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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无论吹向哪个角落都会留下专属于一个季节的余韵。从冬季到春天，满目春光伴随着花香

登场，是绿色的走道，让我们在春天路过。驻足停留后，是宁静的禅意还有生命的绽放。

人生的独白，是成长中的宣言，辉煌时的光芒。而无边的春色是我们人生中每一个朝气蓬勃的

季节。这一个春天，让我有了一个机会，从各个角度解读四季变换，遇见更多不一样的风景。

在时光的长廊下徘徊，我们越来越倾向于简单生活。把日子过的云淡风轻，安静自在。还有，

在昼夜轮转中寻找更多的远方，赋予生活更多的释义。旅行，是新的生活追求与解读；生活，

有新的理念开拓与习惯。

小时候的我们，总喜欢踩着自己的影子走路

后来的我们，对曾经有着莫须有的恐惧，只得一路向前

陪伴我们的影子，从牙牙学语的孩童到现在成了独当一面的大人

日月交替、斗转星移，我们在梦境里，现实中

在山川河海间徜徉，在苍茫大地上飞驰

只为不辜负我们对梦境的喜爱，对现实的崇拜

语言，大概是留不住记忆里太多的美好。也许上一秒的对话，过一天都会难以回忆。那么就让

我们在旅行里找寻对生活的认知，慢慢回想起那一份不同的生活经历。不经意沉淀在时光里

的，经纬线交集处的，独特释义。

作为地球的游客，我们在岁月中高歌，在时光里吟唱

留存在天地间的气息是我们来过的证据

一张张出行的票根是我们生命的印证

多好，我们存在过，在别人的世界里

Patrick Sun

P
R
E
F
A
C
E

新浪微博 @ 意游 Patrick

Email :sxc12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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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  信息

北京JW万豪酒店

 The Essence of Spring

2019年3月北京JW万豪酒店大堂酒廊推出全新

下午茶，萃取春茶精华，饼房厨师长匠心打造

芳醇丰盈的春茶下午茶，带您邂逅惬意春日时

光。细腻温润的白茶奶冻采用鲜醇安吉白茶，

爽口清新，回甘绵长的口感带来味蕾上的奢华

享受；绿茶泡芙馅料丰富饱满，薄脆的酥皮被

细腻的绿茶粉覆盖，小巧可爱的茶壶外形，给

人带来无限惊喜；西柚的甘甜与清新淡雅的茉

莉茶香完美叠加，打造出口感清新自然的茉莉

血橙，馥郁爽口，让人回味无穷；除了精美的

甜点，咸食以及司康，茶是必不可少的，甄选

东方神秘芳香的祁门红茶；色泽翠绿、香如幽

兰的高山云雾；清甜芬芳的茉莉花茶，每一杯

茶都是时间印记后的独特味道。

长沙尼依格罗酒店三月悦廊•樱

花下午茶清香上市

初春光景，轻洒星城天际，舌尖曼舞，寻味落

樱缤纷。长沙尼依格罗酒店才华洋溢的甜品师

以樱花为灵感，趁春景初现，采颉粉黛花瓣着

色，汲取质朴清香入味，巧制七款曼妙甜美樱

花点心。甜品爱好者们可在酒店93层悦廊寻得

特别定制的“樱花下午茶”，尽情将樱花马卡

龙、樱花费南雪佐香草奶油、樱花芝士蛋糕、

樱花意式奶冻、樱花开心果棒棒糖、樱花白桃

米饭布丁、浆果女王玛德琳等逐一品味，任意

搭配特制茗茶或精选咖啡，清新香甜，在悦廊

饱览星城天际春色，度过春意盎然且浪漫温

馨的午后时光。推广时间2019年3月1 至 3月31

日。期间悦廊任意消费甜品或下午茶，加38元

即可品鉴潘丽赛罗酒庄低醇起泡葡萄酒一杯。

ONE
北京璞瑄酒店落成荟萃当地饮食

文化与奢华体验新地标

近日，URC集团继上海璞丽酒店、厦门璞尚酒店

及吉隆坡如玛酒店之后的又一奢华力作——璞

瑄酒店，于今日揭幕。紧邻紫禁城，116 间奢华

客房均享保证24小时灵活入住及退房、双人早

餐等客房礼遇。拥有左岸、富春居两间餐厅、大

堂吧、茶轩、遥水疗及璞瑄汇等设施，是寻味美

馔、奢享居停的全新体验目的地。璞瑄酒店也

将重新定义北京奢华酒店的待客之道，宾客将

享受一系列崭新礼遇，包含保证24小时灵活入

住及退房、每日补充迷你吧、于任意区域享用双

人早餐或外带早餐盒、每次入住可使用会议室2

小时、秘书服务、高速无线网络、LUXE 城市指

南手机应用软件、本地通话、熨烫服务等更多

至诚待客礼遇。 

TWO THREE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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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法国籍大厨Nino将客座北京香格里拉饭

店AZUR聚餐厅，与AZUR聚餐厅优秀的厨师

团队合作，为京城的食客献上地道的法式美

味。与此同时，AZUR聚餐厅也推出2019全新

春季午餐、晚餐和早午餐菜单，旨在为热爱法

餐、追求品质生活的宾客提供聚会用餐的好去

处。在有着餐饮界奥斯卡美称的“全球50佳餐

厅”2018年榜单中， Mauro Colagreco位于法国

芒通的Mirazur餐厅不但仍旧稳坐法餐界的第

一把交椅，总排名更是上升至了第三位并取得

米其林三星。而他在北京的AZUR聚餐厅同样

也获奖连连，取得黑珍珠餐厅指南二钻。详情

或预订，请致电北京香格里拉饭店AZUR聚餐

厅 (86 10) 6841 2211转6727。

北京北辰五洲皇冠国际酒店棕

榈苑大堂吧开启99元畅饮！

北京北辰五洲皇冠国际酒店精心选址于亚

运村地区，毗邻北京国际会议，国家会议

中心，与奥林匹克公园（鸟巢）咫尺之

遥。藏匿在酒店一层的Palm Garden棕榈

苑大堂吧，是一家位于亚运村地区的欣赏

落日余晖的不二之选。下班时分，晚餐之

前；薄暮时分，天黑之前；结束了一天忙

碌的工作，夜晚的时候是否想寻找一个优

雅的环境洗涤白日的喧嚣呢？2019年3月18

日至6月18日，每晚7点至9点，仅需99元即

可享受2小时酣畅淋漓的酒水畅饮，多款精

选啤酒、葡萄酒以及软饮无限畅饮，让您夜

晚的时光不再单调！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

四环中路8号 电话： (86 10)8498 2288

FOUR

让我们为您斟满芳华之酒，醇香馥馥间，品味

万种风情。让我们用甜蜜点缀你的双唇口齿留

香下，述说百般柔情。春风徐徐，姹紫嫣红，相

约女神节，敬美好的自己！北京饭店诺金邀您

尊享女神节礼遇，女性顾客均可享受：闺蜜下

午茶会：双人下午茶加畅饮精选葡萄酒、起泡

酒以及女神节甄选鸡尾酒。

价格：388元/两位

以上价格需加收服务费及税金

女神午夜时光：Happy Hour酒水买一赠一

（不包含香槟）

时间：3月8日，17:30-24:00

预订请致电：+86 10 8500 4181 

FIVE  SIX

04 06

05

星厨Mauro朋友法国籍大厨Nino

客座北京香格里拉饭店

北京饭店诺金：

斟芳华之酒，敬美好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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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机场东海康得思酒店

三月推出汉堡啤酒经典搭配

北京首都机场东海康得思酒店The Tune 大

堂酒廊，设计以飞机机舱为灵感，空间设

计主要采用典雅的中性色调，吧台以金属

元素设计，简约不失型格。私密的沙发区

适合三五朋友聚会，而长桌吧台更满足了

现代客人对社交的需求。三月，推出汉堡

和啤酒美式风尚的经典搭配。享受美味汉

堡已是人生一大乐事，再来一口啤酒，顿

时活力满分。从纽约牛肉汉堡，到印度烤

鸡腿汉堡等五款特色手工制作汉堡，配上

一杯本地精酿，汉堡和啤酒的爱好者们不

可错过。3月1日至31日供应。一一款汉堡99

元，再额外加1元即可得精酿一杯。预定电

话:  86 (10) 6450 4785

诺唯真游轮公布2020至2021年

冬季航线

近日，诺唯真游轮一直致力突破传统，为邮

轮旅游引进创新元素,现宣布2020至2021年

冬季航线由2018年12月27日起接受公开预

订。姐妹邮轮诺唯真喜悦号（Norwegian 

Joy）和诺唯真永恒号（Norwegian Encore）

将由世界邮轮之都迈阿密出发前往加勒比

海；诺唯真遁逸号（Norwegian Escape）将

首次到访卡纳维拉尔港，而诺唯真爱彼号

（Norwegian Epic）也会回归圣胡安。诺唯

真游轮总裁兼首席执行官Andrew Stuart表

示：“我们很高兴推出一系列丰富航程，

其中姐妹邮轮诺唯真喜悦号和永恒号将从

迈阿密出发，每周接载数以千计的宾客，

享用船上各项非凡设备。”

ONE
一地游两国，带你探索不一样

的圣地亚哥

加州圣地亚哥的迷人之处不仅仅在于其令人向

往的海滩和广阔的大海蓝天，其丰富的历史文

化更为这座城市增添韵味。同时，因为特殊地

理位置的因素，圣地亚哥紧邻墨西哥，使得这里

成为体验一地两国文化的最佳地点，同时也保存

着众多的历史遗迹。圣地亚哥的艺术、建筑、

美食和独有的活动都体现了其深受邻国丰富拉

美裔传承的影响。在老城区历史遗址公园，

游客可以亲眼见证加州起源地的历史遗迹，

这里也被认为是圣地亚哥历史上第一个“市中

心”。在圣地亚哥，游客将拥有可以一地旅行两

个国家的独特机会。墨西哥蒂华纳距离圣地亚

哥市区仅17英里，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寻求独特跨

境旅行的游客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旅行体验。

TWO THREE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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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法兰克福——除了业已发布的“百年

包豪斯”主题宣传活动和“德国夏日都市”

数字营销项目，德国国家旅游局（DZT）正

在开启另一项贯穿2019年的，覆盖全球范围

的，大规模主题推广——“柏林墙倒塌30周

年”。德旅局计划集中通过邀请各大客源国

的旅游达人对该主题进行实时报道。其核心

主题为，柏林墙倒塌后三十年间不断发展的

德国旅游业。德国国家旅游局董事会主席何

佩雅女士（Petra Hedorfer）表示：“海外市

场对柏林墙倒塌和两德统一的主题十分感兴

趣。过往的纪念日里，我们已开展了一系列

引发广泛关注的宣传活动，使各方认识到两

德统一对德国旅游业的促进作用。

北京康莱德酒店，陆羽中餐厅推

出春季菜单

陆羽餐厅以茶圣之名命名，暖色调的主格调加

入刺绣，青瓷等元素，尽显高雅低调。宏伟的入

口以高耸的墙面为特色，其中镶嵌着一罐罐来

自中国各个地区的各式香茗，如茉莉龙珠、碧

螺春、和宫廷普洱等让宾客在品茗茶香时清心

养性。传统的京式菜肴及粤式美味让宾客沉浸

在尽显中国饮食文化的饕餮盛宴中。2019年3月

7日 —3月21日将正式迎来新年第四个节气：春

分。在万物复苏的早春，陆羽中餐厅选用新鲜

应季蔬菜全新打造了如沐春风的新式零点菜

肴：油焖春笋，惊蛰梨浸时蔬，春笋鲜虾春卷等

清爽创意菜品诠释了这一年中独特的好时节。

来陆羽享用春天的味道吧。供应时间：3月21日

至5月31日。

FOUR

近日，位于中美洲太平洋海岸、素有“火山之

国”的萨尔瓦多迎接游客在此开启一场刺激又冒

险的春假之旅，徘徊于陆地与海洋之间，游客不

仅可以探索神秘多彩的玛雅历史，亦可漫步在

美丽的海滩，或是体验当地美食和文化，感受

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中国游客可通过美国、加

拿大和墨西哥转机抵达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

瓦多内部交通、到达周边地区的高速公路交通

也极为便利，引导游客体验当地的景点及多种

文化旅游项目。更重要的是，萨尔瓦多的通用货

币为美元，更加方便的游客的出行。萨尔瓦多以

其迷人的太平洋海滩、冲浪胜地、葱郁的景观

以及原始自然栖息地地貌而闻名，是生态旅行

者的天堂。

FIVE

05

 SIX

04 06

德旅局启动“柏林墙倒塌30周

年”主题推广活动 

开启一场刺激的春假冒险   

尽在“火山之国”萨尔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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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北京万达文华酒店粤华小厨正式开

业。酒店总经理温晓杰先生的开业致辞拉开

了庆典的序幕，并与餐饮总监黄建生及餐厅

主厨曾建秋共同为粤华小厨开业剪彩。剪

彩结束后，温总、黄总及曾师傅切金猪庆开

业，期冀餐厅日后大吉大利，财源广进。仪

式结束后，餐饮总监和餐厅经理分别向宾客

介绍餐厅理念和特色菜品，各位宾客在餐厅

共进午宴，品味传统粤菜佳肴。

位于酒店6层的粤华小厨秉承传统粤菜理

念，以精良的技艺，力求挖掘食材本身的原

汁原味。精选高品质食材，清而不淡，鲜而

不俗。以港式茶餐厅的亲民化风格为设计

基调，以广东岭南文化为设计概念，融入

满洲窗和民国时期建筑的设计元素，将餐

厅营造出具有广东地域特色的就餐氛围。

中式典雅的餐厅设有1个主厅及2个独立包

间，为宾客提供尊贵的私密空间，适合亲

友聚餐及商务宴请。

来自广东珠海的主厨曾建秋，有20余年的

粤菜烹饪经验，携手10余位广东厨师团

队，随季节时令变化，在传统理念的基础

上精心烹制，注重食物温度，为往来食客

带来味蕾盛宴。

餐厅主打特色菜品包含原盅椰子炖海螺老

鸡、招牌原香鸡、珊瑚汁脆皮虾球、紫苏

叶煎肉饼、绿豆千层肉、竹网烧鲈鱼等招

牌粤菜。 

营业时间

午餐: 11:30 – 14:00

晚餐: 17:30 – 22:00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万达广场C

座，北京万达文华酒店6层

电话：86 10 85996666 转6528

ONE 北京万达文华酒店粤华小厨正式开业

Récital 22 Grand Récital
5-patent timepiece developed and manufactured in-house.

Limited edition of 60 movements. 5-year international warranty.
Hours around the hand-painted hemispherical Earth. Retrograde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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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VIS IT US AT BOVET.COM
  

FOUNDING MEMBER OF THE QUALITY FLEURIER CERTIFICATION AND PARTNER OF THE FOUNDATION HIGH HO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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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芯慈善会由香港名媛蔡一凤女士于2014年

在澳门成立，宗旨是关怀及扶助贫困儿童及

青少年，增强他们的自我价值，归属感和对

未来的希望。同芯慈善会亦于2018年由一班

爱心洋溢的人士共同在香港创会，并于2019

年1月20日假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大型就

职及筹款晚宴。当晚设有小模儿时装表演，

由香港著名模特儿陈嘉容义助培训，与Ana 

R携手带领小模特儿踏上舞台。当晚时装表

演小模特儿的服装，由梁咏琪及丈夫代理的

西班牙童装NANOS赞助。

同芯慈善会为一非牟利性质的慈善团体，同芯

寓意以纯真孩童的心共同去创造一个公平、充

满爱以及无分彼此的理想大同世界。慈善会使

命是关怀及扶助贫困儿童�学生�妇女及残障

人士；促进和发展社会公益及慈善，医疗保健

及文化教育。同芯慈善会的愿景希望在日益贫

富悬殊的环境下，能为内地较偏远的山区的学

童能有合适的校舍及设备读书。中国很大，但

慈善会相信有志者事竟成，能为一个一个山区

的学童们因我们而使他们学习的环境有所提

升，生活能有所不同。同时同芯慈善会期望

日后能在澳门开办托儿所及幼儿园服务。在

过去的四年，同芯慈善会在中、港、澳都举

行不同的慈善活动。

蔡一凤女士花了近一年时间筹备是次《同

芯慈善晚宴》，更捐出合共数百万元的

Marvella珍贵钻饰、钻石腕表，以及10个

Hermès手袋作慈善拍卖，并由中国国家注册

拍卖师，荣获过中国拍卖界最高荣誉“金

槌奖”之金铃小姐，担任这次活动之拍卖

官，令现场拍卖气氛十分紧凑。当中备受

瞩目的拍卖项目必定是蔡一凤女士捐出的

Marvella 名为”OCEAN”的钻石项链（零售

价约为港币$2,080,000） 。项链镶饰约50克拉

的澳洲玉，配以约8克拉玫瑰车工钻石及约

3克拉钻石，还饰以宝石 、珍珠和红玛瑙 ，

展现华丽高贵的气质。另一重头拍卖项目

Marvella BLACK JADE项链（零售价约为港

币$1,180,000），镶饰102克拉黑玉、钻石及

珍珠，神秘而冷艳，耀眼得令人眩目。还

有Marvella BUTTERFLY 胸针（零售价约为

港币$119,200），镶饰约33克拉蓝宝石和钻

石，勾画栩栩如生的蝴蝶形态，时尚怡人。

除了蔡一凤女士捐助的重头项目之外，其他拍卖

礼品同样十分吸引，同芯慈善会得到韩国两大天

皇及巨星Rain及宋慧乔的鼎力支持，包括：Rain

捐出运动服装、帽、太阳眼镜和鞋作义卖及宋慧

乔亲笔签名雪花秀名贵人�护肤系列。此外，

Rain更专程飞赴香港联同陈晓东作《同芯慈善晚

宴》当晚的表演嘉宾。为了是此慈善拍卖，蔡一

凤女士更动用了五百多万设立公司网站及手机程

序”Marvella”，让公众人士同样可以透过这些管

道到网上出价，同步公开竞投，务求更多人能捐

助同芯慈善会，说明更多有需要的人，蔡一凤女

士表示，「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我不想给自己压

力，但求筹到多少便多少。」

当晚除了是《同芯慈善晚宴》亦是同芯慈善

会香港创会就职典礼，此外，当晚同场举办

蔡一凤女士与丈夫盛品儒的龙凤子女百日

宴，与在场众嘉宾分享这份喜悦，二人更会

将宾客送赠的礼金一并慷慨捐予同芯慈善

会，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儿童及青少年。

TWO MARVELLA呈献：同芯慈善会晚宴暨香港创会就职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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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pard萧邦伴品牌大使刘涛、

演员朱一龙闪耀电视剧品质盛典

近日，Chopard萧邦品牌大使刘涛、演员朱一龙佩戴Chopard萧邦珠宝出席电视剧

品质盛典。品牌大使刘涛佩戴Chopard萧邦Happy Hearts系列耳坠、手镯和戒指

搭配拼接上衣和阔腿牛仔裤，亮相红毯并担任盛典主持人。Happy Hearts系列珠

宝令其在舞台上闪耀温润虹彩，一举一动尽显柔美优雅。当

晚，刘涛也选择以露肩长裙搭配Chopard萧邦高级珠宝系列

耳坠优雅献唱电视剧品质盛典，耀眼钻石在其耳畔绽放熠熠

光芒，造型独特的同系列戒指于指尖描绘曼妙风情，与优雅

礼服完美呼应。 获得“年度价值剧星”“2018年度受网络关

注男演员”双荣誉肯定的朱一龙，则选择一袭黑色正装搭配

Chopard萧邦L.U.C GMT ONE腕表，以Ice Cube系列戒指演绎

指尖风华，摩登与儒雅碰撞，尽显低调内敛的绅士风度。

从“心”看纽约

以纽约为灵感的珠宝设计所在多有，它们多半关注在它的建筑、极简，还有活力，这是人们对这个城市最直接的想象，但我们好奇

的其实是一个“纽约客”会怎么想？是近乡情怯？还是家一般的情怀？而后者，是任何人也无法取代的，于是当Harry Winston再度

推出以纽约为创作的高级珠宝系列，它聪明地回归到Harry Winston先生的脉络里，一个真实人物生命里的纽约，而没有谁能比Harry 

Winston更有资格说了。于是所有灵感皆是从灵魂人物Harry Winston先生的事迹中取材，“中央车站”说的是他和铁路的不解之缘，

他经常乘火车赶赴一笔至关重大的交易，甚至，遇见他的真爱，而纽约上西区赤褐色的“Brownstone”街区则是他出生的地方，又

“718”是他悉心打造第五大道沙龙的地址，Chandelier水晶枝形吊灯、打着蝴蝶结的祖母绿框展示柜……他用自身品味风采了这钻石

般的堡垒。而如何将这些故事转化为珠宝线条？Harry Winston在宝石遴选和镶嵌上用心做了很“Harry Winston式”的提炼：精准且

摩登。像是取用中央车站展翅老鹰雕塑的意象，以及将Brownstone轮廓重新做了几何化的建构，似乎有让Art Deco风格在如今新生的

意味……没有既定的纽约想象，因为没有谁比Harry Winston，这个地道的纽约客更能用家一般视角去表达纽约了。

ON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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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家全新推出 MASTER ULTRA THIN 超薄大师系列陀飞轮腕表玫瑰金款

积家 Master 大师系列男士腕表延续品牌精湛制表技艺，今年再添多款杰出新作，其中包括此款全新积家 

Master Ultra Thin 超薄大师系列陀飞轮腕表玫瑰金款。这款新作与第一代超薄腕表一脉相承，拥有倍受高级

钟表收藏家追捧的简约纯粹造型：表壳圆润流畅、时标刻度清晰醒目、太子妃形指针尽显尊贵优雅。透过腕

表背面，积家 978G 型机芯的精美润饰一览无余，精巧别致的陀飞轮围绕钛金属框架徐徐转动的优美场景也

能尽收眼底。

宝珀Blancpain卡罗素月相腕表

富而有品的腕表，就长这个样

“经典时计的缔造者”宝珀Blancpain的众多力作之中，如果要选出最

符合“富而有品”主题的腕表，曾获“Haute Time年度最佳腕表”的宝

珀Villeret经典系列卡罗素月相腕表，第一个入选。 如果说卡罗素功

能是让宝珀傲立于机械制表史的“独门绝技”，月相则是宝珀的“看

家本领”。月相作为另一项曾被埋没的复杂功能，直到上世纪八十年

代初期被宝珀重新演绎后方获新生，在当时的“石英风暴”下，宝珀此

举将世人的目光重新拉回了机械制表领域，从而引领机械制表的复

兴。宝珀拥有目前世界顶级制表业内完整庞大的月相家族，拥有5种经

典表情的月相，是宝珀的 “第二个logo”。宝珀Villeret经典系列卡罗

素月相腕表，承袭Villeret经典系列的一贯的签名式美学，低调考究而

不失辨识度，无论远观还是近看都能一眼认出。标志性 “双层表圈”

内嵌微微拱起的穹形大明火珐琅表盘，蛇形蓝钢指针指示表盘外圈

的日期，镂空柳叶形时、分针则优雅扫过表盘上的罗马数字刻度。温

润如玉的白色表盘12点钟位置设有卡罗素视窗，完美呈现卡罗素框架

载台及其复杂的机械构造，与6点钟位置的月相视窗遥相呼应。透过蓝

宝石玻璃表底，镂空的金质自动陀灵动轻盈，装饰有日内瓦波纹的机

芯全貌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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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Mark  艺术印记

文.阳光    图.东方IC，CFP

对我来说，东京像座艺术的迷宫。我试图在这次旅行中去发现：发现
我之所爱。而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偏爱的那个东京。

发现东京
DISCOVER TOKYO

For me, Tokyo is a labyrinth of art. I try to make a discovery 
in the journey: to hit on what I am longing for. I believe that 
everybody can find a Tokyo to their preference.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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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Tokyo, Japan, installation art "paper-cut human form" is showing on the street. 
日本东京，装置艺术“人形剪纸”在街头展示。
02. The imperial couple visited The Birth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xhibition at Tokyo National Museum in Tokyo's Ueno area on July.
天皇夫妇在国立博物馆参观了名为“诞生！中国文明”的展览。
03.The Japanese dancer is a major characteristic in traditional Japanese culture.
日本舞伎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

终于到达。东京，每个人或许都会从它身上嗅出不同的味

道。我想起了《迷失东京》，哈里斯和夏洛特、凯莉在豪

华酒店邂逅，弥散在三个人心头和东京的是无处不在的

寂寞。我想起了荒木经惟，可以把城市荒拍摄得像女人体一样性

感、颓靡。还有森山大道，在40多年时间里，一直流连街头，邂逅、捕

捉事物影像的森山大道。两位摄影家，都把东京作为一个很重要的

主题，他们的镜头对准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寻找和创造着最人

性化的Tokyo。

对我来说，东京像座艺术迷宫，既有古典之美神性的光辉，又在市井

中提炼着精致的生活艺术；既有亚洲文化古国的盎然风度，又有不输

欧美的前卫时尚。我试图在这次旅行中去发现：发现我之所爱。而我

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偏爱的那个东京。

对日本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人，不妨挑一个略有些阴霾的午后，酌两杯

清酒，踏着和歌的节奏，缓步踱入东京国立博物馆，去感受历史之重。

创建于明治四年(公元1871年)的东京国立博物馆，是现今日本最大的博

物馆，馆内收藏着绘画、书道、雕刻、陶瓷、漆工、染织、金工、武具、

刀剑等十几万件日本历史文物和美术珍品，留存着日本社会各个时期

文化生活的痕迹，甚至还记录了亚洲地区其他主要国家的历史。悠悠

千年的岁月，在这里溯本逐源，慨叹变迁。而与它同在东京都台东区的

上野公园内，相隔仅数步之遥的国立西洋美术馆，则可以看到日本最

初对接欧美文化时的努力。馆内共收藏了4400件西洋绘画、雕塑作品，

尤为突出的是大量印象派作品藏品。鲁本斯的《丰饶》、雷诺阿的《阿

尔及利亚风格的巴黎舞女》、罗丹的《思想者》……这些大名鼎鼎的西

洋艺术精品都能在这里找到。这座西洋美术馆的质与量都可称得上

亚洲最高水准。日本是一个尊奉“拿来主义”的民族，它“拿来”的能

力由此可见一斑。不过最值得佩服的，却是将“拿来”之物融入自身发

展的能力，非常具有借鉴性。

但我是个不喜沉重的人。来东京之前，我一直有个疑惑：被称为

“动漫之国”的日本拥有庞大且完善的动漫体系，善于将小处做

精，小处做大的日本人，把动漫从简单的消闲小品，发展成一种具

有代表性的文化，在世界各地开疆拓土，成就着大和民族引领世界

的野心。动漫为什么能具有这样的吸引力？我试图在吉卜力美术馆

找到答案：吉卜力美术馆由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亲自设计，被动漫迷

们誉为“梦幻天堂”。

02 0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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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rth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xhibited at Tokyo 
National Museum in Tokyo's Ueno area
“诞生！中国文明”展在东京国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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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的墙面被粉刷成鲜亮的五彩色，进门处放置着动

漫作品《千与千寻》、《哈尔的移动城堡》中的建筑微缩

模型。室内的天花板上绘制着精致的天顶画，宫崎骏卡

通人物隐匿其间，处处都有惊喜。展厅里放映着吉卜力工

作室出品制作的动画短剧；动画制作展示室向大家介绍

动画形成的原理与制作技巧；艺术商店则出售着玩偶、

DVD等最齐全的宫崎骏动画衍生品。宫崎骏的工作室也

在这里，桌面上、墙面上、书架里陈列着大师绘制的动画

手稿，以及许多珍贵且难得一见的资料。工作室有些凌

乱，像是大师工作后刚刚离开的样子。大到能活生生动

起来的卡通模型，小到设计有多款美丽卡通图案，任游

客选择心头之好的门票——不知道这是不是答案：这里

的人们，愿将每个细节都臻于完美。原来，以对待艺术

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件事，生活各处，都会充满艺术。

东京日和，清酒渐浓。而我的发现，不仅与清酒有关。

在东京，我迷恋女子和服裙摆上的樱花，迷恋每一个精

致的细节。 

在东京，我会流连于街头巷尾，因为，艺术，将随时

邂逅。

01.Tokyo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held a 30-years 
Art and Media Technology exhibition - "Cyber Arts Japan" 
and "Ars Electronica" on Feb 03, 2010.
日本东京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电子数码艺术-媒体技术30年
展览。
02.The prominent animator, Hayao Miyazaki
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
03.Tokyo's Fujiya Ginza Building opened a "Ginza 
Pekochan" museum where exhibited with very popular 
characters - "Pekochan."
2009年9月，“牛奶妹”博物馆在日本东京银座开放，展出时下
非常流行的卡通人物“牛奶妹”的各种产品。
04.The traditional wedding robes worn by Japanese 
Emperor Akihito and Empress Michiko at their marriage 
ceremony are showed in a special glass case.
日本天皇明仁和皇后美智子在他们婚礼仪式上穿着的传统长袍被
展示在一个特殊的展柜中。

01

02

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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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锦荣    图.巴塞尔旅游局

巴塞尔，瑞士的佛罗伦萨，从中世纪开始就作为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发
展起来。40多座风格独特的美术馆、博物馆支撑着城市的灵魂。漫步
在巴塞尔老城区，欣赏着最具当代气息的展览，艺术气质混合咖啡的
浓香缓缓飘散在莱茵河上。

巴塞尔，吐舌头的国王

TASTE DIFFERENTLY IN BASEL

Art Mark  艺术印记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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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l, Swiss Florence, has been an academic and cultural center 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Middle Ages. More than 40 art galleries and museums 
of distinctive features are underpinning the "Soul" of the city. Roaming 
around the old city of Basel , visiting contemporary exhibitions, the artistic 
temperament flows over the Rhine along with the aroma of coffee.

 Basel architecture, the art of color illusion and feast.
巴塞尔的建筑，将色彩幻化成艺术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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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德国、瑞士、法国三国交界的地方。由于小城独特的

地理位置，上午去德国爬山，中午回瑞士用餐，下午再前

往法国购物的计划并非幻想。对位于莱茵河上游的巴塞

尔来说，莱茵河就是母亲河，这条神秘而古老的河流经历了沧桑变

化，如今依然像少女般清澈鲜活。河面上，几条古老的摆渡船在19

世纪中期就已经投入使用，摆渡船栓在铁丝绳上，一直延伸到河对

岸，凭湍急的水流驱动过河。游客们乘船前往对岸，选择一家河畔

上的咖啡馆，捧一杯热气腾腾、芳香四溢的咖啡，静静地品出小城巴

塞尔与众不同的魅力。

巴塞尔的标志图像是“吐舌头的国王”，街头随处可见眼珠转来转去、

舌头吐进吐出的雕像。城市的口号就叫作“Taste Differently”。如果翻

译成中文，“吐舌头”要比“品味特别”更加贴切。因河流的贯穿，巴塞

尔天然分成大小两区，左岸称大巴塞尔（Grossbasel），是经济商业及休

闲购物中心；右岸是小巴塞尔（Kleinbasel），集中了花店、画室、工艺坊

以及以精致木台供应奶酪小食和饮品的咖啡厅。邮差绿的有轨电车，

泛着黄金光彩的尖顶小屋，美术馆以小麦色点 ，博览会会场飘着枫

叶红，远处大教堂则是深沉庄重的通体赭红。难怪有人说，这是个不

吝啬颜色的城市。

The appearance of the modern 
city bears the mark of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architects.
这座现代的城市表面镌刻着无数名
扬海内外的建筑师的艺术痕迹。



029Perhaps the most pleasant activity in Basel is to spend the time 
finding the tempo of life just right for you.
在巴塞尔最惬意的事，也许是可以悠闲地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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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春暖花开的时节，被誉为“奢侈品

中的奥斯卡”的巴塞尔钟表珠宝展便如

期而至，拉开小城博览会的序幕。可追

溯到1917年的Schweizer Mustermesse Basel

（MUBA）“瑞士巴塞尔样品博览会”，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钟表珠宝展之一，

众品牌都使出浑身解数奉上自己的心血

结晶，博览会不仅代表了奢侈品的高峰，

也预示着流行趋势。而一年一度的“Art 

Basel”，则将全世界的色彩幻化成艺术

的盛宴。初夏时节，安静的巴塞尔一下子

充满了世界各地来的艺术家、艺术商人

和艺术爱好者。在博览会的任何一个角

落都可以边品尝咖啡边展开对艺术的想

象，或者在扶手椅上阔谈、打瞌睡，抑是

惬意地看着艺术大厅里的人来人往。

02

01. Art Basel is the world's premier international art fair for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orks.
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际现、当代艺术作品展。
02. Basel is a city of vivid colors.
巴塞尔是个不吝色彩的城市。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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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During Art Basel, a fascinating art atmosphere 
fills this traditional city.
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让迷人的艺术气氛充满这个传统的
城市。
04. The Annual Art Basel
一年一度的巴塞尔艺博会
05. Sculpture works by the Swiss artist Alberto 
Giacometti in the museum near Basel.
瑞士艺术家阿尔贝托·贾柯梅蒂在巴塞尔附近博物馆
里的雕塑。

03

04 53

即使是在没有博览会的日子里，拥有瑞

士“博物馆之都”美誉的巴塞尔也值得

人们为它驻足，单是建于1662年的巴塞

尔美术馆（Kunstmusum），便叫人流连

忘返。这个欧洲数一数二的美术馆，从

荷尔拜因的《墓中的耶稣》开始，格吕瓦

尔特、埃尔·格列柯、伦勃朗、荷德勒、

莫奈、塞尚、高更、毕加索、夏加尔、康

定斯基等画家的作品不胜枚举，而在入

口处，正是罗丹（Rodin）的雕塑《加莱

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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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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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巴塞尔另一个标志，巴塞尔大教堂（Munster），自11世纪开始动

工，其后历经多次改建。教堂为哥特式和罗马式混合的红色砂岩建

筑，镶嵌图案的屋顶，五彩缤纷的砖瓦和双塔，在欧洲并不多见。在

教堂的庭院内即可将整个巴塞尔的风景尽收眼底，甚至还能看到法

国境内的沃杰（Vosges）和德国境内的黑林山。大教堂正门是哥特式

风格，上面有精致的雕刻。绕到一侧，有一个罗马式带顶的入口。站

在教堂后面的平台，可以俯视脚下莱茵河的激流，观看对岸小巴塞尔

的市容，眺望德国境内黑森林地带的群山。

大教堂内埋葬着人文主义思想家和作家伊拉斯谟，修建于文艺复兴

时期的市政厅（Rathaus）高处写着“自由永远高于金和银”。而真正体

现人文思想的当属巴塞尔大学，伊拉斯谟曾来此处讲学授业，尼采

也在此执教达10年之久。这座创办于1460年的瑞士最古老的大学，使

巴塞尔日渐发展成为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文主义中心。

不过，在巴塞尔，最惬意的事不是去欣赏或学习，而是可以悠闲地按

自己喜欢的节奏生活，比如懒洋洋地坐在路边晒太阳，看人来人往，

什么也不用想，什么也不用做。

01. The River Rhine in Basel
巴塞尔的莱茵河
02/03. Basel World, dobbed "Oscar in luxuries", comes in the warm spring 
and heralds the opening of the city.
被誉为“奢侈品中的奥斯卡”的巴塞尔钟表珠宝展，每年春天如期而至。
04. The color of Basel street
巴塞尔街头的色彩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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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uise Extraordinary  游轮之旅 -

All End up with the First Look at the Unique Fantasies of the Neon Country on the Sea
邮轮是横轴，沿途是纵轴，与海上霓虹国的别样初相见

- Drive Travel  驾道 -

South Australia
南大洋自驾尽享南澳大利亚海岸美景及假日风情

- Window Shopping  探店 -

肉食动物们深夜集结地

邂逅永不落幕的夏天

用心打造的温暖味道

一家隐匿于三里屯的网红川菜小馆

太初湘苑 食材本真之味

- Health  健康时刻 -

带着能量瓶子去旅行，打卡全世界

- Private·Enjoyment   私·享 -Sichuan
不只是美食 成都好玩的地方还多着呢！

厨房新主义 虎哥的创意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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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Time for Luxury
策划执行.本刊编辑部    特别致谢.Ali Mushaima (bahrainguid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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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度假都是人们一个季节的主题——逃离喧嚣而忙碌的都市，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的地方，让自

己彻底放松和休憩。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因为那里的人和那里的事而蒙上一种性情，让它

从此不再是地图上的一个符号。走进它，仿佛是去结识一位朋友，不仅仅要知道它的名字，还要

感受它的气质和内涵。

这一期杂志的主题同样应景也是度假——推荐大家几个度假目的地。和其它杂志不同的是，我们

认为对于我们的读者阶层来说，大家选择度假目的地会考虑很多方面：目的地的风景、休憩生

活、运动项目、酒店的舒适度，但最主要的，都是谁会去那里，又和谁共住一个酒店里。毕竟度

假时，酒店是人与人交往最多的场所。所以，我们在考虑几个度假目的地选择时，酒店成为和目

的地选择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素。这些风景绝妙的地方都和一个绝妙的酒店捆绑在了一起。

趁着大好的时光，赶快享受属于你的生活和气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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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Mike   图.巴礼

THE FAMOUS VACATION 
HOME OF THE UPPER CLASS
上流社会的度假之家

Theme  Story  主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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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nner's Parkvilla
Brenner's 建筑外观

若设想一个地方，一切美好的内容都有了，一切不美好都消失了，那里一定是巴

登巴登（Baden Baden）。

奢华而放松，这是人们常常向往的一种意境。而在巴登巴登，这就是生活的主色调。这是

一个让人忘却一切烦恼，却又浮想联翩一切美好的地方。

巴登巴登的美是含蓄低调的，和许多喧嚣热闹的度假地不同，巴登巴登把它的一切都隐含

在了郁郁葱葱的黑森林里。这里是奢华度假的代名词——艺术、运动、极致享受共同组成

了巴登巴登的度假生活。欧洲第二大歌剧院、博物馆、皇家浴池以及SPA，世界上最美丽的

赌场、高尔夫、赛马，当然还有格调舒适的餐厅和咖啡馆，鳞次栉比的古董店、珠宝店……

巴登巴登既是一个远离都市的世外桃源，也是一个生活丰富、气质高雅、处处散发高贵浪

漫情调的上流社会度假地。

人们称巴登巴登为“欧洲的夏都”。几个世纪以来，这里都是欧洲贵族的避暑胜地。人们

举家来到这里，住上个把月，享受晨昏变化间的黑森林、挟着草木清香的空气、夜晚华灯

下的剧院和赌场、琳琅满目的美食，以及温婉舒缓的上流社会氛围。你无法期待在这里遇

到很多其它度假地的随意散漫，来到巴登巴登的人都是世界各地的巨贾政要、名门贵族，

以致空气中都隐隐散发着一种带有节制的松弛感。没有喧嚣，没有嘈杂，没有海滩度假地

的无拘无束，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是贵族味道。

Brenner's Park－Hotel & SPA绝对是巴登巴登的最佳缩影。这家有着135年历史的酒店的住客

几乎全部是名流巨擎。Brenner's Park则是他们在巴登巴登的家。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很多名

门望族的渊源在这里延续。祖父祖母的金婚纪念日、年轻人的婚礼、小孩子的生日，一个

家族一旦和Brenner's Park－Hotel & SPA结缘，家族中所有的纪念活动也就唯选这里了。

Brenner's Park如同一座皇家宫殿或是家族度假城堡，它没有现代星级酒店的大排场，但舒

适的气氛中透露出暗藏的气场，那是一种震慑人的贵族气息，从墙上的油画、楼梯的扶

手、咖啡厅里看书的老太太、早餐桌旁读报纸的男士、花园餐厅中少妇们下午茶时间的低

声细语中渗透出来的。它的存在，不是为了适应五花八门的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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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Oleander Bar
Oleander酒吧
02. Brenner's Lounge
Brenner's酒店休息厅
03. Brenner's dining room
Brenner's酒店餐厅
04. Field candle dinner is one of the luxuries in Brenner's
露天烛光晚餐是Brenner's最美的享受之一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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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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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酒店真正的奢华之处不仅仅在于金碧辉煌的建筑和设计、体

贴入微的服务，更是在于人——经营者或客人——恰恰是他们使得

环境有了与众不同的意义。客人选择 Brenner's Park－Hotel & SPA， 

Brenner's Park－Hotel & SPA也在选择客人。经过多年的相互选择，今天

我们才在此处看到了一个高贵如家、轻松如家的权贵阶层最佳休憩

地。人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一种自己熟悉的氛围，这种氛围来自原本就

属于他们的圈子，所以不会令人感到陌生或格格不入，自然地延续着

他们的既往生活——与长久以来的生活格调没有差异，且又多了一

份世外桃源的宁静与恬然。于是，大多数客人都甘愿一天到晚呆在酒

店里“碌碌无为”着：早晨陪伴家人一起吃早餐，和早餐一起摆在眼

前的还有当天的报纸；午后埋在阅读室的沙发里随意翻翻喜爱的图

书，或者游泳后躺在树林里晒太阳；晚上盛装打扮，在烛光下享受晚

餐、美酒，以及一家其乐融融的幸福；如果仍未尽兴，餐后还可在酒

吧里小酌一杯。酒店内随处可以坐下来，就像家里一样。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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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 suite of Brenner's
Brenner's 酒店的Spa套房

Honeymoon suite 
蜜月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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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家人守候，所以这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才能被称之为家。Brenner's Park的员工很多已经在

此工作几十年，时间融化了他们同酒店间生硬的雇佣关系，客人也成为了朋友，甚至熟悉到可

以随口叫出他们的名字。这里的一切远远超越了酒店的概念。

来Brenner's Park－Hotel & SPA度假的中国乃至亚洲的客人寥寥，甚至巴登巴登的中国游客也

很少。这个隐秘的世外桃源还没有在中国闻名到众人皆知，但中国的财富人群去过一次以

后一定也会把那里当作自己的欧洲之家。你会认为，你终于找到了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度假归

宿——没有丝毫世俗的纷争和打扰，只有浓郁黑森林带来的清新空气，和暗藏在空气中属于

你的氛围与气息。

Brenner's provides one of the world's best spa services
Brenner's 酒店提供全球最好的Spa服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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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eau de Chillon (Chillon Castle) on the shore of Lake 
Geneva, near Montreux, is well-known by famous literary works.
蒙特勒附近的西庸城堡因出在众多文学作品中而出名

文.Mike   图.粒粒

THE PEARL OF THE SWISS RIVIERA
日内瓦湖畔的珍珠

士的蒙特勒（Montreux）坐落于日内瓦湖畔，安静的湖光山色，富足而

淳朴，令人忘却一切而沉醉。驱车在山上或散步于街道间，随意抬起

眉眼来便都是风景。远处，彩色的各式房子点 着郁郁葱葱的山腰，

背景则是那座永恒的万宝龙山峰。如果季节合适，山上的皑皑白雪映照着湛蓝

的天空，干净的云朵和皑皑的雪峰融合在一起，街道上散落着随风飘落的花瓣，

你会如临梦境。近处，将远眺的视线收回至身边，各式珠宝店、钟表店、古董店、

咖啡馆和面包房，随便驻足哪一家，都有闲适和惊喜在等待着你。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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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勒是著名的羊胎素美容圣地，每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名流贵族。

但也许只有来到这里，你才会发现，真正诱惑的不是活细胞注射疗

法，而是蒙特勒与众不同的古朴与静谧。纯净的山水、纯净的空气和

纯朴的风情自然最适合疗养。湖边的游艇码头，夏天繁忙而冬天懒

散，映衬着天空、湖水，以及湖对面的连绵山峰，一幅绝美的印象派画

面。沿着湖畔散步，浅滩和小码头环绕在各式豪宅周遭，停靠岸边的

私人游艇身下浮泛着微漾的水波，在这里居住的不乏国际政要和名

流巨贾。海明威、卓别林、芭芭拉·亨德瑞克等都曾在这个抒情的小

城居住过。

蒙特勒安静而单纯，促使我们不得不卸去一切杂念，身心灵彻底清

空。清朗的街道，清晰而明快的建筑，不染凡尘的水天一色，大脑在

此间随即停止旋转，仿佛坠入了令人失忆的神奇氛围。这里没有太多

的游客，人们在街道上随意漫步，在咖啡馆里低声聊天，在湖畔安静

地晒太阳。如果是小住一个夏天，每天驾驶游艇泛舟日内瓦湖和阿尔

卑斯山峰间，欣赏移步换景的湖光山色，或者就是干脆什么也不干，

躺在露台上阅读、晒太阳。如果是逗留一季冬日，自然也别有风致，阿

尔卑斯山自然吸引了忠实的滑雪迷，运动过后，在清冽的空气中坐在

酒吧里小酌，享受刺目的阳光和白雪。

FAIRMONT酒店绝对是下榻蒙特勒最佳的选择。酒店位于蒙特勒的核

心位置，坐落于日内瓦湖畔，推开窗户，映入眼帘的就是日内瓦湖和

对面的阿尔卑斯万宝龙山峰。酒店为“美好时代”（Belle époque）建筑

风格，大堂气派而宏伟，流淌着欧洲贵族气息。整个酒店的氛围也是

典型的欧洲上流社会度假氛围，人们穿着精致而放松地坐在大堂的

lounge 里，喝着下午茶，欣赏着窗外的山色和水影。酒店的宴会厅和婚

礼厅布置得奢华而宁静。最为值得称道的是酒店的走廊，FAIRMONT

的走廊安静气派，色调清新淡雅，很少见到如此开阔气派的酒店走

廊。走在厚厚的松软的地毯上，每个人都会期待进入那美妙的房间！

酒店的建筑建于1837年，古老建筑的优雅气派和现代便捷的高科技

设施结合在一起，自然房间内十分舒适。房间色调和家具的选择都沿

袭了欧洲贵族度假氛围，没有刻意和呆板，而是和窗外的景致巧妙融

合。房间的露台都很开阔，早晨起来坐在这里喝咖啡或者傍晚欣赏晚

霞映照下水中的山影，都是最为惬意的事情。

FAIRMONT的SPA十分著名，无论是尽情享受完游艇后还是酣畅淋漓

的滑雪运动后，享受一个温润的SPA按摩，都能令人得到彻底的放松，

身心灵全然恢复，为运动的一天画上完美的句号。

酒店对面就是蒙特勒最著名的艺术博物馆，不远处是蒙特勒的赌场，

而珠宝首饰店、钟表店、古董店也都在酒店附近。闲暇时四处散步走

走，或欣赏顶级的艺术品，或坐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喝上一杯，也是度

假生活中一段愉快的闲暇时光。而到了每年的蒙特勒爵士乐音乐节，

整座小城就是一个弥漫着爵士乐的音乐之都。

蒙特勒是日内瓦湖畔一颗闪亮的珍珠，纯净而富有光泽；而下榻

FAIRMONT酒店绝对让你的蒙特勒之行没有一丝遗憾。

01.Grand Hall of the Fairmont
Fairmont酒店的大厅
02.Balcony of the Suite Nabokov
Nabokov套房的阳台
03.Ball Room of the Fairmont
Fairmont宴会厅
04.La Brasserie du Palace of the Fairmont
Fairmont酒店内的La Brasserie餐厅
05.Lobby of the Fairmont
Fairmont酒店大堂
06.Suite Quincy Jones
Quincy Jones套房
07.General view of the Fairmont Le Montreux Palace
Fairmont酒店全景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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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TTLE KINGDOM OF LUXURY
袖珍国的奢侈信仰
来到蒙特卡洛（Monte Carlo）的人有3种顶级消费可以选择：或观看摩纳哥游艇表

演和F1汽车大赛这样的世界级活动，或穿梭于国际名流出入的奢华赌场、餐馆、

设计师商店及夜总会，或沐浴在地中海的阳光下和摩纳哥的青山美景中。

1. Le Louis XV-Alain Ducasse restaurant in  Hotel 
de Paris
巴黎大酒店的路易十五餐厅（米其林三星）
2. Exterior of the Monte-Carlo Casino 
蒙特卡洛大赌场外观
3. Monte Carlo view of town and harbour
蒙特卡洛的城市、港湾远景
4. Facade by day of Hotel de Paris
巴黎大酒店正面外观

01

02

03

文.Patrick  图.天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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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余秋雨曾经这样形容过蒙特卡洛的赌场：“蒙特卡洛荣华富贵的

妆扮，连美国气魄庞大的拉斯维加斯也要鞠躬示敬，更不要说墨尔本、

吉隆坡、澳门那些豪华赌场了。全世界的赌场选老大，看来还是非蒙特

卡洛莫属。”

任何人第一次举步跨进这个摩纳哥公国第一大城市的瞬间，都会被

直冲上面前的那股因财富而堆积出的霸气撞个踉跄，而无论你本身是

贫穷或富有。这个由法国“蓝色海岸”（Côte d'Azur）延伸而出的狭长小

国磁石般吸引着世界上的富豪名流，还有他们在赌桌上掷出的天文数

字，它的魅力就在于仅凭1.96平方公里的土地创造了人类所能想象，以

及所不能想象的一切穷奢极欲。

蒙特卡洛之旅一定要从它的心脏——蒙特卡洛大赌场（Casino de 

Monte-Carlo）开始，毕竟，这个城市的名字就来自于它举世闻名的博彩

业，而博彩业为这个袖珍国贡献着每年40%的国家收入。这里与美国

拉斯维加斯和中国澳门并称“全球三大赌城”，也是世界唯一的国家

赌场。为解决国家财政危机，1865年由查尔三世亲王在旧市区北边的

岬角上选址建成了这座摩纳哥历史上的首家赌场。这个与城市一同诞

生的宫殿式建筑一直是蒙特卡洛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观，你只需要徘徊

其中，欣赏美轮美奂的壁画、洛可可式的房顶和波西米亚玻璃吊灯，

就可以让自己沉浸在奢华当中。或许你可以像电影中的杰姆斯·邦德

那样身着晚礼服，信步来到只对少数人开放的私人高级贵宾室，玩上

一把法国贵族的纸牌赌博。赌场日进斗金的经营将彼时毫不起眼的弹

丸之地养育成了此时富庶诱人的欧洲明珠，“蒙特卡洛”的命名正是

后人对那位亲王的纪念，也奠定了这座城市的基调，聚集私人游艇的

码头、泊满世界豪车的车场、擦身而过的名媛巨子和幻化为小小筹码

的财富较量是这里最贴切的标签。

当切尔西球队的俄罗斯老板阿布停靠岸边的游艇就在你的右手边时，

你是否想问“为什么这些富豪会选择这里？”对于非富即贵者来说，

财富加安全，才能成就自由。这里的警察人数在总人口数中所占比例

排名全球前列，加之摩纳哥境内免征个人所得税、财富在此堆积，欧

洲的顶尖阶层纷纷来此定居就不足为奇了。狭小的国土面积、发达的

娱乐产业、过分集中的各地富甲让这个度假胜地过去两年蝉联全球房

价最高市场榜单的冠军位置，截至去年的均价高达每平方英尺4420美

元，让分列其后的莫斯科和伦敦望尘莫及。

蒙特卡罗赌场外的三角广场，是摩纳哥最金碧辉煌的地带，左侧巴黎大

饭店（Hôtel de Paris），右侧巴黎咖啡馆（Café de Paris），前方是价格不斐却

门庭若市的名牌服装店。沿着一段简单的楼梯，你将会从赌场平台被

引至巴黎大饭店——摩纳哥最富声名的酒店之内。自1864年以来，这个

蒙特卡洛大赌场的同胞姊妹一直是世界名人富商的聚集地。酒店大堂

中，一尊铜雕扬起的马腿已经被住客摸得油光锃亮，据说所有要去隔壁

赌场的人们出门前都会来摸摸它，期望能带来好运。Hôtel de Paris是奢华

的象征，以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服务为目标。它与蒙特卡洛大赌场呈90度

角交错而立，巴黎经典的Belle époque风格从大厅穹顶一直延伸至红色套

间、华丽的餐厅，配以金饰、细木雕刻，艺术品和珍贵缎饰，每个细节无

一不是。所有客房中都能看到桃花心木家具、匈牙利实木地板和细木镶

嵌工艺品，浴室里铺陈着危地马拉绿色大理石，充满异域情调。还有一

个非常贴心的设计，就是饭店内有专门通道通往66,000平米的蒙特卡洛

深海海水疗法休闲健康中心，这也是全欧最美、世界排名前十的SPA中

心。开业百多年来，酒店迎接过维多利亚女王、丘吉尔首相等国际政要

无数，更不要说趋之若鹜的国际影星和社会名流了。来到这里一定要小

心会变得“嗜赌成性”，因为无论是酒店的房间号码、早餐盘子、牛奶杯

子，还是集邮册，无不会成为赌博工具。 

01. Exculsive Suite Garnier
Garnier行政套房
02. Le Grill Restaurant, Hotel de Paris
巴黎大酒店的Le Grill餐厅
03. Facade by night of Hotel de Paris
巴黎大酒店夜景外观
04. Bar Americain
 Americain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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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ATING ON THE SURFACE 
OF SAINT-TROPEZ

漂浮在圣特罗佩之上
文.Patrick  图.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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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Fishing boats at port harbor in Saint-Tropez
圣特罗佩港湾的渔船
02. Dining balcony in the Chateau
Chateau庄园酒店的美食阳台

1

20世纪50年代以前，圣特罗佩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小渔村，民风纯朴。

上世纪60年代，“性感小猫”碧姬·芭多在这拍摄了《上帝创造女人》，

使得这个法国南部默默无名的渔港一举成名。现在，她已经成为了外

表华丽，而个性内敛的奢华地带，每年吸引着各国的王室成员和富豪

一游。

要说到圣特罗佩的个性，运动是属于它的名词。在深秋时节，整个海港

都沉浸在Les Voiles de Saint-Tropez帆船比赛的欢乐中。这项赛事的起源很有

意思。在1981年9月29日，一个叫Dick Jason的美国人和另一个叫Jean Laurain

的人进行了一场比赛，看看他俩的帆船“骄傲号”和“Ikra号”谁更优秀。

比赛的行程非常简单：从圣特罗佩小镇的镇底出发，绕过名叫Nioulargo

的沙洲，最后在一家名叫“55俱乐部”的饭店对面的Pampelonne沙滩上结

束比赛。当年的那场比赛，“Ikra号”打败了“骄傲号”，而对于历史而言，

两个人的无心之举却催生出了让圣特罗佩扬名世界的帆船竞技赛。

如今，Les Voiles de Saint-Tropez帆船比赛每年都会吸引多支顶级船队的到

来。夏季的时候，300多艘帆船驶进海港，准备参加比赛。这项比赛还吸

引了古典帆船船队的到来，那些上过漆的，闪闪发亮的木板，经过抛

光的黄铜和耀眼夺目的帆布，在不经意间能令人迷失在一段古典、现

代、奢华、闲适的交错时光中间。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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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圣特罗佩独特的运动气质，每年来这里旅行休闲的名人数不胜数。

贝克汉姆夫妇每年都会来此；纳奥米·坎贝尔曾在这里举行34岁的生

日，喷气式飞机将香槟酒从空中洒向整个海滩；香消玉殒的黛安娜王

妃，在她致命的巴黎之行前，与多迪·法耶克在此地度过生命中最后一

个悠长假期……博得世人青眼的圣特罗佩，自有它非同一般的旅行与

酒店文化。

法国的庄园式酒店一向是它颠倒众生的“利器”。Chateau Hotel de la 

Messardiere庄严地耸立在山顶上，面对着庞珀洛讷7片海滩和圣特罗佩海湾，

就是这样一个让人产生无数联想与期冀的地方。实际上，任何接近这家

酒店的人都会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它并不是一个酒店，而是一处历史的遗

迹。此言诚然呵。Chateau Hotel de la Messardiere的名字可以回溯到中世纪“举

锤者查尔斯”的年代以及不少与加洛林、加佩王朝家族联姻的家族。其

中，1669年，Messardiere主人的女儿Renee下嫁伯爵Leonor, 皇室颁发的勋章至今

闪耀在酒店中。勋章旁边还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没有武器也照样胜利。

然而，酒店真正的诞生纪年是19世纪，庄园作为当时法国军官骑手

Henry Brisson和年轻的艺术家Louise Dupuy d'Anjac的家园，见证了一段

美好而浪漫的家庭生活。可惜在庄园的男女主人相继去世后，庄园陷

入了长期荒芜衰败的境地。不少人散步谣言说庄园里面闹鬼，也有人

信誓旦旦地说庄园四周流动着强烈的正负能量场，给庄园添加了许多

神秘诡异的色彩。

和La Messardiere同样具有法式地中海风格的，还有位于圣特罗佩中心

的度假村Byblos Saint-Tropez。这家具有42年历史的度假村式酒店最初诞

生于一个黎巴嫩酒店经营者的想象。在酒店内，静谧、优雅的环境，

鲜花紧簇的花园，美丽怡人的庭院，无不令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典

雅气息，正和圣特罗佩典雅自然的气质相吻合。在酒店里，Spa Byblos 

水疗会所还采用Sisley Cosmetics品牌的产品，包括为Byblos Saint-Tropez专

门设计的护理。

也许，当游客们在酒店宽大的泳池里享受休闲午餐，或者在客房里屏住

呼吸看黄昏日落，或在室内游泳池尽情放松身体时，才更能体会圣特罗

佩的个性—外刚内柔，从容深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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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Field dinner in the Byblos hotel 
Byblos 酒店的露天晚餐充满浪漫气氛
02. Exterior of the Chateau in the night 
Chateau庄园酒店夜景外观

我们所选择的度假目的地的酒店都出自于世界最大的豪华酒店组织立鼎世酒店集团。立鼎世酒店集团成立于1928年，拥有全

球久负盛名的超过450 家世界顶级的酒店、度假村和水疗中心。自1928 年成立以来，立鼎世酒店集团对其成员酒店质量的严格

要求为其赢得了深受全球高端人群认可的信誉。每家酒店都必须通过严格的匿名调查，满足上百条独立指标后才能成为立鼎

世酒店集团的成员。立鼎世酒店集团在全球22个主要市场区域均设有办事处，预订酒店或获取信息可访问www.lhw.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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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Sherry    图.卡塔尔国家旅游委

QATAR 

每一次的外出旅行，无论事先做了多么充分的准备，落地的那一刻我都会像第一次出

远门的孩子似的忍不住地左顾右盼，脸上的笑容能保持上个把小时。我就是对“异域

风情”特别没有抵抗力的那一类人，就像最近热播的《奇遇人生》中，面对“远方”的

诱惑，全心凝视，出发，遇见。

第一次中东之行 
在卡塔尔体验奇遇人生

Theme  Story  主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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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q Village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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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千零一夜“正统”的发源地，下届世界杯的举办地，

三面环波斯湾的阿拉伯“飞地”，卡塔尔在中东都算是个

相当有个性的一份子。最最重要的是，这里人均GDP全

球第一，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大大的RICH。

在沙漠看海，是卡塔尔才有的独特风景

卡塔尔位于波斯湾西南岸的卡塔尔半岛上，典型的中

东热带沙漠气候，大部分地区是覆盖着沙土的荒

漠，却拥有长达500公里的海岸线，由于坐拥

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卡塔尔在荒漠中

建立起一座极为现代的城市，被形容为沙

漠中的玫瑰。

还没来得及感受景点，也顾不上舟车的劳

顿，一路上被复杂而有序阿拉伯风格图案所吸

引，抽象图案和复杂几何图形频繁运用于阿拉伯艺

术中，无论是复杂的植物图案，装饰用的地毯和织物，

还是仿佛无尽重复的铺装作品，激发人们对永恒秩序的赞叹与沉

思。满眼的异域风情却来不及从行李箱中拿出相机，如果不是用了有

超广角镜头的手机，第一天记录的震撼就会大打折扣。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之后再无贝律铭

来到卡塔尔的第一站是这里的必游之地——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人们往往对于优秀设计师或艺术家的处女座和封山之作念念不忘，

而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就是世界著名华裔建筑设计师贝聿铭的封山

之作，也是集大成者。尽管他设计的卢浮宫内玻璃金字塔、华盛顿国

家艺术馆、香港中国银行大厦等建筑早已闻名于世，但是这座

博物馆作为贝聿铭先生的最后一件作品更令人向往。

贝聿铭在设计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已是91岁高龄

了，为了表现伊斯兰建筑的本质，贝聿铭在中东

考察了好几个月，研读穆罕默德的理论，亲自

到埃及，突尼斯等地采风。由于担心这个博

物馆会被周围环境所淹没，他还请求卡塔尔

的王储为其建立一个独立的人工岛。

通过建筑作品与世界的对话，每一处线条每一

个转角都传达着设计师的设计理念。这座伊斯兰

艺术博物馆占地4万5平方，简洁的白色石灰石，以几何

式的方式叠加成伊斯兰的风格建筑，中央的穹顶连接起不同的空

间，古朴且自然。

卡塔拉鸽子塔



061

在传统伊斯兰建筑基础上，贝聿铭先生融入了现代化简洁的设计风

格。也代表着这座博物馆将发展成为学习艺术与对话交流的平台。

它将把居住在世界各地、不同年龄层的人们聚集一堂，更好的理解

伊斯兰文化，促进伊斯兰艺术的发展。

夜幕之中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被昏黄的灯光包围着，与对岸的城市

霓虹灯交相辉印，更加引人注目。由于博物馆中禁止使用闪光灯和

三角架，我也就干脆轻装上阵只带了一部手机去参观拍摄，可以说

逆光拍照和广角拍照的表现完全不逊于专业相机。

如果你要想感受更正宗的阿拉伯购物体验，可以前往集市，老市场

瓦其夫是挑选多哈纪念品的绝好去处，在集市上除了纪念品、日用

品以外甚至还有鹰隼、骆驼等动物也在售卖。这个老市场更是多哈

的灵魂所在，多哈港多年来的交易，都是在这里进行的。虽然遭受

了一场大火的洗礼，卡塔尔政府仍然没有放弃传统，修建成现代集

市。而是尽全力维持了它本来的样子。身处市中心的瓦其夫，就像闹

市中的一片净土。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MIA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MIA远景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MIA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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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明珠 下图为卡塔拉蓝色清真寺

瓦其夫老市场 下图为赛马和卡塔尔拉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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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融合的阿拉伯风情都市

位于中东的阿拉伯世界，并且顶着世界第一人均GDP收入，注定让卡

塔尔在传统和现代的交融中进化自己独特的“异域风情”，这里不

仅物质上富有，而且精神上富足。

在随后两天的行程中，我们首先参观了卡塔尔明珠（The Pearl），又

叫珍珠岛，从上向下俯瞰，延伸而出的小岛形状像颗珍珠(一大一小)

故而得名。占地约400公顷的人工小岛是多哈豪华社区和著名奢侈

品购物区，其中不乏五星级的餐厅。而且这里也是唯一可以允许外

国人在此购置房产，很多富豪和明星在这里有另一个家。

除了买买买，说多哈是一座积极进取的体育之城毫不为过。几天的

行程中，城内分布着众多的体育场馆。尤其是足球颇为受宠，整个

国家都对届世界杯非常期待。

沙漠冲沙，是年轻人挑战刺激的运动项目，也是整个阿拉伯地区最

受欢迎的民间趣味运动之一。坐在专门的冲沙越野车辆里，在广阔

的红色沙漠间，一会加速冲顶，一会又下坠失重的进行沙漠漂移。运

动虽然紧张刺激，但这里同样重视座驾，一辆顶级冲沙越野的价格

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壕无人性！

063

 瓦其夫老市场

卡塔尔赛马

卡塔尔拉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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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哈驾驶越野车过来45分钟，再开进沙漠腹地Sealine beach。赶在

日落时分骑骆驼，骆驼很温顺，坐在上面十分的惬意。虽然现在汽

车已成为沙漠里的主要交通工具，但为了传承传统的游牧文化，卡

塔尔仍保留了骑骆驼的体验。骑着骆驼行进在沙漠中，仿佛穿越到

《一千零一夜》故事中，去寻找未知的宝藏。

俗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多哈，博物馆、图书馆和

清真寺鳞次栉比，可见人们的需求已经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很多设

施都是土豪私人开设，只可惜这次逛足了博物馆和图书馆，却无缘到

同样知名的大学城去一探究竟。这里大多数建筑不允许携带相机进

去一顿“咔嚓咔嚓”，万幸有手机在，出片率要比以前的副手小黑卡要

更高，在很多逆光拍摄的情况下，也能将照片的层次拍出来。

虽然没有在卡塔尔真正地待上一千零一夜，但在临行前，我们还是

到了《愤怒的小鸟》主题公园好好地了放肆一把。这座占地17,000平

方米主题乐园提供一系列各式各样与《愤怒的小鸟》手机游戏相关

的游乐设施，其中包括“欢乐爆炸（Blast Bomb）”跳楼机、海盗船主

题碰碰车、“上吧小鸟（Angry Birds Go!）”卡丁车、“史诗对决（Epic 

Battle）”激光枪战和“飞跃深蓝（Bouncing Blues）”滑翔机骑乘。对

于最早接触这个IP的我来说，同样能够身临其境，带给我的换了不

亚于来到这里的孩子。

此次卡塔尔之行也是我第一次来中东国家，旅途中的惊喜和美好美

景令我目不暇接，更想要用影像记录下在这里的所有美好瞬间。由

于有些地方不便于拿相机，随时随地用手机拍照便成了我卡塔尔之

旅的主要记录方式，而且拍出的照片也是非常不错，甚至同行的专业

摄影师好友都惊叹手机能拍出如此出色的大广角和逆光效果。

在飞回国的途中我的总结是，如果拿美国来比较的话，一个多哈有

着湾区的壕，五大道的奢，还有奥兰多的玩和波士顿的学。同时，这

里是全世界犯罪率最低的城市，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平和之城，更是

被联合国旅游组织评为十大最“开放”国家之一。

旅行是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影像定格美好。走进卡塔尔，才知道真的

有“沙海”，因为沙漠和大海在这里交界，除了风光你，更能感受到

传统的阿拉伯建筑与现代化设计交相辉印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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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清真寺

卡塔尔明珠

卡塔尔小朋友 卡塔尔小朋友 

老酋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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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当地人和鹰隼

Al Sadu 编织

卡塔尔当地人和鹰隼

石膏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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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井井    图.品牌提供

RENO TAHOE 

美国内华达州的里诺太浩湖(Reno Tahoe)全年拥有超过300个晴天，全美最大的高山湖，

靠近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和斯阔谷，集大自然万千宠爱于一身，更是是户外运动的天堂。

有胆去做, 勇敢而为  
开启里诺太浩湖户外运动之旅

Theme  Story  主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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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温暖的季节，你可以在太浩湖边小径徒步旅行、享受登

山和骑行的快感、挑战皮划艇和游泳，还能在里诺市里

享受攀岩和高尔夫运动的欢愉。在冬日里诺太浩湖也拥

有北美最大的滑雪胜地让你体验滑雪的乐趣，一年四季都吸引着众

多的游客。Scheels 更是全球的最大户外运动商场，为运动爱好者提

供最全最好的运动装备。里诺太浩湖，户外精彩即刻启程。

占据了北美最大高山湖-太浩湖半壁江山，水上运动在这里自然是得

天独厚。其中，让你肾上腺素飙升的水上运动，无疑是皮划艇白水

河漂流（Whitewater Rafting）。听，从加州远道而来横穿里诺市的特

拉基河白水公园（The Truckee River Whitewater Park）正在在呼唤你

的名字。坐落在里诺市中心地区的白水河公园拥有11个皮划艇水池

及一个专业赛道。每年5月，来自世界各地的职业皮划艇爱好者蜂拥

至此，参加里诺河庆典。观众们可以在阿灵顿街大桥及河岸上观看

刺激紧张的皮划艇运比赛，一同感受这项运动的精彩。除此之外，

乘帆船（Sailing）在太浩湖上航行也是体验这片原始水域的最好方

式，一些本地帆船租赁运动为初学者和导游提供课程。

 如果不喜欢激烈的水上运动，那么湖面上的皮划艇（Kayaking）和

站立式桨板（Stand-Up Paddle Boarding）无疑是享受老少皆宜的水上

运动。夏天，喜欢阳光沙滩的美国家庭从里诺太浩湖附近带着自己

的装备来到太浩湖，在湖畔的公园享受一天的阳光和湖水。远道而

来的人们也不必担心，太浩湖畔几乎所有的沙滩公园都有皮划艇和

桨板出租。其中，位于太浩湖东岸，度假胜地Incline Village 南部的沙

Theme  Story  主题故事

太浩湖水上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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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州立公园 （Sand Harbour）就是太浩湖畔一道最靓丽的风景线。

探入湖里的码头栈道、白色的沙滩、湖上及岸边巨大的砾石。白天

撑挺划入湖水深处，傍晚坐在砾石上看日落，每年7、8月份还可以在

沙滩上观看一年一度的户外音乐盛会—— 莎士比亚戏剧节（Lake 

Tahoe Shakespeare Festival）。

另一种体验里诺太浩湖的奇妙方式是徒步运动。这一地区拥有诸多

步道，为初学者和高级人士提供不同的徒步旅行体验。猎人溪步道

（Hunt Creak Trail）就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如步道的名字一般，

这条徒步线路充满了探索的乐趣和无限的遐想。从里诺市出发，穿

越不同的地形，在猎人溪的指引下一路探索至一个隐瞒且壮观的瀑

布。在到达瀑布的瞬间更是像经过一路不懈探索而开启的瑰宝。对

太浩湖全景

里诺太浩湖雪上运动 攀岩运动盛行

年度里诺热气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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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明珠 下图为卡塔拉蓝色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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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诺城

里诺-世界上最大的小城市

里诺城愿景

 特拉基河上的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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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钟爱山间徒步的旅行者们来说玫瑰山步道（The Mount Rose）无疑是不可错过

的徒步路线，也是远眺太浩湖全景的不二之选。往返共9.5英里，海拔1,930 英尺

到达海拔10,766英尺的玫瑰山至高点。在那里，不费吹灰之力即可将整个太浩湖

以及特拉基河的美景尽收眼底，所有一路的疲惫都随之而去。在山峰的岩石上席

地而坐，和家人朋友依山面湖野餐，更是解锁太浩湖的又一正确姿势。

喜欢高雅运动方式，里诺太浩湖也可以满足。在里诺太浩湖地区绵延起伏的丘

陵间，有众多高尔夫球场。绿色的草地周围环绕着高耸的松

树，当你在绿茵球场上挥杆时，可以听到风吹过棕榈树

的声音，也可以听到潺潺细流以及层层水瀑发出的

声音，你还可以体验到针对不同级别的高尔夫球

课程。著名的 PGA 巡回赛梭鱼锦标赛（Barracuda 

Championship）每年在7月下旬至 8月初举行。别

忘了留一天时间驾车沿着太浩湖观景车道（Lake 

Tahoe Scenic Drive）来一次 100 公里的环湖游，这条

线路恰好环绕整个湖泊，途径诸多历史景点、公园、

沙滩和村庄，著名的卢卡斯越野赛车系列赛（Lucas Off 

Road Racing Series）也每年在这里举行。

里诺太浩湖的运动精彩不尽于此，这里也是极限挑战者的圣地。攀登内华达山脉

一个有一个的巅峰，战胜大自然，挑战不可能。除了野外攀岩，里诺市中心惠特

尼峰酒店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攀岩墙，高约50米，为世界各地的攀岩爱好者提供最

独特的攀岩体验。其中，专门为青少年设计的课程，让小朋友们从小培养战胜自

我挑战极限的能力。Mesa Rim 攀岩中心是里诺市最大的攀岩健身中心，有超过

24,000平方英尺的攀岩地形。最高的攀登墙高达近16米，它被选为2018年全美攀

登- 运动与速度全国公开锦标赛的举办地。

太浩湖SUP桨板

里诺城丰富的夜生活

里诺城的街头艺术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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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el  酒店 -

 Jw Marriott Hotel Beijing 
遇见幸福 一生相随

Jixian Marriott Hotel
赴一场奇妙亲子之旅

Renaissance Beijing Wangfujing Hotel
为甜品注入灵魂的魔法师

Amara Signature Shanghai Hotel 
 旧时地标新风貌，解读此间上海不一样的风花雪月

Doubletree By Hilton Beijing
逸轩西餐厅以美馔品赏四月

Grand Hyatt Beijing
与君同悦，与爱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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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暮瑾   图.北京JW万豪酒店

遇见幸福 一生相随 

JW MARRIOTT HOTEL BEIJING

Hotel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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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参加过很多场不同风格、不同规格的婚礼，但是最令

你无法忘怀的一定是自己成为主角的那一场。是你梦想

中最好的模样，类似于一种在自己构建的无数幻想、场景

下完美被还原，被复刻的样子。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回想起来

的时候都带着甜蜜的笑。

北京JW万豪酒店打造的完美婚礼体验， 1,230平方米的可拆分无柱

形宴会大厅，可调整布局的设计，让婚宴场地及形式有更多选择。宴

会式布局可容纳600人。在宴会厅内璀璨的水晶灯下，与每位来宾共

同见证这一幸福绽放的时刻。

宽敞华丽的JW花园是北京CBD为数不多的花园之一。它以其郁郁葱

葱的风景使整个场地更加迷人。无论是你的婚礼、公司活动、招待

会还是团队建设。我们JW花园将符合您的多重需求。专业的婚礼策

划师以及高水平婚宴服务，酒店的每一位员工都将为您的婚礼提供

贴心服务，让您的婚礼难以忘记。

时尚优雅的设计，为繁忙的都市生活打造静谧美好的时光，悠闲惬

意的入住体验。舒适宽敞的空间均配备五星奢华设施，包括选择丰

富的迷你吧，精致柔软的纺织品，豪华大理石浴室，精心设计的办公

区域，客房餐饮服务以及免费高速无线互联网。

酒店的内部房间装饰将色彩与家具结构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营造出

轻松愉悦的感观享受。阳光从巨大的窗户透过来，南向房间可欣赏

花园美景，北向房间则可领略华贸中心的繁华街景，并远眺朝阳公

园。房间内的一切装饰都巧妙的搭配在一起，柔软的象牙色皮质沙

发，床脚凳，以及门上的皮质装饰色调融合一致，桌子和符合人体构

造的转椅更是舒适异常。

无与伦比的餐饮体验，当地新鲜食材的甄选，菜肴展现地道风味并

兼容健康，经验丰富的厨师团队潜心钻研，不失本身，倾心呈现匠心

之作。

亚洲风尚餐厅拥有丰富多样选择的亚洲风尚餐厅,为客人提供精致优

雅的用餐环境。尽享来自于中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度的优质亚洲

美食,品味地道风味。

CRU扒房的牛排和海鲜绝对不容错过，世界各地的精选海鲜和优质

牛排在此汇聚一堂。餐厅的设计简约，时尚，高雅。色彩运用明快大

胆，宛如红酒般热情的蜡烛和地毯，巧克力色的椅子，烟灰色的桌子

和风格廊，一切都与美食交相辉映。沿花园一侧的深木色波状窗帘

宛如一件典雅的艺术品。 

大堂酒廊独具一格的特色下午茶打造悠闲午后的非凡体验，重新定

义午后时光，与酒店大堂相邻的精品饼屋，带来各式新鲜烘焙的面

包，无限美味选择。极富中国元素的时尚设计的龙吧，打造私属的曼

妙之夜。更有JW特调鸡尾酒：伊利克斯，蓝草，蜜蜂与修道士。

我们要给自己一次郑重的仪式，给彼此留下一段深刻的美好记忆。让

自己未来漫漫人生路上拥有一座光彩耀人的里程碑，当未来的某一

天，承欢膝下的时候，你可以挽着老伴的手，回忆过去的幸福岁月。

婚礼，是我们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次纪念。

而这个纪念会成为很多人未来人生中不可少的片段。

交杂着幸福的泪水和对未来憧憬的期待，北京JW万豪酒店，或许可

以成为这场梦境里的主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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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暮瑾    图.天津京蓟圣光万豪酒店

酒店

酒店
酒店

赴一场奇妙亲子之旅

JIXIAN MARRIOTT HOTEL  

Hotel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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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低碳是我们的格调 — 酒店配备碳排放标识系统，让

您轻松掌握「碳足迹」，给您尊尚礼遇。

这里，配备温泉水疗及养生设施，更有健康药膳，令您

悠逸满足。   

这里，自然至上，远离都市，材取天然，在盎然绿意中舒享“慢生活”。

这里，无论醉心绿意、享受阖家温馨一刻，还是专注商务，我们皆力

求您的满意，新思汇聚，缔造您想象中的会议，助您旅获精彩。

酒店拥有267间客房，包括豪华房，套房，行政套房，三卧房和四卧房

别墅及总统别墅等多款房型任您选择；拥有超过1900平方米的宴会

场地，提供高水平的宴会及会议设施；目前开放贡厨西餐厅、万豪中

餐厅及大堂吧等3个餐厅，中西方美食都可以在这里品尝到，在繁忙

的都市生活中为您提供一个温馨、自然、宾至如归的用膳环境，带给

您不容错过的美食体验；酒店设有KTV、麻将房、儿童淘气城堡等适

合各个年龄段客户使用的娱乐设施；拥有“矿泉药石”之称的麦饭

石温泉带给您滋润舒爽的体验，精湛的东南亚风情按摩护理，配合

按摩泡池舒缓紧绷神经，辅以麦饭石净化身体，滋养心灵，为您呈现

北方的三亚风情。

亲子的乐园

酒店处处可见亲子元素，房间内满满惊喜，专属的儿童用品及小型娱

乐设施，充满了童真童趣，体验感十足！

科学“实验室”绝对是一项能激起小朋友们好奇心的一项活动。人体

泡泡机、空气炮、水瓶倒扣乒乓球、简易显微镜制作、直升飞机原理

等十几项小实验，让小朋友们在神奇的科学小实验中，体会科学的魅

力，在玩乐中学习科学小知识，趣味十足！

我们还为爱尝试的小朋友们准备了有趣又简易的美食课堂，麻麻们

再也不用担心小朋友们的美食天赋无处发挥了。在甜品师傅的指导

下，完成一款亲手制作的蛋糕，岂不是成就感满满！

酒店内还设有丰富的的儿童娱乐设施……  淘气堡里色彩斑斓的

海洋球，四季花园儿童娱乐区设有高尔夫练习器、太空沙、积木、

手工DI Y(沙画、粘土、风筝 )、电动小汽车、电动毛绒车、儿童垂

钓、动感游戏机以及投篮等项目。不出酒店，小朋友也可以开心的

玩上一整天！

酒店更是推出了“童享欢乐”套餐，让您与宝贝在酒店里面畅享

畅玩！

带萌娃来京蓟圣光万豪酒店，放肆的玩、任性的闹……

一起探寻属于孩子们的童话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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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林暮瑾    图.北京金茂万丽酒店酒店

为甜品注入灵魂的魔法师

RENAISSANCE BEIJING 
WANGFUJING HOTEL

个男人，可以用身材、颜值、声音、气质来吸引一个女人，

在这段感情中主动与陪伴是 长情的告白，甜品或许会

成为如同伴侣一般不可或缺的幸福调剂品。一样的动人

心魄，一样的甜蜜悠长。

能让自己开心的食物是没有借口去拒绝的，而北京金茂万丽酒店的

甜品主厨就是这个装点你生活精彩的创造者。置身甜点的世界，品

味它们的“人生百态”，欣赏精致的甜点带来的视觉冲击，感受不同

的甜点在嘴里融化带来的口感与层次以及体会食材创新与融合给味

蕾带来的惊喜。

这位甜点魔法师王博先生，曾经在黑龙江卫视举办的《挑战名人墙》

节目中圈粉无数，他究竟有何独特的个人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主

厨王博的工作与生活，探索主厨背后的故事。

Hotel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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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北京金茂万丽酒店甜点主厨

王博先生在18岁那年第一次接触到甜点，尝试过后他便被深深

的俘获了，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甜点制作生涯。王博先生

的甜点作品形态多样、惟妙惟肖，无论是简约、复古还是还原

电影场景……高超的技艺令人赞叹不已，这正是王博先生作

品的魅力所在。究其原因，这与王博先生的爱好分不开，闲暇

时间他喜欢研究时尚设计与素描，更爱从影片中寻找创作的

灵感。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做甜点要保持着一个理念：“既要制

作甜点，也要为甜点注入灵魂。”每一款订制的甜点皆具有独

特的意义，可以在失落时带来抚慰的力量，而馥郁的口感更是

满足了人们对美味的所有幻想。

王博先生始终保持着对甜点的热爱，他喜欢甜点带给他的美

好与感动。没有什么能比全力以赴的投入一件作品订制更为幸

福的事了，而这样的执着也让每一位宾客感受到了作品带来的

魅力。为了保证甜点的品质与口感，无论是在食材的选择上还

是造型设计上都必须做到严谨把关，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敷衍，

作为团队的领导者他必须以身作则。在制作一些特殊造型的

甜点中，王博先生精益求精，用刻刀代替模具进行细节勾勒，

精细塑形， 终使作品能够完美的呈现，其难度之高不言而

喻。也正是由于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王博先生多次在国内外

比赛中取得好成绩，曾获得上海FHC冰雕类比赛银奖，更曾作

为中国代表参加了由法国举办的World pastry cup比赛中跻身全

球前十。在匆忙的生活节奏中，有时间到金茂万丽酒店停下脚

步，品尝一下王博先生制作的美味甜点吧！

甜品，不仅作为日常饮食，更要成为艺术的一部分。拥有甜蜜

梦想的姑娘们，不要错过这位魔法师手中的甜蜜暴击，而你还

可以在金茂万丽拥有不一样的极致体验。

关于北京金茂万丽酒店

酒店坐落于历史悠久的王府井大街，毗邻天安门广场和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321间客房和套房有一半能尽览故宫壮美景色。餐饮选择包括住家式正

宗粤菜中餐厅万丽轩；可享受简餐和现场演奏音乐的R Bar；设有开放式厨

房、供应新鲜菜品的全天候餐厅Food Studio。 079

来尝试极致的亲密关系吧，
这份来自甜品的骄纵是

你内心不息的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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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暮瑾     图.上海安曼纳卓悦酒店

旧时地标新风貌，
解读此间上海不一样的风花雪月

AMARA SIGNATURE 
SHANGHAI HOTEL  

Hotel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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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记忆里，童年的时光总是过得很慢。在弄堂里和隔

壁同龄人嬉笑打闹的记忆是对过去挥之不去的想念。在楼

门口摘菜的母亲，和院里抽着烟聊天的父亲，闻着隔壁家

红烧肉的香气，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是属于当年美好的岁月。

昼夜交替、四季轮转，看着太阳东升西落，感受夏日星空和春日微

风。随着我们不断地成长，身边的景物也不断的改变着。从弄堂里

好多户人家的比邻而居、坐着有轨电车去外面走走看看，到现在在

拥挤的地铁车厢低头回复消息，穿梭在高楼大厦的闹市区里，我们

一路向前忘记了就是风光。

在上海这个快节奏的城市，每天都在上演着新旧交替的一幕，看似

习以为常的去拥有，被失去，日复一日的去发现这个城市更多新的出

现。我们是很多人中的一员，去寻找过去存在的样子，也去发现更多

新面貌的出现。

在老上海的记忆中，沪西“大自鸣钟”远近闻名，日用品商店、小五金、

或者烟杂店都在附近可以找到。而这座钟塔就坐落在长寿路、西康路

的交叉口。这个带有历史风情的老地方现在已经不再是旧时面貌，长

寿路600号，原先的燎原电影院的门牌，已经被一家全新的酒店所取

代。安曼纳卓悦，为如今繁华的长寿路增添了更加崭新的地标。

安曼纳卓悦酒店致力成为该区块的商业社交平台，汇聚新一代的意

见领袖、商界代表和创意精英，在此拓展不同领域的社交边际，创造

无限合作可能。

齐全的现代居住设施、精致美食、先进便捷的商务体验、宽敞开阔

的会议空间、一流完备的健身器材和周到体贴的个性服务，令入住

的宾客每一刻都感到弥足珍贵。酒店还将举办一系列激发创新思维

的交流活动，促进商业互动和经济发展。

透过房内落地玻璃窗，将繁华城景尽收眼底，满足各类居停需求。

343间宽敞的客房和套房，分布在7楼至30楼，客房面积从32平米至

149平米，经典的家私设计带来宾至如归的温馨感。安曼纳行政楼层

拥有110间精心设计的客房和套间，入住的宾客可享受酒店特别设立

的多项安曼纳行政楼层礼遇。

酒店的全日制餐厅BLU呈献知名的新加坡美食、日式料理、本地佳肴

及各类国际美食，单点自助均可；而在时尚简约的大堂酒廊FLO，悠

扬的琴声伴随着各种小点心、软饮和酒类，是商务洽谈、好友聚会的

不二之选。位于一楼的礼品屋更提供各式饮品、三明治、小食以及

精美纪念品，丰富宾客的选择。

总面积超过1100平方米的会议空间，包含一个大宴会厅及10个面积

不等的多功能厅和会议室。所有空间均配备先进的会议设施，并提

供191个地下停车位，可满足不同规模的会议和宴会的筹办需求。

戏水池位于裙楼顶层环境独特的户外，宾客可一边欣赏四季轮替的

城市风光，一边畅游池中舒展身心。宽敞的健身中心对住店客人全天

候开放，配备一流健身运动器材，更有专业教练为宾客量身定制专

属健身计划，令每一次的挥汗达到更完美的效果。

毗邻新百安这栋总面积达10500平方米的商业综合体，拥有办公楼和

购物中心，主打知名餐饮食肆及影院。酒店位于上海市区交通主干道

之一的长寿路胶州路口，两旁商店餐厅鳞次栉比。

很多人会说，过去的上海和现在的魔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官体验。

现在的上海更适合快节奏高频率的年轻人，而不是那些享受生活的

旧人。但对于这座城市，我却有着对过去割舍不掉的情怀，走在南京

路上就像是看着旧日时光里的繁花街景。藕断丝连的岁月，情意绵绵

的上海滩故事，或者是现在专属这座城市不同的韵味。这个暧昧的

气息在不同于过去和现在是这个城市独特的风情。

不变的是这个地方繁华的夺目光彩，是我们从过去到现在都无法挪

开视线的喜爱。不再是过去的长寿路，而是现在新的地标，安曼纳卓

悦给这个城市又多了一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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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林暮瑾   图.北京希尔顿逸林酒店

逸轩西餐厅
以美馔品赏四月

DOUBLETREE 
BY HILTON BEIJING 

Hotel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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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四月，跟随着春天的脚步，新鲜食材纷纷上线，逸轩西

餐厅厨师团队以匠心之诚，在不断地追求菜品的创新和

口味突破的同时，亦会随着时令的变化推出不同特色的

美食自助盛宴，为食客带去一次次味蕾上的惊喜与享受。

现场撬生蚝是周末自助晚餐的一大特色亮点，逸轩西餐厅侍蚝师娴

熟的手法和恰如其分的力道令食客们小则怡情，大则怡胃。无论是

原汁原味的开壳即食，还是随意搭配柠檬、番茄辣味汁等多款浇头，

就着生蚝的鲜咸吮吸入口，让鲜美的口感久久回旋于舌尖，再搭配

餐厅供应的白葡萄酒，则更能适时地充盈生蚝的口感。

亮点二之现蒸大仙贝，主打蒜蓉和豉汁两种吃法，浓郁的蒜香和鲜

美的豉汁随着氤氲的蒸汽渗入Q弹肉质中，肆意撩拨味蕾。除此之

外，肉质饱满的鲜虾、带子、螃蟹、新西兰青口贝等品质上乘的应季

海味，咀嚼之间尽是享受！闻香而致，肉食狂欢者一定不要错过开放

式厨房的扒档精品，原汁原味的现煎西冷牛排、香嫩羊排、照烧鸡

翅、各式煎鱼等，大厨均可根据食客的口感需求进行现场烹制。亮点

之三便是酒店秘制的羊肉串，大厨的妙手下烤至外焦里嫩，不忍扑

鼻一嗅，香气四溢，垂涎欲滴。

                                                                                                                                                      

日式刺身档口，鲜嫩的生鱼刺身是必不可少的主角，而甜虾、加吉

鱼、白金枪鱼、北极贝、八爪鱼等这些重量级配角的“倾情加盟”也

是不可或缺的，鲜味令人食指大动。色泽温润的三文鱼是刺身档的

“常驻嘉宾”，蘸以芥末入口，猝不及防的辣呛感瞬间直入鼻腔，与

满口的软糯鲜嫩形成鲜明的对比。一餐荤食入腹，此刻急需汁水充

沛的果蔬来缓解油腻感。无土栽培蔬菜“绿色菜园”不仅为餐厅带

来一处盎然春色，自助搭配各式新鲜果蔬DIY一份素食沙拉，也不枉

轻食主义了一下。

哪怕已经被八珍玉食攻陷，也绝不能错过这接下来的惊喜收尾,六种

不同口味的冰激凌可自由搭配，毫不保留地奉上难得的清凉快感。

温馨提示：前期不要有太多的饱腹感，琳琅甜品款款而来，从选材到

烘焙，都倾注了美女糕点师满满的心意。北京希尔顿逸林酒店逸轩

西餐厅邀您以美馔品赏四月，不负春光。

关于逸轩全日西餐厅

位于北京希尔顿逸林酒店1楼的逸轩西餐厅提供24小时餐食服务，将西式佳肴及亚

洲美食一网打尽。拥有167个座位的餐厅环境舒适而高雅，现场烹饪展示台为食客

带去更多的用餐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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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林暮瑾   图.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

与君同悦，与爱同行
GRAND HYATT BEIJING

天，是热门的婚礼季，许多人选择在这个时间结婚，想较于其他季节，

这个万物生长、百花齐放的季节实在是值得被期待。在这个世上，若

是上去里春日百花的盛宴大约也是没有心情来度过这个季节里。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阳春三月，乍暖还寒时候，春风拂面，细雨清润，在

这个生机勃勃的时节又多少人要坠入爱河，又有多少人要携手共度余生。

世上的爱情又千万种，可以爱的深沉也可以爱的轰轰烈烈，还有一种爱是王春秋

水，我爱你知道海枯石烂却不知情归何处，而此处相思无人可述，愿这个春天的你

可以拥有千百种爱情间最美好的一种，解了相思情，更陷浓情意。

与深爱的人并肩是你此生所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是你们这辈子最美的承

诺，爱她就给她生命中最不可或缺的婚礼，告诉所有人，此生你非她不可！

生命是一场仪式，婚礼亦如是。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坐拥京城腹地，已成为广大

年轻新人们的热门婚礼场地首选。酒店拥有2,924平方米的豪华会议宴会场地，配

合会议筹划团队及专业设施，是您举行婚礼，宴会的理想之选。

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毗邻紫禁城与天安门，符合当下故宫文化潮流的兴起之势。

当新人下榻酒店，可远眺故宫的壮丽景观，或饱览府邸庭院的曼妙景致，这些天然

的地理优势，都为新人婚礼增添了浓郁的皇家气息。

酒店直通一线购物中心——东方新天地，从挑选婚戒开始，试穿精致婚鞋，再到

定制唯美嫁衣，从酒店为婚礼起点，辐射众多时尚婚庆品牌，满足您的一站式婚礼

需求。

作为风靡一时的电影《失恋三十三天》取景地，位于酒店大门的巨型喷泉，不断吸

引着京城内外无数年轻爱侣的关注。红极一时的电影情节，为恋人们留下了这座

“爱情打卡圣地”，渗透着爱与幸福的深刻情怀，为婚礼雕刻美满的印记。

拥有共2,924平方米场地，当豪华宽敞的君悦宴会厅被水晶装饰灯绚丽点亮，镜面

落地墙将绚丽的灯光折射到色彩柔和的木墙上，为您的婚礼点亮了浪漫与大气。

而备受年轻新人青睐的“君府”功能厅，拥有华丽的黑色硬木，搭配手工细雕花

砖，极具艺术与现代气息。新婚华夜，下榻婚房，舒适宽敞的起居室与开放空间，搭

配与婚礼主题契合的婚房布置，低调中尽显奢华。

可以为婚礼提供个性化设计和服务，专业宴会团队为您全程统筹。从前期准备、现

场统筹、典雅装饰，到别致鲜花，曼妙灯饰及定制菜单，为您达成心中所盼。秉承

着凯悦餐饮的严格标准，经验丰富的厨师团队将度身为您定制主题菜单，为宾客

带来舌尖上的惊喜。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美轮美奂的场地布置，尽心出品的大气

飨宴与细致周到的服务团队，为新人铸造梦想婚礼。

Hotel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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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uise Extraordinary  游轮之旅 -

All End up with the First Look at the Unique Fantasies of the Neon Country on the Sea
邮轮是横轴，沿途是纵轴，与海上霓虹国的别样初相见

- Drive Travel  驾道 -

South Australia
南大洋自驾尽享南澳大利亚海岸美景及假日风情

- Window Shopping  探店 -

肉食动物们深夜集结地

邂逅永不落幕的夏天

用心打造的温暖味道

一家隐匿于三里屯的网红川菜小馆

太初湘苑 食材本真之味

- Health  健康时刻 -

带着能量瓶子去旅行，打卡全世界

- Private·Enjoyment   私·享 -Sichuan
不只是美食 成都好玩的地方还多着呢！

阿联酋红沙碧海漫游记

厨房新主义 虎哥的创意食堂

阿联酋红沙碧海漫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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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暮瑾  图.Patrick、皇家加勒比游轮

飞机出行，我们可以看到云层下若隐若现的陆地；
而在邮轮上，我们沉沦在无尽的蓝色之中，

被这抹深蓝岁月所俘获，旅途的色彩又多了一重……

 邮轮是横轴，沿途是纵轴，
与海上霓虹国的别样初相见

ALL END UP WITH THE 
FIRST LOOK AT THE UNIQUE 

FANTASIES OF THE NEON 
COUNTRY ON THE SEA

Cruise Extraordinary  游轮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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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要选择一种最让自己舒适的方式。突然厌倦了在飞

机上冗长的飞行时间，不自由很拘束的感觉，选择邮轮出

行，在海水拍打船身的同时，我们沉沦在深蓝海洋里无尽

的放松自己的身心。

不同于一艘简单意义上的新船，选择皇家加勒比的游轮，是超越了

我起初对于游轮的认知。这是一艘让你觉得在海上都有无尽娱乐方

式的海上国际城堡，童年的怀旧与明日的科技相逢，上一秒你在怀

念过去，下一秒就是憧憬未来。海洋量子号是皇家加勒比量子船系

的第一艘邮轮，改变船上旅行的方式，就在这次。

皇家加勒比海洋量子号游轮

Cruise Extraordinary  游轮之旅

海上巡航，不能错过的娱乐

01 北极星 NORTH STAR

登临海拔300英尺的高空，在360度旋转中屏吸静气，俯瞰游轮、大海

和目的地。

02 甲板跳伞 RIPCORD BY iFLY

海洋量子号给你带来皇家加勒比又一首创: 甲板跳伞，让你体验在游

轮上空飞翔的豪兴。

03 270度 INTRODUCING TWO70°

高科技与娱乐的无缝融合，硕大高挑的空间伴随你日夜变迁的海上

旅程。白天，透过两层半甲板挑高的落地窗，美景一览无余；掌灯时

分，落地窗变换成辉煌的电子全屏幕，映衬引人入胜的艺术家表演和

灯光秀。

甲板跳伞

北极星 NORTH STAR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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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纳多Swift Trawler 52

甲板冲浪

北极星 NORTH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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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百老汇音乐剧

这是地球上唯一的一处海上平台，百老汇的灯光和每晚的奇遇交相辉

映。海洋量子号上真正的专业舞台表演，从在走到上邀你一同共舞的

百老汇音乐剧、到空中飞人在大型电子屏幕前的精湛表演。

05 海上多功能运动馆 INTRODUCING SEAPLEX

这不是简单的游戏，而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在这海上最大的室内运

动空间，玩一玩碰碰车、踩上滚轴溜冰鞋滑行、腰间转起呼啦圈、和

朋友激战一局乒乓球等等，还有别忘了——皇家加勒比的第一所杂技

学园，我们的教练将帮助开发你空中飞人的潜质。

Cruise Extraordinary  游轮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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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自助餐厅Windjammer

海岸厨房Costal Kitchen奇客餐厅Chic

船上美食，全球好味尽在于此

01 丝绸之路餐厅

在鲜亮的、充满泛亚细亚韵味的挂毯上蜿蜒而行，远东文化的滋味是

多元而细腻，就像慢炖咖喱羊肉里的姜黄根、莳萝和红辣椒，洒在脆皮

金枪鱼上的姜末和芝麻，清酒上光的三文鱼、日式串烤牛肉等等，中、

日、泰、越、印菜式兼收并蓄。

02 奇客餐厅

现代美食的水准在奇客餐厅登峰造极，来自野外的最新鲜食材演变成现

代的味觉，不容错过的鱼肉类佳肴，安格斯肋眼牛肉、羊排、地中海鲈鱼；

洒上后厨现做的酱汁儿，在金碧辉煌、水晶剔透和乳白似玉相间的精致三

维空间里， 盐是海盐，奶油是法式奶油，松茸和着香槟一起品位。

03 美国艾肯烧烤

正宗的美国公路旅行餐厅，在洋溢着好客和大自然的氛围里，回味好莱坞

经典影片的故事，垂涎欲滴的品尝新奥尔良秋葵汤、南方酸乳炸鸡、美式

烘培糕点。

04 海岸厨房

套房客人专用餐厅，海岸餐厅融合地中海的魅力和加利福尼亚农场的慷慨，

散发出浓浓的时鲜，从太平洋海岸佳肴诸如酸橘汁腌鲈鱼，到地中海美味

诸如索拉娜火腿、羊奶酪和烤葡萄，还有纳帕谷和托斯卡纳葡萄佳酿。 

05 格蓝迪餐厅

在格蓝迪，每一晚都是正装之夜，每一晚都是特殊场合，从惠灵顿牛

排、香橙烩鸡、烘烤扇贝到杏仁鳎鱼，全球经典菜肴汇集于海洋量子号

上最优雅的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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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本，不单是熊本熊的故乡那么简单

对于熊本，你会想到的一定有那个可爱的熊本熊，然后是美味的对虾、

绚烂的龙胆花、还是记录历史进程的熊本城？无论是美食、景观、历史

都在岁月流转中被沉淀下来，桀骜的气质有着独特的光芒。

 

熊本站不可错过的熊本熊是这座城市随处可见的地标，而熊本城作为日

本著名的城堡，是那样的坚不可摧，由石墙堆砌和城楼围建的外观，充

满气魄的城堡让人无限感慨。

熊本超人气美食——生马肉，是乡土料理的代表。马肉被处理的肉质软

嫩，散发出甜味在口中化开，非常值得来一尝究竟。

在日本的美景里沉沦，在大海的无尽波澜里荡漾，各种娱乐设施的体验和

沿途风光的游览，美食美景让旅途增添了更多的乐趣。不仅是自然的绚丽

风光，视觉体验和舌尖上的美味盛宴缺一不可。游轮给了我们一种别样大

出行方式。

Cruise Extraordinary  游轮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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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洋量子号】
Quantum系列游轮是全球邮轮史上的重大飞跃，更多“海上初体验”的娱乐
革新被引入其中，例如——跳伞体验将让游客在300英尺的高度体验惊险刺
激的空中之旅；海上最大的室内运动及娱乐综合性场馆则配备了碰碰车和旱
冰场等设施；还有迄今为止最大且最先进的游轮客房。

福冈，一个不那么人尽皆知的城市

不失繁华，如同东京和大阪一样；不失淳朴，有乡野田间泥土的芬芳。福

冈的历史，不亚于京都、奈良，可到访这里的人却没有那么多，而读取

关于这座城市的人，也没那么多……

想与外界分享，关于福冈这个地方的安逸，但又不想被过分打扰，这个

城市的美，在等着有心人去遇见……

福冈的美妙，除了摩登都市生活和风景秀丽自然的重叠，还有他无法抗

拒的美食诱惑，在福冈，一天三顿饭都是浪费，路遇沿途美食就止不住

要停下脚步，需要两个胃才能装得下。

梅开时节的太宰府不能错过，而现在这个季节可以去门前町也极有意

思；门司港怀旧区的历史印记是你更佳了解这座城市。来这里不能错过

的拉面，每家店的风味诠释都各有千秋，而传言福冈是乌冬面的发祥地

这个由头，也不能错过一晚乌冬面带来的畅快。错过了人行道两边，鳞

次栉比的屋台，这个让夜变的更长的地方是下一次要到访的。

095



096

Drive Travel  驾道

南澳大利亚州-石灰岩海岸蓝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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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妙妙  图.南澳大利亚旅游局

驾 驾

驾

南大洋自驾
尽享南澳大利亚海岸美景及假日风情

SOUTH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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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阿德莱德-袋鼠岛（Adelaide – Kangaroo Island）

国内出发，有多条便捷航空线路可抵达南澳大利亚首府

阿德莱德（Adelaide），在这里稍作休息，作为游览南澳的

门户城市再适合不过了。阿德莱德友好、现代而活力四射，

新颖的博物馆，艺术画廊，餐厅咖啡馆和热闹的购物街区都位于城市

的中心，只需步行便可到达。你可以在驾车20分钟以内到达海滩或山

脉，因此这座城市也被称为“20分钟的城市”。

从阿德莱德出发往南行驶，没多久就可以来到风景如画的麦拿伦谷

（McLaren Vale），这里有着绵延的海岸线、辽阔的草原和起伏的葡萄

园美景。麦拿伦谷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当属黛伦堡魔方 （d’Arenberg 

Cube），五层楼高的建筑给人带来一种视觉上的错觉，如同一座魔方

漂浮于葡萄园之上。步入其中，在每一层楼都能欣赏到麦拿伦谷高低

起伏的绵延山丘。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尝黛伦堡的优质葡萄酒及品尝

精心搭配的美食，还能参与亲手调配一瓶葡萄酒的活动。

同样位于麦拿伦谷的威拿酒庄 (Wirra Wirra) 已有百年历史，酒庄内有

着不少标志性的景点，例如其如画一般的砖石建筑、高耸的钟楼还有

大面积的木结构围栏。而宝石树酒庄（Gemtree Wines）则以其独特的

生物动力学种植技术出名。游客可前往附近的湿地散步，并且品尝酒

庄为客人安排的季节性美味野餐。

从麦拿伦谷继续往南行驶会经过索夫特羊驼牧场（Softfoot Alpaca 

Farm），游客可以在广袤和嫩绿的草场亲自给可爱的羊驼群喂食，与

它们近距离互动。随后继续往南抵达泽维斯海角（Cape Jervis），从这

里可以搭乘轮渡，该轮渡可以同时渡车以及渡人，45分钟后就能抵达

“亚太第一岛”袋鼠岛。

第二天：袋鼠岛（Kangaroo Island）

袋鼠岛纯净自然的风貌，让它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亚太第一

岛”。岛上的自然景观鲜有人工雕琢的痕迹，在这里生活着许多可爱

的野生动物。例如岛上著名的海豹湾（Seal Bay），漫步在海狮栖息地，

游客可以看到澳大利亚海狮在沙滩上玩耍，懒洋洋地晒太阳的情景，

体会人与动物如此和谐相处。

随后穿越野生动物的天堂弗林德斯蔡斯国家公园（Flinders Chase 

National Park），与袋鼠和考拉偶遇。国家公园内的海岸边矗立着历经

数千年的海水侵蚀和风化而成的神奇岩石（Remarkable Rocks）以及栖

息着新西兰软毛海报的旗舰拱门（Admirals Arch）。

如果时间允许在袋鼠岛多停留一晚，可以前往观赏飞禽猎鸟秀

（Raptor Domain），欣赏珍稀猛禽展示它们天生的飞行技能与猎食技

巧；或是在小撒哈拉沙漠体验滑沙 (Sandboarding) 、骑着胖胎自行车

或越野四驱摩托车 (Quad Bike) 穿过灌木林；喜爱水上活动的则可以

参加袋鼠岛海洋巡游（Kangaroo Island Ocean Safari）与海豚海狮同游，

体验袋鼠岛上充满乐趣的户外活动。

南澳大利亚州-石灰岩海岸库容国家公园

Drive Travel  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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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大利亚州-阿德莱德2KW屋顶酒吧餐厅

南澳大利亚州-袋鼠岛海豹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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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 Travel  驾道

南澳大利亚州-石灰岩海岸库容国家公园

南澳大利亚州-菲尔半岛搭乘马拉车游览

Drive Travel  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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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袋鼠岛-维特港(Kangaroo Island – Victor Harbour)

从袋鼠岛的潘尼萧码头（Penneshaw）搭乘轮渡，即可回到菲尔半岛的

泽维斯海角，从这里往东行驶不远即可抵达充满度假风情的维特港

（Victor Harbour）。在维特港可以搭乘大鸭号快艇（The Big Duck）探索

壮观而迷人海岸线，旅途中游客们可以近距离观察海豹、海狮和海

鸟。如果你刚好在5月到10月期间到访，那么还有机会看到野生的南

露脊鲸。

位于维特港的花岗岩岛（Granite Island）有不少有意思的活动，登上岛

屿的方式就已经足够特别——马拉车游览（Horse-drawn Tram），由强

健的马匹拖行传统造型的双层拉车沿着轨道前进，这种样式的马拉

车在整个澳大利亚只有在这里还能够体验。

登上花岗岩岛之后可以参加与金枪鱼同游（Oceanic Victor）的活动，看美

丽的蓝鳍金枪鱼快速从身边有过，还能够近距离与各类海洋动物互动。

晚间时分则可参与观看企鹅归巢的行程，尽情感受野生动物的魅力。

南澳大利亚州-菲尔半岛与金枪鱼同游

南澳大利亚州-袋鼠岛海豹湾 南澳大利亚州-袋鼠岛神奇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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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维特港 - 洛贝小镇(Victor Harbour – Robe)

从维特港出发驶入石灰岩海岸地区，途径的临水城镇古华（Goolwa）

是热门的旅游景点并且也是度假休闲的好去处。在古华可以搭乘

库荣之魂号（Spirit of the Coorong）航游穆理河河口（Mouth of the 

Murray），想要更冒险和刺激一点的体验，则可以选择独木舟游览库荣

（Coorong）。

库荣国家公园（Coorong National Park）是澳大利亚最独特且最重要的

自然保护区之一。库荣的海岸沙丘由海浪冲刷而成，似乎看不到尽

头，而内泻湖中则群集着各种鸟类。游客可以在公园里参加许多活

动，包括陆上观鸟游、生态航游、扬帆和划独木舟、钓鱼、野营和徒

步旅行等。

沿着库容国家公园的海岸一路往南行驶，便会抵达以南部岩石龙虾

（Southern Rock Lobster）出名的度假海港小镇洛贝（Robe）。洛贝的方

尖碑（Robe Obelisk）是当地的标识—高约12米，在20公里的海面上就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洛贝拥有众多垂钓点，是钓鱼爱好者的乐园。

而喜爱海滩的游客们则可在沙滩漫步，感受晶莹洁白的细沙，或许还

能发现珍奇的贝壳。

Drive Travel  驾道

102
南澳大利亚州-石灰岩海岸洛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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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洛贝-潘娜拉（Robe - Penola）

离开洛贝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即可抵达纳拉库特（Naracoorte）岩洞拥

有着过去50万年间不曾中断的化石沉积，因在洞穴中发现了大量澳大

利亚有袋类动物的化石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纳拉库特出发仅

25分钟车程的库纳瓦拉（Coonawarra）产酒区得名于当地土著语，意为

“金银花”。该酒区于1981年建立，因所产红酒口感之独特，品质之上

乘而蜚声海内外。

最后可以选择在潘娜拉古镇（Penola）落脚。小镇提供多种住宿选

择，从舒适民宿，便捷的房车露营地豪华酒店，到时尚而完备的个人

公寓，各类选择应有尽有。潘娜拉古老的沿街建筑、村舍和教堂，让

游客尽情沉静在复古的历史环境中，还可在当地的公园和花园内放

松身心。

南澳大利亚州-石灰岩海岸库纳瓦拉

南澳大利亚州-菲尔半岛古华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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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潘娜拉-甘比尔山（Penola – Mount Gambier）

由潘娜拉出发，南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甘比尔山（Mount Gambier）近

在咫尺。抵达甘比尔山前千万不要忘记去和牛餐厅（Mayura Station）品

尝纯种和牛肉，餐厅拥有大片草原饲养纯血和牛，以谷饲和巧克力喂

养，肉质肥美。餐厅的和牛烹饪师亲自为客人现场烹饪各种部位的和

牛肉，口味有煎、烤以及亚洲式的做法，让客人在高雅私密的独特环

境下品尝顶级营养美味。

甘比尔山的生活悠闲而富足，城市内有许多美丽的教堂建筑。其城郊的

蓝湖（Blue Lake）原是一座死火山的火山口，如今灌满了湖水。每年的11月

初，南半球冬季的来临会让蓝湖原本灰蓝色的湖水在几乎一夜之间神秘

地变成鲜艳亮丽的钴蓝色，这样的色彩将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三月。

位于蓝湖附近的洞穴花园（Umpherston Sinkhole）也是一个风光秀丽的

好去处。它是一个天然塌陷而形成的洞穴，从上往下看可以感受它无

与伦比的美丽。游客可以走进山洞，亲自在山洞里探索观察众多植物

花卉，其中最出名的是玫瑰。值得一提的是，洞穴花园在科学地质研

究方面贡献了巨大价值。

离开甘比尔山继续向东行驶便将离开南澳大利亚州，曼妙的南大洋自

驾路线也在此结束。这一条融合了纯净大自然风光、可爱野生动物、

世界遗产以及美食美酒的自驾路线是深度游玩南澳大利亚州的经典

路线之一，更是尽享海岸自驾乐趣及度假风情的绝佳选择。

南澳大利亚州-石灰岩海岸和牛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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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帕玛    图.餐厅提供

肉食动物们深夜集结地

铁日式烧肉酒场，是肉食爱好者的天堂，开怀畅饮的好去处，

地处日本餐厅扎堆的麦子店，这里整条街都深具温暖的人间

烟火气。作为泛麦子店辖区的一家新晋深夜食堂，牛铁共提

供74个座位、5个包间。适合小聚，亦适合私密。

一进门，即能看到孔武有力的公牛牛头和匍匐在地的母牛，它们是“力”

的象征。公牛，更是日本著名的牛铁集团创始人的象征。

整个空间采用纯正日式温暖风格，深色原木墙围，同色细木格子屏风。

下沉式烧肉座位正是日本烧肉店的纯正演绎。简约质朴的四方木桌，每

个中心都配有炭炉，上方则呼应了排烟机。为强化“吸味”效果，每张桌

后都另配备了收纳衣袋——无论是吃烧肉，还是寿喜烧锅，离开时都会

清清爽爽。

入席，坐定，脱下厚重臃肿的外套，所有情绪都在温柔灯光和诱人的烧肉

香里释放。深夜里总有故事佐肉下酒。更何况这是一个带着梦想光芒的

烧肉场，这种光与主理人的13年岁月有关。

牛铁烧肉场的主理人盐山晋平先生，来自日本，17岁从厨，曾于东京新宿

著名的喰い処 りきまる居酒屋修炼厨艺十余载。后迁移至中国，至今已有

13年。13年来，他以精湛厨艺和严谨态度，以及细心周到的服务，赢得一帮

拥趸，在北京开了7家日本料理店如拉面店、烧鸟店等，积累老客无数。

盐山先生既是技艺精湛的厨师，也是经验丰

富的经营者。做为盐山餐饮版图里的第一

家日式烧肉店，为了给食客们提供最纯正

烧肉体验，盐山先生事必躬亲，多次前往

食材原产地考察研究，以确保食材源头及

每一个环节的稳定与可靠。13年磨一剑的出

品，当属沥尽心血的匠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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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盒，带着好运含义的宝石盒为牛铁的招牌菜品，内含冰鲜里脊和冰鲜牛

小排两种肉品。冰鲜里脊，牛背部最为柔软细嫩的瘦肉，几乎不含肥膘，细

嫩多汁，味道鲜美。

冰鲜牛小排，肌理细致的上等肉质，含有清晰油花，香气浓郁，肉汁丰富。

牛横膈膜也是必点，横膈膜肉是牛身上非常稀有的一个部位，每头牛身上

仅有一点而已，靠近牛的内脏部位，是不可多得的牛肉部分。烤制的牛横膈

膜味道非常香浓、口感厚实，入口后，牛肉的油脂在舌尖化开，没有很强的

纤维感。

厚切牛舌，“烧肉要先从牛舌下手”，浅烧即可，肉汁滑美，口感鲜嫩爽脆。

三元豚猪肉，日本黑猪肉的一个品种，肉的密度高于普通猪肉，烧制后口感

甜蜜，肥而不腻。

牛骨汤拉面——牛铁的重头戏，北京独一份的牛骨汤拉面，分红白两种，面

条由北海道小麦粉特制。傲人之处在于浓稠的汤底采用牛骨髓、牛骨和牛

肉小火慢炖12小时而成，加入了半熟的roasted beef烤牛肉，可谓不俗。红

汤味觉稍浓，辅以细面。白汤味觉稍淡，辅以粗面。红白两色，各有美好，畅

饮之后来一碗，甚是美味。

抹茶提拉米苏，一份完美甜品就像一位满分爱人，总能留下美好回忆。牛铁的

这款提拉米苏，甜蜜如爱，伴有浓郁茶香，味道层次丰富，在舌尖心头百转千

回。用清酒中的极品獭祭来做配料更是点睛之笔，惊叹之余，令人欲罢不能。

132 4070 4803
-

枣营南里10号麦当劳旁边2层

营业时间：每天17: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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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牛肉都能轻易端上牛铁的餐桌，这里的牛肉是舌尖上的艺

术品。为了找到上乘的品质牛肉，牛铁团队四处寻访，最终选定牧场直

送的冰鲜黑毛和牛肉。牧场的饲养是一种艺术。牛铁的合作牧场位于沈

阳——该牧场拥有“中国独家”的日本和牛饲养技术。日本和牛高品质的

源头，首先在于饲养的严谨——牛舍的选址，朝阳、通风、前后高度，均有

严格要求。和牛的喂养也需采用特定配方；每天只能维持少量活动，以求

肉质的松软；同一个牛圈中拥有几头牛，亦需按标准严格执行。这样才能

保证品质最大限度接近日本和牛口感。冰鲜牛肉更是一种艺术。如果说

炭火激发了肉的灵魂，冰鲜则保留了它的原始野性。牛铁所用肉类均为牧

场直送的冰鲜牛肉，确保了上乘口感。或许你未曾深究过冰鲜肉与冰冻肉

的区别。但当牛铁的冰鲜肉跃入口中，你便会有直观的感受。冰鲜的肉讲

究时效，且需在零下4摄氏度到零上4摄氏度的温度下冷藏储存，保质期也

很短，通常在七天之内。冰鲜肉的温度需严格控制在0度左右，肉质比较

软嫩，也更贴近原生状态，从而使得口感更鲜美多汁。

牛铁的菜单上绝不止有烧肉，各种佐酒小菜、拉面、刺身、寿喜锅…应有

尽有。这家店有着奇妙“变身术”，上一秒你还在举着筷子无肉不欢，下一

秒就可以端着杯子无酒不酣，炭火盆一撤下，即刻转化为完美的日式居酒

屋。居酒屋中的居酒，是停下来喝酒的意思。作为日本饮食文化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居酒屋始终是一种神奇的存在，充斥着浓浓人情味，总能给

食客带来一份最暖心的放松。既然要停下来喝酒，那么选到心爱的那款

酒就尤为重要。这在牛铁完全不是问题。牛铁为食客们提供了丰富选择

的酒水好伴侣——啤酒、扎啤、清酒、梅酒、嗨棒、葡萄酒、软饮……你想

喝的这儿都有。光是清酒就有30多款可供佐配烧肉，色彩缤纷的酒杯皆是

主理人从日本亲自挑选带回，特色的清酒壶及枡masu杯也让人能感受到

酒满敬客的日本饮酒文化。纯正的日式烧肉，还要配啤酒和嗨棒。牛铁的

特色还在于——餐厅拥有专门制作“嗨棒”的机器，该机器在北京仅有20

台。独立制作出来的嗨棒出品更稳定，口感细腻，气泡细致，被誉为酒单

打卡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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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帕玛    图.Mercedes me

来KEAAMI品玩摩登泰，
邂逅永不落幕的夏天

Window Shopping  探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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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AMI得名于泰国神木岛。神木岛是一座位于泰国普吉岛

东南部的私人岛屿。俯瞰神木岛，形似一块漂浮在大海中

的木头。这里天高云淡、水清沙幼，几乎零污染，美景媲美

马尔代夫。以前只有名人才能入岛。泰国现任国王普密蓬登基六十年

大庆时，不丹国王吉格梅前来祝贺时就曾专门去此度假。更值得一提

的是，神木岛更是泰国唯一一个可以看到野生海豚的岛屿。悠闲躺在

沙滩上，看一群海豚自由嬉戏在距你近百米的海里，这种体验一生值

得铭记！

澄澈夏日里的碧海蓝天、白沙逐浪，抛却杂念，纵享着千金不换悠闲

自由，一幅永不落日的夏天美卷跃然眼前。而“永不落幕的夏天”正是

KEAAMI新店设计的理念——将安达曼海上的私人岛屿搬到你的面前，

将乐不思蜀的盛夏假日带到你眼前，用颠覆传统的摩登泰撩拨你的味

蕾。而操刀KEAAMI朝阳大悦城新店设计的正是为TIAGO SELECT 2.0勾

画出潮酷“食”空的STUDIO RAMOPRIMO头条计画建筑事务所。

STUDIO RAMOPRIMO头条计画由意大利建筑师马吃辣（Marcella）和

思凡诺（Stefano）联合创立，近年来荣获了多个重要国际奖项，并在中

国有十余年项目经验。在意大利语里，RAMOPRIMO指威尼斯的隐藏

小路，其对应中文“头条”本就有胡同之意。正如事务所的名称喻义

所指，STUDIO RAMOPRIMO关怀社会与建筑环境的良性互动，提供

适应当代城市生活多元需求的设计解决方案，项目领域覆盖城市规

划、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公共艺术装置设计等。

而为了完美呼应“摩登泰”的品牌定位和“永不落幕的夏天”的概念

主题，KEAAMI从命名缘起寻觅灵感，以木为缘，在朝阳大悦城建起一

座梦幻私人岛屿。在这里，你看不到佛像、神龛、大象、柚木雕花这些

常规守旧的泰国设计元素，一个现代派与个性化的摩登泰艺术空间呼

之欲出。蔚蓝的安达曼海，梦幻的沙滩，茂密的藤木，放飞的天灯，娇

艳的繁花……这些一见难忘的泰国印象被融入新店设计当中，构建起

一座超越想象的私人梦幻木岛。

新店空间惊艳揭幕的同时，KEAAMI主厨团队也惊艳亮相。KEAAMI

主厨Purida Pu Theeraphong。Purida来头不小，她是泰国第一女主厨，

也是泰国一位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在泰国全国主厨大赛（Iron Chef 

Thailand）中，她打败众多米其林主厨一举夺魁，成为获得该荣誉的首

位女性主厨。

不同于常规的国际厨师资源引进，KEAAMI和主厨Purida的合作非常

深入，她每年会在KEAAMI常驻至少一个季度，并为新店亲自研发更

符合中国人口味的全新摩登泰菜式和特色菜单。而重金聘请泰国第

一女主厨入驻KEAAMI只是TIAGO“全球星厨计划”的一小部分。未来

TIAGO计划引入更多重量级泰国主厨，与主厨Purida组成摩登泰最强

主厨阵容，打造国内最地道同时也最具国际范的摩登泰品牌。

由主厨Purida亲自研发的泰国皇家花宴——以泰莲为媒，衬托食之美，

品生活之味。而皇家花宴里的日本带子配秘制辣酱、泰式鱼火锅、红

咖喱波士顿龙虾、缤纷糯米球、芒果糯米花园、鲜花脆片等菜式，款

款精致，道道美味，值得强力推荐。同时，主厨Purida也将Osha最擅长

的泰式分子料理带到KEAAMI。其中鼎力推荐的菜式是招牌冬阴功

汤，最地道的泰国进口原料，用虹吸壶呈现冬阴功汤的制汤过程，制

作过程超越常规，口味也超乎想象。

当然KEAAMI也少不了传统地道泰菜，例如青木瓜沙拉、椰汁鸡汤、各

式咖喱、帕泰、菠萝饭、芒果糯米饭等。这些最传统的泰菜经由泰国

第一女主厨的用心主理，也能传达出不同凡响的新意滋味。除新派泰

菜外，泰式奶茶千层、榴莲舒芙蕾、焦糖椰子布丁、碧波芙蓉、秘密花

园、玫瑰派对等创新甜品饮品也非常值得一试。

010- 85856636
-

朝阳北路 101 号朝阳大悦城 6F-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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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帕玛    图.THE WOODS

THE WOODS：用心打造的温暖味道

仅仅是味觉上的满足，也是视觉上的享受，舒适惬意的

氛围成为了人们赴宴、约会的新选择。THE WOODS Cafe

主打时尚、轻食的理念，从“健康”的标准出发，融入当下

流行元素，为食客们带来了一批自带网红标签的“超级食物”，以沙

拉、三明治、咖啡等简餐为招牌特色，传递着健康轻食的理念。

以来自全球的时令食材烹饪出适合东方胃的西餐，在THE WOODS的菜

单上呈现着琳琅满目的美味。沙拉、三明治轻盈的跳起圆舞曲，一切皆

以基于经典，融入创意，以健康为宗旨，呈现最惊喜的用餐体验。

厚切而成的粉嫩金枪鱼如花朵般娇美，盛开于层层铺叠的芝麻草、罗

马生菜之上。牛油果与鸡蛋的点缀汲取了春的气息，清新的千岛酱如

奔流不息的盎然生机挥洒于每一处角落，清新中透着不一样的雅致。

如果说单纯的蔬果杂粮总会带来莫名的缺失感，那么这份当三文鱼

遇上意大利面的沙拉则会给予轻食者们一项新的美味选择。作为沙

拉的出场，每根意面中都裹挟着经典的油醋汁，搭配滑嫩鲜甜的三

文鱼、芒果与西红柿，其美味不言而喻。

酱

焦香的面包下，娇嫩的鸡肉混合清新的蔬菜隐现其间，青酱汁则是它

的灵魂，在整体的风味中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用一份三明治再

搭配一份沙拉，好似将你带到万里晴空的旷野中，这无疑是对春日

最好的迎接仪式。

010-68086608
-

THEWOODS Café Trade Center  国贸店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院 国贸商城北区NL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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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帕玛    图.Mercedes me

店

四方三川 by Mercedes me
一家隐匿于三里屯的网红川菜小馆

Window Shopping  探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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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三川位于Mercedes me三里屯体验店二层，为食客呈现了

现代时尚用餐空间与中国西南地区美食文化的激情碰

撞，更是层出不穷的与各类品牌元素跨界合作，3月1日便

与大跃啤酒一同推出了一场餐酒品鉴晚宴，感受了川菜与精酿的美

妙邂逅。

餐厅整体设计别致且不失尊贵大气，以“孔明灯”为设计元素的灯饰

将中国元素巧妙地运用现代手法呈现出来，加上金铜色系的墙壁配

以柔和的灯光，烘托出其雅致的用餐氛围。餐厅开放式厨房设计，不

仅打破了用餐客人对“厨房秘密”的思考，而且提供了亲眼目睹匠心

独具的厨师们现场炮制份份饕餮美味的机会，流露出了中华料理的

大气与内涵。

技艺超群的厨师团队将粤菜烹饪技法与云、贵、川、渝食材巧妙结合，

演绎独树一帜的跨界美食哲学。两间私人宴请空间可更为宾客提供

高端商务宴请及家庭聚会的场所。经验丰富的餐饮团队从“心”出发，

体现中华温润内敛的待客之道。

四方三川将于四月推出全新菜单，不一样的菜品呈现，始终如一的品

质美味，带来无与伦比的川菜体验。

椒

作为四方三川的招牌菜，三川青椒鱼绝对拿出了当家作主的气势，酸辣适中的汤底便是整

道菜品的灵魂所在，鱼肉的鲜嫩被汤汁牢牢锁住，每一口都能感受到汁水迸发的快感。

茅蒜

告别传统做法，将排骨用蒜汁香茅酱腌制，在高温中炸至焦香，包裹上秘制椒盐小料爆炒，

像极了风沙中驰骋的将士们，外表的粗糙一点也没耽误其内心的柔软，分明的层次感，让味

蕾有了丰富的享受。

010-85887150
-

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 1 号
Mercedes me三里屯体验店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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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啾啾    图.太初湘苑

太初湘苑 食材本真之味

Window Shopping  探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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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85523631/85528890
-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大悦城七层拾间区
（太初湘苑-洞庭）朝阳大悦城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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剁椒 酱

提到湖南菜，剁椒鱼头应该是最受欢迎的菜品。“太初湘苑”使用湖南人最擅

长的蒸制手法，将鱼头的鲜嫩滋味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并且使用自制的剁椒

酱和酱油，是口味不会一味的过咸过辣，口感更为厚实纯正，配上一碗白饭，

真的是吃的满足！鱼头中搭配的米粉也是湖南的代表食材之一，浸泡在汤汁

中，吸足了味道之后，吃起来香辣劲道，十分过瘾。当然考虑到不吃辣又想吃

鱼肉过瘾的食客们，店里也研发了一款酱香烧鱼头，不妨有空来试试口味。

湘苑

全国各地都有不同制作方法的红烧肉，不过湖南的红烧肉是名声最响亮的一

枚！“太初湘苑”虽说是创意湘菜的代表，但他家也一直保留着一些家喻户晓

的正宗湖南菜。比如就这道红烧肉而言，大块的五花肉烧到油亮红润，光看

卖相就让人忍不住口水。肉一定要是肥瘦相间，大块的五花肉，吃起来才是

过瘾沉醉。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层次分明的口感，才是带给味蕾享受的美

食体验。

湘 炒

这道在湖南当地最普通的家常菜才是检验一家湖南餐厅是否好吃正宗的标

准。“太初湘苑”的小炒肉可以排入北京小炒肉的前几名，不知为过。他家五

花肉煸炒之后完全没有一点多余的油脂，配上充分吸附了肉片中油香的螺丝

椒和正宗豆豉的完美搭配，吃在嘴里干爽鲜香，根本停不下来。

津市 旺 榨

长沙人每天都要“嗦粉”，每天早点几乎人人都要吃一碗米粉，大街小巷都是

米粉小店，最有代表性的米粉“太初湘苑”带到了北京，肠旺米粉加入了软烂

入味的猪血和猪大肠，米粉爽滑劲道，口感极佳。牛肉汤粉是小火慢炖的牛腱

子肉，搭配上明晃晃的油汤，看上去就让人口水直流。如果你不能吃辣，生榨

米粉就是最佳选择，鸡汤为底汤，搭配上店家严格挑选的米粉，一定要来试

试看。感受一下湖南人放肆嗦粉的那种极致享受！

“太初湘苑”位于商场的湖南餐厅，宽敞明了又不是幽静的小资情

调。桌椅吊灯都是田园简约风格，古色古香的装饰物分散在餐厅的每

一处，中国风装潢让人十分亲切和放松，座位之间的间距也恰到好

处，给人一些隐私空间，吃饭的同时可以看到店家精心布置的每一处

“风景”，也是不可多得的享受。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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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关    图.品牌提供

时

带着能量瓶子去旅行，打卡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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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内出游宛如水墨画的张家界、风花雪月的大理，还是出

国欣赏樱花盛开的日本、浪漫的土耳其，甚至可以去探寻外

形酷似UFO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出发前，一定要记得带

上黑科技抗饿神器——能量瓶子，一瓶抗饿5小时，旅行路上再也不用担

心体力不支了。

外出旅行最烦人的事情莫过于零食的选择。携带过多，旅行箱空间

不允许，携带过少，路途稍微远一些就容易饥肠辘辘，出游体验感

大打折扣，这时，如果随身装一瓶能量瓶子，那简直就是 “找到另

一个天堂”。

作为国内首款专业代餐防弹咖啡，能量瓶子饱腹抗饿，迅速提供能量，

曾开创了低碳水行业「每小时销售过万瓶」的佳绩，被多家媒体争相报

道，也获得了数十万买家的真实好评，是旅行出游的必备好物。

早晨喝一瓶350ml的能量瓶子，到中午也不会感觉到饿，饱腹感很强，还

能瘦身。这是因为它由大量健康油脂构成（草饲黄油、初榨椰子油以及

中链甘油三酯MCT），热量却不高，摄入体内后，身体进入“燃脂模式”，

好脂肪会踢走坏脂肪，加快燃烧卡路里，达到快速减脂的目的。小小一

瓶，随手塞进背包，饿了喝几口，瞬间能量满满，充沛体力时刻在线。

挑战户外永不言弃的户外达人、一起走在路上的情侣档、辞职环游世界

的90后女孩、走过N个城市的梦想玩家......带上能量瓶子去旅行吧，打卡

全世界。独特的你追求新奇、敢于尝鲜、不愿拘泥于常规玩法，能量瓶

子也一样，你们拥有相同的气质。

黑科技能量瓶子打破常规，除了迅速补充能量，营养也很均衡，纤维、蛋

白质、脂肪可以一次补全。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喝一瓶能

量瓶子相当于吃下5颗鸡蛋白和2颗苹果，可以持久饱腹，促进肠道蠕动，

帮助消化，排便更顺畅；少量的茶氨酸分子，还能唤醒大脑，绝对让你

的旅行灵感 up！up！无需冲泡、搅拌，随时随地打开就能喝，非常方便。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款黑科技能量瓶子，其实是经历了四次迭代后的成

果。从「V1.0手冲大满贯」→「V2.0挂耳咖啡+防弹能量块」→「V3.0极速

能量包」→「V4.0瓶装版防弹咖啡 能量瓶子」，最终「V5.0能量瓶子」诞

生了。

新一代能量瓶子由 “理想燃料 X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 共同研发，5位

来自饮料研发学、油脂加工学、营养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通力协作，

攻克了大量科学难题，历时14个月，不断打磨、迭代，总研发费用超过

100万。

2019，我要带一个人、一瓶能量瓶子去旅行，打卡全世界。

清晨喝一瓶能量瓶子，爬到高山巅顶看日出，午后读一本书，和自己对

话，晚上在杏花树下喝酒聊天，直到月色和露水清凉，沉沉睡去，醒来时

岁月静好。

能量瓶子上哪儿购？天猫店铺「理想燃料」在等你，听说现在有限时优

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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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物馆展出的传统茶具

三星堆博物馆古蜀王国青铜面具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成年熊猫户外活动

鸳鸯楼一瞥

文

/

图

.

东
哥
到
处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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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可以说是成都最具人气

的景点，没有之一。毫无疑

问，国宝们天然呆的样子，

吸引了无数人专程前去拜访，当然也

包括东哥。港真，大熊猫作为自然界的

一种凶猛野兽，传说它的咬合力极其

惊人，如今居然会靠卖萌为生，称霸武

林，也是让人佩服啊！

去熊猫基地，没别的要提醒的，记住一

个字，“早”，一定要早来！如果你晚到

了，就只能看到一帮呼呼大睡的大熊猫

们了，傲娇的它们可是不会等你姗姗

来迟哦！我们到的时候刚刚八点多一

点，游客已经是络绎不绝。

参观熊猫基地的路线很简单，建议可

以先走到最远的月亮产房，然后一路

往下走，慢慢参观。不想走路的，也可

以乘坐景区的游览车，好像是10元/

人。月亮产房和太阳产房是参观熊猫

宝宝的地方，这里也是游客最集中，排

队最凶狠的地方。不过就算是隔着玻

璃匆匆一瞥，熊猫宝宝们的样子也能

瞬间融化你的内心，这些小天使的疗

愈技能分分钟破表！

这里的参观路线都是单向线的，每一

处都有保安小哥在维持秩序，让大家

快速通过。如果你想在人群中多看他

们几眼，只能再重新排队了。

这里完全模拟了大熊猫在野外的生活

环境，建有湖泊、溪流、竹林、草坪等

景观，每一只大熊猫都有名字和介绍。

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早来，你就可以看

到动态的大熊猫。感觉他们都超级有

镜头感，知道有人在拍照，还会对着镜

头卖萌。

除了大熊猫，这里还有小熊猫、黑天鹅

等动物，感觉他们都不怕人，大摇大摆

的在园里跑来跑去。公园门口还有熊

猫邮局和礼品店，真的熊猫不能买，可

以带点纪念品回家。

 景点信息
-
名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门票：￥58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07:30 – 18:00

地址：成都市成华区熊猫大道1375号

交通：乘87、198a、198、867 路公交车在熊

猫基地站下车

用时参考：3-4小时

的
的

50 都
的 的

方 方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

萌货们的大本营

C O L U M N

成年大熊猫户外活动

熊猫背影

月亮产房熊猫宝宝

野生小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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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间茶馆位于双流县彭镇马市坝街，据

说是明朝时期的老建筑，当成茶铺也已

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相传一百多年前，

彭镇发生火灾，整个镇子几乎被烧光，

只有这里幸免于难。当地便流传这里是

观音菩萨踩着的地方，后来就称为了观

音阁。

建国后，由于特殊时期破四旧，将观音

阁内的观音像全部毁掉了。于是那个时

代的红色印记遍布了整个观音阁，直至

今天。走进这间百年老茶馆，在烟雾缭

绕中，仿佛穿越回了50年前。这里所有

的桌椅、水杯、茶壶，以至煮水的炉子

都保持着当年的风格，有一种难得的宁

静与安逸。

本想着这里应该是个小众景点，来了之

后也是给自己吓到了。店里全都是拿着

长枪短炮的摄影爱好者，俨然就是一个

摄影交流园地。店门口的挂着一块小黑

板，上面写着拍照10元，喝茶10元，拍照

+喝茶10元，一共三种选择，估计大家都

会选三吧。据说现在的老板也是摄影爱

好者，如果碰到他在店里，还会指导你

从哪个角度怎么拍才最有感觉。

如今店里不只有当地人喝茶打牌聊天，

还有不少拍婚纱照的情侣前来取景，当

然游客也是络绎不绝。午后过来的时

候，已经几乎没有位子了。

 景点信息
-
名称：彭镇观音阁老茶铺

门票：免票

地址：成都市双流县彭镇马市坝街23号

交通：807路“彭镇综合文化站”下车，步行可达

用时参考：2-3小时

 Private·Enjoyment  私·享

彭镇观音阁老茶铺 
／

还原50年前的茶馆记忆

传统茶具

赤膊上阵的伙计

烧水伙计 打瞌睡的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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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草堂是唐代诗人杜甫在成都时的故

居，他曾先后在此居住近4年，创作诗歌

240余首。唐朝末期，诗人韦庄寻找到草

堂遗址，重结草屋，才使得草堂得以保

存至今。草堂占地面积近300亩，建筑古

朴典雅，园林清幽秀丽。完整的保留了

明、清两次修葺扩建时的建筑格局。

比起李白的浪漫主义，杜甫的现实主义

总显得过于悲凉。纵观他的一生也是如

此，从困守长安、战乱流离，再到蜀中漂

泊，以至于最后辗转于各地却思乡情切

的杜甫，在一条小船上溘然长逝，终不

得北归。“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这是他对国家和人民最后的怀念。毫无

疑问，杜甫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对中

国文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被后人

尊称为“诗圣”。

相比草堂，我更喜欢武侯祠，总觉得草

堂里带着几丝凄凉和悲壮。当年杜甫的

茅屋前，有一条两旁栽满花木的小径，

他在诗中曾写到：“花径不曾缘客扫，蓬

门今始为君开”。今天的花径，是连接

杜甫草堂纪念建筑群与原草堂寺的一

条红墙夹道小径，花径尽头是“草堂影

壁”，这里也已经成为草堂标志性的景

点之一。

最 后再 弱弱吐槽 一下，门票 还 是 好

贵啊！

 景点信息
-
名称：杜甫草堂

门票：￥60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08:00 – 18:00（11月1日-次年3

月31日）

周一至周日 08:00 – 18:30（4月1日-10月31日）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青华路37号

交通：乘坐地铁4号线，在草堂北路下车后步行可到。乘

坐1024路公交车，在杜甫草堂博物馆站下车

用时参考：1-2小时

杜甫草堂
／

和诗圣来场穿越时空的约会
草堂茅屋

屋檐青苔 桂花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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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成都，不去茶馆坐一坐，就永远没办

法感受老成都人那种悠然自得的闲情雅

致。要说起成都市内有名的茶馆，那鹤

鸣茶社自然当仁不让。位于人民公园中

的鹤鸣茶社，是成都最老的传统茶馆之

一，迄今已有百年历史。这里的川西建

筑风格让人可以感受到传统老成都的

味道，当然来到这里最值得体验的就是

成都的茶文化。

成都人喝茶要喝的有气氛，一个人在家

喝没有意思，要专门坐车来这里喝茶，

要的就是这个感觉。在四川，喝茶用“盖

碗儿”，盖碗儿由茶碗、茶盖和茶船子

组成，盖为天、托为地，碗为人。成都人

喝茶有五道程序，净具、置茶、沏茶、闻

香、品饮。老茶客可以用一个茶盖表达

各种信息，茶盖向下靠着茶船子意为招

呼添水，茶盖上放个小物件则表示短暂

离开切勿收碗，把茶盖朝上放入茶碗代

表通知老板可以收茶碗了。

茶社空间很大，却经常一座难求，竹椅

木桌错落有致，很多当地人在这里喝茶

打牌，聊天瞌睡。这里的茶叶有十几种

可选，价格从十几元开始，可以免费续

杯。如果还想更深度体验成都生活，可

以体验特色的掏耳朵服务，不过价格可

是不便宜。想体验成都的慢生活，只有

让自己的脚步慢下来，才能细细品味这

般悠闲自在的惬意。

 景点信息
-
名称：鹤鸣茶社

门票：免票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07:00 – 17:00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祠堂街9号附11号

交通：乘13、43、47、53、58、5、62 路至人民公园站下

车即可达

用时参考：1-2小时

鹤鸣茶社
／

感受忙里偷闲的成都节奏

打麻将的阿姨 掏耳朵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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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点信息
-
名称：鸳鸯楼

门票：免票

地址：成都市武侯区红瓦寺街18号

交通：地铁3号线太平园方向磨子桥站D出口，步行到达

共和村职工宿舍区往里走

用时参考：1小时

鸳鸯楼
／

网红打卡新地标

成都 的 都

成都

的  
传统又摩登的气息，让人流连忘返。

成都 玩

杜有人这么评价过这里“这里是一个新天地、一个

老成都、一个小香港、一个小围城”，这里实际上是

没有名字的，因为楼房有两个相对而立的楼梯，所以

给它取了名字，鸳鸯楼。这两栋7层楼的老房子，视觉

上像极了王家卫电影里香港的样子。也难怪瞬间成

了大家拍照打卡的圣地。

这里原本是川大教职工的老宿舍，建于上世纪六十

年代前后。如今这里由于租房价格低廉，成为了不

少外来务工人员的出租房生活区。走进鸳鸯楼，就像

是穿越回了那个年代，陈旧过时的门窗和破烂凌乱

的家具、斑驳陈旧的墙壁，每一处岁月的印记都向路

人讲述着这里耐人寻味的故事。

尽管现在这里成为了大家拍照打卡的网红地，但是

东哥还是要提醒大家，这里还是有居民在正常生活

的，千万不要打扰他们的生活！另外，由于这里蚊虫

较多，要记得提前做好防备工作。这栋楼位于职工宿

舍区内，需要仔细找一找才能找到。

黄昏下的鸳鸯楼

仰视鸳鸯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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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阿贵

阿联酋红沙碧海漫游记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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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到迪拜，和我们的想象还是

有点不一样的。这里的高楼

大厦只集中在部分区域，

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是荒漠和普通的不

能再普通的民宅。大街上真正穿黑袍

的当地人很少，豪车也极少，大部分都

是经济型的SUV。

我们和接机司机闲聊，这位已经在迪

拜生活了十多年的老乡告诉我们，在迪

拜，豪车一般都集中在shopping mall附

近，有钱人可以娶好几个老婆，但法律

规定，每个老婆的待遇必须是相同的，

比如说给其中一个老婆买了名牌包，那

另外几个也必须要买，以示公平。

如果您搭乘阿联酋航空的飞机，还可

以免费乘坐阿联酋航空提供的穿梭巴

士抵达阿布扎比。

 迪拜上下车地点：

乘车地点：3号航站楼到达大厅出口。

下车地点：3号航站楼出发大厅。

  

 阿布扎比上下车地点：

阿联酋航空市区办公室门前 - 哈利迪

亚 - 滨海路。

此免费穿梭巴士仅限经济舱乘客。

其他条款与细则，请到阿联酋航空官

网查询：www.emirates.com.cn

初识 迪拜

公众号北京推荐合伙人编辑

阿贵

热衷旅行、美食，同时活跃于微博、小红
书、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
的育儿、着装心得，以及生活方式。

C O L U M 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在阿布扎比卢浮宫的转角处，人不多，可以坐下来慢慢的欣赏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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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阿布扎比

阿布扎比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在阿拉伯语中是“有羚羊的地

方”的意思。据说，从前经常有阿拉伯羚羊在这一带出没。20世纪

70年代之前，阿布扎比还是一片荒漠，除了几棵枣椰树和遍地的骆

驼刺外，只有为数不多的土块砌成的房屋。在阿布扎比居住的绝大

多数居民是阿拉伯人的亚西部落人（现任阿联酋总统扎耶德是该

部落的首领）。他们靠下海捕鱼、捞珍珠和饲养牛羊、骆驼为生。

骆驼是他们的传统交通工具，所以他们称自己是骑在骆驼背上的民

族。当然，之后的事我们大家就都知道了，“石油”使这个国家变成

了壕之国度。

由于阿联酋航空的免费穿梭巴士对于我们来说时间有点不合适，所

以我们还是选择包车到阿布扎比，车程不到两小时，价格是人民币

700元。入住的酒店选择了 香格里拉科亚特沃伯瑞阿布扎比酒店，

这家酒店的房间装修颇具异域风情，而且酒店拥有自己私人的海

滩，还可以欣赏到阿布扎比海峡的全景，并且远望谢赫扎伊德清

真寺。每天都会听到清真寺传来的悠扬唱经声。酒店周边有很多餐

厅，还有一个不算大的室内市集，可以买到当地的纪念品、首饰、衣

服。因为这家酒店离市区较远，所以他们还贴心的提供了往返各大

主要景点的免费穿梭巴士，像谢赫扎伊德清真寺、海上卢浮宫等都

可以覆盖到，很人性化。

第二站阿布扎比卢浮宫 

为了提高自己在艺术世界的地位，盛产石油的阿联酋在阿布扎比

“复制”了一个卢浮宫，并且由法国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让•努埃尔

设计。阿布扎比卢浮宫的馆藏并不多，但其本身就可以称之为一件

大型的艺术品。光、影、建筑物的白色和大海的蓝色，呈现出极具

艺术感的视觉冲击，值得留出一天的时间慢慢去欣赏。

    

第三站 谢赫扎伊德清真寺

谢赫扎伊德清真寺是是阿联酋最大的清真寺，耗资55亿美元，历时

13年。是为了纪念1972年建立阿联酋后的第一任总统谢赫阿布扎比

而建的。去阿布扎比旅行，谢赫扎伊德清真寺也是必打卡的地方。

站在清真寺下，听着悠扬的祈祷之声，心中只有肃穆和震撼。

作为宗教场所，进入谢赫扎伊德清真寺之前是需要做些功课的，

比如在服装上面，女性不能露腿、露手臂、露头发，男性不能穿短

裤，不能穿跨栏背心。如果是自由行游客的话，可以在地下服务中

心免费租赁进入清真寺的服装。男性提供运动长裤，女性提供长

袍。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进入清真寺拍照的时候，情侣之间是

不能有拥抱或亲吻这种过于亲密的动作的，否则会受到道德警察

的制止。

01



127

第四站 迪拜冲沙

迪拜是中东地区的经济金融中心。石油收入促进了迪拜的早期发

展，但由于储量有限，生产水平较低，2010年以后，石油产业只占到

迪拜国民生产总值的5%以下。继石油之后，迪拜的经济主要依靠旅

游业、航空业、房地产和金融服务。去迪拜，冲沙是一个很值得去

的游乐项目。价格不贵，人均消费人民币200+到500+，包含一顿当地

特色露天自助，还可以看表演。当然，冲沙这种刺激的项目，是不太

适合小朋友的。而且不建议提前吃太多东西哟，因为冲沙过程过于

颠簸，再加上车内温度较高又不能开窗，所以很容易晕车。

第五站 朱美拉古城圣诞市集

朱美拉古城是参照阿拉伯古城设计而成，完全是阿拉伯古典城堡

风格。里面有传统商铺、餐厅、小运河等，还可以看到帆船酒店。圣

诞节期间，这里会增加圣诞市集，热热闹闹的。建议安排大半天时

间，先去帆船酒店附近海滩，然后再去朱美拉古城市集逛一逛。我

们时间安排的有点紧张，所以没有去帆船酒店附近，有点遗憾。

01.谢赫扎伊德清真寺    
02.清真寺内高高的穹顶  
03 .和帆船酒店合影  
04.在朱美拉古城闲逛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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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站 迪拜音乐喷泉

迪拜音乐喷泉（Dubai Fountain）是世界最大的喷泉，也是最壮观的

喷泉。来迪拜看这个喷泉表演，是我们此行必打卡的一站。喷泉表

演每半小时一次，每次持续大约3-5分钟，每次表演都会略有不同。

去之前我们做了功课，选择在 Dubai Mall三层的Tribes餐厅一边就

餐一边欣赏，特别悠闲舒服。如果餐厅的观景露天座暂时没有的

话，服务员会贴心的让你在室内暂时等一下，有座位了再引你过去。

等待时间大概15分钟。

第七站 棕榈岛亚特兰蒂斯酒店

棕榈岛亚特兰蒂斯酒店，以传说中拥有高度文明的古国亚特兰蒂斯

为主题建造，位于迪拜人工棕榈岛上。亚特兰蒂斯酒店里面的水上

乐园和失落的空间水族馆都非常值得一去，酒店住客这两个景点都

可以免费去。如果没有住在这家酒店，也值得自费来这里痛痛快快

的玩一天。这里的水上乐园是迪拜最好玩的，包括有水滑道、水上

漂流、鲨鱼探险、牛鼻鳐喂养体验和儿童游乐区，可以说大人小孩

都可以玩的很开心！

失落的空间水族馆    
这里拥有65000只海洋动物，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鲨鱼卵、毒水

母。家长还可以预订专门针对小朋友的冒险产品，会有专人带着孩

子们去参观鱼类医院、育幼馆，寓教于乐，孩子们一定会很喜欢。

好了，以上就是我迪拜/阿布扎比之旅所有的干货，倾囊而出，希望

能对你有帮助啦! 

01.在棕榈岛亚特兰蒂斯酒店里巨大的水族箱前留影 02.迪拜的夜 

03.失落的空间水族馆 04.艺人在表演当地特色舞蹈 05.准备去冲沙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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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一共分为四个部分：早餐，午餐，饭

餐和下午茶。一共85个食谱，中西合璧。我17

岁去了新西兰，在那里学习，生活了十四年，

所以我想把一些简单好吃的西餐也分享给

大家。 很多朋友，粉丝们说西餐很多调料不

好买，网购的话，量有太大。所以在这本书

的创作中，我用了很多咱们常用的食材，调

料，这样可以让大家先了解西餐，或者口味

上也更贴近我们的口味。

很多菜其实都有背后的故事，像这个法式

吐司，是我在新西兰第一次走进咖啡店，点

的一道早午餐，煎香蕉，培根搭配在一起。

猛一看，你会觉得这是一道黑暗料理，这道

早午餐一定要一口吃下去，面包，香蕉和培

根，搭配着枫叶糖浆。培根的咸香，香蕉煎

出来的焦糖香，枫叶糖浆的咸，让我爱不释

口。不管是我在新西兰，还是现在在深圳的

咖啡店，都有这个餐，一个让味蕾打开，层次

丰富的早午餐。

酒香鸡肝，这道菜是我在新西兰打工的一

个餐厅里的一个前菜，我自己也吃过了很多

次，自己在家研究出来的。味道基本上算是

百分之九十九还原了，当然在新西兰的餐厅，

一定不是用的二锅头，我是用了我们常用，

有便宜的食材，还原我的新西兰的味道，算

是分享美食，也是分享我的故事。

每道食谱都会有一个小贴士，告诉你这道菜

需要注意的事项，也有可能是一个小故事。

现在我正正在创作我的第二本新书，会有

一百个食谱，一半是饮品，一半是营养快收

菜，让我们在这个夏天，有好吃的，有好喝

的，做到快煮慢食，好好爱自己。

——《厨房新主义 虎哥的创意食堂》

内容简介：

对于上班族来说最头疼的就是每日三餐要自己做却不知道吃什

么，最不能容忍的是明明买了新鲜的食材，做出来的东西却不好

吃；对于一个懒人来说，最不能想象的是吃饭五分钟，忙碌两小

时。。。那么虎哥帮你们解决这所有的困扰，无论是为自己，为孩

子，为家人，为朋友，只要你想一展厨艺，而又不想大费周章，劳

累过度，这本书是你最好的选择！中西合璧，融合创新 ，让你轻

松享受中西料理的美好时光。

作者：

谢鹏（虎虎生味儿）

美食书作家

北京新盒子美食工作室创始人，

深圳BLEND咖啡合伙人之一。

CCTV,BTV等多家媒体美食节目特邀嘉宾

瑞士木屋，松下，尼雅，北川半兵卫，

富平创源等国内外品牌签约美食达人。

厨房新主义 虎哥的创意食堂
书名.《厨房新主义 虎哥的创意食堂》    作者.谢鹏（虎虎生味儿）    出版社.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精彩试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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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非遗大师跨界创制，开创中国首款白酒艺术作品

国酒业协会理事长王延才、洋河股份产品总监，苏酒集团贸

易副总经理张学谦、北京国际酿酒大师艺术馆馆长宁小刚、

参与洋河大手笔艺术创制的非遗传承人大师及艺术家、各

领域精英齐聚北京国际酿酒大师艺术馆（MIBA）共同参与、见证了洋河

大手笔上市发布及壹笔万象�白酒跨界艺术展。

从2016年北京国际酿酒大师艺术馆开馆起，便将创作一件有着北京国

际酿酒大师艺术馆特质并充满匠心的酿酒艺术品视为其理想。这支酒，

要代表传统、原创、不妥协，还要有全心体验的创新。这支酒，不仅要所

有人都看见，还要所有人都从没有见过。据北京国际酿酒大师艺术馆馆

长宁小刚介绍，在和洋河股份产品总监，苏酒集团贸易副总经理张学谦

谈到了白酒的产品创新、审美意趣和消费者沟通等问题时，张学谦认为

最好的白酒产品，自身应该是鲜活而又富有艺术语言的。因此，白酒的

未来，重视审美情趣及消费者互动应该占据白酒设计的中心位置。创作

之初，宁小刚看到了梦之蓝系列，其状如悬胆、富贵俊朗的外形，引人注

目。而后，北京东风艺术社区，一个具有江南大府邸气质的私宅里住着

洒脱至极的艺术家徐龙森先生。在徐龙森停机库一般巨大的画室里，徐

先生手握大斗笔，饮酒挥毫的放达气概，引人入神。

洋河的酒瓶与徐龙森的大斗笔时常交织在眼前。一支酒的形象，逐渐清

晰——将中国传统精工巧制：陶瓷、景泰蓝、毛笔、酿酒等艺术融汇于

一体，用多位非遗大师手作中富含的纯粹中国传统艺术语言，讲述一个

既符合审美逻辑，又大尺度突破酒类包装惯性思维的白酒创新大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既有鲁班、有李白、有怀素、有王阳明等等手握人生大手

笔的历史人物作为故事背景，还有当今更多同样拥有大理想、大抱负、

大成就的人物作为故事主角。

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洋河大手笔。

于是，就有了现在矗立于眼前的这一支酿酒艺术作品。它集首届轻工

“大国工匠”、中国酿酒大师、洋河股份副总裁、总工程师周新虎，国家

级非遗传承人、中国景泰蓝艺术大师李荣魁，景德镇陶瓷大师洪润宝、

非遗传承人汝阳刘64代传人张凤云。以一物之形，将中华一众传统原生

艺术，汇馈于当代。

发布会现场，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王延才说：“洋河股份与北京国际酿

酒大师艺术馆在白酒跨界艺术展中呈现出来的洋河大手笔，就是中国酒

与文化的发展关系最为贴切的象征物。它的出现，不仅为中国酒业带来

一种全新的审美价值，同时也标志着传统的中国白酒在文化的继承与创

新发展历程中，迈出了令人惊喜的一步。”

此次展览中，不光汇聚了洋河大手笔的所有制作全过程，4位非遗大师的

经典作品也在展览中皆有呈现，而最为吸引人的还是凝结了127名工人与

445道工序的洋河大手笔的每一个精彩瞬间与作品内涵：致敬每个不计

得失，全身投入一件事业的人，他们是照亮人类前进的点点光芒。致敬

平凡而又不凡的我们。而这样的你我，人生本来便是一场大手笔。

洋河大手笔 · 景泰蓝CLOISONNE-涅槃之音
李荣魁-中国景泰蓝艺术大师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文物收藏鉴定中心副主任兼鉴定专家组副组长

洋河大手笔·陶瓷CWRAMIC-土火之音
洪润保-景德镇陶瓷大师

洋河大手笔·毛笔WRITINGBRUSH-绵劲之音
张凤云-毛笔制笔工艺师、非遗传承人、汝阳刘64代传人

纯紫尖毛笔传承人、中原魅力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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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谦 | 洋河股份产品总监 苏酒集团贸易副总经理

Q: 近年来洋河不断有关于文化和艺术方面的动作和声音被外界看见和听

见，这是否代表了洋河的某种追求？

A:（1）时代快速变迁发展，消费场景、消费审美、品牌选择也在不断改变,

这需要品牌持续不断的创新；

（2）我们一直强调和注重创新，去赋予品牌新的内涵，保持品牌的活力，

和主张新消费时代下的品味。

Q: 洋河大手笔这件作品对洋河来说意味着什么？

A:（1）“洋河大手笔”呈现的不仅仅是一瓶酒，更多的一款艺术作品、文

化作品；

（2）这样一款，将酒、毛笔、陶瓷、景泰蓝等传统工艺完美融合，所体现

的是品牌的艺术之美；

（3）这种艺术跨界，赋予了品牌新高度和新形象；品牌高级感、艺术品

位、文化认同的表达。

宁小刚 | 北京国际酿酒大师艺术馆馆长、酒文化艺术家

Q: 您设计的这件作品设计思想是什么？

A:十几年前，我曾经有一个对设计自鸣得意的感悟：“所谓设计，就是设

一个计，让甲方购买你的设计”。总结起来，就是设计要向甲方投降，甲

方要什么，你照着做就行了，别去管什么自己的艺术追求。还为此写了一

篇文章在行业媒体上发表。后来到了洋河大手笔这件作品，我认为它没

有甲方，只有大方。老子说：“大方无隅”。唐代权德舆进一步说：“大方

本无隅，盛德必有邻”。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他们用一个又一个的事业

大手笔把自己推向成功。他们的成功，除了智慧、机遇、勇气等等因素，还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德。酿酒大师艺术馆一直有一个理想，

就是要有一件不一样的作品，来赞扬这一群优秀人类。把中华传统文化

中极为珍贵的毛笔、景泰蓝、陶瓷、酿酒等等非遗相聚为邻，就是为了礼

赞中华民族的德！拥有这件作品的人，我也希望它能时时提醒它的主人：

只要心中有德，优秀的人群自然与你为伍，成功自然不期而至。

这件作品，除了我最初的作品形象构思和创意，它的每一个组成，其实没

有一样是我设计的。所以，如果一定要说设计思想的话，那么，“最好的

设计，就是没有设计”。相对与十几年前我对设计的理解，这，也算是我

的一次进步。

 Q: 为什么是洋河？

A:在江苏宿迁举行的一次行业聚会中，和洋河首席设计大师张学谦先

生谈到了白酒的产品创新、审美意趣、消费者沟通等问题，他认为最好的

白酒产品，应该自身是鲜活而又富有艺术语言的。因此，白酒的未来，重

视审美情趣及消费者互动，应该占据白酒设计的中心位置。在张学谦的

办公室，我看到了尚未面世的梦之蓝手工班，其状如悬胆、富贵俊朗的外

形，引我注目。假如，我把毛笔和这支酒瓶结合在一起，不就是一支漂亮

的毛笔了么？创意的阀门打开了，一切灵感即喷涌而出。于是，一支酒的形

象，逐渐清晰——将中国传统精工巧制：陶瓷、景泰蓝、木雕、毛笔、酿酒

等艺术融汇于一体，用多位非遗大师手作中富含的纯粹中国传统艺术语

言，讲述一个既符合审美逻辑，又大尺度突破酒类包装惯性思维的白酒创

新大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既有鲁班、有李白、有怀素、有郑和、有郑成功、

有王阳明等等手握人生大手笔的历史人物作为故事背景，还有当今更多同

样拥有大理想、大抱负、大成就的人物作为故事主角。沿着这一构思一路

走下去，就出现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款白酒跨界艺术品。

缘于洋河，得于洋河，所以，成于洋河。

张庆 | 北京国际酿酒大师艺术馆首席执行官

Q: 洋河大手笔在描述高级定制，如何高级定制？

A:洋河大手笔本身是一件汇集传统工艺与当代表达的艺术作品，针对消

费者，我们借鉴了珠宝等奢侈品定制的方式，以一器一形，兼容各种工艺

的方式，为消费者定制钟爱的设计和工艺表达，可以为集团类客户实现

批量定制，也能够为个人客户做到唯一定制。

Q: 洋河大手笔这样一支独特的产品，将通过什么渠道发售？

A:洋河大手笔每个版本仅发售1900套，是非常稀缺的。我们瞄准的是高

端收藏级细分市场和客群定位。渠道方面，大手笔采用经纪人模式，在

众多意向合作商中，我们将甄选100位经纪人，采用封闭制，未来大手笔

延续版本的发售，也都只面向这百位经纪人。

洋河大手笔 · 酒体BREWING-平衡之音
周新虎-中国酿酒大师

首届轻工“大国工匠”、中国酿酒大师、洋河股份副总裁、总工程师周新虎

 采访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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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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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紫檀万豪行政公寓位于北京CBD东延线区域，30分钟车程即可到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寓

房间由108到286平方米的1至3居室组成。每间公寓都设有独立的客厅、卧室，设备齐全的厨房，

洗衣、干衣分体机。桑拿、蒸汽浴，恒温游泳池和24小时健身中心是您塑身锻炼不错的选择。紫檀

轩住客餐厅为您打造中西式风味早餐，零点和送餐服务可让您足不出户便品尝到无限美味。

电话 / Tel：（86 10）8557 8888           传真 / Fax：（86 10）8557 8899
网址：cn.MarriottSandalwood.com         Website: MarriottSandalwood.com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23号
Address: 23 Jian Guo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PR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