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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交替， 爱与梦想长存
冬季，串联起一年之中最后的闪亮时光，欢快地向我们走来。这是属于欢庆与
感恩的季节，欢笑串联着清越的铃铛声响，满满一年的收获交融着满满一年的感激心
情，又一岁时光共度。

人间有大爱，令隆冬时节的空气中也裹挟着融融暖意。《尚·置·汇》2014年新
春慈善义卖活动正在有条不紊地筹备中。拍卖善款将用于改善贫困失学及残障儿童的
202

“2013MusicRadio 我要上学”

218

慈善高尔夫联谊赛美兰湖

		Held in Lake Malaren

Course in 2012-2013 from Golf Digest

		Lake Malaren 79th Members

寒梅点缀琼枝腻，雪里已知春信至。
新一期的《尚·置·汇》在众人的关爱与呵护下，魅力绽放在这个冬季。在即将
过去的一年，我们收获了夏花的灿烂、秋叶的静美，又在冬季，以华丽的冰雪之姿再

228

222

为推动高尔夫职业运动发展助力

		Lake Malaren Golf Club won two

出的不凡品味，又有充满青春活力的潮流视野、更有时尚大牌带来的奢华风尚。高层

——美兰湖正式签约国内顶级球
助力中国青少年高尔夫发展

		awards Best Golf Club and Best

——“罗里·麦克罗伊中国行”

		Course

次、前瞻性、全方位的编辑特色，深刻诠释了《尚·置·汇》的隽永命名。

员吴阿顺、李昊桐
Promotion of Professional Golf in China

辉煌美兰湖

——Official Signing with Wu Ashun
and Li Haotong at Lake Malaren

		Players
—— “Rory McIlroy in China”

——专属礼遇尼克·费度爵士
的亲身球技指导
		Master Card Legends Academy
		with Nick Faldo

230

Allen Edmonds 专卖店美兰湖
高尔夫俱乐部开业

		Allen Edmonds Store in
224

金熊操刀 经典再续
——尼克劳斯将重新打造美兰湖

万事达卡持卡人与高球传奇共挥杆

美兰湖荣膺最佳高尔夫俱乐部
最佳球场两项大奖

		Development of Chinese Jun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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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十佳新球场”殊荣
		Lake Malaren –Top 10 New

——“Farewell to the Forest Course”

美兰湖高尔夫盛大举行

8

生活。《尚·置·汇》与孩子们正期待着您可消融冰雪的善意与爱心。

		Tournament

耕耘九年载

		Lake Malaren 9th Anniversary

216

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喜获
《高尔夫大师》颁发

第 79 届会员联谊赛圆满落幕
		Farewell to the Forest Course

		School” Charity Golf Tournament was

210

226

——“再见北森林”美兰湖

精彩开杆
		2013 Music Radio, “I want to go to

204

最后的告别

北森林球场
		Golden Bear Continue the

		Lake Malaren Golf Club

度亮相。这一期的《尚·置·汇》，依旧依托了强大的背景优势，既有丰富阅历勾勒

在这岁月更替时节，我们愿《尚·置·汇》带给您最为动人心弦的季节问候，成
为您手边最值得珍藏的流年信笺。更愿在您的注视与鼓励下，《尚·置·汇》能够逐
步发展，和您共同在新一年拥有新的美好未来！
《尚·置·汇》主编

左昕

Editor-in-chief

		Classic Work
——Jack Nicklaus is Building a
New Forest Course in Lake Mal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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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北香堤艺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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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典雅别具匠心

设计师从２０１２年米兰家居展获得灵感，用木质材料和棉麻织物来映
衬现代人追求的自然与舒适的生活感受，体现一种含蓄内敛但又不
乏时尚经典的气质，用意大利灯具品牌ＩＴＡＬＡＭＰ和ＦＯＳＣＡＲＮＩ，以及意
大利家具品牌Ｂ＆Ｂ、ＭＩＮＯＴＴＩ、ＣＥＣＣＯＴＴＩ的元素来体现项目的时尚经
典，以白色和灰色为基调，橙色为点缀色，通过色彩与材质的变换
来区分功能，诠释出不同的空间属性和特色，家具线条简约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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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橙色为主调贯穿所有空间；以流行的千鸟格图案元素、极具设计
感的灯具、个性的墙面装饰来提升空间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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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协力 助推中国新城镇化进程
为持续增长奠定更稳固根基

中国新城镇与国开国际
签订协议
认购公司约54.32%股权

上述所有交易均有待在股东特别大会通过，并需获得适用的政府
部门及监管机构批准方可进行。欲知详情，请参考中国新城镇及国开
国际之相关联合公告。

Agreement Signed up
for CDB Capital to
Subscribe 54.32% Stock
Right of CNTD
2013年10月10日，专注开发及规划中国新城镇项目
的中国新城镇(1278.HK； D4N.SI) 及国开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国开国际」)正式签订股份认购协议。
根据协议，国开国际以每股港币0.27元认购
5,347,921,071股中国新城镇新发行股份，总代价港币
1,443,938,689.17元。交易完成后，国开国际将占中国

的融资能力，而凭借国开金融的大力支持，中国新城镇在长期内的融
资成本亦有望降低。

国开金融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新城镇扩大后总股数约54.32%，成为中国新城镇第一大

国开金融在新城镇开发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通过其各类基金及

股东。中国新城镇原控股股东上置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

直接股权及债权投资，国开金融于全国超过 ２０ 个城市发展超过 ２０ 个

司，注册资本 ４７６ 亿元人民币，是一个辐射海内外的综合性投资平台，

新城镇项目。中国新城镇拟借助国开金融的全国业务网络，为中国新

投资范围覆盖多个领域，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投资，夹层投资，一级土

城镇的业务引入优秀的业务伙伴。

地开发投资，物业投资和基金投资。国开金融的主要业务分为四大板块，

在交易后持有约14.91%的扩大后股本, 续为中国新城镇
的重大股东。交易完成后，国开国际及上置控股均就其
各自持有之中国新城镇股份作出三年禁售的承诺，共同
投资于中国新城镇的长远发展前景。

即城镇开发，实业投资，海外投资和基金管理。城镇土地开发投资是

紧密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合作关系
形成系统性开发优质项目的优势
为协助中国新城镇进一步发展为中国领先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新
城镇开发商和运营商，国开金融计划在中国新城镇继续经营现有业务

成为国开金融旗下城镇土地开发业务的核心上市平台
发挥强大协同效应
中国新城镇将成为国开金融旗下之城镇土地开发业务的核心上市
平台，从而提高中国新城镇在香港及中国大陆的知名度。中国新城镇

的前提下，以一级土地开发业务为核心，支持中国新城镇建立全国性
业务，同时进一步优化中国新城镇的业务模式，以获得更丰富的收入
来源及改善盈利能力。国开金融同时会支持中国新城镇发掘其它商机，
为业务创造稳定的现金流及提升业务增长和发展前景。

预期，此次签约将为中国新城镇在全国各地的优质城镇土地开发项目

为配合中国新城镇的规模增长和未来发展，国开金融计划加强现

合同的发掘、选择、谈判和执行等方面带来系统性优势。中国新城镇

有的管理团队和架构、适时对管理架构引入改变和补充，同时充分发

将充分借助国开金融强大的品牌知名度、丰富的行业资源、卓越的融

挥国开金融的优势，为中国新城镇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支持。国开金

资协调能力、紧密的政府合作关系、专业的土地开发投资经验和遍布

融亦将利用其现有的全国性业务网络引进更可靠的商业合作伙伴、供

全国的投资业务网络以提升中国新城镇的业内影响力。

货商及客户，同时借助其与地方政府广泛的关系，提升中国新城镇在

此次交易同时有助改进中国新城镇资本结构以及提升中国新城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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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金融是国家开发银行根据国务院批准之方案设立的全资子公

国开金融最重点开展的业务之一，旨在为各地城市建设运营提供一揽
子综合投融资服务。

出售非主营资产专注核心业务
此外，中国新城镇同时与上置控股签订了资产剥离协议。根据协
议，上置控股同意于国开国际股份认购完成日期后 ２４ 个月内以人民币
２０．７ 亿元的总代价 （ 视乎若干调整而定 ） 向中国新城镇购入中国新城镇
旗下 ， 与在中国从事规划及发展新城镇项目的主营业务无关的资产「剥
（
离资产」） 及安排清偿相关资产所欠之贷款。
中国新城镇相信，资产剥离交易能与股份认购交易形成互补，改
善中国新城镇的流动资金状况、降低负债比率、提高中国新城镇盈利
能力 ；同时，交易有助简化商业模式，所得现金可投于本集团的核心
城镇土地发展业务及将来的扩张机遇。

未来项目的选择和谈判上之系统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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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美兰湖
年终答谢会圆满落幕
Lake Malaren 2013 Annual
Party Rounded Off
为对长期以来支持及给予美兰湖帮助的合作伙伴们致以最诚挚的
谢意，美兰湖高尔夫 １２ 月 ９ 日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年终答谢会，虽然
美兰湖休闲文化区有着一排排褐红及鲜黄色的 １７ 世纪尖顶“新”

上海金罗店美兰湖景区

建筑，宛如瑞典最漂亮的街道 Ｇｙｌｌｅｎｈｊｅｌｍｓｇａｔａｎ，典雅中带点稚气。爱
情是它的主题，天长桥、地久岛、长堤、玫瑰园……这里，成为了爱
的彼岸 ；这里，见证了相爱一生的开始。

被列为国家4A级景区
Lake Malaren Becomes
a National 4A-Class
Tourist Scenic Spot

高尔夫球场是由享誉全球的美籍设计大师 Ｐｅｔｅｒ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景观
湖泊设计大师 Ｌｅｅ Ｃｈａｎｇ 以及造型师 Ｔｉｍ Ｃｏｘ 先生倾其一生心力，规划
设计而成的一座国际 ＰＧＡ 专业比赛球场。这里不仅能陶冶情操，还能
让你体验贵族运动美好的享受。
有着 ５００ 多年历史的宝山寺，移地重建采用晚唐宫殿式建筑风格，
以非洲红花梨纯木榫卯构造，结构严谨，古朴大方。寺院规模居沪上
佛教寺院之首。
历史与现代、古朴与时尚、静谧与动感交相呼应。上海金罗店美
兰湖景区就像一朵重新盛开的奇葩，绽放在上海的北麓。
景点网址：www.lakemalaren.net/index-jq.html
景区咨询：021-56591208

室外严寒难耐且受到天气影响能见度较比以往要低很多，但来自各界
的赞助商、媒体代表以及长久以来支持美兰湖的合作伙伴们依旧难抑
对高尔夫运动的热情，纷纷聚集美兰湖参加了此次盛会，共同挥洒优
雅与尊贵，度过了欢乐愉悦的一天。
早上 １０ 点左右，各受邀友人如约而至，并在午餐过后陆续进入
球场进行击球对决，切磋球技，动静之间无不彰显出高尔夫运动的非
凡魅力。２０１３ 年对美兰湖而言，又是丰收可喜的一年。一直以来，美
兰湖一直致力于给会员朋友们提供最贴心的服务，在广大合作伙伴的
大力支持下，美兰湖才得以茁壮成长并屡创佳绩。为了答谢新老客户
朋友，此次活动还为所有参加年终答谢会的朋友们带来了实用好礼，
让大家在把笑声带回家之余，又有了更多的惊喜。
晚上 １７ 时许，颁奖晚宴照例在会所三楼举行，俱乐部总经理高
总率先代表美兰湖发表致辞，在感谢之余也为大家介绍了美兰湖目前
的现状，并针对目前北森林球场的重建情况做了简单的介绍。随后，
伴随着环环相扣的颁奖环节，所有奖项逐一揭晓，丰厚奖品也一一发
放到各获奖球手的手中。一轮又一轮的幸运抽奖一度将晚宴气氛带到
最高点，众友人在尽享美味盛宴的同时，更是“满载而归”，几乎各

上海金罗店美兰湖景区是由美兰湖休闲文化区、高
尔夫运动文化体验区、宝山寺佛教建筑文化区等三大片
区组成，集休闲、运动、宗教于一体的旅游景区，被誉
为“北上海最美丽的地方”。 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
定委员会近日发布(2013年第12号)公告，公布了38家国

个都拿到了奖品，除了常规的 ＪＯＨＮＮＩＥ ＷＡＬＫＥＲ 红酒、球杆之外，
还有俱乐部精心准备的美兰湖平日击球优惠券、电饭煲、松下剃须刀、
数码相框、Ｍ３ 眼镜及价值 １００００ 元的丽星游轮券等等。
针对此次答谢会活动，比赛设置了近洞奖、远距奖、净杆一
至六名及总杆冠亚季军等诸多奖项，经过一下午的激烈角逐，最终
Ｃｕｉ，ＧＨ、Ｆａｎ，ＤＳ、Ｌｉ，ＳＢ 分别以总杆 ８４ 杆、８５ 杆、８７ 杆的成绩捧走总
杆冠亚季军 ；Ｌｉｕ，Ｗ、Ｌｉｕ，Ｗ、Ｓｕ，Ｊ、Ｚｈａｎｇ，ＸＣ、Ｓｕｎ，ＳＢ、Ｚｈｏｕ，Ｊ 则分别

家4A级旅游景区名单，金罗店美兰湖景区与北京野鸭湖

囊获净杆一至六名 ；Ｑｉａｏ，ＣＹ、Ｑｉｕ，ＹＨ 获得近洞奖 ；Ｂａ，Ｌ、Ｌｉ，Ｊ 则获得远

国家湿地公园、天津精武门中华武林园景区等一起名列

距奖。

其中。

16

014-023尚志视野.indd 16-17

此次答谢会活动在一派热情洋溢的氛围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众
宾朋欢聚一堂的热闹场面也预示着俱乐部更为红火辉煌的 ２０１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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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海新地标

美兰湖妇产科医院由上置控股投资，采用“政府搭台指导、企
业化市场运营”的经营管理模式，双方此次牵手，更是在市、区两级

美兰湖“魅力皇冠”镶嵌新明珠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创新的合作模式，从技术 ＋ 资本的合作入手，
来创造新的服务和体验，为妇女儿童服务。

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美兰湖分院

礼献上海 名动全城
Grand Opening of the
Lake Malaren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Peace
Maternity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前不久，北上海——宝山，迎来了一个大喜的日
子：具有国际水平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美兰湖分院正
式开业。
“美妇幼”是一项实实在在地惠民工程，各界人士
对开业的医院后均寄予了厚望。具体说就是这座规模庞
大、设备先进的医院将给美兰湖带来什么？给美兰湖周

在国内领先的大型妇幼保健专科医院。
落户在美兰湖罗店北欧新镇的医院，薪火相传，同样是一所集医
疗、科研、教育、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妇产科专科医院。
这里配备了一流的硬件设施，床位约 １００ 张，拥有部分 ＬＤＲ 房间、
产房、新生儿观察室、手术室，以及母婴保健中心等等。将引进国际
先进的管理理念、技术水平、医疗设施、服务流程，积极满足不同层
次客户的医疗保健服务需求。

子服务”是个需要爱心和专业相融合的特殊岗位。一项调查显示，目
前申城约有 ５％ 的产妇选择前往月子会所“坐月子”，她们选择的理由
大多是月子会所提供的服务更专业。从开奶哺乳、新生儿智力开发，
到产后食谱、产后瘦身等等，这些以往未经科学归纳的知识，在月子
会所中能得到较好的总结和实践，让产妇倍感“现代月子”的温馨舒适。
美兰湖分院及其母婴保健中心由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精心选派拥
有各领域专家及资深护理的人员，提供家庭式的母婴健康护理指导及

边特别是新镇6.8平方公里、对邻5.3平方公里的二十万

这里拥有一流的专家团队，总医院派出大批技术骨干，担当起美

经过专业培训的“一对一月嫂全程服务”： 会根据每个产妇不同体质，

大型人口居住区带来什么？北上海的老百姓能从中享受

兰湖分院的学科带头人。临床部有围产科（产科、新生儿科）、妇科（普

制定全程个性的月子服务，从上门检查开始，为产妇提供健康、护理、

通妇科、肿瘤科、乳腺科）、计划生育科、辅助生育中心、中医科和

母婴专户、营养等一系列的一对一贴心呵护，让医疗、疗养、服务保障，

麻醉科等，门诊有专病门诊、专家门诊、特需门诊等，保健部有母婴

一应俱全。

到什么好处与便利？

健康中心、女子保健中心等。

全国首创的“全流程综合服务模式”
尽管名为分院，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美兰湖分院却是一所整建
制的医院，也是中福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历史上首次整建制地异地

为增强综合竞争力，创建国际一流妇幼保健院。美兰湖分院强化
了国际品牌意识，发展鲜明特色的医院文化，在全国首创了“产科医
院 ＋ 月子会所”的“全流程综合服务模式”。

办院。她不仅弥补了整个宝山区在妇幼保健高端医疗领域的空白，满
足了北上海人民对妇幼保健专业资源的需求。嗣后，更将携同此前业

在安徒生的童话王国里“生孩子”
美兰湖妇产科医院坐落于风景如画的北欧新镇内，空气清新、视
野开阔，对于产妇和宝宝的身心是一种绝佳的滋养。医院建筑面积为
２７０００ 平方米，环抱于九万棵大树的绿肺中。濒湖临河、天蓝草碧、水

一对一贴心呵护的全个性月子服务

清沙白，确是医疗、保健、疗养的胜地。

已展业的“中福会美兰湖幼儿园”、美兰湖小学、美兰湖中学等众多

一直以来，母婴保健向来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健康卫生事业的

单看美兰湖妇产科医院的建筑外形，就让那些准妈妈们有了一种

国内首屈一指的国际学校，形成优势教育资源方阵，大大提升北上海

关键标准之一。作为母婴健康保健的特殊机构，该提供怎样的专业服

想住进去的冲动。试想一下，伴着宝宝清脆的啼声，清晨在安徒生的

科教文卫的“软实力”。

务，才能真正让新妈妈和家人放心？

童话情境中醒来，这是一种怎样美妙的人生享受和终身难忘的体验？

中福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是一所专业三级甲等医院，以一流的

与西方某些观点有所差异，几乎国内所有的妇幼专家都认为：
“坐

品牌作保障，目前已发展成一所集医疗、保健、科研、教学为一体的

月子”期间，新生儿与产妇都需要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与照顾。“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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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当孩子长大，回忆起当年生产时的喜悦，也是一种温馨的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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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ZAAR JEWELRY
高级珠宝年度设计大赏在京举行
１２ 月 １８ 日，ＢＡＺＡＡＲ ＪＥＷＥＬＲＹ 极 品
珠宝夜宴暨高级珠宝年度设计大赏在京举行。
当晚发出耀眼光芒的不仅仅是奢华典雅的珠
宝，众明星也齐聚现场，感受来自璀璨珠宝
的闪耀星光。为了和“繁花盛放”的主题相
呼应，“ＢＡＺＡＡＲ ＪＥＷＥＬＲＹ 极品珠宝夜宴暨
２０１３ 高级珠宝年度设计大赏”诚邀国内首家
花艺生活艺术馆 Ｃ－Ｆｌｏｒａｌ 创始人——曹雪先
生倾情加盟，为本届晚宴量身打造充满梦幻
色彩的花艺舞台。

平安银行与上置集团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１１ 月 １１ 日，平安银行地产金融事业部
与上置控股在上海斯格威铂尔曼大酒店举行
了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平安银行邵平行长、上置控股董事局主
席施建先生就紧密银企合作关系展开了亲切
会谈。参加会谈的还有赵继臣、冯杰副行长、
张金顺行助、陈蓉行长助理及地产金融事业
棠总裁、冉旭副总裁等多位行领导以

部刘

及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徐国贞。
会谈期间，邵行长表示 ：平安银行以平
安集团作为依托，是融和保险、银行、投资

上海旅游节进入“美兰湖时间”
美兰湖音乐节先拔头筹
美兰湖 城市沿着音乐生长
随着上海旅游节华彩之一的美兰湖音乐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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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金融业务为一体。整合、紧密、多元的综
合金融服务集团，有着国内独一无二的综合
更新了几次，一大批新景观如雨后春笋一样

节先拔头筹闪亮登场 ， 上海旅游节宝山板块也

涌现，金罗店美兰湖景区已卓然成型。湖泊、

因此进入了“美兰湖时间”，美兰湖将再次万

森林、异国风情街、亚洲影视基地，北欧风

众瞩目，成为上海市民的嘉年华大派对。

情的蓝色梦幻小镇之旅、红色浪漫婚庆之旅、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第 四 届 上 海 美 兰

绿色健康高尔夫运动之旅、沪上第一丛林宝

湖音乐节如期而至，活动吸引游客近 ８ 万人

山寺宗教文化的杏色之旅依次展开，展示了

次。一年一度的美兰湖音乐节已进入第四个

美兰湖旅游文化建设及其争创国家 ＡＡＡＡ 景

年头，伴随着广场音乐会、时装秀、动漫嘉

区正越来越清晰的历程。

年华、时尚超模大赛、啤酒节、国际民间艺

美兰湖未来的发展动力将由外在的建筑

术节等纷纷在美兰湖畔举办，将文化娱乐融

风貌等硬实力转向由音乐、美术、旅游等文

入了产业经济。美兰湖，也由一个地名，发

化构成的软实力驱动，城市沿着人文设定的

展成一个文化地标，美兰湖的旅游地图已经

路径发展。

第八届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美兰湖专场拉开帷幕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１９ 日，为期 ２ 天的

金融全牌照优势。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目的，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既是平安集团利用综合
金融服务优势，发挥金融集团优势的一次有
意尝试，又是上置控股战略合作发挥房地产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美兰湖专场活动在美兰

企业同金融企业合作的积极探索和实践活动。

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期间邀请了巴西、俄

平安银行十分愿意支持真正有发展潜力的优

罗 斯、 波 兰、 韩 国、 斯 里 兰 卡、 斯 洛 伐 克、

质企业，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双方

苏格兰、匈牙利、以色列等国家的代表队演

共赢。

出。精彩的演出引人入胜，热情洋溢的歌舞

会谈结束后，地产金融事业部刘

堂总

表演，让观众感受到了不同国家、民族文化

裁和上置控股代表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三

的精髓……

方领导共同见证了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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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威斯汀酒店的国际选址观
The International Vision of the Westin
Haikou for the Choice of Location
专访海口威斯汀酒店总经理Coetzer Deysel

意而归。宽大公共区域的内部装修、威斯汀超级大餐以及设施齐备的
客房都体现了对身体乃至心灵全面健康的关注。

Q：酒店在客源构成比例、以及市场来源是如何规划的？各

“作为一名在酒店行业从业12年多的酒店人，我有

外企高管在海南拓展业务为什么会选择威斯汀入住？

幸在各种环境中与形形色色的人一起工作和生活。我喜

Ａ ：我们目前有两大主要市场来源。作为海口社区的一部分，我们期

爱挑战，勇于参与未知事务。这两个特点引领我进入了

望和海南本土公司建立良好关系，协助他们升级会议会展和社交活动

许多充满挑战和回报的领域。”

档次。其次我们也将关注会议这个细分市场，帮助海口实现成为最佳
会议和论坛目的地的建设目标。我们有四个餐饮场所，有些在海南及

Q：请问威斯汀酒店在海南市场的发展计划是怎样的？

海口都是全新的。我们还有温泉、大型户外游泳池、美丽的南海风光、

Ａ ：我们的业务重点放在海南，尤其是海口的会展市场。我们认为，虽

友善的员工。我们也热忱欢迎来自海口这座美丽城市的朋友和他们的

然岛内的食宿条件很好，威斯汀酒店的核心文化将给海南注入全新完

家人。也正是这些原因，注意平衡生活方式的喜达屋和威斯汀忠实客

美的体验，本土市场也成熟到有强劲动力去支撑业内人士举办更难忘

人将来也会出现在海口威斯汀酒店。

的会议会展做出的选择。

Q：国际旅游岛的发展受到政府支持与推动，您如何看待海
Q：2013年5月开业的海口外滩中心威斯汀酒店坐落于城市的

口外滩中心区域的发展，外企高管人员为什么会选择外滩中

黄金地段，地点的无限接近，让人不得不将其与外滩中心商

心租赁房屋？

业街相联系。事实上是有关系吗？

Ａ：前面已经说过，外滩中心的开发商“海口世纪海港城置业有限公司”

Ａ ：的确是这样。海口世纪海港城置业有限公司分四期开发外滩中心项

始终牢记对政府的承诺，那就是把海口建设成海南乃至全国范围内“非

目，作为一期工程项目之一的威斯汀酒店为整个发展确定了基调。沿

来不可的”目的地。随着一期建设顺利完成，我相信，沿江开发美丽

河的木板路就是一条连接各个区域的纽带，为大家提供了一站式服务，

的房地产将会取得成功，也出于同样的理由，我认为有实力、有活力

满足大家在住宿、会议、餐饮及娱乐等方面的要求。

的公司会有意愿和外滩中心开发商合作。

Q：威斯汀酒店有特色以及市场定位？是怎样的契机选址海
口外滩中心做海南第一站？
Ａ ：作为一个奢侈品牌，威斯汀酒店提供高规格的设施和服务。在这方
面，海口威斯汀酒店也会一如既往，为海口市场奉献同样高规格的设

人物档案：

计和服务，但我们也会瞄准其他亚洲国家，让他们选择将海南和海口

Coetzer Deysel

作为目的地。既然外滩中心已经开发了高端的住宅，选择外滩中心就

国籍：		 南非

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久我们就会看到引以自豪的商业及娱乐环境。

生日：		 1974年1月4日
出生地： 南非共和国
语言：		 精通英语，熟悉荷兰语和佛兰芒语

Q：您将如何把威斯汀的品牌内涵带到海南？

爱好：		 健身、高尔夫、阅读、旅行

Ａ：威斯汀承诺关注个性化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主要通过员工（伙伴）

历任：		 马尔代夫W度假酒店、泰国苏梅岛W度假村酒店、

将威斯汀的价值观传递给我们的客人。酒店行业一直就是和人离不开

		 中国武汉万达威斯汀酒店、中国上海佘山艾美酒店总经理。

的，在海口威斯汀我们仍将兑现我们的承诺，确保客人向往而来，满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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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资讯

观点 POINT

4K电视来了
4K is coming

卡瑞拉·卡瑞拉概念店北京开幕

2014年7月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世界杯，或许会成为
电视转播历史上的一个“节点时刻”。有消息称，世界
杯举办期间，日本NHK将开始正式开播4K电视节目。
文/朱伟

SERGIO ROSSI发布2014新品

巴黎之花2006年份美丽时光香槟

豪雅表巴黎旗舰店全新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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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POINT

INFO 资讯

时尚大师Paul Smith
的另类地毯设计

科莫街十号二十载
10 Corso Como

色彩旅程，心情加“纷”

米兰科莫大街十号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地方，它具
有这个形容词的多种意义：一个由旧建筑改建的时尚场
所，其环境富于魅力；其前卫时髦、毫不含糊的个性主
张富于魅力；历时二十年依然处于当下的潮流尖端，其
经营理念也富于魅力。

文/吴琼

百利来·休伯特王干邑来到中国

伦敦V＆A展出Jameel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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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 FASHION

Givenchy
by Riccardo
Tisci

纪梵希
吉普赛文化
030-041-大片-纪梵希.indd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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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 FASHION

不断提炼升华自己
的创作灵感
以推陈出新，
是许多设计师们
喜欢的手法。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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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ength of gypsies meets the romanticism of
a victorian feeling to celebrate women.

FASHION 时尚

33

2013-12-26 21:03:31

时尚 FASHION

纪梵希设计总监
里卡多·提西
回顾自己
在纪梵希的八年，
感觉自己就像

Graphic patchworks of fabrics

吉普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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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鉴 TASTE

FASHION 时尚

里卡多·提西
将纪梵希
新一季时尚
定调在
热情奔放的
吉普赛文化，
又加入
他自己喜欢的
朋克元素，
混搭出
新的流行。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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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ttitude is strong whilst the elongated
silhouette is closer to the body.

时尚 FASHION

FASHION 时尚

设计师在
纪梵希
经典单品
运动衫、
机车夹克、
粗呢饰风帽外套中
融入了
热情奔放
的吉普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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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鉴 TASTE

The fall pre-collection focuses on the
essentials of the men’s wardrobe.

FASHION 时尚

“当吉普赛遇上
浪漫主义的维多利亚”，
吉普赛与
维多利亚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似乎
很难在同一件时装上实现，
但是
纪梵希做到了。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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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TE 品鉴

邂逅奇幻旅程
成就风格奇珍
卡地亚全新系列高级珠宝华彩亮相

L’Odyssée de Cartier
从传世经典中孕育出生生不息的创意，始终是高级珠宝的精髓。这一次，卡地亚
在坚守极致美学与精湛工艺的同时，以探索大千世界繁丽多姿的景致为驱动，用独特
的视角谱写出一曲高级珠宝的礼赞，开启了一段全新的风格旅程。

L’Odyssée de Cartier系列手镯:
白K金，缟玛瑙，石榴石，
明亮式切割钻石
L’Odyssée de Cartier系列耳环：
白K金，缟玛瑙，石榴石，
明亮式切割钻石

L’Odyssée de Cartier系列项链：
白K金，一颗21.13克拉枕形切割橙色
碧玺，凸圆形切割金红发晶，石榴石
珠，棕色钻石珠，黑曜石，明亮式切
割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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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鉴 TASTE

TASTE 品鉴

1 L’Odyssée de Cartier系列手镯：
白K金，一颗88.73克拉凸圆形切割褐色碧玺，黑曜石，明亮式切割钻石。
2 L’Odyssée de Cartier系列戒指：
白K金，一颗33.42克拉褐色碧玺，黑曜石，明亮式切割钻石。
3 L’Odyssée de Cartier系列手镯：
白K金，缟玛瑙，石榴石，明亮式切割钻石。

5 L’Odyssée de Cartier系列项链：
铂金，一颗67.94克拉雕刻蓝宝石，
蓝宝石与祖母绿串珠，明亮式切割钻石。
6 L’Odyssée de Cartier系列手镯：
铂金，一颗66.43克拉雕刻红碧玺，
缟玛瑙，明亮式切割钻石。

4 L’Odyssée de Cartier系列手镯：

铂金，枕形钻石，明亮式切割钻石。
2
3

5

4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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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ent Street Luxury
Shopping

时尚的历史感
伦敦摄政街
伦敦摄政街是世界上最著名、且历史最悠久的商业街之一，它与巴黎香榭丽舍大道、
纽约第五大街一样，是全球最热闹的购物街。
摄政街最早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建造，并在十九世纪上半叶随着摄政公园的开发而进
行了大规模的改建。从一开始，摄政街就是一条为商业而建设的大街，从未用作居住，也
少有花园和户外空间。几百年来，摄政街的发展，折射出全球商业潮流的变化，也演绎出
自己的鲜明特色，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每年圣诞灯饰、夏季的摄政街美食节等。
气势雄伟的摄政街，几百年来大浪淘沙，始终是全世界最瞩目的商业街。

47

047-053shopping摄政街.indd 46-47

2014/1/8 15:48:53

SHOPPING 购物

1 伦敦摄政街得名于摄政王，是全球著名的购物街
   之一。
2 建设初期，摄政街就定位为商业街道。
3 摄政街上共有七十多家来自英国和世界其他地区   
   的品牌旗舰店。
4 两百年来摄政街经历多次改建。
5 摄政街上店招林立。

1

3

4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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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Anthropologie的产品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商品涉   
及生活的多个方面。
店铺占据了临街的三层楼面，总面积超过一千平
方米。
Anthropologie显示出一种现代生活的新理念。
品牌的自有产品充满了各种甜蜜的色彩。
Anthropologie的布置有如舞台场景。
垂直花园是Anthropologie商店的核心。

Anthropologie

地址：158 Regent Street，London W1B 5SW
电话：+44(0)20 7529 9800

1

4

5

6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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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PING 购物

1 Aqua Kyoto以红色为主调。
2 占地一千五百多平方米的Aqua餐厅由三个风格迥异的餐区组成。
3 Aqua Nueva供应西班牙菜肴，它的Tapas酒吧非常夺目，玻璃长吧台营造出
   亮丽的氛围。
4 Aqua餐厅延续品牌一贯的风格，将酒吧和日本/西班牙等不同风格的美食集
   合在一起，餐厅的装饰极为现代。

1 奥立弗·施威尼于1989年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2 这个设计师品牌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的时尚生活方  
   式品牌。
3 奥立弗·施威尼皮鞋以外形锐利著称。

1

2
3

2

1
3

Aqua餐厅

地址：240 Regent Street，London W1B 3BR
电话：+44 (0)207478 0540
4

Oliver Sweeney

地址：5 Conduit St,London,W1S 2XD
电话：+44 (0)20 7491 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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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TRAVEL

TRAVEL 旅游

GET NATURAL IN SWITZERLAND

瑞士高山旅游
瑞士是山地国家，阿尔卑斯山脉横亘于其境内，占全国面积
的60%，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就有四十八座。到瑞士旅游，就
是到高山之颠探访沉积了千万年不化的冰川，以及在高山的怀抱
中享受舒适的生活。
文、摄影/苏丝、卢奥、苏葵、王京 部分图片提供 /瑞士旅游局

瑞士山地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60%
瑞士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48座
总长500公里的雪橇滑道：150条
最长雪橇滑道：16公里
滑雪度假村：230个
高山滑雪道：7300公里
远距离滑雪道：5000公里
冬季徒步登山道：2500公里
海拔2800米以上冬季滑雪场：2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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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TRAVEL

MATTERHORN & ZERMATT
马特宏峰+采尔马特
在阿尔卑斯山脉128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中，位于瑞士南部的马特
宏峰（Matterhorn）并非最高的，却堪称最著名最奇特的山峰之一。马特宏
峰的三角锥造型，是阿尔卑斯山脉中最令人难忘的形象，也是瑞士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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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旅游

采尔马特冬季运动区
滑雪爱好者可从三条不同线路
进入采尔马特冬季运动区。
1.从洛特峰天堂站进入洛特峰
冬季运动区和禁止汽车通行的
施托克峰区；
2.经GGB戈尔内格拉特—罗萨
山系统旅游胜地站进入戈尔内
格拉特冬季运动区；
3.通过马特宏峰特快缆车从马
特宏峰冰川天堂旅游胜地站运
送到施瓦尔茨湖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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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TRAVEL

TRAVEL 旅游

马特宏峰快车
快车(Matterhorn-Express)前往游览施瓦尔茨湖
(Schwarzsee)，也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海拔2583
米的施瓦尔茨湖是一个恬美的高山湖泊，距离缆车
站很近，非常适合游客轻松漫步，欣赏倒映在湖面
上的马特宏峰的梦幻身影。

阿尔卑斯小径

ALLALIN & SAAS-FEE
阿拉林+萨斯费

如果你在夏季去到采尔马特，一定不要错过"阿尔
卑斯小径。这条远足小径穿越瑞士的石松森林和阿
尔卑斯山区牧场，一直通往小村庄Zmutt。
难度：低
地形条件：中等难度
时间：2－4小时
起点海拔：1400米－1700米
海拔高差：100－400米
开放时间：6月－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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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TRAVEL

TRAVEL 旅游

阿尔卑斯地下登山火车

萨斯费每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下雪，有35处滑雪
道，长达145公里。夏天滑雪道长20公里。
冬季户外运动：滑雪、滑板滑雪、冰雕、野外滑
雪、平底雪橇滑雪、冬季徒步、溜冰、越野行走、
攀冰岩、雪鞋徒步等。
夏季户外运动：滑雪，滑板滑雪，徒步，山地和冰
川之旅，攀岩，迷你高尔夫，山地自行车，骑马等
旋转眺望餐厅
位于海拔3462米的米尔特阿拉林山顶，是世界上海
拔最高的旋转餐厅。在这里就餐的同时可以欣赏远
处的风景，餐厅分上下两层，下层为自助式，上层
为当地特色佳肴。
电话： +41 (0) 27 957 17 71
网址：www.drehrestaurant-allali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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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倾斜的铁轨铺设于海拔3000至3500米的隧道
内，这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地下缆车。它与从萨斯费
到菲尔斯金的缆车相连。人们可以按照假期的长短
购买连滑雪在内的缆车套票。
运营时间：冬季8:30-16:00，夏季7:00-16:00
电话：+41 (0) 27 958 11 00
网址：www.saas-fee.ch/bergbahnen
冰厅
冰厅实为冰川博物馆，位于中阿拉林山顶，深入冰
川下十多米，经过吉尼斯认定为世界上最大的冰厅
(5000立方米)。参观通道长达54米，可近距离地了
解并感觉冰河，其中来自萨斯费艺术家的冰雕和冰
教堂独具一格。
开放时间 ：与阿尔卑斯地下登山火车的运营时间相同
票价：成人5瑞士法郎，儿童3瑞士法郎
网址：www.eispavillo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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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 TITLIS & ENGELBERG
铁力士山+英格堡
铁力士山距离琉森33公里，琉森火车站每小时都有火车出发，慢行四十

TRAVEL 旅游

铁力士山旋转缆车公司
Titlis Rotair
地址：P.O.Box 88, CH-6391
Engelberg Switzerland 瑞士英
格堡
电话:+41 (0)41 639 50 50
传真:+41 (0)41 639 50 60
电子邮件：titlis@titlis.ch
网址：www.titlis.cn

分钟，即可抵达英格堡。从苏黎世机场也可方便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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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旅游

GLACIER 3000 & GSTAAD
冰川三千＋格施塔德
对于到处是雪山冰峰的瑞士来说，冰川并不稀奇。但即使是到过
瑞士很多次的人，都有可能没有听说过“冰川三千（Glacier 3000）”
这个名字。不过如果在地图上指出它的位置：位于瑞士西南部的莱迪亚
布勒雷(Les Diablerets)与格施塔德(Gstaad)之间，可能许多人会恍然大
悟——“冰川三千”就是闻名遐迩的莱迪亚布勒雷山脉东北大冰原。

高山鲜花小径
从特吕布湖徒步前往Gerschnialp的一段徒步线路被
称为高山鲜花小径，春夏季节人们在铁力士山可以
欣赏到漫山遍野的美丽鲜花。黄色的标牌帮助您轻
松确定各种鲜花的位置，标牌上还对不同种类的鲜
花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英格堡 Engelberg
山区线路
难度：低
地形条件：简单
时间：1小时
地点海拔：1262米
海拔高差：100－400米
缆车：有
开放时间：6月－9月
本尼迪克修道院 Benediktinerkloster
开放时间：周三至周六，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各一
场；4月15日至6月16日 周三至周六 每天一场（上
午10点或下午4点） 详情请参考网站。
票价：成人 参观修道院6瑞郎、参观展览8瑞郎，
观看影片放映6瑞士法郎
网站：www.kloster-engelber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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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施塔德旅游局
前往冰川三千的四种路线
路线一 ： 日内瓦 - 蒙特勒 - 西庸城堡 ( 金色山口
快线 )- 格施塔德 - 冰川三千 - 因特拉
肯 - 卢塞恩 - 苏黎世
路线二： 蒙特勒(金色山口快线)-格施塔德-冰川
三千-莱迪亚布勒雷(火车TPC)-埃格勒维勒纳沃(乘坐日内瓦湖游船)-蒙特勒
路线三 ： 因特拉肯 / 库尔 ( 坐船 ) －施皮茨 ( 金
色山口快线 )- 格施塔德 - 冰川三千
因特拉肯 / 库尔
路线四： 弗里堡-比勒-格吕耶尔-格施塔德-冰川
三千-茨魏西门-Jaunpass(乘坐格吕耶尔
湖游船)-弗里堡

地址：3780 瑞士格施塔德
电话：+41(0)33748 81 81
网址：www.gstaad.ch
埃格勒旅游局
地址：Rue Colomb 5, Case postale 100, CH-1860
瑞士埃格勒
电话：+41(0)24466 30 00
网址：www.aigle.ch/www.aigle-tourisme.ch
金色山口快车
地址：PO Box 1426, CH-1820 Montreux瑞士蒙特勒
电话:+41(0)21 989 81 81
网址：www.goldenpass.ch

冰川三千（Glacier 3000）
地址：Gstaad 3000 AG, Le Chalet, CH-3780,
瑞士格施塔德
电话：+41(0)33748 17 17
网址：www.glacier3000.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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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C山地火车
地址：38, rue de la Gare，CH-1860 瑞士埃格勒
电话：+41(0)24468 03 30
网址：www.tpc.ch

73

2014-1-8 15:03:24

旅游 TRAVEL

JUNGFRAU & INTERLAKEN
少女峰+因特拉肯

TRAVEL 旅游

少女峰欧洲屋脊:
海拔3454米
欧洲最高的火车站
2012年为铁路建成100周年
阿莱奇冰川：

站在少女峰上，俯瞰绿色的克莱纳谢德格和白色阿莱奇冰川，想象一
下，雪山融化的水，一部分流向克莱纳谢德格方向，最后汇入黑海；另一

全长22公里
阿尔卑斯山区最长的冰川
联合国自然文化遗产

部分流向阿莱奇冰川方向，最后注入地中海，感到历史的长河由此开始的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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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旅游

瀑布小径
劳特布龙嫩在德语里的意思是"众多泉水”。整个
山谷中共有72座瀑布从高山上飞流直下。
难度：低
地形条件：简单
时间：2－4小时
起点海拔：500－800米
海拔高差：100－400米
缆车：有
开放时间：4月－11月

PIZ BERNINA & ST.MORITZ
伯尔尼纳峰+圣莫里茨
1850 年 9 月 13 日， 库 尔 28 岁 的 摄 影 师 约 翰· 考
兹（Johann Coaz, 1822-1918）带着他的一对兄弟助手，
登上了伯尔尼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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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奥塔斯穆拉诺观景台
海拔2456米的穆奥塔斯穆拉诺观景台（Muottas
Muragl）是观景的最佳位置，索道车每半小时一
班，山上还有餐厅和酒店。
电话：+41 81 8428308
网址：www.bergbahnenengadin.ch
恩加丁博物馆 Engadine Museum
恩加丁博物馆位于一幢典型的恩加丁建筑里，全面
展示了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和习俗。
地址：圣莫里茨Via dal Bagn 39，CH-7500
电话：+41 81 8334333
网址：www.stmoritz.ch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9:30-12:00
14:00-17:00，周六闭馆，周日10: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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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莫里茨旅游局
圣莫里茨旅游中心位于市内的中心广场，在那里可
以预订酒店以及多种运动项目。
地址：圣莫里茨Via Maistra 12，CH-7500
电话：+41 81 8373333
网址：www.stmoritz.ch

Hauser酒店餐厅

伯尔尼纳快线

酒店位于圣莫里茨市中心广场旁，有五十二间客房
及著名的餐厅。
地址：圣莫里茨Via Traunter Plazzas 7，CH-7500
电话：+41 81 8375050
网址：www.hotelhauser.ch

伯尔尼纳快车纵穿阿尔卑斯进入意大利，海拔落差
达1828米，从格劳宾登州的库尔或圣莫里茨一直到
达意大利境内的蒂拉诺，整条线路大约四个小时。
电话：+41 (0)812 886 100
网址：www.rhb.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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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旅游

Swiss Luxury Trip

瑞士超级享受
优惠套餐（7晚）
瑞士自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一直是世界各地富贵人
士趋之若骛的旅游、疗养胜地。在格施塔德滑雪，到洛
桑美岸品尝米其林二星厨师手艺，瑞士最著名的高山疗
养地，世界最享受的湖畔度假处，“路客海外深度游”
独家推出两家顶级酒店的优惠套餐，为你奉献完美的休
闲旅程。这个行程由瑞士旅游局的专家特别设计，将自
由行的不受干扰与享受奢华假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更
洛桑美岸皇宫酒店是欧洲的顶级酒店。

洛桑美岸皇宫酒店面朝着日内瓦湖。

能体验到瑞士旅游的精华。

洛桑美岸皇宫酒店呈美好年代风格。

瑞士7晚超级享受优惠套餐（2人）
总计：5190+2586=7776瑞郎
客人可加瑞航上海-苏黎世商务舱往返，25000-29000元人民币/人（含
税）。
预订和咨询：
“路客海外深度游”公众微信对话栏
E-Mail邮箱：info@lucksh.com
电话：18917133813

格施塔德皇宫酒店位于小镇山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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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施塔德皇宫酒店由私人家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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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 目的地

目的地 Destination

Venice

威尼斯

玻璃之城
文、摄影/朱伟

传说，马可·波罗向忽必烈讲述自己所到过的许多城市，却从来不提自
己的故乡威尼斯。当忽必烈指出这一点时，他回答：其实我讲每个城市的时
候都讲到了威尼斯。
每个人心中的威尼斯是完全不同的。五个游历了这座城市的人，看到了
五个完全不同的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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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 Destination

Destination 目的地

以浪漫之名
文/苏丝

威尼斯复习
文/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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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 Destination

Destination 目的地

透明晶莹纯粹
文、摄影/吴琼

威尼斯小记
文、摄影/姜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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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阅历

美味美酒 奢华享受
摩纳哥四家米其林餐厅

Michelin Stars
摩纳哥地处具有深厚美食传统的南法和意大利之间，烹饪水准
很高，拥有一百七十多家餐厅，其中有四家餐厅获得2013年米其林
星级标志的餐厅，全都集中在蒙特卡洛的豪华酒店内，其中包括一
家米其林三星、一家米其林二星和两家米其林一星。
文/曹文 图片提供/SBM

89

089-093-阅历-米其林餐厅美食.indd 88-89

2013-12-26 21:17:52

阅历 EXPERIENCE

EXPERIENCE 阅历

路易十五餐厅（Le Louis XV）
地址：蒙特卡洛赌场广场巴黎大酒店（Place du
Casino Monte-Carlo/Hotel de Paris）
电话：+377 98068864
网址：www.hoteldeparismontecarlo.com
星级：米其林三星

蒙特卡洛乔·卢布松餐厅
（Joel Robuchon Monte-Carlo）
地址：蒙特卡洛大都会酒店（4, Avenue de la
Madone Monte-Carlo/Hotel Metropole)
电话: +377 93151510
网址：www.metropole.com
星级：米其林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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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阅历

望海楼餐厅（Le Vistamar）
地址：蒙特卡洛博马舍广场赫米塔日酒店（Square
Beaumarchais, Monte-Carlo/Hotel Hermitage）
电话：+377 98069898
网址：www.hotelhermitagemontecarlo.com
星级：米其林一星

耀西餐厅（Yoshi）
地址：马多内大街4号，蒙特卡洛大都会酒店
（4, Avenue de la Madone Monte-Carlo/Hotel
Metropole)
电话：+377 93151313
网址：www.metropole.com
星级：米其林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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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旅游

Historial Arezzo
				 in Tuscany
慢城阿雷佐

是的，我要说的就是阿雷佐，那个亚平宁半岛曾经举足轻重的城

正如吐火兽所昭示，位于橄榄树和葡萄园丛生的山丘之上的阿雷

市。如今，若不是因为电影《美丽人生》，它几乎被世人遗忘了。但我

佐，起源于遥远的伊特鲁里亚时代。自古以来，亚平宁山脉重要贸易

想说的是，感谢世人的遗忘，让阿雷佐能够始终坚持着它缓慢的步伐，

路线上的独特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给阿雷佐带来了富足

不为这个争分夺秒的世道所动 ；感谢世人的遗忘，让它一直在上苍面

和昌盛，它历经伊特鲁里亚人与罗马帝国的统治，１３８４ 年又成为佛罗

前保持着谦卑，任岁月峥嵘、城池风化，始终不慌不忙地闲庭信步，

伦萨的属地，逐渐成为托斯卡纳地区最富裕的城市之一……这一切，

情愿被时代远远地甩在后面。

都在这个步履缓慢悠然的城池里，留下了道道印记。

我愿意借孙甘露先生的一本书的名字来形容它，阿雷佐，一个“比
缓慢更缓慢”的地方，一个让人心闲气静的“慢城”。

尼在那里拍摄了一部奥斯卡最佳影片 ；欧洲人知道阿雷佐，则大多因

阿雷佐是托斯卡纳地区的一个古老城市，它的气质恰如松露一

是缘着另一位意大利人——他对于阿雷佐的贡献，远远超过了《美丽

我就闻到了游走在这个古老城市的街巷里的干菌的气息，它们如游丝

人生》和美丽珠宝，他就是乔治奥·瓦萨里（Ｇｉｏｒｇｉｏ Ｖａｓａｒｉ），意大利

一般若隐若现，又像情爱那么霸道——不由分说地占领你的感官。是的，

历史上无法回避的画家、建筑家、美术史家和美术教育的奠基人。

确切地说在火车站不远处看到那著名的吐火兽喷泉时，松露的气息就
霸占了我。

们没有什么固定的计划，火车不守时对我们也没什么大影响。
出了阿雷佐火车站，我们先找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取张地图，然后，就看

忘了。我愿意借孙甘露先生的一本书的名字形容它，阿雷佐，一

文艺复兴时期，阿雷佐出了一位非凡的大人物——乔治奥·瓦萨
里。此人 １５１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出生于阿雷佐，１５７４ 年 ７ 月 ２７ 日卒于佛罗

阳光灿烂，天空湛蓝，火车还是如常地又晚点了那么几分钟。反正我

的城市。如今，若不是因为电影《美丽人生》，它几乎被世人遗

为它精湛的珠宝制造工艺和著名的古董市场。但是我知道阿雷佐，则

样，朴实无华，却散发着浓郁的芳香。没错，自打走出火车站的第一刻，

那是去年深秋，我们一行四人去托斯卡纳闲逛。那天，托斯卡纳

是的，我要说的就是阿雷佐，那个亚平宁半岛曾经举足轻重

如今，外人们知道阿雷佐，多半是因为意大利导演罗伯托·贝尼

到了艳阳下神闲气定地喷着水的吐火兽——公元前 ３８０ 年浇筑的伊特

伦萨。对于阿雷佐和佛罗伦萨这两座城市而言，瓦萨里都是足以名留
青史的人物。
瓦萨里出生在阿雷佐一个陶瓷工匠家庭，幼年即到佛罗伦萨学艺，
成为米开朗基罗的学生。像他的老师一样，瓦萨里终生都服务于对文
艺复兴产生重要影响的美第奇家族。

鲁里亚青铜器——它的存在，不经意地彰显了这个小小城池的悠远历

在十三至十七世纪，美第奇家族是佛罗伦萨乃至整个欧洲的势力

史。当然，如今当街喷水的这个吐火兽，只是那件古董的复制品罢了。

强大的名门望族。在这名门望族中，曾产生了三位教皇、多名佛罗伦

个“比缓慢更缓慢”的地方，一个让人心闲气静的“慢城”。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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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圣玛利亚·德拉·皮埃维尔教堂是罗马－比萨
艺术的代表建筑。

3

建于十三至十七世纪的巴迪亚教堂的钟楼。

高耸的市政厅建筑如同城堡。

4

瓦萨里1573年设计的拱廊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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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博物馆中庭里展示了当代艺术家创作的一些雕    
   塑，反映的是阿雷佐历史上的一场战争。
6

大教堂始建于1278年，直到1510年才完工。

5

萨的统治者、一位托斯卡纳大公，两位法兰西王后，以及其它一些英

分头看自己喜欢的风景去了。我在大人物瓦萨里设计的连环拱廊的旁

国王室成员。但美第奇家族给后人留下的巨大遗产，并非那些达官显贵，

边，找到因为电影《美丽人生》而闻名世界、有着巨大的斜坡的“大

而是文艺复兴时期无数的艺术品收藏。

广场”——如今，它几乎成了背着旅行包、端着照相机的外国游客们

瓦萨里存世数量颇多的作品，就是美第奇家族收藏的一部分——
其代表作就是佛罗伦萨市政厅的壁画。在绘画方面，瓦萨里显然不能
企及它的老师米开朗基罗，但是他主持设计的建筑杰作——佛罗伦萨
的乌菲齐宫，却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不朽的遗产。
在阿雷佐，瓦萨里同样留下了著名的建筑杰作——位于“大广场”
北面的华丽典雅的连环拱廊，以及 １５４０ 年瓦萨里亲自设计的瓦萨里故
居（里面收藏着不少瓦萨里的作品）。

来到阿雷佐的必游之地，但对于意大利人而言，“大广场”更迷人的还
是它的露天古董市场。
深秋是旅游淡季，蓝天白云下的“大广场”空空荡荡，既无游客
又没有露天摊贩，我独自一人站在空无一人的“大广场”上，感觉很
不真实。
但是，在“大广场”附近、电影《美丽人生》“窗户里丢钥匙”
的场景近旁，我还是看到了一些有趣的古董铺子。尽管没有客人，有

瓦萨里的成就绝不仅限于艺术创作和建筑设计，他在美术史方面

一家卖古董服饰的铺子居然还开着门。铺子里随意摆放的那些历经了

的建树，更胜一筹。瓦萨里在 １５５０ 所著的《艺苑名人传》，详述了自

岁月的磨砺还依然光鲜的帽子、手袋和高跟鞋们，无声地散发着一股

契马布耶以来的二百六十位多位意大利艺术家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作

柔情，它迥异于古老街巷和建筑的沧桑，刹那间，那些小物件好像让

品，是有关意大利文艺复兴美术史的最重要的资料，也堪称西方艺术

我终于抓住了一段流逝了的岁月，我与这个古老的城市忽然有了息息

史的开山之作。在书中，瓦萨里正式提出了“文艺复兴”一词，并指

相通的切肤之亲。而这种日常物件带来的亲近质感，远非教堂里任何

出十四世纪为文艺复兴的草创时期，十五世纪是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完

宏大的东西能带来的。

善时期，十六世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盛世——这恰如一个人从童年到

接下来，我在一个小小巷口终于遇见了满城里游丝般的干菌芳香

青年再到壮年的生命周期。瓦萨里的这一艺术史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

的源头，它肯定只是众多的源头之一——几只草编的小筐子里装了几

的影响。此外，瓦萨里还因为在 １５６２ 年创立了迪亚诺学院（即如今佛

样干菌和栗子，静静地悠闲地在巷口的一家面包铺子门口晒着太阳。

罗伦萨美术学院的前身），而被誉为是世界美术教育的奠基人。

而小巷对面的几家古董铺子，则在背阴处自负地打量着这些朴素的小

在阿雷佐，我们四个人像到其他地方一样，出了车站就各奔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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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099旅游-阿雷佐.indd 96-97

东西，有几分傲慢，也有几分寂寥。此时，此起彼伏的教堂钟声懒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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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阿雷佐是托斯卡纳最富裕的城市，城里的建筑
   规模都很大。

8

8

有着美丽壁画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

9

现已成为公园的美迪奇要塞。

洋地渐次响起，我才想起，在阿雷佐我还有些别的要看。
钟声似乎是同时由身边的圣玛利亚教堂和远处的多摩 （Ｄｕｏｒｍｕ） 大

的走廊有个新礼拜堂，壁面上有以《圣经》的默示录为题材的作品。
教堂的右侧壁面上有“复活”和“地狱”两幅壁画作品，壁画下面有

教堂同时传出的，但是由于远近距离不同，钟声便形成了某种层次，

荷马、但丁等人的铜像。这个教堂内的彩绘玻璃非常有名，这些十四

远处传来的拉长了的响声与近处更嘹亮的钟声交汇在一起，一下子就

世纪的作品，共有四十四幅之多，描绘的是与这个教堂有关的神学

产生了时空的纵深感，这种感觉再一次强调了这个城市的“缓慢”节奏。

者……

圣玛利亚 （Ｓａｎｔａ Ｍａｒｉａ ｄｅｌｌａ Ｐｉｅｖｅ） 教堂位于阿雷佐的主商业街意大

一如往常，我们四个人总会不约而同地在城里的某个地方汇合。

利大道上，是十二世纪建造的比萨风格罗马式建筑，也是托斯卡纳地

在阿雷佐，我们四个在多摩大教堂碰头了。时候已经不早，我们都觉

区最能体现罗马式华丽建筑风格的建筑之一。教堂正面体现出装饰精

得饿了，于是大家一起找餐馆。

美的罗马建筑风格，但是教堂那些由交错的环扣组成的饰边已经风化，

冥冥中一定有什么在牵着我们，当我们四个人一致同意选择一家

教堂内部也已经荒废，装饰相当朴素。教堂旁是一座十四世纪的钟楼，

僻静小巷里的餐馆并进去坐定后，那股满城游荡的干菌的芳香气息浓

因为有着四十多个窗户，因此钟楼又名“百孔塔楼”。

郁起来！朋友试探着问了侍者一句“有没有松露”，不料，大厨拿着一

离圣玛利亚教堂不远有一座外观并不起眼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

块黑呼呼的东西郑重地来到我们桌前，“这是新鲜的松露，你们来的正

但是，这座朴素的教堂却因为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科在该教堂里

是时候。”啊哈，乔布斯大叔发布苹果 ｉｐａｄ 的时候，那骄傲的神情也不

所绘的壁画，堪称意大利闻名遐迩的名胜古迹。

过如此了。

沿坡路上行至古城的北部，有一座气势宏伟的大教堂，矗立在美

松露意面端上来的时候，扑鼻的香味让我们一个个都臣服了。过去

第奇要塞（如今已成为公园）不远处，那就是建于 １２６３ 年，到十四世

也吃过所谓的松露，不过只是在菜里撒点松露的细屑，而这一次，我们

纪才完工的多摩大教堂，这座教堂是全意大利最著名的教堂之一。

的意面里面布满大片大片的黑松露，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让彼得·梅尔先

多摩大教堂的正面面向西方，精美的浮雕表现的是圣经里“最后
7

9

的审判”的故事。教堂内部由支撑圆拱门的大圆柱隔成三翼堂，右边

生一次又一次大惊小怪的松露的魅力——真是一朝入口，终生难忘啊！
而阿雷佐，从此在我的记忆里与松露的气息融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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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架蔷薇三代情
英国凯菲兹盖特庭苑

Kiftsgate Court Gardens
凯菲兹盖特庭苑是英格兰的著名花园之一，由穆尔
家族的三代女性精心打理。每一代女性都在花园中留下
了标志性的园艺设计，充满传奇色彩。而那株全英格兰
最大的凯菲兹盖特蔷薇，每年七月都在园中盛放，芬芳
满园。

文、摄影/田贝

010

100-105-花园-英国凯菲兹盖特庭苑.indd 100-101

2013-12-26 21:19:21

名园 GARDEN

2

3

4

5

1 站在花园，可以远眺
连绵起伏的科兹沃兹
丘陵。
2 现代水景花园内，艺
术与园艺得到了完美
展现。
3 一尊女子雕塑位于玫
瑰园的尽头，衬着绿
篱，优美动人。
4 希瑟·缪尔亲手种下
的山玉兰几乎已经攀
援到了楼顶。
5 笔直的绿篱和步行道，
隐约透露出前方花园
的美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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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EN 名园

6

7

8

9

6 陡峭倾斜的坡地，
有序地种植着各色
植物。
7 乔治式门廊是庄园
的标志。
8 高高低低的花草树
木柔和了乔治风格
建筑的庄严感。
9 来自比利牛斯山的
石雕喷泉图案精美。
10 整齐的树篱是一个
个花园房间的墙壁。
11 半月型的池塘内壁
被漆成黑色，以更
好地倒映四周风景。

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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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ARCHITECTURE

一块布的建筑实践
东京设计博物馆

21 21 Design Sight
21_21 DESIGN SIGHT是坐落于东京六本木桧町公园内的一处设
计博物馆，由当代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和时装设计师三宅一生共同创
作。安藤忠雄从三宅一生处“借”得“一块布”的时装理念，将整个建
筑的屋顶如折纸般折下，百分之八十的空间埋在地下，最大限度地不破
坏公园自然景观，与大自然和谐共生。

文/安德烈 图片提供/21_21 DESIGN 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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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建筑

1 安藤忠雄把三宅一生的“一块布”
时装理念，转化成建筑语言，突出
表现在屋顶设计上。
2 与环境和谐共处是安藤忠雄的建筑
特色。
3 带有强烈安藤忠雄风格的博物馆，
位于桧町公园一角，远看如一尊现
代雕塑。
4 博物馆的百分之八十空间位于地下，
尽可能不破坏整体环境。

2

3

1

4

21_21 DESIGN SIGHT
地址：日本东京都港区赤坂9-7-6
电话：+81(0)3 3475 2121
网址：www.2121designsight.jp
开放时间：11:00-20:00,周二闭馆
票价：普通票1000日元、大学生800日元
票价：高中生500日元，小学生及儿童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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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 美酒

雷蒙德酒庄是美国加州纳帕谷的著名酒庄。

Raymond Vineyards
纳帕谷传奇
雷蒙德酒庄
《葡萄酒爱好者》杂志将加州纳帕谷的雷蒙德酒庄，评选为2012年“美
国年度最佳酒庄”，指出“纳帕谷的标志已被法国人Jean-Charles Boisset
橡木桶屋中的餐桌。

完全重塑。”此前，Jean-Charles Boisset曾在2008年被《葡萄酒爱好者》
杂志授予“葡萄酒之星奖”的“年度创新人士”奖。

只接待会员的高级俱乐部——红房子。

客人可以在俱乐部一边玩球，一边品尝“红屋子”会员专享的美酒。

新性的改造工作，如 ：
“自然剧场”（Ｔｈｅａｔｅｒ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一个占地两英亩的互动体验项
目，让访客认识到可持续的、有机的和符

雷蒙德家族在纳帕谷的根基可以追溯到

诚的团队携手，开始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新旅

德酒庄最为人们所知的产品是其代表产品“赤

程。Ｂｏｉｓｓｅｔ 家族酒庄总裁 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ｏｉｓｓｅｔ

霞珠”，此外它出品的“梅乐”、“霞多丽”和

表示，
“雷蒙德酒庄一直是纳帕谷的一个先驱，

“长相思”以及酒庄特有的“小批量系列”葡

１８７６ 年与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Ｂｅｒｉｎｇｅｒ 创建了贝林格兄

有一个伟大的历史和对该地区的美好承诺。

萄酒亦颇有口碑。在 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ｏｉｓｓｅｔ 的指

弟酒庄。１９３３ 年，Ｒｏｙ Ｒａｙｍｏｎｄ 来到纳帕谷，

在纳帕谷非凡声誉的打造过程中，雷蒙德家

导下，曾是纳帕谷最早酒庄之一的雷蒙德酒

受雇于贝林格兄弟酒庄，酿制禁酒令取消后

族一直是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庄，现在是葡萄酒行业最具活力的酒庄之一，

１８７０ 年。
当时 Ｊａｃｏｂ Ｂｅｒｉｎｇｅｒ 从德国移民到加州，

的第一个年份的酒。当 Ｒｏｙ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Ｓｒ． １９３６

以雷蒙德家族五代人从事葡萄栽培和酿

它将出色的美酒与客人的体验相结合，融教

年娶了 Ｍａｒｔｈａ Ｊａｎｅ Ｂｅｒｉｎｇｅｒ 时，雷蒙德家族便

酒的经验为基础，雷蒙德酒庄在纳帕谷栽培

育、热情和娱乐为一体，酒庄提供多种不同

与贝林格家族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１９７０ 至

了超过 ３００ 英亩的自有葡萄园。五代人之后，

的机会，让客人去探索和发现葡萄酒。为此，

１９７１ 年间，雷蒙德家族购买了纳帕谷 ９０ 英亩

雷蒙德家族酿酒传统之精神继续在家人的不

它在 ２０１１ 年被 Ｓｕｎｓｅｔ 评为“最佳品酒室——

的土地，在葡萄园中栽植了葡萄，制定了修

断努力中传承，继续赢得世界各地客户、葡

超越品酒的体验”，现在又被《葡萄酒爱好者》

建酒庄的计划，并于 １９７４ 年收获了雷蒙德酒

萄酒爱好者和酒评家的尊重。

杂志评为 ２０１２ 年“美国年度最佳酒庄”。

庄第一个年份的葡萄。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法

雷蒙德酒庄所酿的葡萄酒力量强大，但

雷蒙德酒庄的成功归功于纳帕谷这一历

国勃艮第的 Ｂｏｉｓｓｅｔ 家族与雷蒙德酒庄及其忠

风格优雅，反映了产地和酒庄的特点。雷蒙

史性酒庄的一次全面转型。这次转型包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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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生物动力原理的耕作方式的重要性 ；
“水
晶 酒 窖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Ｃｅｌｌａｒ）—— 一 个 在 使 用 中
的、美轮美奂的品酒室，提供精选的雷蒙德
酒庄“地区系列”（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和“世
代系列”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赤霞珠”葡萄酒，
并 用“ 巴 克 拉 水 晶 ” 酒 杯 来 盛 酒 ；
“红房
子”（Ｔｈｅ Ｒｅｄ Ｒｏｏｍ）——一个私密人的、豪
华的、只接待会员的俱乐部 ；以及 Ｆｒｅｎｃｈｉｅ
Ｗｉｎｅｒｙ——专门为宠物狗设计的同类当中的
第一个品酒室。
雷 蒙 德 酒 庄 在 转 型 改 造 中， 还 有
数 个 略 带 建 设 性 的 项 目， 如 ：
“卢瑟福
屋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 Ｒｏｏｍ）—— 一 个 探 索 纳 帕
谷 多 样、 优 越 土 壤 条 件 的 项 目 ；
“藏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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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酒庄的葡萄酒系列
世代(Generations):
“世代赤霞珠”是向家族五代人在纳帕谷从事
酿酒工作表示敬意的一款产品。这款100%“赤
霞珠”是严格限量分配的，是对纳帕谷一家先驱
酒庄之传统根基的终极表达。
地区系列和小批量葡萄酒：
(District Collection and Small Lot Wines)：
这些限量酒是对“地土”(terroir)这个概念背后

雷蒙德酒庄庄主。

雷蒙德加州精选系列。

的势力和力量的一种陈述，它们反映了其著名的
卢瑟福和圣海伦娜产区（不久还将包括奥克维尔
产区）的地土情况。酒庄还提供特有的8款“小
批量”(SMALL LOT)酒。这些小批量酒总产量不
到1000箱，它们表达了酒庄对酿制来自精选地土
美酒的热情。
纳帕谷珍藏(Napa Valley Reserve)：
该系列的酒是雷蒙德家族酒庄的基石，为雷蒙
德赢得了能够酿造强烈的果味、坚实的结构和

占地两英亩的“自然剧场”是纳帕谷可持续耕作方式的最大教育展览。

屋”（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ｏｏｍ）——一个很有私密性的屋

很好的酸度得到美妙平衡的、优雅而强劲美酒的
声誉。酿酒所用“赤霞珠”、“梅乐”、“霞多

水晶酒窖是一个美轮美奂的品酒室。

丽”和“长相思”葡萄来自酒庄自有葡萄园和长

子，收藏从酒庄第一个年份（１９７４ 年）开始

期合作的种植商。建议零售价：16-35美元

的大量葡萄酒 ；
“酒桶屋”（Ｂａｒｒｅｌ Ｒｏｏｍ）——
客人有机会在这里品尝将成为雷蒙德酒庄

家族经典(Family Classic)：

经 典“ 世 代 系 列 赤 霞 珠 ” 或“ 地 区 系 列 赤

仅供零售。家族经典仅采用“赤霞珠”葡萄，丰

霞 珠 ” 的 赤 霞 珠 葡 萄 酒 ；以 及“ 一 日 酿 酒

富而优雅，由加州三个世界著名产区的历史得到

师”（Ｗｉｎｅｍａｋｅｒ ｆｏｒ ａ Ｄａｙ）——一个独特的体验
项目，让客人勾兑波尔多葡萄品种，来打造

启发：纳帕县、索诺马县和莱克县。指定专供零

雷蒙德酒庄庄主和酿酒师。

他们理想的纳帕酒和定制品牌。
“我们想激发客人对酒的热情，”Ｂｏｉｓｓｅｔ

售市场，价格具有竞争力。
侍酒师的选择(Sommelier Selection)：

雷蒙德经典珍藏系列。

仅供在餐馆消费。侍酒师的选择: 柔和、浓郁、

说。“我们致力于酿制品质卓越的葡萄酒，为

味道丰富的“赤霞珠”，为优秀厨师烹制的最好

此我们创建了一个进行探索、教育、创造和

美食提供完美搭配。专为酒庄在餐馆内提供红

活动的环境，让我们的客人去发现我们酿制
美酒的决心，同时欣赏在葡萄酒行业具有独
特性的一系列变革性体验。”
在感受廊里，客人能体验酒的气味和质地。

酒的合作伙伴勾兑，按每杯计算的定价很有吸引
力。每杯价格：10-12美元。
酒桶到酒桶(Barrel to Barrel)：
这一系列将雷蒙德获奖的“赤霞珠”装在一个优
雅的酒桶里提供给消费者，让其获得一个“从酒
窖到酒杯”(Cellar to Glass)的消费体验。创新
的环保袋将包装材料减少99%，同时提供质量更
好的美酒。
R加州精选系列(R Collection)：
2010年推出“R系列-园中勾兑”(R Collection
Field Blend)葡萄酒。这一来自加州产区的系列高
品质葡萄酒，面向全国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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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的搭配诀窍
COMFORT FOOD
食物与美酒的关系素来为人津津乐道。谁是主？谁
为次？谁会改变谁的味道？怎么搭配才能让二者更好地
融合在一起？似乎不同的人总有不同的答案，这个问题
也就变得特别复杂起来。美国大厨的经验足以帮助人们
找到葡萄酒与美食搭配的最佳方法。

文/江芬

美食与葡萄酒搭配技巧
酒：

酒：

酒：

酒：

雷司令、格乌兹塔明那、维欧妮、

灰皮诺、香槟、雷司令、白苏维翁、

灰皮诺、格乌兹塔明那、白诗南、雷

瑞西欧托、马德拉、甜莓、波尔图、

白仙芬黛、白诗南、白苏维翁、莎

维欧妮、没有橡木味的莎当妮

司令、白苏维翁、莎当妮

麝香葡萄、雷司令、甜酒santo、苏

当妮

特恩白葡萄酒、托卡依、冰酒

葡萄品种：

葡萄品种：

葡萄品种：

桃红、博若莱鲜酒、黑皮诺、轻桑

桃红、博若莱、黑皮诺、梅洛、桑娇

桃红、黑皮诺、梅洛、席拉、仙芬

娇维赛、仙芬黛、维欧妮、奇扬

维赛、奇扬第

黛、桑娇维赛、加本力苏维翁

搭配食物：

搭配食物：

搭配食物：

搭配食物：

淡酒搭配甜味、辣味、富含蛋白质

口味清爽、果味浓的酒搭配酸味/苦

口味平均的食物和大多数红酒、白酒

甜酒搭配甜点。

的食物。

味/蛋白质丰富的食物：芝麻菜、豆

都可以搭配。

巧克力甜点：无面粉巧克力蛋糕、

四川辣酱、蚝油汁、海鲜酱、梅

瓣菜、菠菜、菊苣等。

用适当调料烤、煎、炒的肉类、家禽

布朗尼、慕斯、巧克力球；

汁、甜酸酱、墨西哥辣酱、水果莎

油脂类鱼：沙丁鱼、青鱼、鲭鱼、三

肉和海鲜；

奶油甜点：法式焦糖布丁、芝士蛋

莎酱、巧克力酱、番茄意面酱、奶

文鱼；

加盐的成分：橄榄、刺山柑、培根/

糕、蛋白粉、冰淇淋；

油汁或蘑菇汁；

淋柠檬汁的鱿鱼、龙虾、蟹、虾；

意大利咸肉、罐头柠檬和羊奶酪；

水果甜点：苹果、梨、柑橘类水

泰国菜：泰式甜辣酱、椰汁咖喱；

烟熏类鱼：三文鱼、鲑鱼、鲟鱼、鳗

加入适当调料的酸酱：红葡萄酒或白

果、热带水果、莓；

调味料：辣椒、胡椒、生姜、大

鱼等；

葡萄酒汁、芥末酱、柠檬/酸橙酱、

焦糖和果仁甜点：山核桃派、栗子

蒜；

加醋、柠檬汁或鸡尾酒的牡蛎；

加醋的酱、加酸果汁的酱；

馅饼、蛋糕、曲奇饼干、糕点；

炸鸡翅、甜辣烧烤酱；

配菜为芦笋、朝鲜蓟、蘑菇；

意大利面、加上述成分的千层面；

重味蓝奶酪。

日本寿司与腌生姜、芥末；

配腌生姜和芥末酱的寿司；

汤、炖品、蔬菜炖肉、加入盐和酸味

印度菜：辣咖喱、酸辣酱；

配甜瓜的意大利熏火腿；

的砂锅；

新鲜mozzarella奶酪、布里奶酪、

鱼子酱、酸橘汁腌鱼；

切达乳酪、瑞士gruyere乳酪、意大利

烟熏奶酪。

新鲜山羊乳酪。

果仁味羊奶干酪。

第、梅洛、席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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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first event of the final series on the

European Tour, BMW Masters 2013 total
fund was USD7,000,000 and many of the
worlds top players showed up including

Stenson, Mcilroy, McDowell, Poulter, Lee
Westwood, Luke Donald, Peter Hanson

who is the defending champion, Liang
Wenchong, Wu Ashun, Huang Wenyi,

Hu Mu, Huang Mingjie, Zhang Xinjun, Li
Haotong and Zhang Lianwei.

Gonzalo Fernandez-Castano won the

champion title and USD1,166,600 with

挥戈跃马 群雄逐鹿美兰湖
Review of BMW Masters 2013
—— 2 01 3 年 B M W 大 师 赛 回 顾 全 程 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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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21—27日，2013年

The BMW Masters 2013, took place

BMW大师赛在万众期待之下于美兰湖

at the Lake Malaren Golf Club

高尔夫俱乐部盛大拉开战幕，去年首

Shanghai during October 21-27 2013.

届BMW大师赛一经亮相便得到了各方

The Masters last year received a lot

的关注和高度评价,无论从规模、奖

of close attention and high reputation

金、球星等方面,都是一场绝佳的高球

by its scale, bonus, players and

体验,今年当然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course.

a scone of -11. This is his 7th champion

title on the European Tour and 3rd time
of winning a BMW sponsored event.

The Thai player Thongchai Jaidee and
Italian player Molinari tied for the second
place on 10 under.The Chinese players,

Li Haotong who is sponsored by Lake
Malaren tied for 42nd and won the first

place of all Chinese players by shooting a
total 291(78-72-7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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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ing of The BMW Masters
There is a huge adjustment of the public
area including scaling up this year which

becomes a better spectacle for the

spectators to experience than last year.
As a significant part of BMW global golf,

The BMW Masters perfectly reflects the
spirit of BMW golf by great tournament

organization, first class players, and
remarkable event highlights.

众球员和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格先生、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董事长施冰先生以及政府官员合影

Press Conference of BMW Masters
The press conference of BMW Masters
2013 started with the “Yangmen Nvjiang”

performance at Mandarin Oriental Hotel

Pudong on October 22. Rory Mcilroy
ranking 6th in the world, Henrik Stenson

who is the champion of FedEx Cup, Peter

Henson who is the defending champion
and Wu Ashun who is the top player in
China joined in the press conference on
斯滕森表示在联邦杯之后目标直指欧
巡总决赛冠军

吴阿顺和斯滕森、汉森和BMW i8合影

吴阿顺在滨江大道开杆
汉森以微弱优势获得“明星挑战赛”的胜利

behalf of the stars players. Government
Officials, media and VIP where present as
well.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Chinese golf

industry by providing more chances for
the Chinese athletes to practice for the
coming 2016 Olympics, there where 14
wild cards for Chinese Golf Association

provided by BMW Masters. Wang Liwei
who is the vice director of Multi-ball

Games Administration Centre of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of China and vice
chairman of Chinese Golf Association

said:” BMW Masters is a significant
motivation for the golf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the world. This high profile
tournament which is consisting of world

top players popularizes golf in China and

attracts more juniors to join in this sport.”
2013年BMW大师赛互动区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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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 Malaren Members who
qualify for the Pro-Am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fairness for the
members, Lake Malaren put the notice

regarding the qualifying rules of the
pro-am on the official website, WeChat

and Weibo.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吴阿顺为配对赛获奖者颁奖

麦克罗伊与宝信集团执行董事兼主席杨爱华先生（左）
上置集团主席施建先生（右）配对赛合影

the top 10 members who have the most

rounds of golf during October 1st 2012 to

September 28th 2013 won the precious
spots and received invitations letters.

Compared to last year, the members who

have already familiar with the selections

rules were keener on it. Some of them
even played 81 holes in one day which set

the new record of Lake Malaren history.
Meanwhile, Lake Malaren also wins

over 2 quotas of pro-am for the lucky
draw from the Lake Malaren official APP

which is founded this year. Someone who
美兰湖会员代表沈海洪参加配对赛

配对赛参赛嘉宾张嘉译

successfully booked the tickets of the

BMW Masters through APP is qualified
for the lucky draw of playing pro-am.

Those 10 representatives from Lake

美兰湖会员代表沈海洪、王进雄、JOHNNYCHEN配对赛上与球员合影

Malaren and 2 winners from lucky draw
say that they still feel great honor to

play with the world top players together

even though they do not win the awards
eventually.

斯滕森配对赛上搞怪一幕

美兰湖会员代表蔡怀印、周杰配对赛上与球员合影

美兰湖会员代表蔡朝煌、陆淀、吴履赋配对赛上与达利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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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BMW大师赛欢迎晚宴上麦克罗伊、汉森与冠军奖杯合影

美兰湖会员蔡朝煌与陆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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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Zhao Wen who is the Deputy Mayor presents
The four days intense tournament begins at 6:50am on October 24th in spite of the

extremely wind. 23 years old American player Luke Guthrie takes the lead of 3 shots
(65) by 9 one put at the front nine and 2 chipping into holes in a row at the back nine.

And the best Chinese player Huang Wenyi ties for 11th with McIlroy by 71 shots in
spite of 2 bogeys at the last two holes.

On the first day of BMW Masters 2013, number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present
including Mrs. Zhao Wen who is the Deputy Mayor of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Mr. Xiao Guiyu who is the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Mrs. Wang Hong who is the Secretary of Baoshan
District Committee, Mr. Fang Shizhong who is the District Mayor of Baoshan District,

Mrs. Tao Xiafang who is the Deputy District Mayor of Baoshan District, Mr. Chen Yiping

who is the Inspector of Shanghai Sports Bureau and Mr. Shi Jian who is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SRE, visiting the VIP Lounge, Brand Exhibition Area and Public Area.

As golf got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China,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Chinese
Golf Association, Shanghai Sports Bureau and People’s Government of Baoshan District
上置集团董事局主席施建先生、宝山区区委书记汪泓女士、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赵雯女士、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肖贵玉先生、
宝山区区长方世忠先生、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董事长施冰先生2013年BMW大师赛合影

attach importance to this tournament, which reflect that golf develops and popularizes
in China by the marketing mechanism and organizing international tournaments.

Day 2: Luke Guthrie expands the advantage of 4 shots

比赛第二日麦克罗伊落后7杆之差

On day 2 of BMW Masters 2013, the 23 years old American player Luke Guthrie

expands the advantage of shots in spites of extreme wind, temperature dropping and
varieties of obstacles of the Masters Course.

Luke Guthrie himself does not expect that he can have this big advantage before the
final rounds on weekend. “Today is another tough day. I think it’s amazing to shot 1

under.” he says. The number of players who shot under par doubt in this day of bad
weather, but only Luke Guthrie is able to shot 65. Unfortunately, none of the Chinese
players are capable to shot under par, except for Li Haotong who shots 72 and ties for
51st.

麦克道威尔庆祝老鹰

卢克·格思里继续领跑BMW大师赛第二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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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卡西四杆落后并列第二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赵雯女士、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肖贵玉先生、上置集团董事局主席施建先生
2013年BMW大师赛合影

“坏小子”约翰·达利仍处于领先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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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保尔特和康斯塔诺同组竞技

胡牧三轮过后并列49，成最高排名中国球手

Day 3: Rafael Cabrera Bello tie
with Luke Guthrise
In spite of the big victory in the first two

rounds, Luke Guthrise does not take the

lead from the third day with hitting two
bogeys. And Rafael Cabrera Bello ties with
him at the end of third day unpredictably.

Luke Guthrise does make some mistakes
热情观众向明星球员索要签名

2013年BMW大师赛I8概念车展示

2013年BMW大师赛裁判长指定决赛日球洞位置

on the third day. He uses the wedge
instead of putter for the putting at the
18th green. The ball stops 15 feet away

from the hole eventually which forces him

to make bogey. At the 16th hole, he can

not reach the green from his second shot
in the bunker, and then he has two putts

for bogeys without luck. He also misses a
5 feet putt for par at the par-3 12th hole.

Eventually, Luke Guthrise hits 72 due to
these three bogeys.

On the third day, Gonzalo FernandezCastano also raises concern by a

fascinating birdie at the last hole and

wins the third place. It reminds us with
his champion of the BMW Asian Open by
beating Stenson at the play off. “It does
宝马媒体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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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球员出席宝马媒体之夜

remind me of the champion of the BMW

Asian Open 2006” Castano says. “History
may repeat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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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ano —— winner of the BMW Masters 2013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final day is the

signed with Lake Malaren says:” Lake

lead on the previous three rounds got a

is 5 under. I have already felt satisfied

fiercest round of all four days. On the

first hole, Luke Guthrie who took the
bogey from the bunker. Rafael Cabrera

Bello got a bogey at the same hole also

and for Gonzalo Fernandez-Castano,

he seized the opportunity at two par-5
麦克罗伊持续挣扎表现，最终并列27位

holes on the back nine. He got a birdie at

the 13th hole, leading Molinari by 1 shot.
He developed his advantage by 2 shots
by hitting another birdie at the 15th

上置集团主席施建与获得“最佳中国球手”称号的18岁球员李昊桐、
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主任龚学平合影

hole. It was a miracle that he also got

another birdie from the greenside rough
at the 17th hole. Even with a double

2013年BMW大师赛冠军康斯塔诺捧杯与宝马车合影

bogey at the last hole, he still won the
title with a total of 277 (71-71-67-68),

beating Thongchai Jaidee and Francesco
Molinari.

It was expected that Peter Hanson who
was the defending champion can be back
in the position to win the title again.

However, he tied for 8th with a total of
281 shots particularly because of the
bogey at the last hole.Mcilroy who got the

highest attention also struggled and tied
for 27th with a total of 287 (71-72-71-73).
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张小宁先生
及上海市体育局局长李毓毅先生出席颁奖

2013年BMW大师赛康斯塔诺逆转夺冠

For the Chinese players, Li Haotong who

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学平先生出席颁奖

Malaren is my home course where I can
practice every day. My best score here

with myself.” He shot the best score of all
Chinese player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 data, the total

amount of spectators of BMW Masters
2013 rose to 45,000 (6,200 spectators
on October 24th, 5,800 people on 25th,

11,500 people on 26th and 21,500 people

on 27th). Compared to the total amount
of 31,562 spectators in 2012,(2,432

people on October 25th, 3,884 people on
26th, 9,369 people on 27th and 15,877

people on October 28th), it’s obvious
that the attention and popularity of this

tournament has greatly improved. It’s a
huge success for the entire tournament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team.We

believe it helps a lot with the travelling,
culture, sports and commercial facilities
of Baoshan district. BMW Masters has

already been written into the history

of Baoshan district and Shanghai by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entire
golf relative industry and stimulating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去年冠军彼得·汉森发起迟来的进攻，本有望蝉联冠军

第三次赢得宝马冠名赞助赛事

2013年BMW大师赛看台区人山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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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BMW大师赛“王者归来”
—— 康斯塔诺逆转夺冠

一杆称雄美兰湖

Spain's Gonzalo Fernandez-Castano Wins
the 2013 BMW Masters in Shanghai

康斯塔诺第三度获得BMW冠名赞助的高尔夫赛事
冠军人物介绍（Champion Profile）：
中文名：

康斯塔诺

国籍：

西班牙

出生日期： 1980年10月13日
身高：

187cm

出生地：

马德里

转职时间： 2004年
获得荣耀： 2005年，转入职业的第二年，康斯塔诺就赢得了KLM Open和Sir
Henry Cotton Rookie of the Year冠军；
2006 年，BMW Asian Tour 冠军 ；VOLVO 中国公开赛亚军 ；
2007年，迎来第三个欧巡赛——Italian Open冠军；
2009年11月14日，他在新加坡公开赛延长赛中，第2个加洞中捕
鸟成功而胜出，拿到了职业生涯的第5个欧巡赛冠军和100万美
元的奖金。
2012年，BMW意大利公开赛冠军；
2013年，BMW大师赛逆转夺冠。
2013BMW大师赛冠军康斯塔诺与美兰湖杆娣合影
Champion Profile :

成功升级为欧巡赛总决赛系列
第一站的2013年BMW大师赛终于在
四天的激烈角逐之后，于上海美兰
湖高尔夫俱乐部圆满落下帷幕。

Name:

Gonzalo Fernandez-Castano

Nationality:

Spain

Born:

13th October 1980 (age 33)

Height:

187cm

Residence:

Madrid

Turned professional: 2004
Professional wins:

12th June 2005 KLM Open Champion
23rd Apr 2006, BMW Asian Open Champion (co-

The BMW Masters just became the

sanctioned with the Asian Tour) 6th

first leg of the European tour final

May 2007, Telecom Italia Open Champion

series. The four day event was very

(co-sactioned with Asian Tour)

14th Nov 2011, Barclays Singapore Open Champion

successful on the Masters Course.

2012 BMW Italian Open Champion
2013 BMW Masters Champion
康斯塔诺2013BMW大师赛一杆逆转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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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塔诺向观众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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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BMW大师赛冠军康斯塔诺为观众球迷签名

比赛最后天排名充满悬念，康斯塔诺一路追赶

宝山区副区长陶夏芳女士、上海市体育局局长李毓毅先生、前市人大主任龚学平先生
宝山区区长方世忠先生、上置集团董事局主席施建先生与冠军合影

2013BMW大师赛康斯塔诺精彩挥杆瞬间

The 33 year old Spanish, Fernandez-Castano chipped in from

the tournament. Fernandez-Castano had 6 birdies and 5 under

The victory was Fernández-Castaño’s seventh on the European

against a double bogey on his way to a final round 68, winning

across the green for birdie on the tough 17th hole at Lake
Malaren to won the tournament. He win the $1,166,600 check.

Tour and his third time to win the tournament that is sponsored
by BMW. He was also the Champion of the BMW Italian Open.

Even after a double bogey on hole 18, Fernandez-Castano

finished at 11 under par (277 shots, 71-71-67-68) for the

week and came away with the trophy. He still closed with a 4

under 68 for a one shot win over Francesco Molinari (64) and
Thongchai Jaidee (66). He only scored -1 on the second da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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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join the winning group on Friday. On the last day of the

tournament, Gonzalo Fernandez-Castaño converted six birdies

the BMW Masters presented by SRE Group by one shot (he
actually stood on the final tee with a three shot lead but visited a
few bunkers on the way down the hole for a six).

"The first two days weather was windy, that makes me feel

uncomfortable. After the weather had changed, I had a better
score" said Fernández-Castaño. "The atmosphere is great. I’m
also looking forward to the tournament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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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里克·斯滕森
Henrik Stenson
罗里·麦克罗伊（Rory Mcilroy）
国籍：北爱尔兰
Nationality: Northern Ireland
生日：1989.5.4
Born: 4th May 1989
身高(cm)：175
Height: 1.75m
体重(kg)：73
Weight: 73Kg
欧巡赛夺冠次数：5场
European Tour wins: 5
转为职业：2007年
Turned professional: 2007

罗里·麦克罗伊
Rory Mcilr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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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斯特伍德
Lee Westwood
彼得·汉森
(Peter Hanson)
国籍：瑞典
Nationality: Sweden
生日：1977.10.4
Born: 4th October 1977
身高(cm)：191
Height: 1.91m
体重(kg)：85
Weight: 85Kg
欧巡赛夺冠次数：6场
European Tour wins: 6
转为职业：1998年
Turned professional: 1998

亨里克·斯滕森（Henrik Stenson）
国籍：瑞典
Nationality: Sweden
生日：1976.4.5
Born: 5th April 1976
身高(cm)：185
Height: 1.85m
体重(kg)：90
Weight: 90Kg
欧巡赛夺冠次数：7场
European Tour wins: 7
转为职业：1998年
Turned professional: 1998

彼得·汉森
Peter Hanson

李·维斯特伍德
（Lee Westwood）
国籍：英格兰
Nationality: England
生日：1973.4.24
Born: 24th April 1973
身高(cm)：183
Height: 1.83m
体重(kg)：89
Weight: 89Kg
欧巡赛夺冠次数：22场
European Tour wins: 22
转为职业：1993年
Turned professional: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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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保尔特（Ian Poulter）
国籍：英格兰
Nationality：England
生日：1976.1.10
Born: 10th Jan, 1976
身高(cm)：185
Height: 1.85m
体重(kg)：86
Weight: 86Kg
欧巡赛夺冠次数：12场
European Tour wins: 12
转为职业：1995年
Turned professional: 1995

格莱姆·麦克道尔
Graeme Mcdowell

格莱姆·麦克道尔
(Graeme Mcdowell)
国籍：北爱尔兰
Nationality: Northern Ireland
生日：1979.7.30
Born: 30th July 1979
身高(cm)：180
Height: 1.80m
体重(kg)：76
Weight: 76Kg
欧巡赛夺冠次数：9场
European Tour wins: 9
转为职业：2002年
Turned profession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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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保尔特
Ian Poulter

卢克·唐纳德
（Luke Donald）
国籍：英格兰
Nationality：England
生日：1977.12.7
Born: 7th Dec,1977
身高(cm)：175
Height: 1.75m
体重(kg)：73
Weight: 73Kg
欧巡赛夺冠次数：7场
European Tour wins: 7
转为职业：2001年
Turned professional: 2001

马丁·凯默尔
Martin Kaymer

马丁·凯默尔（Martin Kaymer）
国籍：德国
Nationality: Germany
生日：1984.12.28
Born: 28th Dec,1984
身高(cm)：184
Height: 1.84m
体重(kg)：74
Weight: 74Kg
欧巡赛夺冠次数：10场
European Tour wins: 10
转为职业：2005年
Turned professional: 2005

卢克·唐纳德
Luke Don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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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塔诺
Gonzalo Fernandez-Castano
路易斯·乌修仁
（Louis Oosthuizen）
国籍：南非
Nationality: South Africa
生日：1982.10.19
Born: 19th Oct,1982
身高(cm)：178
Height: 1.78m
体重(kg)：72
Weight: 72Kg
欧巡赛夺冠次数：6场
European Tour wins: 6
转为职业：2003年
Turned professional: 2003

路易斯·乌修仁
Louis Oosthu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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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塔诺
（Gonzalo Fernandez-Castano）
国籍：西班牙
Nationality: Spain
生日：1980.10.13
Born: 13th Oct,1980
身高(cm)：187
Height: 1.87m
体重(kg)：72
Weight: 72Kg
欧巡赛夺冠次数：5场
European Tour wins: 5
转为职业：2004年
Turned professional: 2004

索比约恩·奥尔森
（Thorbjorn Olesen）
国籍：丹麦
Nationality: Denmark
生日：1989.12.21
Born: 21st Dec,1989
身高(cm)：175
Height: 1.75m
体重(kg)：70
Weight: 70Kg
欧巡赛夺冠次数：1场
European Tour wins: 1
转为职业：2008年
Turned professional: 2008

索比约恩·奥尔森
Thorbjorn Olesen

米格尔·安吉尔·吉梅内斯
Miguel Angel Jimenez

米格尔·安吉尔·吉梅内斯
（Miguel Angel Jimenez）
国籍：西班牙
Nationality: Spain
生日：1964.1.5
Born: 5th Jan,1964
身高(cm)：178
Height: 1.78m
体重(kg)：84
Weight: 84Kg
欧巡赛夺冠次数：19场
European Tour wins: 19
转为职业：1982年
Turned professional: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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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比约恩
（Thomas Bjorn）
国籍：丹麦
Nationality: Denmark
生日：1971.2.18
Born: 18th Feb,1971
身高(cm)：189
Height: 1.89m
体重(kg)：75
Weight: 75Kg
欧巡赛夺冠次数：14场
European Tour wins: 14
转为职业：1993年
Turned professional: 1993

通差·贾第
Thongchai Jaidee

通差·贾第（Thongchai Jaidee）
国籍：泰国
Nationality: Thailand
生日：1969.11.8
Born: 8th Nov,1969
身高(cm)：170
Height: 1.70m
体重(kg)：63
Weight: 63Kg
欧巡赛夺冠次数：5场
European Tour wins: 5
转为职业：1999年
Turned profession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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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比约恩
Thomas Bjorn

吴阿顺
（Wu Ashun）
国籍：中国
Nationality: China
生日：1985.6.22
Born: 22nd June,1985
身高(cm)：181
Height: 1.81m
体重(kg)：76
Weight: 76Kg
欧巡赛夺冠次数：0场
European Tour wins: 0
转为职业：2008年
Turned professional: 2008

弗朗西斯科·莫利纳里
Francesco Molinari

弗朗西斯科·莫利纳里
（Francesco Molinari）
国籍：意大利
Nationality: Italy
生日：1982.11.8
Born: 8th Nov,1982
身高(cm)：172
Height: 1.72m
体重(kg)：72
Weight: 72Kg
欧巡赛夺冠次数：3场
European Tour wins: 3
转为职业：2004
Turned professional: 2004

吴阿顺
Wu As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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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冲(Liang Wenchong)
国籍：中国
Nationality: China
生日：1978.8.2
Born: 2nd Aug,1978
身高(cm)：176
Height: 1.76m
体重(kg)：72
Weight: 72Kg
欧巡赛夺冠次数：1次
European Tour wins: 1
转为职业：1999年
Turned professional: 1999

胡牧（Hu Mu）
国籍：中国
Nationality: China
生日：1989.10.8
Born: 8th Oct,1989
身高(cm)：178
Height: 1.78m
体重(kg)：74
Weight: 74Kg
欧巡赛夺冠次数：0场
European Tour wins: 0
转为职业：2010年
Turned professional: 2010

胡牧
Hu Mu

李昊桐
Li Haotong

张连伟
Zhang Lianwei

梁文冲
Liang Wenchong

李昊桐（Li Haotong）
国籍：中国
Nationality: China
生日：1995.8.3
Born: 3rd Aug,1995
身高(cm)：187
Height: 1.87m
体重(kg)：72
Weight: 72Kg
欧巡赛夺冠次数：0场
European Tour wins: 0
转为职业：2011年
Turned profession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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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连伟（Zhang Lianwei）
国籍：中国
Nationality: China
生日：1965.5.2
Born: 2nd May,1965
身高(cm)：178
Height: 1.78m
体重(kg)：72
Weight: 72Kg
欧巡赛夺冠次数：0场
European Tour wins: 0
转为职业：1994年
Turned professional: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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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高尔夫新闻
Asian Golf News
LPGA中国精英赛

１０ 月 ６ 日下午消息，总奖金 １８０ 万美元的第一届华彬 ＬＰＧＡ 中国

斯丁·约翰逊凭借强劲的收官，
连续第二轮在上海佘山国际高
尔 夫 俱 乐 部 交 出 ６６ 杆， 赢 得

汇丰冠军赛

精英赛在北京华彬庄园尼克劳斯球场圆满落幕。中国名将冯珊珊凭借

2 rounds with 66 and held

囊中。

eagle on Sunday, defeated Stacy Lewis by one stroke and won

his nerve to earn victory in

HSBS Champions

the first Reignwood Pine Valley LPGA Classic in China. It was the

second LPGA title for Feng, who won the LPGA Championship in

the WGC-HSBC Champions

tournament in Sheshan Golf
Club, Shanghai.

１１ 月 １０ 日，男子日巡赛第 ４ 轮比赛在日本茨城县美浦高尔夫
俱乐部结束。中国选手吴阿顺本轮交出 ７５ 杆，以总成绩 ２７３ 杆，低
于标准杆 １１ 杆，一杆优势击败对手金亨成，第二次捧起日巡赛冠
军奖杯。

2012. She has 10 wins as a professional overall. The Reignwood
title comes with a winner's check for $270,000.

BMW大师赛

Heiwa PGM
Championship

Golfer, Dustin Johnson score

ＬＰＧＡ 冠军和职业生涯的第二个 ＬＰＧＡ 冠军，也同时将 ２７ 万美金收入

LPGA Championship
in China

世锦赛 － 汇丰冠军赛冠军。

On 3rd Nov, American

着最后一洞的老鹰球，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 ２６ 杆获得本赛季的首个

Beijing,Oct. 6th -- Local favorite Feng Shanshan, with a final hole

HEIWA PGM锦标赛

１１ 月 ３ 日， 美 国 大 炮 达

Chinese golfer Ashun Wu (273, -11 under) won his second
Japan Tour golf trophy with a one shot victory over Korean

Hyung Sung Kim at the inaugural staging of the Heiwa PGM
Championship in Ibaraki Prefecture.

１０ 月 ２８ 日，令人瞩目的高坛盛事“观澜湖世界第一挑战赛”
世界高尔夫巨星泰格·伍兹、罗里·麦克罗伊在经过 ４ 小时 １８ 洞的
竞逐，最终麦克罗伊以一杆优势险胜当今世界排名第一的泰格·伍兹。

World No.1 Tiger Woods and world No.6 Rory McIlroy went

BMW Masters

１０ 月 ２７ 日，２０１３ 年 ＢＭＷ 大师赛在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落下
帷幕，最终西班牙选手康斯塔诺以低于标准杆 １１ 杆的总成绩夺得

head to head on Monday 28th October in an 18 hole contest at
Mission Hills in China. After 4 hours competition Rory McIlory

观澜湖世界第一挑战赛

successful end at Lake Malaren Golf Club. Fernandez Castano
finished at 11 under par (277 shots, 71-71-67-68) for the
week and came away with the trophy. The victory was
Fernández-Castaño’s seventh trophy on the European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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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la Masters
１１ 月 １７ 日，总奖金 ７５ 万美元的亚巡赛马尼拉大师赛在马尼拉南木高尔夫及乡村俱乐部激情落幕，中

冠军，捧起职业生涯第 ７ 座欧巡赛的冠军奖杯。

On the 27th October, 2013, The BMW Masters had a very

马尼拉大师赛

beat Tiger Woods by one shot.

国名将梁文冲在延长赛的首洞凭借着一只小鸟，力克泰国球员普罗姆 － 米萨瓦特，夺得职业生涯第三个亚
巡赛冠军，赢得 １３．５ 万美元的奖金。

Mission Hills World
Challenge

November 17th. The Asian Tour Manila Masters had a prize fund of $750,000 and finished at the
Manila Southwoods Golf and Country Club. Chinese player, Liang Wen-chong defeated Thailand’s
Prom Meesawat in the first playoff hole to win his 3rd Asian tour championship and earn $1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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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高尔夫新闻

OHL精英赛

International Golf News
美巡亚太精英赛

１０ 月 ２８ 日，美巡亚太精英赛的延长赛由于雷雨推迟到周一举行，

OHL Classic

在吉隆坡乡村俱乐部第 １８ 洞，莱安·摩尔第一个加洞赛中抓下小鸟球，
击败加利·沃德兰德赢取职业生涯第三个美巡赛冠军。加西亚获得并
列 １１ 名，米克尔森并列 １９ 名。

Cimb Classic

１１ 月 ２５ 日，２５ 岁的丹麦球手莫滕·马德森 （Ｍｏｒｔｅｎ Ｏｒｕｍ

October 28th, the final round at Kuala Lumpur Country Club

１１ 月 １８ 日，美国高尔夫球手哈利斯·英格利希 （Ｈａｒｒｉ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was twice delayed by inclement weather. It took Ryan Moore

赢得了因雨拖延的 ＯＨＬ 精英赛。墨西哥时间星期日，他在悦榕庄度

four shots to birdie the 18th hole at Kuala Lumpur and defeat

Ｍａｄｓｅｎ） 在南非高尔夫公开赛夺冠，实现了个人职业生涯首个欧
巡赛桂冠。

假村 ２９ 洞的赛事中快速抛离其他选手，取得 ４ 杆胜利，这也是他生

Gary Woodland on the first hole of a sudden death playoff at the

涯第二场美巡赛胜利。

CIMB Classic. Sergio Garcia ‘s finished T11, and Phil Mickelson
T19.

On November 18th, PLAYA DEL CARMEN, Mexico (AP)——
Harris English won the rain delayed OHL Classic for his
second PGA Tour title, pulling away for a four-stroke victory

in a 29-hole Sunday finish at Mayakoba. English got his second

澳大利亚PGA锦标赛

US Tour victory.

Australian PGA
Championship

On November 25th

南非公开赛

Denmark's Morten Orum

Madsen(25 years old)
claimed his maiden
European Tour win with
a two shot success at the
South African Open.

South African Open

LPGA冠军赛
１１ 月 １１ 日，佐治亚时间星期日，美国选手克里斯·科克熬过了
疯狂的后九洞，最终在海岛高尔夫俱乐部赢得麦克格拉德雷精英赛。

１１ 月 １０ 日，美国高尔夫大师赛冠军亚当·斯科特星期天在黄
金海岸皇家松树打出 ６７ 杆，低于标准杆 ４ 杆，击败美国小帅哥瑞奇·福

很显然，他能夺冠与布里尼·伯德犯了一个大错有关，正是这个大错
让布里尼·伯德打了 ３６５ 场美巡赛依然无法取胜。

勒，赢得本赛季第二场比赛 ：澳大利亚 ＰＧＡ 锦标赛。

On November 10th, Adam Scott had 4 under par 67 to win the

Australian PGA Championship by four over Fowler in the Gold
coast. Scott has won two main events in Australia in 2013.

On November 10th, after
a crazy 9 holes, Chris Kirk
closed with a 66 on Sunday

and won the McGladrey

LPGA Final
麦克格拉德雷精英赛

Classic by a shot over Tim

的收官轮交出完美无缺的表现，打出 ６６ 杆，低于标准杆 ６ 杆，赢得 ＬＰＧＡ 冠军赛，获得女子高尔夫单

Baird made some errors in

On November 25th NAPLES, Florida, Shanshan Feng of China seized control early and was

Clark and Briny Baird. He

笔最高奖金 ：７０ 万美元。

possibly won because Briny

the last round. It was a close
call for Baird who also won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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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月 ２５ 日，佛罗里达时间星期日，中国著名高尔夫选手冯珊珊早早控制赛事，在赛季收官之战

his first event in 365 events.

McGladrey Classic

flawless in the final round of the LPGA Tour season, closing with a 6 under 66 to win the LPGA
Titleholders and claim the richest prize in women’s golf. China's Feng took home the top prize
of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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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夫运动养生之冬季篇
Golf Regimen
in Winter
冬天打高尔夫球，最大的威胁不是冻结的球道，而是冻伤。所以，只要
注意防冻保暖热身等有关事项，相信在冬天你一样可以享受到快乐的高尔夫
时光。
The greatest threat of playing golf in winter doesn’t come from the frozen course
but our own body, and possible injury by being cold. We can still enjoy this game
in winter as long as we keep the measures of frostbite prevention in mind and
warm up in advance.

Tips
1. Wear a warm velvet hat instead of a baseball cap.
防冻保暖

2. Apparently you need a wind and water proof

运动专家告诉我们，天气越冷，冻伤的发生越快。你最初会感到

jacket to keep warm besides a vest and a tight

麻痒，接下来会感觉疼痛和不适。最容易发生冻伤的部位是耳朵，其
次是手。等到疼痛消失时，身体已经受到损伤了。你感觉不到疼痛是
因为皮肤已经冻结，神经已经被杀死了。因此，在冬天打球，选择一
套防冻、防风、防水而且轻便的高尔夫运动服装就显得非常重要。

建议：
1、不要再戴棒球帽，而要选择保暖的丝绒帽子。
2、准备暖身背心与紧身羊毛衫外，你显然还需要一件

Frostbite Prevention

防风、防水的特制保暖外套。因为一般的球场都比

According to sports experts, the frostbite happens faster as the

较空旷，因此克服寒风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选

feelings. Ears are the most common area that might be effected

衣的棉质保暖背心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是否具有导

temperature drops. The itchy feeling happens first, and then

you might sense uncomforted on the skin along with painful
by frostbite and our hands. Once the pain suddenly stops, your

body already has frost damaged. The only reason you don’t feel
painful anymore is because the low temperature has damaged

your skin and the neurons were already killed. A priority in

择具有防风功能的外套会更容易保暖。选择作为内

汗功能。

woollen sweater. There is usually strong wind in an
open area like a golf course so wind proof measures
are very important. A wind-proof sportswear will
maintain more heat on this occasion. Furthermore,
a cotton vest with perspiration function is the first
choice for underwear.
3.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prepare a hand warmer or a
pair of gloves to keep your hands warm in between
your shots.

3、一双保暖的手套或暖手袋很有必要，可以在击球的
间隔用来暖手，让你的手指不致麻木。

winter golf is a light set of wind and water proof sportswear
which can help preventing cold weather injury prevention.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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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美兰湖
Recommended
Dishes in Winter
Warm-up Exercises
Our body needs proper warm up exercises in winter just like an
engine takes more time before we can start it up in cold weather.

In order to avoid sports injuries, experts warn that a 15-20

minute warm up exercise with intended large movements before
playing golf is highly recommended .A 30 minute cycle and a

brisk walk when exiting the parking lot are both good choices
for warming up.

热身运动

We ought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exercise the following body
parts particularly:

身体就像机器一样，在天冷的时候需要花更多时间才能发动起来。
不然的话，你的身体极易受到伤害。所以冬季打球前的热身运动尤为
重要。运动专家提示，为了避免运动伤害，下场打球前至少要做 １５ －
２０ 分钟的准备活动，且运动幅度也要刻意加大。在停车场快步走也有
助于热身。骑半个小时的自行车也是个不错的主意。要特别注意以下
几个身体部位的活动 ：

1. Wrist: Hold and raise a club then make left, right,
backward and forward movements.
2. Waist: Hold the two ends of a club with both

——金熊联谊厅美食推荐

hands respectively and rotate your upper body left
and right. Keep your club parallel to your body and
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会所餐厅秋冬又推新菜，在满足地方特色菜品的烹

建议：

normal to the ground.

1、手腕：举起球杆，向前后左右运动。

3. Shoulders and Ribs: Hold the two ends of a club

饪需求及保障食材自然原味的同时，更注重于口感、嗅觉与视觉上的完美呈

2、腰部：双手分别握住杆把及杆头，侧转，

with both hands respectively and rotate the club for

现，力求满足每一位食客的不同苛求，以无与伦比的味蕾和视觉诱惑，为您

90 degrees.

送上精致珍馐盛宴。

让身体与球杆在同一平面，球杆垂直于地面。
3、肩部及肋侧：双手分别握住杆把及杆头，
侧转90度。
4、腿部：双脚分开与球杆同宽，弯腰压腿。

4. Legs: Spread your feet the width of a club, bend
down with leg pressing.

In order to keep improving our service to all the members, we now introduce
you with some new dishes from us which are combined with nature and fresh
ingredients and exquisite cook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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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推荐菜式 Recommended dishes in winter
黑椒小牛骨
小牛骨结合牛肉和富含钙质的牛骨部分，

虾仁蟹黄豆腐
豆腐的蛋白质含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具降低血脂，保护血
管细胞，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而蟹黄中含有的丰富蛋白质及微
量元素，对身体非常滋补 ；虾仁肉中丰富的镁，能很好的保护心血

提供丰富的蛋白质、铁、锌，还有每天需要

管系统，减少血液中胆固醇含量，利于预防高血压，且具养血固精、

的维生素 Ｂ 群，包括叶酸、维生素 Ｂ 和核黄

化瘀解毒、益气滋阳、通络止痛、开胃化痰等功效。

素等的最佳来源，营养丰富，易于被人体所
吸收。

主料： 脂豆腐
辅料： 河虾仁、蟹黄

主料： 蓝标牛仔骨，洋葱

口味： 咸中带鲜，香鲜可口，另具风味

辅料： 黑胡椒，青椒，红椒
口味： 微辣爽口，黑椒酱香

Shrimp with tofu and crab cream

T-bone with black pepper

The protein in tofu contains 8 amino acids which are

The t-bone is part of the beef which is

rich with protein, iron, zinc, folic acid,
vitamin B, riboflavin.

Main Ingredient:

blue label t-bone, onion

Accessory Ingredient:

麻辣水煮鲜鱼
选新鲜生猛活鱼，鱼肉中的蛋白质、氨
基酸、无机盐、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含量
都很高，配合辣椒具御寒、益气养血之功效，
冬天食用对身体极有好处。

主料： 黑鱼
辅料： 银芽，金针菇，花椒，红椒
口味： 口感滑嫩，油而不腻，
辣而不燥，麻而不苦

Spicy Boiled Fish
The fish we choose is rich with protein,

amino acid, inorganic salt, unsaturated
fatty acid and vitamin.

Main Ingredient: snakehead

Accessory Ingredient: bean sprout,

mushroom, Chinese red pepper, red pepper

Flavor: hot and smooth
184

180-187食在美兰湖.indd 184-185

black pepper, green pepper, red pepper

Flavor: medium hot

necessary for human bodies for lowering blood fat and
preventing cardiovascular disease. The crab is rich with
protein and trace element. And the shrimp is filled with

magnesium which is good to protecting cardiovascular
system and reducing the cholesterol in blood.

tofu
Main Ingredient:
Accessory Ingredient: shrimp, crab cream
light and fresh
Flavor: 			

酸辣牛肉米线
选用优质牛腱肉并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大米的营养成分，牛肉中
的氨基酸组成能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对生长发育和病后调养的人
在补充失血、修复组织方面都有很好的疗效。可滋养脾胃、强健筋骨、
滋养脾胃、止渴化痰。

主料： 牛腱肉
辅料： 银芽、桂林米粉
口味： 咸鲜味浓，又香又辣

Hot and sour beef with noodles
The best beef shank we choose is filled with amino acid which
is able to strengthen the body’s response against disease.

And it’s especially good to the people who are in growth and
disease.

beef shank
Main Ingredient:
Accessory Ingredient: bean sprout, Guilin noodles
hot and sour
Flavor: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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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推荐主食、面食

热饮推荐

Recommended main course and noodles in winter

Recommended hot drinks
卡布奇诺

腊味煲仔饭
腊肉中磷、钾、钠的含量丰富，还含有

特浓咖啡的浓郁口味，配以润滑的奶泡，颇有一些汲

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元素，结合大

精敛露的意味。撒上了肉桂粉的起沫牛奶，混以自下而上

米中富含的谷物蛋白质等，具丰富营养价值，

的意大利咖啡的香气，让您感到大量奶泡的香甜和酥软，

且可开胃祛寒、健脾养胃、清肺。

最后当味道停留在口中，你又会觉得多了一份香醇和隽永

主料： 大米、腊肉、熏肠

主料： 意式咖啡豆

辅料： 青菜、香菇、秘制调味汁

辅料： 鲜奶油、牛奶

口味： 干香脆口，回味无穷

口味： 奶香酥软，香醇浓郁

Potted rice with cured meat

Cappuccino

The cured meat is rich with phosphorus,

Cappuccino is an Italian, coffee-based drink

Main Ingredient:

far better heat retention characteristics than glass

prepared with espresso, hot milk, and milk foam. It

potassium, sodium, fat, protein and

is traditionally served in a porcelain cup, which has

carbohydrate.

or paper. The foam on top of the cappuccino acts as

an insulator and helps retain the heat of the liquid,

rice, cured meat, cured sausage

allowing it to stay hotter longer.

Accessory Ingredient:

vegetable, mushroom, sauce

Italian coffee bean
Main Ingredient:
Accessory Ingredient: fresh cream, milk

Flavor: crispy and delicious

红烧羊肉面
羊肉性温，冬季常吃羊肉，不仅可以增
加人体热量，抵御寒冷，而且还能帮助脾胃
消化，冬季食用，可受到进补和防寒的双重
效果。

主料： 羊肉、面条
辅料： 红萝卜、青菜、葱花
口味： 咸鲜、辣、甜

Braised lamb with noodles
Having lamb in winter is able to increase
body’s temperature and keep from col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in Ingredient: lamb, noodles
Accessory Ingredient:

carrot, vegetable, spring onion

Flavor: hot and sw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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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奶茶
将茶叶在水中煮开，再倒入新鲜牛奶继续加热，本品即有牛奶的奶香又有
茶叶的清香，暖暖的奶茶，暖暖的回味，特别适合冬季饮用。

主料： 茶叶，全脂牛奶
辅料： 淡奶油、炼乳
口味： 茶香甘甜，芳香四溢

Milk tea
Milk tea originates from British colonial rule over Hong Kong. The
British practice of afternoon tea, where black tea is served with milk

and sugar, grew popular in Hong Kong. Milk tea is similar, except with
evaporated or condensed milk instead of ordinary milk. It is called "milk
tea" to distinguish it from "Chinese tea" which is served plain.
tea, milk
Main Ingredient:
Accessory Ingredient: cream, condensed m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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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想 由心开始
Innovation
Thinking

如今，一个油网，一次安检，让“樱花”
的口碑传播成为典范，书写了人类商业史上

想要进步，想要胜利，就必须不断挑战自己，

望美兰湖能给所有会员带来家的感觉”，用他

突破自己，战胜自己，进而重新认识自己。

的话来说，差异化、服务、责任、执行这些

的传奇篇章。从最初的代工起家到 １９７８ 年成
为台湾最大的除油烟机代工厂，再到创立品
牌正式进入中国大陆，樱花卫厨不断以高品

至关重要的配套软件更是缺一不可，这一点，

比肩专业水平：
一场7个birdie 总杆75杆

恰恰与樱花那么多年来始终奉承的经营理念
“为市场提供高品质产品的同时，也力求为消

质的卓越产品赢得消费者的喜爱与信赖，成

说到自己挚爱的高球运动，张宗玺的脸

费者提供更高品质的服务，”有着异曲同工之

为中国人卫厨生活进步的主导力量。樱花系

上洋溢着快乐，作为一个拥有 ４０ 年球龄的高

妙。短短数年间，樱花品牌和那句著名的贯

列卫厨产品，不但以其卓越的性能与品质为

球运动痴迷者，张宗玺有着比肩专业选手的

穿 ３５ 年品牌历史的服务承诺早已在万千消费

消费者带来了轻松舒适的生活体验，更在新

技术水准，他曾在一天之内打出 ７ 个 ｂｉｒｄｉｅ，

者心中根深蒂固，成就了樱花今日的辉煌。

科技和新理念中专注研究贴近生活中消费者

一场下来的 ７５ 杆总杆成绩也成为张总裁在球

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用心聆听和了解每个家

场上最津津乐道的事情。

的真正需要，使每一个创想，每一个新科技
和新理念只为生活服务。现在的樱花，不仅
在台湾稳坐厨卫第一品牌，更是被中国《第
一财经周刊》评选为 ２０１３ 年最佳厨卫品牌第
三名。

长久以来，台湾商人以务实和勤奋备受
赞誉 ；以乐观和坚持收获成功 ；更以责任和

“希望美兰湖能给所有会员带来
家的感觉”
“在我眼中，高尔夫就是一项时尚，健

担当赢得尊重，３５ 载花开不败的背后，是一
次次不为人知的执着奋斗。“立足台湾、深耕
中国、放眼世界，是樱花务实的市场发展策略。

康的运动，这也成为了我生活中最大的休闲

我们希望透过深耕品牌优势，快速布建自有

方式。”张总裁说道。虽然这位高尔夫球爱好

通路，能成功带领樱花成为中国卫厨市场的

者曾去过国内外大大小小的球场，但对美兰

领导品牌”。让我们祝福已经是台湾第一厨卫

１２ 月的美兰湖，驱散上海渐渐开始弥漫

湖的各项硬件设施却也赞誉有加，当然，他

品牌的这朵绚烂樱花，进一步向“遍地开花”

的寒意，彼时肆虐大半个中国的雾霾刚刚散

也提出了许多值得借鉴和改善的地方，“我希

的品牌纵深意义迸发。

聚首美兰湖 广结善缘促交流

去，拿起球杆的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

——访SAKURA樱花卫厨

公司张宗玺总裁带着他那如山樱花般的灿烂
微笑来到美兰湖高尔夫球俱乐部，和我们分
享了他充满智慧和传奇的高球人生。

总裁张宗玺先生

作 为 美 兰 湖 的 新 入 会 员， 说 起 这 段 故
事，张总裁嘴上一直强调 ：
“高尔夫给我最大
的收获就是‘以球会友 广结善缘’。”原来早

—Interviewing Mr. Zhang
Zongxi,the CEO of Sakura Co.Ltd

在 ２００６ 年第十届海峡杯高尔夫邀请赛上，张
总裁机缘巧合认识我们俱乐部当时的董事长
戴国琳先生，由此便与美兰湖结下渊源，现
在，只要张总裁一有空，即便一个人也会来
美兰湖挥上几杆，当然，偶尔也会约上三五

每一次白色的小球在蓝天绿草间划出的美妙弧线，都是一次执着专注的
必然结果，而奔向目标一次次飞跃的，不仅仅是高尔夫球。
1994年，樱花卫厨总裁张宗玺先生的弟弟，同为樱花品牌创始人的张宗
明先生在一场正式高球赛事上打出一杆进洞，兄弟俩为了庆祝，当年就在北

好友，打打球，聊聊天。在这位花甲老人看来，
高球运动就是一个不断挑战自我的过程，“高
尔夫球是一项非常精细的运动，打到单差点
比做事业还要困难”，“不是你定一个目标你
就能达成所愿，打高尔夫球必须首先将自己

京举办了“樱花杯”高尔夫球赛，巧合的是，1994年也是樱花品牌正式进入

置于沉着冷静的情境下，同时配合心情、环

大陆市场，在信奉“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的台湾商人看来，这无疑是

境、心态等诸多因素才有可能发挥出最佳水

命运送给两兄弟和樱花品牌最好的指引。

188

188-189-会员访问.indd 所有页面

平。”的确，这也正是高尔夫球的魅力所在——

189

2014/1/7 18:12:49

190-192-GOLF-高球名人3.indd 190-191

2013-12-26 20:20:56

190-192-GOLF-高球名人3.indd 192-193

2013-12-26 20:20:57

193-195-GOLF-一9.9会员3.indd 194-195

2013-12-26 20:38:52

196-197-GOLF-大上海巡回赛2.indd 196-197

2013-12-26 20:42:13

198-199-GOLF-民生2.indd 198-199

2013-12-26 20:44:08

golf 高尔夫

高尔夫 golf

China Business News
“The Existence, Glory”2013
Golf invitational Tournament
Opened in Lake Malaren
The tee off ceremony was held with a nice atmosphere at noon
on the 21st August. “The Existence, Glory”2013 Golf invitational

Tournament officially opened with color balls and all the guests

delight. Although the weather was very hot they enjoyed sweat
and good play on the course. All the guests had a relaxed and
exciting golf game.

The award dinner was wonderful and surprising. The dancing

brought more passion for the dinner. They also had a small
putting contest and lucky draw during the award dinner. Every
guest really had a good time.

As more and more players participated, CBN elite golf team was
present. The organizers hope they could use the event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and competition. Lake Malaren

and CBNs co-operation makes more elites gather together and

makes a high starting point, multi level platform whereby every
guest enjoys playing golf and better success.

第一财经“存在、荣耀”2013
高尔夫队际邀请赛美兰湖争夺战
第一财经"存在、荣耀“2013高尔夫队际邀请赛

China Business News “Existence, Glory”2013

邀请江浙沪20支球队参赛，经过三场初赛，于8月21

Golf invitational tournament invited 20 golf teams

日、22日由EMBA高尔夫联队、昆山震川队、交大海

from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After three

外队、中良君顶飓风队、杰士队、优仕队、上清队等

preliminaries, 12 golf teams played in the quarter finals

共12个队在上海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球场争夺八强。

in Lake Malare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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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赛选手合影

“2013MusicRadio 我要上学”慈
善高尔夫联谊赛美兰湖精彩开杆

北京环球七福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
廖婉池女士致辞

开球

球员报名

奖品展示及球员报名

球员报名

2013 Music Radio, “I Want to Go to
School” Charity Golf Tournament
was Held in Lake Malaren

开球。

This event was different from other traditional golf tournaments.

The organizers set some special awards and details in order to

2013 MusicRadio我要上学 海马汽车爱回家助学行动慈善高尔夫联

follow the love theme. They also had a car for hole in one prize.

谊赛于9月11日在上海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盛大举行。百余位社会精英齐

The charity event officially opened after the exciting tee off

ceremony. All the guests not only enjoyed the golf tournament,

聚一堂，在当天的赛事中一展风采，共同为孩子们助学加油。

but also had a great charity event experience. The charity

awards dinner was held in the club house meeting room on the

2013 Music Radio, “I want to go to school” had a great charity golf

3rd floor. The golf elites had a good score and got many prizes.

tournament in Lake Malaren Golf Club on the 11th of September.

As the venue for this charity golf tournament, Lake Malaren was

Hundreds of the social elite gathered together, and they showed their golf

happy to co-operate with Music Radio to have this charity event.

skills in the event and supported some children to go to school.
工作人员加油助威出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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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品展示

It was our honor for Lake Malaren to help some poor children.

Hope we can get more chances to have this kind of charity event.
We will continue passing this love theme and love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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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中国青少年高尔夫发展
——“罗里·麦克罗伊中国行”美兰湖高尔夫盛大举行

Development of Chinese
Junior Players

麦克罗伊中国行活动美兰湖领导合影

“Rory McIlroy in China”
2013年10月21日，由
NIKEGOLF主办的“罗里·麦克罗
伊中国行”活动在上海美兰湖高尔
夫俱乐部盛大举行，世界顶尖高球
巨星麦克罗伊携手篮球名将易建联
一同亲临美兰湖与小选手们倾情互
动。活动旨在为中国青少年高尔夫
运动员创造与高尔夫球星零距离交
流的机会，在互动中激励青少年运
动员去积极训练。
The “Rory McIlroy in China” event
was successfully held by NIKE
GOLF at Lake Malaren Golf Club
on October 21st 2013. Top Golfer
Rory McIlroy and basketball star
Yi Jianlian joined in the event and
played with the juniors. The purpose
of this event was to encourage the
Chinese junior players to train
positively by creating the opportunity
for them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golf st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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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罗伊与美兰湖会员及其子女代表合影

麦克罗伊在青少年互动教学中自信挥杆

麦克罗伊于互动教学活动现场

罗伊果岭向美兰湖会员子女代表亲授球技

篮球名将易建联推杆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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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总经理高宪宏先生、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董事长施冰先生、麦克罗伊、
耐克高尔夫大中华区总经理Scott Hull先生破土仪式

活动现场麦克罗伊与易建联互赠礼物

美兰湖会员子女代表挥杆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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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 Malaren Golf Club which always

also sharing his valuable experience of

In this event, Lake Malaren also provided

funny games with the children. The two

focuses on junior development is proud
of being chosen as the venue of this event.

50 VIP for the members to watch closer
and let 2 member children play with
McIlroy.

On the day of the event, thousands of fans

came to Lake Malaren. As the highlight of
this event was when McIlroy gave a demo
clinic for the juniors including teeing
off with theory, shot game and putting,

training and playing. And the famous CBA
player Yi Jianlian had fun in some small
stars played with 4 juniors at the No. 10

and No. 18 holes on the Forest course and

gave them a variety of golfing skills hand
by hand at different locations. Not only

did those juniors learn the technique, but
also sensed their incredible personalities
deeply.

“Rory McIlroy in China” was ended with

麦克罗伊、易建联与美兰湖会员子女代表击球互动

易建联、麦克罗伊与四位青少年代表合影
易建联推杆小游戏一展身手

a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of Lake

Malaren Golf Academy with McIlroy,

Janson Shi (chairman of Lake Malaren
Golf Club), Jeffrey Kao, General Manager
of Lake Malaren Golf Club and Scott Hull,
General Manager of Nike Golf China

participat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Lake Malaren and Nike Golf represented

their commitment of junior player
development. We contribute our efforts
麦克罗伊与美兰湖会员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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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罗伊、易建联观摩美兰湖会员子女代表推杆互动

of the Chinese players, wishing that they

will win the good scores including a
grand slam one day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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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告别
—— “再见北森林”
美兰湖第79届会员联谊赛圆满落幕

Farewell to the Forest Course
——“Farewell to the Forest Course” Lake
Malaren 79th Members Tournament

受冷空气影响,前几日还暖意融融的上海进入了秋风
送秋凉的景象,在双十一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美兰湖高尔

“Farewell to the Forest Course” Lake Malaren 79th members

夫俱乐部也迎来了“再见北森林”暨美兰湖第79届会员

tournament was successfully held at the Lake Malaren Golf

联谊赛活动,与近百名会员朋友们共同以球会友,切磋球

Club on the special date of “11.11”. The members where

技,见证这重要的历史性一刻,给美兰湖会员朋友们带来

an eyewitness of the Forest Course history, and a very

了一个既美好又难忘的收尾。世界著名球具品牌Titleist

memorable ending for almost 100 participated members.

作为此次活动的赞助商，倾情赞助了球包、旅行包、衣

Titleist sponsored this tournament with a variety of golf bags,

物包、挖起杆、木杆等产品作为当天活动的获奖及抽奖

traveling bags, clothing bags, wedges and woods.

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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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 １２ 点整 ， 参赛会员在北森林球场 １０ 号洞 Ｔｅｅ 台与俱乐部各
部门主管等一起举行了隆重的开球仪式 ， 作为今年最后一次与北森林

The members joined in the grand teeing ceremony at the

的“亲密接触”机会 ， 美兰湖会员朋友们在挖掘机庞大的背景映衬下

teeing ground of hole number 10 Forest Course at 12noon.Ours

共同见证北森林破土动工的原貌并合影留念。

members took the group photo in front of two huge excavators

历时四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 ， 美兰湖会员比赛成绩你超我赶 ， 风

which represented the beginning of Forest Course demolishes.

云迭起。挥杆之余 ， 大家在愉快的氛围中轻松交流 ， 谈笑风生 ， 尽情享

After more than 4 hours competition on the windy day, the

受着高尔夫运动带来的乐趣。

members arrived in the ball room of club house at around

一番球场上的球技切磋之后 ， 会员朋友们于晚上 １７ 时许纷纷抵达

5pm for the awarding ceremony. It was started with the lively

俱乐部会所三楼宴会厅共赴晚宴 ， 等待各奖项名单的出炉。期间 ， 伴随

band show whom are from the Philippines.Mr. Xie who was the

着深情明快的旋律 ， 来自菲律宾的乐队组合缓缓走向台前 ， 为晚宴的正

director of maintenance department posted the opening speech

式开场献歌助兴 ， 嗣后 ， 作为俱乐部草皮总监的谢庆泰谢总发表了开场

regarding the states of course renovations since November 12

致辞 ， 大致介绍了美兰湖北森林球场从 １１ 月 １２ 日起将全面封场动工

and reopening on the 10th anniversary next year, and Mr. Li

的情况及明年 ９ 月 ， 时值 １０ 周年庆之际再重新开放等讯息 ； 而施工公

who was the represented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 stated the

司李总也对北森林球场的整个建设近况做了简要的阐述。整场晚宴伴

detailed process afterwards. Then the awards and lucky draws

随着柔和的助兴表演在一派融洽的氛围中进行 ， 有的会员还不时忘情

were launched with another live performance. Eventually, Mr.

地跟着音乐齐声哼起小调 ， 参赛者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 丰厚奖品也一一

Jiang Yafu won the gross division with 74 shots, and Mr. Xiao

发放到各获奖会员的手中 ， 最终 ， 姜亚夫先生以 ７４ 杆的成绩拔得头筹 ，

Daolun won the silver medal with 76 shots. Please refer to the

问鼎总杆冠军 ， 足见其有着无可争辩的高超球技 ； 萧道伦先生以二杆之

following details of the awards:

差屈居总杆亚军 ； 陈宏先生则以 ７９ 杆获得总杆季军 ， 具体获奖情况如下 ：

奖项

名单

总杆冠军

Jiang，YF

总杆亚军
总杆季军
净杆冠军
净杆第二名
净杆第三名
净杆第四名
净杆第五名
净杆第六名

Xiao，DL
Li，CX

Yin，QS
Zhang，ZM
Li,YC

近洞奖

Tang，XZ

Wang，EL

Jiang，YF

3rd Gross Score

Chen，H

按照惯例，总杆成绩挤入前 ２０ 名的美兰湖会员将获得参加俱乐部特别
策划的首届“年度球王冠军总决赛”参赛资格，摘夺 ２０１３ 年度最强高
手桂冠并荣登美兰湖名人堂至高荣誉榜！届时激烈的对抗辅以诸多精
彩节目、现场互动谁将笑傲群雄？谁能够在众多精英球手中脱颖而出，
捧起今年的总冠军宝鼎？ ２０１３ 年末压轴巅峰战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11月11日入选年度球王冠军赛会员名单
Wang，LZ、Han，T、Chen，MZ、Chen，LL、Xu，TZ、
Huang，NK、Xu，JX、Qiu，XY、Fang，SW、Cai，CH、
Li，CX、Liu，KZ、Shu，JB、Ma，XM、Chen，ZG、

Li，CX

20 Nominations for the “Yearly Championship Final”
from “Farewell to Forest Course on November 11

Yin，QS

4th Net Score

Zhang，ZM

Wang，LZ、Han，T、Chen，MZ、Chen，LL、Xu，TZ、

6th Net Score

Li,YC

Jin，HY、Wang，F、Miao，YL、Yang，B、Zhang，WL

5th Net Score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也是美兰湖本年度最后一次会员联谊赛，

Xiao，DL

2nd Net Score
3rd Net Score

Wang，F

Jiang，YF

Champion Gross Score

Champion Net Score

Feng，J

远距奖（２ 个）

Winner

2nd Gross Score

Chen，H

Shen，WM

Awards

Longest Drive
Closest to Pin

Feng，J

Wang，F

Shen，WM

Huang，NK、Xu，JX、Qiu，XY、Fang，SW、Cai，CH、
Li，CX、Liu，KZ、Shu，JB、Ma，XM、Chen，ZG、

Jiang，YF

Tang，XZ

Wang，EL

It wa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is tournament was the last
one this year. Meanwhile, the top 20 members of the gross

score,gained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first “yearly championship
final” in order to win the position of“player of the year 2013”.

Jin，HY、Wang，F、Miao，YL、Yang，B、Zhang，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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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高尔夫职业运动发展助力
——美兰湖正式签约国内顶级球员吴阿顺、李昊桐

李昊桐

吴阿顺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ss conference, Janson Shi, the

chairman of the club released the news and signed the contract
on behalf of the club. As the venue provider, Lake Malaren helps
them to promote their golf games by providing professional

course and relevant facilities. This signing with the top Chinese

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联席总经理李伟先生、吴阿顺、
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董事长施冰先生、李昊桐、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总经理高宪宏先生合影

players turned a new page in Lake Malaren’s history. “Lake
Malaren is always committed to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Golf.

We tried our best to create the best facilities for the pros in

Promotion of Professional
Golf in China

order to let them get more training. This is our constant purpose
not only before but also in the future.” Janson said in the press
conference.

The two players also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during the press
conference. Wu Ashun was especially fond of the Masters Course.

Official Signing with Wu Ashun and Li Haotong
at Lake Malaren
10月24日，正值2013年BMW大师赛正式拉开战幕的

On October 24 th which was the first day of the BMW

第一天，上海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球场内人潮涌动，借

Masters 2013, Lake Malaren Golf Club held a press

此契机，俱乐部于下午13:30在会所三楼媒体中心召开了

conference regarding the official signing with Wu Ashun

短暂的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上海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

and Li Haotong who are 2 top players in China at 1:30pm

签约中国顶尖职业高尔夫球手吴阿顺和李昊桐的喜讯。

at our media center on the 3 floor of the club house.

“This course was consisting of a natural view and challenging

design which was perfect for pros to get better training. I hoped
I could get the optimal conditions for every tournament and

good scores in the future through the training here.” he said. The

18 year old Li Haotong also indicated: “It’s a dream for every
player to get training at such a great course. I hop that I could
make use of these facilities to keep upgrading my skills.”

This signing with the pros and providing international training
facilities by Lake Malaren Golf Club sets up the good image and
direction for other clubs to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training the
chinese professional players.
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董事长施冰先生授予吴阿顺、李昊桐正式签约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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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熊操刀 经典再续
——尼克劳斯将重新打造美兰湖北森林球场

Golden Bear Continue
the Classic Work

For the past few years, golf had become more and more

Jack Nicklaus Is Building
A New Forest Course In Lake Malaren

high recognition in the industry after 9 years of booming

10月24日下午13:30，上海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借着2013年BMW大师赛
正式拉开战幕之际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俱乐部联席总经理李伟先生
正式宣布俱乐部继2011年与高球运动传奇人物—“金熊”杰克·尼克劳斯
(Jack William Nicklaus)合作成功改造南湖泊球场后，将再次对俱乐部北森
林球场进行为期一年的整体升级优化工程。
On the afternoon of Oct.24 at 13:30, Shanghai Lake Malaren Golf Club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just before the BMW masters tournament.
Li Wei ,the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Lake Malaren Golf Club had officially
announced that the North Forest Course will be renovated again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the Gold Bear Jack Nicklaus, who had successfully rebuilt the
Masters Course in 2011.The overall upgrade project will last for the next year.
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联席总经理李伟先生正式
宣布北森林球场整改重建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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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r along with the nationwide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is game in China. Since the official

opening in 2004, Lake Malaren Golf Club in Shanghai
has gained widespread praise among the golf fans and

development. It has also won the title of National Top 10 and
the Landmark Course successively. The Lake Malaren Golf

Club hosted over 100 events of a year and received about

70,000 rounds from 36 holes each year. The club will start
an overall upgrade project of the Forest Course this year in

order to promote a greater development of golf industry
in China and also to create a high quality golf course for
members and guests. The club said, the upgrade project will

be another master piece co-created by the Gold Bear and
Lake Malaren aft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Masters Course
in 2011.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was formally launched on Nov.12th

2013 and the Forest Course will open next year on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Lake Malaren Club on Sep.28th, 2014. The
whole design will carry on its forest and ecological style

while mixing together with more modern element. The

new design is intended to create a higher quality golfing
experience with more challenge as well as comfort. The

upgrade and reconstruction project will surely bring a whole
new frontier of golf with first class equipment and perfect

service along with a beautiful course of 36 holes for all our
members and guests.

225

2014-1-8 15:21:25

golf 高尔夫

高尔夫 golf

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喜获
《高尔夫大师》颁发 2012-2013
“十佳新球场”殊荣
Lake Malaren
–Top 10 New Course in 2012-2013
from Golf Digest
9月26日，2012-2013年《高尔夫大师》中国百佳球

The awarding ceremony of “top 100 courses in China 2012-

场大奖评选颁奖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经过84位评委历

2013” from “Golf Digest” was held in Beijing on September

时近两年的严格遴选，新一届的奖项名单新鲜出炉。俱

26th. After the strict selection from 84 judges for 2 years,

乐部名人赛球场在诸多精品球场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十

the Masters Course of Lake Malaren Golf Club won the

佳新球场第三名的殊荣。

bronze medal of “top 10 new courses 2012-2013” fi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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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p 10 new courses are: 1.Jian Lake Blue Bay Golf Club
2.Wolong Valley Club Chengdu 3.Masters Course, Lake Malaren
Golf Club Shanghai 4. Dunes of Shenzhou Peninsula Hainan
5.Aranya International Golf Club Qinhuangdao 6.Links of
Dongzhuang Beach Shanghai 7.Mazu Golf Club Fujian 8.Lanhai

International Golf Club Shanghai 9.HF Course, Shenzhen Tycoon
Golf Club 10.Caofeidian Wetlands International Golf Club.

This was the 4th time that Golf Digest released the ranking of
golf courses in China. Starting from the first activity in 2006-

2007, the contest of Golf Digest which is held every two years
has already became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credibility golf

course ranking in China, with establishing the image of equity
and profession. It means Lake Malaren won the bronze medal of

“top 10 new courses” and gained the high reputation from the
judges and golfers.

The 2011 Lake Malaren Shanghai Masters and 2012 BMW
Masters have already been held on the Masters Course since

opening after the renovation. The great push for the quality of

courses and club management greatly improved into a higher

international level, also contributing to promoting the Chinese
golf culture.

Lake Malaren Golf Club gained the high reputation from more

and more golfers by providing the amazing nature course and
challenging strategy for 9 years. Lake Malaren reached the
breaking point in 2013. From now on, we commit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 by delivering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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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 Edmonds专卖店
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开业
Allen Edmonds Store
in Lake Malaren Golf Club
美国高端男鞋品牌Allen Edmonds首家球场专卖店
金秋9月在上海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优雅启幕。
The first store from Allen Edmonds was opened in Lake
Malaren Golf Club, Shanghai in 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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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you walk into the Allen Edmonds store in our club house, you could find full of

About Allen Edmonds:

From now, all the Lake Malaren members could get a VIP card from Allen Edmonds

For almost a century, the prestigious

retro elements. Different kinds of classic and fashion golf shoes were displayed in the

Allen Edmonds was established in

store in our clubhouse. Welcome all customers come to choose and buy! You can also

brand image and supreme quality Allen

store. Its unique performance fully shows the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of golf.
check the website: www.allenedmonds.com.cn

1922 at Port Washington, Wisconsin.
Edmonds has earned a premium brand
and large base of loyal customers like US
presidents, the Pope, super stars, social

celebrities and business leaders. And
among those loyal customers, there are
several famous names such as Bill Clinton,
George Clooney, Leonardo DiCaprio, etc.

Allen Edmonds Golf Collection includes
Honors Golf Collection. Honors Golf

Collection offers the timeless elegance of
styles that Allen Edmonds has produced
in 90 years of providing the best design

and quality serving the discerning taste
of our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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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格维花园

紫荆花园

比华利花园

星俪苑

长岛花园

香岛花园

市中心

市中心

市中心

松江莘闵别墅区

松江莘闵别墅区

松江莘闵别墅区

松江莘闵别墅区

顶级高层住宅公寓

顶级高档住宅公寓

中高端多层住宅公寓

高端别墅

高端别墅

城市综合公寓

城市精品公寓

地址：黄浦区马当路222号

地址：黄埔区打浦路35号

地址：虹口区欧阳路289弄

地址：松江区明华路366弄

地址：松江区莘松路1288弄

地址：松江区莘松路1288弄

地址：松江区莘松路1288弄

电话：021-5383 5858

电话：021-6303 0888

电话：021-6522 6447

电话：021-6764 5573

电话：021-6769 3119

电话：021-6769 3119

电话：021-6769 3119

雅宾利花园一期

雅宾利花园二期

绿洲湖畔花园

江南园一、二、三期

千岛花园

华府海景

市中心

市中心

市中心

市郊

市郊

市郊

北欧罗店新镇

城市精品住宅公寓

城市精品住宅公寓

城市精品住宅公寓

高端别墅

高端别墅

精品公寓

小城镇，

地址：闸北区中华新路288

地址：闸北区中华新路399

地址：普陀区金沙江路1628

地址：青浦区课植园路158

地址：浦东新区（航头镇）

地址：金山区杭州湾大道

北欧新镇

弄

弄

弄

弄

鹤立西路183弄

188弄

地址：上海市沪太路6655号

电话：021-6628 8877

电话：021-6628 8877

电话：021-5269 6880

电话：021-5923 8403

电话：021-5814 1767

电话：021-6088 8052

电话：021-6601 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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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兰湖区域

海口
上置海口外滩中心

嘉兴
上置香岛澜湾

嘉兴
上置香岛庄园

沈阳
华府天地购物中心

高端别墅

高端别墅

高端

度假养生别墅

顶级精品别墅

城市中心

地址：宝山区美丹路222弄

地址：宝山区美丹路18弄

地址：宝山区美丰路88弄

度假公寓

地址：嘉兴市湘家荡度假区

地址：嘉兴市湘家荡旅游度

商住两用公寓

电话：021-6601 5858

电话：021-3601 1378

电话：021-5659 1919

地址：海口市渡海路88号

灵湖东路256号

假区灵湖路1号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哈尔滨

电话：8098-6853 7888

电话：0573-8209 0999

电话：0573-8209 0088

路118号

美兰UHO

华府美墅

香岛原墅

临湖景观

美兰湖区域

商住两用公寓

电话：024-2259 8803

成都
绿洲雅宾利

沈阳
绿洲雅宾利花园

沈阳
绿洲·悠山美地

城市中心

市郊

无锡
上置无锡江南华府

无锡
鸿山文化新城

精品公寓

精品别墅

精品别墅

精品别墅
地址：无锡新区鸿山新城

名人天地

市郊

美兰湖区域

精品公寓

海口
威斯汀酒店

高尔夫超高端球场别墅

地址：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港

5星级酒店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

地址：沈阳市东陵区美兰湖

地址：无锡新区鸿山新城至

地址：宝山区美兰湖路9弄

华路555号

地址：海口市渡海路88号

大街105号

路101号

德大道797号

电话：021-5659 0666

电话：028-6177 8585

电话：8098-6675 7888

电话：024-2337 1828

电话：024-2456 8888

电话：0510-8858 3737

电话：0510-8858 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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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兰湖
高尔夫俱乐部

上海绿洲中环中心
5A+5星级写字间

上海
斯格威铂尔曼酒店

球场占地3390亩，传承苏格

地址：普陀区金沙江路1628

5星级酒店

兰特色的地域布局，由南北

弄

地址：黄浦区打浦路15号

各18洞组成，是上海地区唯

电话：021-3251 3121

电话：021-3318 9988

上海上置金融大厦

美兰湖
国际会议中心

美兰湖
皇冠假日酒店

5A+5星级写字间

大型国际会议中心

5星级度假酒店

地址：黄浦区打浦路15号

地址：宝山区罗芬路888号

地址：宝山区沪太路5566号

电话：021-6305 5750

电话：021-6185 1388

电话：021-5659 0888

一的36洞USGA标准球场。
亚洲唯一Audubon国际自然
生态协会认证的会员球场。
地址：宝山区美兰湖路9号
电话：021-5659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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