尔夫俱乐部位于爱尔兰克莱尔郡，距著名的拉辛奇球场

博士（Alaistair MacKenzie）。由于二人间在球场设计风格上的差异，麦

且登上果岭。很多情况下，在这个洞能够得到柏忌（Bogey）就很不错

（Lahich）球场不到一个小时车距。其实早在1892年，驻扎当地的苏格

肯兹博士对老汤姆·莫里斯版的拉辛奇球场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

了。

兰高地警卫团，早就发现了这片陡峭的临海沙丘区是建造林克斯球

经过4 年的建造，多恩贝格球场终于在 2002年7月9日问世。球场在开

场的不二之选。但由于这里地理位置较为偏僻，交通不方便，此后的

业当日便举办了哈林顿和诺曼表演赛来宣传造势。
“爱尔兰最年轻

一个多世纪，这片美丽又荒蛮的海滨沙丘之地被人渐渐遗忘。直至

的林克斯，不列颠最后的传统林克斯”这一噱头赚足了全世界球手的

上世纪90年代，多恩贝格开发局游说当地的开发商向当地农户购买下

目光。

又要讲求球道线路的合理性。

了这377英亩土地，球场开发项目才被再次提上议程。
多恩贝格球场那百年沙丘沿着新月形的海滨线延绵舒展了1.5英里。
1999年，格雷格·诺曼受聘成为了多恩贝格的设计师。
“我一直钟爱林

诺曼沿袭了其尽力保持自然“Least Disturbance”的理念。其中14 个果

克斯球场，亲手设计一座原汁原味的传统林克斯对于当代设计师来

岭和12条球道完全保留最初始的地形地貌，草坪也选用了本地的牛

说非常难得。”第一次见这土地，诺曼便难掩喜悦之情，
“我觉得我

毛草、本特草及黑麦草。该球场标准杆72 杆，总长6885码，18 条球道

是当今世界上最幸运的设计师！我的设计生涯中，想必再找不到像多

在高度值从1英尺到近100英尺的沙丘之间穿行。诺曼保留了球场所在

恩贝格这样棒的建造地了！我希望它成为我设计生涯中最具代表性

地大部分沙丘，却不顾球场业主的反对，将原本存在于6号果岭后方

的作品，能让我走访世界各地时，足以骄傲无比的告诉大家：
‘这是

的那座沙丘挪开了。
“这座沙丘的存在会纵容那些击出坏球的球手。

我设计的球场！是一座真正的林克斯球场！’而多恩贝格大概也会是

沙丘挪开之后，那些力量过大而打穿的球就不会被沙丘截回安全落

爱尔兰乃至整个不列颠群岛最后一座真正的林克斯球场。”

球区，而是继续向前滚动直至滚入果岭后方的长草区。”诺曼毫不留
情地解释道，
“我不希望差点8的球手就能到多恩贝格‘踢场’。”

然而，在这个时代，要在林克斯的发源地建造一座传统林克斯，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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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辞职，去旅行

遇见时光的慢旅行

书名.《不辞职，去旅行》 作者.菜菜 出版社.中国旅游出版社

书名.《遇见时光的慢旅行——LuLu和马克倾情呈现十年旅行笔记》 作者.楼媛媛,马克 出版社.中国旅游出版社

作者

内容简介：

作者

内容简介：

蔡晓昉，人称菜菜，有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有一个斗智

1997 年到2014 年，这是作者菜菜行走的第18 个年头。

楼媛媛, 马克（法）

LuLu和马克，一个浙江女孩，一个法国男孩，在日本樱

斗勇的小娃。大学毕业后进了四大，生活轨迹属于平凡的

从最初的一个人的游走，到两个人的牵手旅行，再到带着

“在读了三毛的书之后我的梦想是当个周游世界的流浪者，

花灿烂的季节相遇，之后开始牵手旅行十年，这本书是马

大多数，从没试过间隔年的滋味。为了填平心中文艺的巨

宝宝的三口之家的旅行，她将多年来行走的旅途见闻、故

多年后我与马克相遇，我们一起去流浪。这本书是马克用镜

克用镜头，LuLu用笔头，记录下十年来一路上收集的风

坑，曾干过三个月的报业编辑，客串过小半年的电台嘉宾

事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下来，妙趣横生的旅行经历，奇异幻

头，lulu用笔尖，记录着十年来我们一路上收集的风景，遇见

景，遇见的人，看到的故事。他们喜欢慢悠悠地在自己的

主持，竞逐过两档真人秀节目……写游记是为了“搭救濒

彩的异域世界，她用自己的真实旅行经历，告诉大家，不

的人，看到的故事。”在这本书里没有那些环游世界的纪实

节奏里旅行，在这本书中，他们分享了这些旅途中感动的

临消失的记忆”，写书是 “被事情推着走”，没刻意，反

辞职，不休学，未退休，也能实现环球旅行的梦想。

报告，也不会找到脚踏自行车或搭便车去危险地方冒险的故

片刻。这本书，关于十年的爱情行走；关于梦想；关于慢

事。 我想在这本书中，分享这些旅途中感动的片刻。

性的人生。

而水到渠成。

精彩章节试读

精彩章节试读

常有朋友问我：你怎么那么能折腾？我玩笑

起初我只是忐忑地迈出了一小步，到后来越

作答：因为人生在于折腾啊。从少年时起，

走越远，去到了西藏、布拉格、巴黎、冰岛、

钟情于长发长裙的三毛，渴望亲身所及那

开罗、秘鲁……一个个地图上的名词成了眼

无以伦比的风情—— 北非撒哈拉沙漠，中美

前鲜活的存在。我想说，梦想成真的感觉，真

它是三毛笔下远方的一棵橄榄树，也是许巍

万水千山，东德倾国倾城，一步一步走至今

的很好。

歌声里那株永不磨灭的蓝莲花。从校园毕业

天……没料到，有一天自己可以走那么远，

到工作多年，朝九晚六，社会将我们的稚气

其实彼时已种下了追逐梦想的种子。我一直

所以，别再让“有钱的时候没有时间，有时间

但马克家人还是不放心把外婆一个人留在

和棱角磨去，好像一切都趋于平淡和平凡。

觉得，纵然岁月留痕，可内心深处还是17岁那

的时候没有钱”成为推脱的理由，认真看看

家里，而我也不太愿意去陌生人多的派对，

樊樊姆看着一件件漂亮的衣服惊叹着，不

油白酒鸡肉菌菇，西红柿裹牛肉碎。她说起

男人忙于事业，肚子逐渐隆起，渐渐地看不

年荔枝树下那个不安分的单车少年，满心憧

周遭吧，有多少人正在为梦想而努力着，越

我宁愿享受和外婆独处的时光。

厌其烦地试穿起来。她脱了端庄的外套，里

许多年轻时的往事，那些我只能在书本中读

见自己的鞋尖；女人忙于照顾孩子与家庭，

憬着未来……工作挣钱追求事业，也结婚生

来越多的人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实现旅行，同

面穿着件端庄的白色绣花棉麻衬衣。意大

到，在电影中看到的，那个年代的故事。
“二

渐渐地忘记了还有个自我。我们每日奔波于

子追求安稳，但仍刻意与平凡的生活保持一

时兼顾梦想和现实，相信自己也能够做到。

樊樊姆90多岁，不知何时起我们成了好闺密。

利女人说认识樊樊姆多年，她总穿得很有自

战”时，村子里的男人们都意气风发地去前

两点一线，拥挤在地铁人群中，埋头刷微信

点距离。在现实考量的最大限度内保有做梦

有句话说得好，
“真正热爱旅行的人，旅行早

我们在一起什么都聊，聊流行服装聊美食也

己的味道。樊樊姆最终挑了件香奈儿风格

线，他们给家里写信，汇报他们在军队的生

微博，时间成了最奢侈的事物，根本来不及

的能力和自我的意识，让心中那一团噼里啪

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早已被

聊男人。等大家一走樊樊姆神秘地说，LuLu，

的外套，一条深蓝色牛仔长裙，一件淡粉色的

活，休闲的日子他们会偷偷地跑去河里捉青

做梦；最初的梦想统统被残酷的现实打败。

啦闪动的小火花，时刻准备燃成熊熊火焰；

旅行所占据。”

我们今天去逛街。她特意穿了条外出的裙子，

POLO衫，这颜色连我那喜欢打扮的妈妈，都

蛙，钓鱼，游泳，打牌，他们不像在过普通的战

梦想，摇摇头，这个词似乎已经隔了3个世纪

让追随大江大海的小沙砾，稍稍逆流而上，

大红色的半身裙外面套件白色刺绣外套，拎

会觉得太艳丽，但穿在樊樊姆外婆身上真的

争日子，而像是在度假，而没几周，她在山顶

之远；环游世界，摇摇头，没有钱，更没有时

没那么快被洪流所吞没……积跬步以至千

我一直在行走，为自己而活；我也会回来，因

着个大大的草编篮子，看起来非常有味道。

很高贵。买好衣服，樊樊姆说想吃冰激凌。我

上看到山脚下一圈排列得很整齐的队伍，原

间……更重要的是，明天，还要早起上班。

里，这个能力默默支撑着我，不断实现每一

为只要具备了做梦的能力，随时可以出发去

给她买了个巧克力冰激凌，她吃得津津有味。

来是战争输了，他们灰溜溜地回来了。法国人

个梦想。世界的半径在我面前徐徐展开——

远方。

我们心满意足地回到家。帮樊樊姆整理新买

性情随意，战争时候也是如此。

保有做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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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依旧挺拔。樊樊姆喜欢的这家服装店是

的衣服，一打开樊樊姆的衣柜，里面色彩斑

位意大利女人开的，她在法国住了很多年，

斓，这哪像是个老人的衣柜？我曾经很害怕

但依然有很重的意大利口音。比起一般的法

变老，害怕自己满脸皱纹的样子，害怕自己老

国女人，她显然要热情和健谈很多，她给樊

了无法美丽，但看到老了还依旧如此优雅的

马克和家人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我留在

樊姆外婆推荐了好些整版印花的丝绸连衣

外婆，我对变老真的一点都不恐惧了。樊樊姆

家里陪樊樊姆外婆。尽管外婆身体非常好，

裙，还是一如既往的经典风。

开始准备中饭，她利落地削好土豆皮，没多久

玫瑰人生

我拉着老闺密的手，她走路尽管有些蹒跚，

几道美味的菜就端了上来，黄油煎土豆，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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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离婚》：

离的不止是婚
文.孙小兽 图.明戏坊

老舍先生1933年的小说《离婚》讲述了当时北平某财务所一群小公务员的离婚闹剧，用精彩的语言生动地刻画了一群民国人物，描绘
了一幅摩登的北平风情画，由“离婚”这一话题切入，深入探讨了社会对人的束缚、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等一系列永恒的话题。80多年
后，明戏坊把这部作品改编成了话剧，本着小剧场戏剧一贯的精炼手法，将原著中的十几个出场人物凝练为张大哥、老李和小赵三个
舞台角色，两位男演员闹了一出群像式的离婚戏码。

找寻旅行意趣
捕捉沿途景物

坐在观众席里，我分明感觉舞台就像一面镜
子，从民国一直照到今天，从科员们身上看

显然，老李要离的并不仅仅是“婚”，以婚姻

到了一个个被“磕圆”的自己，只觉得字字锥

从自己婚姻的不幸和生活的不如意想开去，

为代表的社会关系正是囚禁人们的牢笼，原

心，汗如雨下。真希望老李离开了北平后可

老李的质疑已经直逼命运。他期盼马少奶

著中类似的意象还有代表铁饭碗的衙门、

以飞起来，飞到“香浓色烈的南洋，赤裸裸

奶与马先生如当初私定终生般果断离婚，然

代表梦想的北平，以及丁二爷养小黄鸟的笼

的在赤道边上的丛林中酣睡，做着各种颜色

而，这对代表着“诗意”和“浪漫”的夫妇最

子。与主题相呼应，话剧《离婚》的舞台设计

的热梦！”别再回到北平这团红色的雾里，

终也未能免俗，在无趣而琐碎的争吵后选择

虽简约却意境丰富，层层张开的皮筋网，既

永远。

了凑合过。最后，
“世界只剩了一团黑气”的

可以作为具体情景中的树林、墙以及老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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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的风景，

快呢，除非世界完全改了样子……”

旅行的感受，

北平跟衙门？”

有趣的故事，

人们的心。可是，天下哪有完全不自私的愉

当地的见闻，

不久就得跑回来，你们看着吧！他还能忘了

不容错过的美

婚是不可能的……父母不容许，怎肯去伤老

食及行程安

昭然阐释了终极主题。

排。将这些有

最后张大哥挥着文明棍儿忿忿地说：
“老李

趣的旅行经历

内心的苦闷，又以对话表现自我的纠结：
“离

发给我们，让

舞台右前方，新婚贺礼堆上的一个大鸟笼则

更多的人分

是否和太太离婚，戏和小说里都语焉不详，

享您的精彩旅

情与婚姻的见解，两位老李分别以独白道出

程，参加互动

意识，又时时暗喻着一种障碍和禁锢，而在

就可能获得我

老李“下乡了”，至于他到底去了哪个乡下、

们为您准备的

精致礼物。

话剧《离婚》提炼了小说中男人对女人、爱

互动提示：
本征集活动长期进行，每月选出的最佳稿件，在本刊发表，并获当月提供的礼物一份，将在微博，微信上公布。
所投稿件均为原创，文图相配。不得从其他媒体出现过。获奖稿件不再另付稿费。

投稿邮箱：enjoyable_2014@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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