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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与现代在申亚花满庭相遇，
便呈现出这一幅春日繁花夏荷流
水，“可以调素琴，阅金经”的
新中式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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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讯传媒董事局主席王波明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

司长田锦尘 哈尔滨市副市长丛科明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裁左坤

美洲开发银行

Andres G Blan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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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严晓宁 发改委城市中心主任李铁 深圳市常务副市长吕锐锋 宝山区区委书记汪泓 著名经济学家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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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atrava系列

首枚腕表

Ref.96

早期Calatrava腕表

产于1934年

Calatrava早期表款

1982年 

Ref.3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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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推出

Ref.5123R

2014年新款

Calatrava将官形腕表

Ref.5153G

白金款式

Calatrava近期表款

5297G

Calatrava近期表款

饰有著名“巴黎钉纹”

表圈的男款Ref. 5119腕表

和女款Ref. 7119腕表

Calatrava女式腕表

Ref.4897

2013年推出的

女式腕表

Ref.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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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岛是地中海最大的岛，

它属于意大利，位于亚平宁半

岛的西南。

西西里岛的面积为2.5万平方

公里，人口为500万。

西西里岛首府是巴勒莫，其它

重要城市有卡塔尼亚、墨西

拿、锡拉库萨、特拉帕尼、卡

尔塔尼塞塔、阿格里真托和拉

古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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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西西里岛

去西西里岛可以从意大利的南部城市那不勒斯坐火

车，建议买联票，5天之内可以去任何地方，经济

实惠。西西里岛的三大城市都有火车站，甚至还可

以搭火车去小城市。火车票可在网上购买。

去西西里岛还可以驾车游，到达的第一个海滨城市

会是梅西纳，然后沿着A18号公路开往卡塔尼亚，

一路上有无数小镇可以参观，其中包括陶米纳，最

后一站是首府巴勒莫。

从意大利其他城市飞到西西里岛，意大利航空和

WindJet、EasyJet均有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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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岛最高的山是埃特纳火

山（3,323米），它也是欧洲

最大、最活跃的火山。

墨西拿北部的斯特朗博利岛上

的斯特朗博利火山也是一座活

火山。

西西里岛属地中海气候，春秋

温暖，夏季炎热，冬季潮湿。

060-077-旅游-西西里22.indd   66-67 2014-5-19   16:02:35



 TRAVEL 旅游

6968

西西里美食

Arancini:形似柑橘，是西西里人最喜欢的一种点

心。将白饭，番茄，碎肉酱，豌豆，乳酪等混合搅

拌后，捏成丸状，再放入锅中油炸。

Postaconle Sarde:意大利通心粉的一种，将粗条通

心粉和沙丁鱼，松果，橄榄油，茴香等混合搅拌而

成。

Caponata:将茄子，洋葱，番茄，干肉等放在一起

煮，与淡口的CerasuolodiVittoria搭配最合适。

盛产金枪鱼等海鲜的西西里岛，鲜鱼烧烤，葡萄酒

鱼和香辣调味料的巧妙调配与其他地区的做法大不

相同。

北非式代表菜肴Cuscusu现已成为地方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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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车:

由于基安蒂一带以农耕生产为

主，村镇之间相距都不近而且

村镇的规模都很小，只是走马

观花是话，一个村子有一个小

时左右的时间就够了，因此，

游览基安蒂乡村，最有效率的

方式是租或包一辆车，避免等

待公共汽车的时间，同时，线

路安排如果合理，一天可以走

马观花到访四个左右的山村，

非常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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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TRAVEL

火车：

托斯卡纳中部地区，交通发达，但即使是最重要的

城市锡耶纳，也不在纵贯意大利南北的高速干线铁

路上。大部分游客都是先到托斯卡纳大区的首府城

市佛罗伦萨，再转火车到锡耶纳。火车行驶时间约

为一小时多。

汽车：    

因为大部分村镇都在山上，所以，公共汽车成为最

快捷的交通工具。从佛罗伦萨到锡耶纳也有公共汽

车，从锡耶纳出发，几乎可以到达托斯卡纳中部的

任何一个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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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卡纳位于意大利中西部，亚平宁山脉以西到地

中海一带。

面积：22992平方公里。

人口：接近400万。

气候：春季平均气温15℃，夏季平均气温可达

27℃，秋季温和干燥，平均气温16℃，年均降水量

900毫米，冬季山区有降雪。

托斯卡纳的名称由伊特鲁里亚演变而来，伊特鲁里

亚文明在公元前500年罗马人入侵之前，统治着托

斯卡纳地区。

中世纪的托斯卡纳地区，各个城市都是独立的。

在不断的征战中，梅迪奇家族统治下的佛罗伦萨逐

渐成为众多城市中最强大的一个。

这里被认为是文艺复兴发端的地方，涌现出了以乔

托、米开朗基罗、达·芬奇、但丁和拉斐尔为代表

的一批杰出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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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上海（北京）——卡塔尼亚（Catania）

第二天 漫步陶尔米纳（Taormina）

第三天 游览伊奥利亚火山群岛（Aeolian Islands）

第四天 埃特纳火山（Mt Et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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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卡纳勒方坦那庄园。

第六天 托斯卡纳秘境一日游

第七天 托斯卡纳自由行

第八天 佛罗伦萨——苏黎世——上海（北京）

第五天 西西里——托斯卡纳

伊奥利亚火山群岛的斯特龙博利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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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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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HITECTURE 建筑建筑 ARCHITECTURE

1	大面积的椭圆形门窗是整个建筑的

	 灵魂。

2	温泉位处阿尔卑斯群山之中。

3	塔米纳温泉浴场得天然之利，享自

	 然之福。

4	白色的木材将整个温泉浴场内外贯

	 穿统一。

5	温泉充分利用阿尔卑斯山的独特优

	 势，让人们在天然环境中享受大自

	 然的赐予。

1 4

3

2

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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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托林岛凯提凯斯（Katikies）

地址：84702 Oia, Santorini, Greece

电话：0030-22-86071401 

传真：0030-22-86071129

网址：www.katikies.com

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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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厘岛金巴兰海岸四季度假村

（Four Seasons Resort Bali at Jimbaran Bay）

地址：Jimbaran, Denpasar 80361, Bali, Indonesia

电话：0062-361-701010  

传真：0062-361-701020

网址：www.fourseas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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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历 EXPERIENCE  EXPERIENCE 阅历

勒涛叙豪客度假村（Le Touessrok）

地址：Trou d'Eau Douce, Mauritius 

电话: +230 402 7400

传真: +230 402 7500

电邮: info@letouessrok.mu 

网址: www.letouessrokresort.com 

9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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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海兰酒店度假村（The Kahala Hotel & Resort）

地址：5000 Kahala Avenue,Hawaii 96816

电话：+1 (808) 7398888

网址：www.kahalaresort.com

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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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梦里 A Waking Dream》
马尔代夫：Huvafen Fushi

《小夜曲 Serenata》
秘鲁：Inkaterra Machu Picchu

《光之声 Sound of Light》
斯德哥尔摩：Nordic Light Hotel

《E Hoomau I Ka Pookela》
茂宜岛：Kaanapali Beach Hotel

《首善之区 Zoneone》
普吉岛：Twinpalms Phuket

《迪拜驰放 Chillhouse Grooves》

迪拜：Burj Ai Arab

《Souvenirs Auvers Opus 28》
巴黎：Pullman Paris Charles De Gaulle Airport

《你在此 You are here》
魁北克：Loews Hotel Le Concorde

《AC 印象 . Ⅱ AC expression vol.2》
马德里：Palacio del Retiro

《北纬十二度二十分》
普吉岛：Aleenra Resort and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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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伍德庄园位于英格兰东部半岛的最北端，主楼建于1903年，

是典型的工艺美术风格建筑，由著名建筑师普赖尔设计建造。红

瓦砖窗，石头方砖拼砌出各种花纹，16亩花园围绕着主楼，鸥鸟

的叫声及大海的气息，穿过高高的树林随风传来。庄园主人西

蒙·芬奇十年前买下庄园，打算在这里安心著书，回归宁静生

活。

105

 HOME 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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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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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有句谚语 ：“英国人的家是他的堡垒（An Englishman’s house 

is his castle.）。”十年前，西蒙·芬奇（Simon Finch）终于找到了属于

他的堡垒。沃伍德庄园离开伦敦 3 小时，位于英格兰东部半岛北端的

诺福克（Norfolk），紧邻乔治亚风格小镇 Holf，有着 100 多年历史，由

著名建筑师设计建造，典型的工艺美术 (Arts and Crafts) 风格——一个

英国珍品书商的完美堡垒。

这是第一次如此近地触摸、感受英国工艺美术风格的建筑。整幢

楼分三部分，其由内向外的结构充分体现出工艺美术的宗旨，中间和

两侧的结构各不相同，松散的体量组合，不规则的窗型，即兴的山墙

和间隔，这种种手法将不同的舒适空间随意地组织在一起。整幢楼的

外墙用大大小小的砖块以及石头，围绕着窗和山墙，拼砌出不同的立

面装饰，更突出建筑的立体感。屋顶上的烟囱有方型和椭圆型两种，

整齐的砌砖盘旋向上，直到顶端。

19 世 纪 下 半 叶 到 20 世 纪 初， 英 国 兴 起 了“ 工 艺 美 术 运 动 ”

（The Arts & Crafts Movement）， 是 一 个 在 建 筑 和 装 饰 艺 术 方 面 的 非

正式运动，标志着现代设计时代的到来。以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为领袖的这一运动，提倡在作品中将艺术、个体手

工业者的经验、以及材料和筑造的质量结合起来。他们建立工业世界

之外的小作坊，复兴传统技术，崇尚工业社会之前的朴实的家庭用品。

对于当时新兴的工业化是一次反击。赖普尔（E.S.Prior）是“工艺美术

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相比于他在剑桥的几幢建筑设计，沃伍德更

充分完整地体现出他在工艺美术方面的想法。

1903 至 1905 年，赖普尔为珀西·劳埃德（Percy Lloyd）设计建造

了沃伍德，耗资 6 万英镑。他特地选择具有当地特色的材料，自由地

将混凝土、木材、方砖、石头、瓷釉等结合在一起，寻求一种新的不

矫饰的美。从外墙上看，砖石不是那么方正、线条不是那么笔直，但

 HOME 家园

1　整个庄园拥有16亩花园，前后均被大片花园所包

   围。

2　庄园主人的卧室位于主楼的西侧，房间宽大，到

   处扔着书。

3　西蒙的一大爱好是收藏蝴蝶标本。

4　三楼的电视室以白色为主，空间结构和内部装饰

   都很让人兴奋。

2 3

4

106

家园 HOME

1

104-111-英国诺福克庄园.indd   106-107 2014/5/14   19:42:28



正是这种参差与拙朴，表现出手工艺所特有的美丽。赖普尔认为传统

手工艺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乐趣是物品拥有美的秘密所在，因此即使在

今天，只要看到主楼，就能明白当初建筑者是如何工作，以及整幢建

筑是如何建成的，这就是“工艺美术运动”的“忠实”思想。著名建

筑史学家佩夫斯纳·尼古拉斯（Pevsner Nikolaus）评价道 ：“沃伍德是

诺福克地区最有意义和强烈特征的建筑，令人想起高迪在巴塞罗那的

建筑。”

这幢得到如此高评价的建筑，在刚刚建成的年代里，并没有被劳

埃德用作私宅，而是出租给别人居住了十年。后来，此楼成为一个健

康服务中心，曾作为儿童医院和私人养老院。岁月流逝，整个建筑多

少受到了一些损坏，西蒙说，如果你十年前来过这里，就很难相信它

能够被修缮到现在的模样。

从正面的大花园拾级而上，推门走入大厅。高高的大厅里空空荡

荡，只放着几把椅子，正对面是宽大的壁炉，四周挂着几幅艺术作品，

阳光从壁炉后面的玻璃透进来。西蒙说他一直没有想好这个大厅应该

家园 HOME

如何布置，所以就这样空着。真正的客厅位于一楼的西侧，宽敞明亮，

散乱地放着几张舒适的大沙发、沙发椅，每一张都让人坐下去不想起来。

三角钢琴在沙发的背后，窗台茶几上放着一些装饰品，几乎每张椅子

上都有柔软的靠垫。

一楼东侧是正餐厅，一张长餐桌足足可以坐下二十多个人。有趣

的是，餐厅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最后的晚餐》，令人莞尔。厨房就在大

餐厅旁边，里面有一张小餐桌，温馨随意，西蒙显然也更喜欢在这里

用餐。料理台上放着一台小型唱机，这里大概是整幢楼中最日常的地方。

买下庄园后，西蒙从伦敦请来设计师朋友，将内部装饰一新。他

们保持了建筑的原有风味，在内部设计中则加入一些现代元素。“最多

时有 20 多个人在这里工作，大家想主意，不断改动，所以说整个工程

到现在也没有全部完成。”

二楼、三楼有十几套卧室，西侧最宽大的一间是西蒙自己的卧室。

从窗口可以看到整个花园，以及花园周围密密的树林。楼里的卧室大

小各异，格局不同，而每一间的装饰风格也不尽相同。有的缤纷、有

5　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个性和语言。

6　设计师安娜贝尔·格雷亲手拼贴的马赛克图案，

   体现出对“工艺美术运动”的理解和诠释。

7　客厅舒适惬意，处处是看似随意实则精心布置的

   装饰品。

8　墙上的手绘花卉与窗外绿意组成一幅完美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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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单，有的华丽，每一间都引人入胜。最特别的要数设计师安娜贝

尔·格雷（Annabel Grey）在卫浴间亲手拼出的马赛克图案，精美的手

工以及瑰丽的效果，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当代设计师对一百多年前“工

艺美术运动”的理解和诠释。

西蒙的书房靠近厨房，和他随意的卧室相比较，这里非常整齐。

一张宽敞的沙发，一排整齐的书架，还有一张小书桌。游戏室里则有

台球和国际象棋，墙壁上装饰着一些蝴蝶标本，那是西蒙的最爱。位

于东侧三楼的电视房完全是一间娱乐室，整间屋子都是白色，铺满了

各种毛皮毯子，从沙发到地上，可以供几十个人随意坐躺。椭圆型的

窗子配着一台椭圆造型的电视机，趣致可爱。

在楼内走来走去，数不清墙壁上有多少幅画，地上铺了多少块地

毯，窗台茶几上放着多少本书。不经意间翻开一本，就会发现“1932

年初版”的字样，惊讶之际才恍然想起，主人是一位成功的珍品二手

书商。

西蒙·芬奇是一位成功的二手珍品书 (Rare Book) 商人。当大量的

二手书店集中在查林十字街 (Charing Cross Road) 时，他却在伦敦最繁

华的梅菲尔 (Mayfair) 买下了一幢非常窄的楼，开出珍品书店。

西蒙是非常有意思的英国人，他看似随意散漫，心不在焉，实则

思维敏锐，极有艺术和生意头脑。当我们在火车站见到他时，他正一

面打电话，一面将汽车后座上如山的衣服、报纸、杂志、饮料等杂物

扔进行李箱，还“腾出”一个表情跟我们打招呼。

美国作家海琳·汉芙 (Helene Hanff) 的《查林十字街 84 号》中，

美国作家与英国书商之间长达二十年的鱼雁往返，使人回味着人情的

温婉。书商经由著名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演绎后，更打上了英国绅

士的印记。而西蒙则完全是一个现代的、时髦的书商，他与伦敦的时

尚界、演艺界、设计界混得烂熟，梅菲尔书店开业时，休·格兰特就

登门道贺。

西蒙与二手书的缘分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他 12 岁就迷恋上了旧书，

上大学时开始倒腾二手书，并靠此挣钱。1990 年，他开始经营昂贵的

二手珍品书，并且开了第一家店。“在我看来，这些书并不仅仅是书，

是有内容有记忆的物品。最初开这样的店有点冒险，很多人不知道是

什么店，但后来，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看到良好的势头，他又开了好

几家书店，不仅仅在伦敦和靠近沃伍德的霍尔特（Holt）镇上，还开

到了西班牙马略卡（Mallorca）岛，书店就在当年肖邦与乔治桑的故居

旁。而他也因为成功的生意，四处置业，最多时拥有 6 处物业。近几年，

懂得见好就收的西蒙开始收拾“江山”，渐渐地关掉了几家店，也卖掉

了一些物业，只留下梅菲尔的书店和诺福克的庄园。书店有人打理，“书

店是必要的，它联系着我与客人，也用来吸引其他客人，但我不再需

要很多家店。”他时不时去一趟伦敦，其余时间尽量待在庄园，享受宁

静生活。

西蒙收集的二手书，并不只局限于英国，还涉及法国、俄罗斯、

意大利甚至中国的书。多年的经验和眼光使他很快就能评判出一本旧

书的珍贵之处，“我总是为旧书着迷，它们将我带回遥远的过去，那是

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它们向我清晰地讲述了不同时代的绘画、诗章、

历史⋯⋯”

人们总是说，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是一件幸福的事，更何况

这还为西蒙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幸运总是不期而至。有一次，西蒙与

朋友在酒吧里聊天，无意间有人提及自己拥有 12 世纪的圣咏歌谱，西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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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后花园莲花池的喷泉是一件美丽的雕塑。

10　大餐厅可以容纳20多个人，墙壁上的装饰画多

    少体现了英国人的幽默。

11　西蒙打算在这间书房里创作他的第一部小说。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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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顿时眼睛发亮，收得后又以 500 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这样一点点积

累下来，西蒙拥有了许多珍贵的版本，如 1623 年第一版的《莎士比亚

全集》、哥白尼 1543 年出版的《天体运行论》⋯⋯虽然现在市场上好

的二手书越来越少，但西蒙总是会有新的惊喜。作为一个书商，最快

乐的事情莫过于帮助客人找到喜欢的书。而西蒙在找书之余，还经常

举办一些展览，向人们展示他多年的收藏。一度，他还曾经办过杂志，

因其另类的风格而颇受好评，但终因太小众而暂停。

午饭后，我们在厨房的餐桌旁喝茶聊天。他说起自己小时候如何

痴迷旧书，说他 15 岁时如何爱上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女子，说他喜欢中

国的老子，说他正在写的第一部小说……西蒙说话间有许多停顿和重

复，似乎思维停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或者是很久以前。这么些年过后，

再说起自己的梦想，他笑了 ：“很复杂。一方面希望享受家的宁静，另

一方面又有许多事要做。我期望可以有空间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

沃伍德就是他为自己寻找的空间与时间。

黄昏时，站在台阶上眺望花园，新割的青草草香醉人，夕阳穿树

补花红。草坪层层向下，最低处是整齐的花床，灌木与花株相互映衬，

石子砌成的围墙上爬满了植物，更显出建筑的久远年代。

主楼背后有一个小小的围墙花园，简洁宁静朴素，没有种植娇艳

的玫瑰，而是以绿色植物为主，与主楼的风格更为协调。长方型的花

园正中有一个荷花池，两侧是长长的甬道。植物从甬道一层层向外，

由高到低，直至一排浓密的熏衣草。

庄园非常安静，四周沓无人声，只有鸥鸟的鸣叫远远传来，还有

树林里的风声。虽是初秋，傍晚时的空气已经有些清冽，屋子里开了

暖气，厨房的炉子冒着香味。

在主楼背后的佣人房里找到西蒙，向他告别。从这间屋子的凌乱

程度来看，倒更像是西蒙的窝，大概他时常躲在这里。庄园平时有人

打理，西蒙自己仍然是伦敦、诺福克之间来回，有朋友举办婚礼、拍

电影、广告摄影，也时常找他借地方，他自己则偶尔招待客户或朋友

在此度周末。

看来，西蒙还没有完完全全地回归这片宁静，他仍在等待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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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顶级酒庄联盟VDP

牛津葡萄酒辞典中有这样一句话 ：德国

葡萄酒和德国酒农有机会把葡萄酒多样化，

只有他们才能做到把这个令人吃惊的特点发

扬光大。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葡萄酒评定标志，

在德国，凡是加入了德国顶级酒庄联盟的，

代表着它是德国高品质葡萄酒的出产地。

德国顶级酒庄联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葡

萄酒庄联盟，自其 1910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

力于营造高标准的产区要、质量、酿酒师三

位一体的德国葡萄酒文化。现在它拥有 200

多个顶级酒庄成员，坚持以传统方式生产高

112

品质的葡萄酒为共同目标。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VDP 以其打破常

规甚至标新立异的方法，极大地提高了葡萄

园管理水平和葡萄酒酿造技术。但同样重要

的是，VDP 一流的佳酿和推广活动重燃了德

国大众乃至全世界对于德国高品质葡萄酒的

兴趣。

VDP 会员要求严格遵守联盟设立的独立

标准，这个标准远远超过德国葡萄酒法规的

标准。除了要有自己的酿造技术和酒窖设施，

成员还必须减少葡萄产量并选择性收获（对

于高级葡萄酒，还必须手工采摘筛选）以取

得更高的葡萄品质。对于葡萄品种，成员的

葡萄园中必须有绝大部分是使用当地的传统

品种，如雷司令和皮诺家族。成员还必须保

护葡萄园中的葡萄和土壤，使得它们与自然

环境相协调，如 ：实施生态保持措施，运用

可持续性葡萄种植技术，使用传统的酿造方

法等。所有的庄园及其葡萄酒，都会被定期

检查和认证，以确保从葡萄种植到葡萄酒酿

造的高标准。

德国顶级酒庄联盟的标志是一只雄鹰，

内含一串葡萄果实。自 1926 年启用以来 VDP

雄鹰基本保持不变。1982 年，成员同意在他

们的包装上使用这一徽标。1991 年后，瓶塞

上也使用这一徽标。

 WINE 美酒

德国符腾堡产区的两个VDP酒庄

符腾堡产区是德国第四大葡萄酒产区，

位于德国西南部，当地居民亲切地称它为“我

们的土地”。在符腾堡，葡萄酒很长时间以来

都是基本的生活品，如啤酒在其它地方一样

起着相同的作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

日常生活中，最小的葡萄酒容量单位还是一

品脱（半立升）。这里的酒大部分都在当地，

特别是夏季开门的酒农饮料零售店等这些舒

适的街头店中消费了。

拥有 11150 公顷葡萄种植面积的符腾堡

区，主要种植红葡萄，其白葡萄与红葡萄的

比例为 29% 比 71%，红葡萄品种有托林格、

莫尼耶品乐、林伯格和黑皮诺。2000 公顷雷

司令意味着它是符腾堡最主要的白葡萄品种。

产区内的海尔布伦附近，是著名的国立葡萄

和水果种植培训和试验基地，一些重要的葡

萄品种，如克尔娜、丹菲特和阿科罗等，都

是在这里培育成功的。

一种当地特色的葡萄酒被称为席勒酒。

席勒酒是由红白葡萄混合酿制的，这种混合

是从葡萄园采摘下来的两种葡萄在发酵之前

就要混在一起。这个酒名与出生于符腾堡的

弗里德里希·席勒没有太大关系，据说很可

能中世纪时就有这款酒了。

    英国作家斯图阿特·皮格特曾经说过：“这是德国的一个奇迹。上一代

人都知道德国有好葡萄酒，但是需要费劲寻找。如今不同了，在任何一个

价目表上，随时可见。”在两千多年的葡萄种植史中，德国人一直以质量为

本，并提倡环保，致力于生态种植。先进的窖藏技术使德国成为当今酿酒商

中的佼佼者。

1　德国西南部的符腾堡产区是德国第四大葡萄酒产

   区。

2　符腾堡产区以种植红葡萄为主。

3　VDP是德国高品质葡萄酒的标志。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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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瓦格酒庄

威瓦格酒庄位于符腾堡葡萄酒产区的斯

图加特，经历六代经营的家族葡萄园，在现

庄主汉斯－皮特·威瓦格和全家人的努力下，

位列 VDP 列级排名的前列。

现任酒庄主汉斯－皮特·威瓦格的父亲

于 1960 年开始管理酒庄，从那时开始灌装葡

萄酒。汉斯－皮特·威瓦格在盖森海姆和加

州纳帕谷学习葡萄酒经验后，于 1990 年正式

接手酒庄。上一代和下一代的交错碰撞中，

威瓦格酒庄的葡萄酒事业登上新的高峰。目

前一家五口的努力既让父亲汉斯－皮特和母

亲克里丝汀的传统酿酒工艺得以开花结果 , 也

让三个孩子对于酿酒事业充满希望，积极参

与到为家族的酿酒事业中。

内克河是符滕堡葡萄酒产区的母亲河，

威瓦格在内克河畔拥有 20 公顷的葡萄种植园。

其中有一片名叫的 Herzogenberg 的山坡，是

品质最佳的葡萄园，40% 都是面朝西南的斜

坡。这片坡不负重望，每年都给酒庄带来好

葡萄。20 公顷葡萄种植园里，既有迷人的自

然景观，也种植了雷司令（40%）、灰皮诺、

白皮诺、穆勒塔戈、白苏维尼翁等白葡萄品种，

还有托林格、林柏格、黑皮诺、丹菲特、梅

洛等红葡萄。

酒庄优质的土壤和酿造工艺，使其位列

VDP 列级排名的前列。该酒庄以雷司令干白

葡萄酒闻名，果味丰富 , 有着清新的酸度和柔

顺的口感。赤轩素表现出色，口味丰富浓郁，

结构感强。脱罗林各相对清新、柔滑，有坚

果的气息。1994 年，威瓦格酒庄就被全球酒

类权威评级杂志 Gault Millau 誉为“符滕堡产

区最佳酒庄”；1995 年被德国各大酒评杂志评

为年度最佳酒庄 ；2012 年 Gault Millau 的德国

酒庄评级中，把威瓦格酒庄评为优质三星庄

园；同年德国本土酒类权威杂志 Eichelmann（艾

希曼）更是把 4 星给予了威瓦格酒庄。

奈沛格酒庄

奈沛格酒庄是德国著名而古老的葡萄酒

庄，坐落在符滕堡地区的施瓦格镇，是德国

历史最悠久的酒庄之一。早在十二世纪，奈

沛格城堡山区陡峭的葡萄园上就栖息着奈沛

格领主家族最为标志性的双塔，从那时起，

这个贵族家庭和葡萄酒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酒庄中心的宫殿式城堡，不仅是酒庄的标志，

也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更是当地历史的见

证。

历经多个世纪的斗转星移，物是人不非

的代代传承，1702 年创建的奈沛格城堡遗留

着如同博物馆展品似的种种，让人对于历史、

对于传承心存敬畏。

酒庄属于当地最大的贵族家族－－奈沛

格家族。家族在符滕堡地区拥有众多领地，

在法国也拥有两个酒庄。

奈沛格酒庄的 30 公顷葡萄园，俯瞰着

山野，头顶着蓝天白云。这些葡萄们也仿佛

沾染着土地的芬芳，山野的气息和天空的辽

阔般，淡然却精致。这片土地上精心培育着

奈沛格庄园的赤轩素、脱罗林格、雷司令和

琼瑶浆们。从十七世纪开始就被精心培育的

赤轩素，作为在符滕堡产区重要的葡萄种类，

见证着德国葡萄酒发展轨迹，直至二十世纪

初赤轩素得到了普遍认同和广泛赞誉。在时

间的浸淫下，众多本土的葡萄品种和早期移

植的葡萄品类，在现在庄园主的带领下显现

出符滕堡产区的卓越品质和精湛工艺。

奈沛格家族以皇冠和三个指环的徽章为

酒标。酒庄出品多款特色鲜明葡萄酒 ：雷司

令有着清新的风格，纯净而爽滑，带着矿物

质的气息 ；赤轩素有着甜美的果味和较强的

单宁结构感 ；皮诺家族的极具辛香气，单宁

细腻柔顺。

作为德国 VDP 的成员，酒庄致力于酿造

高于地区平均水平的特优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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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酒款

奈沛格城堡山区雷司令特定产区优质酒干白 2011

Neipperger Schlossberg Riesling QbA trocken 2011

酒精 ：12.6% vol.

残糖 ：6.1 g/l

酸度 ：5.8 g/l

特点 ：在符滕堡产区特有的沙岩下培育的雷司令具有着细腻的

结构和丰富的矿物质。其口感优雅迷人，带着清新酸甜的水果味。

佐餐 ：该款雷司令搭配清淡的菜系。

奈沛格赤轩素特定产区优质酒干红 2011

Neipperger Lemberger QbA trocken 2011

酒精 ：13.3% vol.

残糖 ：1.1 g/l

酸度 ：5.8 g/l

特点 ：香气丰富的赤轩素凝聚着樱桃和胡椒综合芬芳。饱满又

细腻的单宁有着结合完美的烘培香气，是极具浓郁水果口感的

一款酒。

佐餐 ：该款赤轩素适合口味浓郁的菜肴。

黑皮诺特定产区优质酒干红 2011

Spätburgunder QbA trocken 2011

酒精 ：13.9% vol.

残糖 ：2.1 g/l

酸度 ：5.1 g/l

特点 ：非常清新的浆果气息带着充满质感的细腻单宁结构和入

口时的饱满质感。

佐餐 ：该款黑皮诺适合搭配口味浓郁的肉类菜肴或奶酪。

奈沛格贵腐甜白葡萄酒 2011

Neipperger Schlossberg Traminer Auslese 2011

酒精 ：10.6% vol

残糖 ：71.7 g/l

酸度 ：4.6 g/l

特点 ：该款贵腐甜酒充满着玫瑰和热带水果的香气，入口时和

谐的酒体结构长长存留在口腔中，让人回味无穷。

佐餐 ：此款贵腐甜酒适合多种佳肴或饭前饭后的品签。

推荐酒款

皮诺起泡酒

Pinot Brut 2

这款特别酿制的起泡酒是庄主皮特·威瓦格和好友的共同

作品，所以也被标以 2 作为该款白皮诺起泡酒的纪念。

特点 ：该款起泡酒有着淡雅的花香，即使在碳酸的作用下，把

果味的甜度抵消了，仍有着白皮诺入口时丰富而饱满的口感。

精选雷司令特定产区优质酒干白 2012

Gutsriesling QbA trocken 2012

酒精 ：12% vol.

残糖 ：9 g/l

酸度 ：7.4 g/l

特点 ：香气四溢的芬芳让人想起的是桃子，西柚和苹果的果香。

入口时适中的酸度让酒的口感更加丰富饱满。

佐餐 ：既可以闲暇时小酌，也可以搭配多种海鲜佳肴。

莫里斯红酒特酿特定产区优质酒干红 2012

Moritz Rotweincuvee QbA trocken 2012

酒精 ：13% vol.

残糖 ：4.6 g/l

酸度 ：5.1 g/l

特点 ：这款特酿以酒庄主小儿子的名字命名，非常容易入口 , 酒

体颜色深邃，带有黑莓、李子、肉桂、胡椒和甘草的香气。酒

体平衡和谐，丹宁如丝般柔和，酸度较低。

佐餐 ：该款红酒搭配口味浓郁的菜肴再合适不过。

海泽根山区赤轩素顶级头等标 2010

Herzogenberg Lemberger GG 2010

酒精 ：13.5 % vol.

残糖 ：0.6 g/l

酸度 ：4.9 g/l

特点 ：这款赤轩素顶级头等标有着成熟的浆果芬芳，配合着浓

郁的坚果和烘培薰香让赤轩素在口中呈现出特别而又丰富的酒

体结构。酒体颜色浓郁，有着成熟的浆果的芬芳以及肉桂、核

桃等坚果类的烘烤熏香，尾韵非常悠长。

佐餐 ：该款酒既可以现在品鉴也可以再珍藏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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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就更容易被记住，“别把你的正

餐用零食代替。”

秘密10: 他们只吃20分钟

“坐下吃饭，尽情享受 20 分

钟。”Iron Chef 的 Cat Cora 说，“如

果 20 分钟后你还想吃，已经不是

因为饿了，而是其他原因。也许

只是你的味蕾觉得需要更多，或

者你觉得必须吃完它，或者你看

见其他人还在继续吃。”当然这

并不是说你不能继续坐在那，享

受环境和气氛，或者和别人聊聊

天——你应该那么做！只是不要

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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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大厨好身材
如果你像那些顶尖大厨一

样，整天被美味的食物包围——

香喷喷的面包，浓郁的酱汁，诱

人 的 甜 点 ⋯⋯ 是 不 是 体 重 要 有

400 磅？这就是为什么美食作家

Allison Adato 开始寻找那些名厨

们 在 美 食 包 围 中 保 持 好 身 材 的

秘密。她在新书《聪明大厨好身

材》中写道 ：“大厨们每天工作

很久，吃饭不规律，并且时时会

受到美食的诱惑，就和我们忙于

工作的人一样。但是那些每天和

黄油、鸭肝、巧克力打交道，却

依然保持着好身材的人，一定有

些别人不知道的秘诀。”在采访

了 Wolfgang Puck，Tom Colicchio，

剔一些 ：苗条的名厨们只吃最好

的巧克力和其他最好的食物。“当

我开始觉得自己要变成一个只吃

最好的巧克力的人时，那些杂货

店里各式各样的糖果棒都好像隐

形了一样，让我视而不见了。”

秘密4：他们非常清楚自己

要吃什么

“当你特别想吃一样东西但

又不允许自己去吃，反而去吃了

一些你觉得自己应该吃的所谓的

健康食品 ；那结果是你会继续很

想吃。”Adato 说。著名的甜点师

Jacque Torres 曾经成功减肥 30 磅，

他说如果自己晚餐特别想吃一样

东西，比如一条法棍加芝士，他

觉得最好还是满足自己。因为如

果不这样，他就会先吃一顿所谓

的健康晚餐，然后忍不住再吃自

己原本想吃的法棍和芝士。

秘密5：他们非常有意识地吃

美食频道 Food Network 的常

客， 大 厨 Michael Symon 计 算 过

他大约每个工作日摄入食物的总

热量在 4000-6000 卡路里，这些

热量大多就来自他一小口一小口

地品尝酱汁、甜点和配菜，因为

作为主厨要确保每样食物都新鲜

Rick Bayless 和 Cat Cora 这些顶级

名厨之后，Adato 发现了他们的

秘密 ：

秘密1：他们只吃自己真正

热爱的食物

Adato 说，“ 只 吃 你 爱 的 食

物和吃所有你爱的食物，是有很

大不同的。”Rick Bayless 是一位

著名的擅长用现代烹饪法诠释传

统墨西哥菜的美国主厨。他曾主

持 过 PBS 一 档 著 名 的 电 视 节 目

Mexico: One Plate at a Time，在芝

加哥开了一家名叫 Frontera Grill

的墨西哥餐厅。他说 ：“当你吃

到真正好的食物，就不会贪嘴去

可口。但为了防止这小口的品尝

转化成大量体重，他必须时时注

意。“这是你一整天都不能忽视

的，”来自迈阿密的名厨 Michelle 

Bernstein 说，“如果糕点师端来三

道新的甜品要你品尝，你得记住

你吃过了它们。”然后从别的地方

来减少点其他热量的摄入。Adato

说虽然我们不用像大厨那样每天

品尝那么多食物，但还是要记住

自己一天中曾小口吃下的东西，

比如在鸡尾酒会上、准备晚餐时，

甚至在杂货店试吃的小零食。

秘密6：他们不避讳面包

篮，但只把它作为早餐

Adato 一 直 觉 得 面 包 篮 也

是 节 食 的 大 忌。 电 视 名 厨 Marc 

Murphy 和 Naomi Pomeroy 说 他 们

在餐厅一般都不会吃餐前面包。

但是在真正好的餐厅里，面包也

是很值得品尝的美食。所以他们

会要求把面包带回家当做第二天

的早餐，现在 Adato 也开始这么

做了。这个方法帮助他们避免在

晚餐时吃得太多，因为他们还可

以在第二天再好好享受这不亚于

主食的美味。

秘密7：他们知道你的最后

一口食物绝不会比第一口那

么令人享受

精 致 料 理 的 圣 地 French 

Laundry and Perse 背 后 的 明 星 大

厨 Thomas Keller 说 ：“ 当 你 对 一

道菜还想吃更多的时候，你最好

就此停下来。每道菜最诱人的部

分是品尝它的前三到四口。第一

口你刚刚开始接触它，第二口你

开始了解它，到第三和第四口时，

你能从一道菜中享受到的愉悦和

满足感将到达最大化。”Adato 比

较了一下，第十口冰激凌或者第

无数口墨西哥薄饼也许还是可以

吃其他的。我宁愿只吃一口最顶

级的鱼肉，也不要吃 50 口味道一

般的鱼肉。”这看起来很显而易

见，但是 Adato 说：“想想你自己。

你今天中午吃了什么？大多数时

候，我们只是在办公室附近随便

找点吃的，看看厨房或者餐厅里

有些什么，就因为手边没有什么

真正好的东西可吃。”

她的解决方法是 ：“把自己

用你爱的食物包围起来，然后每

次都选择它们。如果它不好吃，

就不要吃了！想想你有多少次强

迫自己吃下餐厅里口味很一般的

食物，只是因为你付了钱。现在

跟着我们重复这句话‘它不值得

你吃下去！’”

秘密2：他们不会因为享受

了美食而内疚

通 常 名 厨 们 不 会 禁 止 自

己 去 吃 一 些 或 一 类 食 物， 只 是

适 当 地 少 吃 一 些。 知 名 美 食 节

目 Chopped 的 明 星 厨 师 Alex 

Guarnachelli，在纽约拥有自己的

餐厅 Butter，她每天早上都会吃

上一口全脂奶油，但重点是只吃

一口，所以她完全不必为了这一

口奶油和瞬间的幸福感而内疚。

秘密3：他们是很挑剔的食客

在和许多世界最顶尖的主厨

聊过之后，Adato 发现在面对食

物的时候，你确实要势利并且挑

接受，但永远比不上第一口那么

令人享受。

秘密8：他们并不是每天都

吃三顿正餐

北卡罗莱纳 Lantern 餐厅的

主厨 Andrea Reusing，以前在晚餐

营业时间总是只品尝但尽量不吃

东西，不过最后她放弃了，不但

品尝而且也吃那些想吃的东西，

只不过她不会再另外坐下来吃晚

餐了。主厨 Marcus Samuelsson 也

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这世上有很

多人并不是每天按照一日三餐正

规进食的，而且他们都拥有不错

的身材。”

秘密9：他们不吃零食

美 食 节 目 Top Chef 的 常 客

Eric Ripert 在法国长大，他说自

己从没见过人们吃零食，直到他

来到美国。在法国，看电影时没

有爆米花，看球赛时没有鸡翅膀，

喝咖啡时也没有甜甜圈。Adato 说：

“和大厨们聊过之后，我发现零食

（包括咖啡和茶）并不是必要的。”

当她更专注于正餐，她所吃的东

　　顶尖的大厨们每

天都在烹饪和品尝美

味的食物，那要如何

保持身材？看看他们

的小秘密，找到对你

有用的秘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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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 Irrigation Designer

首席喷灌设计师

Jeff  Stamper

Chief Agronomist

首席农艺师

Darren Moore

Construction Superint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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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rence Aslarona

“A”Shaper

A级球场造型师

Alfonso Padilla

“A”Sh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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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ssociate/ Design Coordinator

设计师/协调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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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ior Design Assoc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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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万物复苏，草木生发萌芽，人类的新陈代谢亦随著春季变得活跃起来了。这

时人体内的肝、胆经脉是最为旺盛和活跃的，同时亦是百草回生，百病易发之时，各

位球手在这解除冬季束缚的高球季节，要特别关爱自己的身体，才能有一个尽兴的高

球季节。

With everything waken up and plants growing up durind spring, the metabolism of human 

beings is also getting active. This is the most vigorous moment in the body especially for the 

parts of liver and gallbladder. It is also a great time for playing golf in such a wonderful time 

of year. Every golf player, must take special care of yourselves in this changeable weather.

传统医学认为春气通於肝，所以春季养生重在养肝，才能预防疾

病保健康，要想肝气顺应自然，首先要注重精神调养，注意心理保健，

如果思虑过度，日夜忧虑，就会影响肝脏的疏泄功能，进而影响其他

脏腑的生理功能，导致疾病滋生。春季要特别注重精神的调节、保持

心情舒畅，切忌愤然恼怒，根据中医的理论，怒伤肝，因此春季养生

必须戒怒。要保持心情舒畅，则要多做运动，春天阳气升发，风和日丽，

树林、河边、溪边、山边的空气中负氧离子较多，对人体有利，应多

到这些地方活动，以舒展筋骨，畅通气血，增强免疫及抗病能力。同

时不可贪睡，因为中医认为 " 久卧伤气 "，贪睡会造成新陈代谢减慢，

气血循环不畅，筋骨僵硬、脂肪积聚、体内吸收和运载气的功能下降、

排毒缓慢而导致身体变得虚弱多病。

春季饮食宜吃温补阳气的食物，葱、蒜、韭菜等易益肝养阳的佳品，

菠菜舒肝养血、大枣养肝健脾，多吃海鱼、海虾、牛肉、芝麻、杏仁、

枸杞子、红豆、金针菜等等，同时多饮汤水和适量的水果，以提高免

疫能力，达到保健养生的目的。如果春季养生得当，将有益於全年的

身体健康，正所谓一年之计在於春。

那么在打18洞的过程中，要怎么做到平衡营养注意膳食呢？

可以参照以下步骤来均衡影响：

1. 对于一个高尔夫球手来说，一个平衡的饮食首先来自卡路里的摄

 取，至少有 50% 是从碳水化合物中获得的，包括全麦面包，米饭，

 水果，蔬菜，低脂奶制品等。在运动过程中碳水化合物是最佳的

 能量来源，不仅能够为大脑和神经系统提供能量，还可以保存蛋

 白质并帮助燃烧脂肪。另外在运动中补充碳水化合物还可以帮助

 维持血液中葡萄糖的含量，有助于改善球手的精神关注度。 

2. 蛋白质也是平衡饮食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每天至少要摄取 6 到 

 8 盎司的蛋白质，最好从瘦肉中获得，比如鸡肉，鱼，牛肉，还 

 有豆类等。对于肌肉的生长和恢复蛋白质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 

 也会对身体中的酶和荷尔蒙起着调节作用。

3. 另外脂肪的作用也不可小视，它同碳水化合物一样，对于肌肉的

 运动提供重要的能量。但我们要注意，每天从脂肪中摄取的卡路

 里不要超过全部的 30%.

4. 除此之外，在打高尔夫的过程中要注意补充水分，这点很重要， 

 因为哪怕是轻微的脱水都会导致身体的疲劳和反应的迟钝，所以 

 建议球手在每隔半个小时左右就要补充一次水分。但注意的是含 

 有酒精的饮料会有利尿作用，反而会引起水分的流失，所以在打 

 球过程中最好还是不要饮用。

如果春季调理好身体保健，自然就有一个强健的身体去迎接炎夏

的高温，并能有效地将内热向外排出而避免中暑，确保体内调节功能

不因外界高温而失职，能够调节心肾，不使心偏盛，不使肾衰，就能

确保身体健康。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medical science, it is thought that 
pneuma goes through our liver. Thus, we need to take special 
care of our liver to prevent diseases and keep healthy. Firs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our mental health. If we think too much 
and worry about things days and nights, it will greatly affect 

the function of catharsis and even worse, will be harmful to our 
other internal organs and cause many illnesses. In spring we 
should pay great importance to mood adjustments.We should 
keep relaxed and happy and not get angry.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medicine, getting angry is a great hurt to our livers,so 
it is necessary to stop being angry. If you want to be happy 
and have a good mood, do more exercise is a good suggestion. 
With the gentle wind and beautiful sunshine, we can breathe 
more fresh air near forests,rivers, streams and mountains. The 
negative oxygen ion in the fresh air is good for people. We’d 
better go to those places more often and do more exercise there 
to keep our bones strong and have a good blood circulation.We 
can enhance our immune system and prevent ourselves from 
diseases. In the meantime, we shouldn’t sleep for a too long 
time as the opin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leeping so long will 
do harm to pneuma”. Sleeping so long will slow the metabolism, 
make the blood hard to circulate, make muscles and bones stiff, 
get more fat, affect the absorption and detox, which will make 
us weak and easy to fall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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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we can adjust our body condition in spring, then it will be 
natural to have a strong body to adapt the high temperatures in 
summer and it will help avoid sunstroke. Regulatory function of 
each part of our body can ensure we are in good health.

It is good to eat some nutritious and healthy food, like scallion, 
garlic, leek and so on which are good for our livers. Spinach is 
good for liver and blood running. Dates are useful to our livers and 
spleen. You can enhance your immunity by eating more seafish, sea 
prawns, beef, sesame, almond, lyceum, red beans, daylily etc, and 
having soup and enough fruit. As the saying goes, the whole year's 
work depends on a good start in spring. If we are in good health 
in spring, which is the first season of a whole year, we will be 
definitely happy and healthy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When we play 18 holes of golf, what should we do to have 

a balanced diet? Suggestions are below.

1.  For a golfer, a balanced diet comes from taking in calories. 
 We can get at least 50% of it from carbohydrate, including 
 whole wheat bread, rice, fruit, vegetables, low fat dairy product 
 etc. Sports is the best resource of obtaining carbohydrate, 
 which can not only provide energy for brain and the neural 
 system, but also store protein and help fat-burn. In addition, 
 carbohydrate supplement in sports can help maintain the 
 glucose content in blood and enhance the attention of golfers.

2. Protein is another important part in a balanced diet. We need
 to obtain at least six to eight ounces of protein. It would be 
 best for you to get lean meat, like chicken, fish, beef, beans 
 and  so on, 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uscles growing
 and protein renewal and also help adjust enzymes and hormones 
 in our body.

3.  What’s more, we can not ignore the effect of fat, which 
 is like carbohydrates, providing great energy to our muscles. 
 However, we need to notice that the calories taken  from 
 fat can not be over 30%.

4.  We need to replenish water in playing golf. It is because even 
 the slight dehydration will cause tiredness and slow reactions. 
 Therefore, we suggest golfers replenish water every half an hour.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hat alcoholic drink will cause diuresis, 
 which may make you run off water. We had better not drink that 
 kind of drink when playing g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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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刚简介：

　　于刚，1号店董事长，联合创始人。武汉

大学空间物理学士，康乃尔大学物理硕士，宾

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决策科学博士。曾任

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管理学院终身教授和

座席教授（Chair Professor）。

　　曾任戴尔全球采购副总裁，主管戴尔全球

在亚太地区的一百八十多亿美元的采购和物流

业务。在此之前任亚马逊全球供应链副总裁，

管理其全球供应链包括配送、采购、库存和库

容。曾在美国创立科莱科技公司并任总裁和董

事长，2002年，科莱科技被埃森哲并购。

　　于刚博士曾在2002年获得国际INFORMS协

会颁发的Franz Edelman 管理科学成就奖。于

2002年和2003年两次获得国际工业工程师协会

颁发的优秀研究奖和最佳论文奖，于2012年获

得国际POMS协会Martin Starr 生产与运营管理

卓越实践奖。

　　于刚博士是中国国家级专家，是中央千人

计划的创业人才获得者。他曾任天津政府的经

济顾问，曾多次应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之邀作

为国家重大项目的评审专家。他曾在北大、清

华、武大、上海交大、人大、香港中文大学

等担任过特聘教授。曾在北大、清华、上海

交大、中欧商学院、复旦、西安交大、厦门大

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教授过EMBA课程。

Introduction of Yu Gang
Gang Yu is  co-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Yihaodian (www.yhd.com), a leading 

e-commerce company in  China.  Pr ior 

to founding Yihaodian, he was the Vice 

President of Worldwide Procurement at Dell 

Inc. Dr. Yu also served as the Vice President 

of Worldwide Supply Chain Operations 

at Amazon.com, taking charge of global 

distribution, procurement and inventory. 

Before Amazon, Dr. Yu served as the Jack 

G. Taylor Chair Professor in Business in the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at the McCombs School 

of Business,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Management of 

Operations and Logistics, and co-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Decision Making under 

Uncertainty. He is the Founder, former 

Chairman and CEO of CALEB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D r.  Yu  has  a l so  r ece i ved  numerous 

international awards for his achievements 

including: the 2002 Franz Edelman Award 

for Management Science Achievement from 

INFORMS, the 2002 IIE Transaction Award for 

Best Application Paper, the 2003 Outstanding 

IIE Publication Award from the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ngineers, the 2012 Martin K. Starr 

Excellence in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Practice Award from POMS, in 

addition to many awards. Dr. Yu has published 

over 80 journal articles, 4 books, and holds 3 

US patents.

In China, Dr. Gang Yu is a recognized figure 

through his involvement with a multitude 

o f  g o v e r n m e n t  a n d  n o n g o v e r n m e n t 

organizations. He is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Thousand Talent Plan, an Economic Adviser 

to the Tianjin City Government, and he has 

been elected a Distinguished Alumni of 

Wuhan University. He has served as Adjunct 

Professor a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University, Wuhan Universit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Nanjin Universit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X iamen Un ivers i ty  and The Peop le ’s 

University of China.

150-153-GOLF9-访问4.indd   152-153 2014-5-14   16:52:00



高尔夫 golf golf 高尔夫

155154

154-155-GOLF10-泛高网颁奖2.indd   154-155 2014-5-19   15:36:27



高尔夫 golf golf 高尔夫

157156

156-159-GOLF11-冠军赛4.indd   156-157 2014-5-19   15:41:26



高尔夫 golf golf 高尔夫

159158

156-159-GOLF11-冠军赛4.indd   158-159 2014-5-19   15:41:36



高尔夫 golf golf 高尔夫

161160

160-165-GOLF12-1.9迎新晚会6.indd   160-161 2014-5-19   15:43:53



高尔夫 golf golf 高尔夫

163162

160-165-GOLF12-1.9迎新晚会6.indd   162-163 2014-5-19   15:44:14



高尔夫 golf golf 高尔夫

165164

160-165-GOLF12-1.9迎新晚会6.indd   164-165 2014-5-19   15:44:41



golf 高尔夫

167

高尔夫 golf

166

166-169-GOLF13-美兰湖3月3日会员联谊赛4.indd   166-167 2014-5-19   15:49:08



高尔夫 golf

168

golf 高尔夫

169

166-169-GOLF13-美兰湖3月3日会员联谊赛4.indd   168-169 2014-5-19   15:49:23



高尔夫 golf golf 高尔夫

171170

170-173-GOLF14-对抗赛4.indd   170-171 2014-5-14   17:20:35



golf 高尔夫

173172

170-173-GOLF14-对抗赛4.indd   172-173 2014-5-14   17:20:52



高尔夫 golf golf 高尔夫

175174

174-177-GOLF15-PUMA品牌发布会4.indd   174-175 2014-5-14   17:08:27



高尔夫 golf golf 高尔夫

177176

174-177-GOLF15-PUMA品牌发布会4.indd   176-177 2014-5-14   17:08:37



高尔夫 golf golf 高尔夫

179178

乘豪华飞机经香港转机飞往神秘的非洲大陆—南非约翰内斯堡，

夜宿飞机上。

第二天 走入非洲

餐厅 酒店

第三天 聆听天涯海角的呼唤

餐厅 酒店

第四天 尊享梦幻酒店

餐厅 酒店

第五天 花园大道上的盛宴

餐厅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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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

餐厅 酒店

午餐 ：球场内（自理）

晚餐 ：港大中餐厅

Radisson  Hotel（丽笙酒店）

第九天 约翰内斯堡-香港

第十天 经香港转机，返回上海 , 转机时间 2个小时

第六天 搭乘南非国内航班飞往约翰内斯堡

餐厅 酒店

午 餐 ：中餐厅

晚 餐 ：酒店内西式自助

Fairway Hotel（费尔威酒店）

第七天

餐厅 酒店

午餐 ：球场内（自理）  

晚餐 ： 中餐厅

Fairway Hotel（费尔威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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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府天地

市中心

顶级高层住宅公寓

地址：黄浦区马当路222号

电话：021-5383 5858

比华利花园

松江莘闵别墅区

高端别墅

地址：松江区明华路366弄

电话：021-6764 5573

江南园一、二、三期

市郊

高端别墅

地址：青浦区课植园路158

弄

电话：021-5923 8403

雅宾利花园一期

市中心

城市精品住宅公寓

地址：闸北区中华新路288

弄

电话：021-6628 8877

雅宾利花园二期

市中心

城市精品住宅公寓

地址：闸北区中华新路399

弄

电话：021-6628 8877

绿洲湖畔花园

市中心

城市精品住宅公寓

地址：普陀区金沙江路1628

弄

电话：021-5269 6880

仕格维花园

市中心 

顶级高档住宅公寓

地址：黄埔区打浦路35号

电话：021-6303 0888

星俪苑 

松江莘闵别墅区

高端别墅

地址：松江区莘松路1288弄

电话：021-6769 3119

千岛花园 

市郊

高端别墅

地址：浦东新区（航头镇）

鹤立西路183弄

电话：021-5814 1767

紫荆花园

市中心 

中高端多层住宅公寓

地址：虹口区欧阳路289弄

电话：021-6522 6447

长岛花园 

松江莘闵别墅区

城市综合公寓

地址：松江区莘松路1288弄

电话：021-6769 3119

华府海景 

市郊

精品公寓

地址：金山区杭州湾大道

188弄

电话：021-6088 8052

香岛花园 

松江莘闵别墅区

城市精品公寓

地址：松江区莘松路1288弄

电话：021-6769 3119

上
置

控
股

项
目

概
览

　
住

宅
　

上
海

北欧罗店新镇

小城镇，

北欧新镇

地址：上海市沪太路6655号

电话：021-6601 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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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美兰UHO

临湖景观

商住两用公寓

地址：宝山区美丹路222弄

电话：021-6601 5858

沈阳

华府天地购物中心

城市中心

商住两用公寓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哈尔滨

路118号

电话：024-2259 8803

嘉兴

上置香岛庄园 

顶级精品别墅

地址：嘉兴市湘家荡旅游度

假区灵湖路1号

电话：0573-8209 0088

名人天地

美兰湖区域

高尔夫超高端球场别墅

地址：宝山区美兰湖路9弄

电话：021-5659 0666

海口

威斯汀酒店

5星级酒店

地址：海口市渡海路88号

电话：8098-6675 7888

成都

绿洲雅宾利

市郊

精品公寓

地址：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港

华路555号

电话：028-6177 8585

海口

上置海口外滩中心

高端

度假公寓

地址：海口市渡海路88号

电话：8098-6853 7888

华府美墅

美兰湖区域

高端别墅

地址：宝山区美丹路18弄

电话：021-3601 1378

沈阳

绿洲雅宾利花园

城市中心

精品公寓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

大街105号

电话：024-2337 1828

无锡

上置无锡江南华府 

精品别墅

地址：无锡新区鸿山新城至

德大道797号

电话：0510-8858 3737

香岛原墅

美兰湖区域

高端别墅

地址：宝山区美丰路88弄

电话：021-5659 1919

沈阳

绿洲·悠山美地 

市郊

精品别墅

地址：沈阳市东陵区美兰湖

路101号

电话：024-2456 8888

无锡

鸿山文化新城 

精品别墅

地址：无锡新区鸿山新城

电话：0510-8858 8108

嘉兴

上置香岛澜湾 

度假养生别墅

地址：嘉兴市湘家荡度假区

灵湖东路256号

电话：0573-8209 0999

19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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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兰湖

高尔夫俱乐部

球场占地3390亩，传承苏格

兰特色的地域布局，由南北

各18洞组成，是上海地区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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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上置金融大厦

5A+5星级写字间

地址：黄浦区打浦路15号

电话：021-6305 5750

美兰湖

国际会议中心

大型国际会议中心

地址：宝山区罗芬路888号

电话：021-6185 1388

美兰湖

皇冠假日酒店

5星级度假酒店

地址：宝山区沪太路5566号

电话：021-5659 0888

上海绿洲中环中心

5A+5星级写字间

地址：普陀区金沙江路1628

弄

电话：021-3251 3121

上海

斯格威铂尔曼酒店

5星级酒店

地址：黄浦区打浦路15号

电话：021-3318 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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