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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让人生变得更为丰满旅行让人生变得更为丰满
GESUALDO BUFALINOGESUALDO BUFALINO



丹·布朗在《地狱》《地狱》一书的楔子中描楔子中描
述了一个令人揪心的角色，该角色从述了一个令人揪心的角色，该角色从
一座塔楼上纵身跃下一座塔楼上纵身跃下。  而这座塔楼，而这座塔楼，
就是位于佛罗伦萨市中心的“巴迪亚就是位于佛罗伦萨市中心的“巴迪亚
佛罗伦萨钟楼”。佛罗伦萨钟楼”。

圣雷莫 & 蓝色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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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39 0182 580271
lameridianaresort.com
摩纳哥
Fairmont Monte Carlo
12, Avenue des Spélugues
电话：+ 377 93 506500
fairmont.com
Hôtel de Paris Monte Carlo
Place du Casino
电话：+377 98 068682
montecarlosbm.com
Hôtel Hermitage 
Monte Carlo
Square Beaumarchais
电话：+ 377 98 064000
montecarlosbm.com
Hôtel Métropole Monte Carlo
Avenue de la Madone, 4
电话：+377 93 151515
metropole.com
Monte Carlo Beach
Avenue.Princesse Grace
Roquebrune Cap-Martin
电话：+33 4 93286666
www.montecarlosbm.com
尼斯
Boscolo Exedra Nice & Spa
12, Boulevard Victor Hugo
电话：+33 4 97038983
boscolocollection.com
Hyatt Regency Nice Palais de 
la Méditerranée
13 Prom. des Anglais
电话：+33 4 93271234
hyatt.com
Le Negresco
37, Promenade des Anglais,
电话：+33 4 93166400  
hotel-negresco-nice.com
费拉角圣让
Grand-Hôtel du Cap-Ferrat
3, avenue Jean Monnet
电话：+33 4 93765050
fourseasons.com

Hôtel Royal-Riviera
71 Boulevard du Général 
de Gaulle,
电话：+33 4 93763111
royal-riviera.com
La Voile d'Or 
7, Avenue Jean Mermoz
电话：+33 4 93011313
lavoiledor.fr

圣雷莫
Bbros&Co
Via Volturno, 10
电话：+39 0184 1890854 
电话：+39 0184 1890854
ristorantebbros.com
Buca Cena
Strada al Campo da Golf, 59
电话：+39 0184 557442 
bucacena.it
Gilda
Via Nino Bixio, 53, 18038 
电话：+39 0184 1991778
gildarestaurant.business.site
La Pignese
Piazza Sardi, 7-8 
电话：+39 0184 501929 
apignese.it
Paolo & Barbara
Via Roma, 47
电话：+39 0184 531653 
paolobarbara.it
Tortuga
Via Nino Bixio, 93a
电话：+39 0184 840307
Victory Morgana Bay
Corso Trento e Trieste, 16
电话：+39 0184 591620
victorymorganabay.it
戛纳
La Palme d’Or
73 Boulevard de la Croisette
电话：+33 4 9298741

restaurant-la-palme-d-or-
cannes.com
La Petite Maison de Nicole
10 Boulevard de la Croisette
电话：+33 4 92987789
摩纳哥
Blue Bay
40 Avenue Princesse Grace
电话：+377 98 060360 
montecarlosbm.com 
Le Louis XV-Alain 
Ducasse à l’Hôtel de Paris
Place du Casino
电话：+377 98 068864
ducasse-paris.com
Le Vistamar
Square Beaumarchais
电话：+377 98 069898
montecarlosbm.com
Restaurant Joël 
Robuchon
Hôtel Métropole Monte-Carlo, 4
Avenue de la Madone 
电话：+377 93 151515 
joel-robuchon.com
Yoshi
Hôtel Métropole Monte-Carlo, 4,
Avenue de la Madone 
电话：+377 93 151313
metropole.com
芒通
Mirazur
30 Avenue Aristide Briand
电话：+33 4 92418686
mirazur.fr
尼斯
La Petite Maison
11 Rue Saint-François de Paule
电话：+33 4 93925959 
Le Chantecler
Le Negresco - 37 Prom. des Anglais 
电话：+33 4 93166400
hotel-negresco-n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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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卡纳

aaaaaa

修建于十四世纪的韦奇奥宫，是佛罗伦修建于十四世纪的韦奇奥宫，是佛罗伦
萨政治权利的象征。几个世纪以来，它都萨政治权利的象征。几个世纪以来，它都
是教会、领主或共和政体的行政中心，而是教会、领主或共和政体的行政中心，而
如今，则作为佛罗伦萨的市政厅和市长如今，则作为佛罗伦萨的市政厅和市长
府邸。 府邸。 

观 景 城 堡 耸 立 在 皮 蒂 宫 顶 部，是 波观 景 城 堡 耸 立 在 皮 蒂 宫 顶 部，是 波
波 里 花 园 最 高 的 地 方，也 是 著 名 的波 里 花 园 最 高 的 地 方，也 是 著 名 的
全景观测点。无论是从 Costa San 全景观测点。无论是从 Costa San 
Giorgio、Via Belvedere 或 Via San Giorgio、Via Belvedere 或 Via San 
Leonardo，都可进入观景城堡。夏季，Leonardo，都可进入观景城堡。夏季，
这里则会举办当代艺术展。这里则会举办当代艺术展。



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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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ino of Sanremo 是近代艺术的瑰Casino of Sanremo 是近代艺术的瑰
宝，它修建于 1905 年，是意大利的第宝，它修建于 1905 年，是意大利的第
一家赌场，也是第一届意大利音乐节一家赌场，也是第一届意大利音乐节
的举办场地。 的举办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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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卡纳

圣雷莫最优美的海滩有 5 处：Spiaggia 圣雷莫最优美的海滩有 5 处：Spiaggia 
dei porti、Tre Ponti、Cala degli Orsi dei porti、Tre Ponti、Cala degli Orsi 

（布萨纳）、Arma di Taggia（布萨纳稍（布萨纳）、Arma di Taggia（布萨纳稍
远处）、Ospedaletti（圣雷莫的西边）。远处）、Ospedaletti（圣雷莫的西边）。

皇后大道（皇后指的是俄国 Maria 皇后大道（皇后指的是俄国 Maria 
Alexandrovna 皇后，于 1874 年来Alexandrovna 皇后，于 1874 年来
到这里）两侧排列着挺拔的棕榈树，到这里）两侧排列着挺拔的棕榈树，
也能看到远处的壮阔海景，沿着这条也能看到远处的壮阔海景，沿着这条
大道散步，会给人一种独特的感受。 大道散步，会给人一种独特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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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久违夏天的气息

夏天终于姗姗来迟。但这个夏天有别于以
往，我们仍然不得不面临口罩和各类限
制的困扰。面对着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敌
人——实际上也不是唯一的一个——来我
们这里周游世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可
笑的现实，要么在厌恶和逃避之间来回挣
扎，要么积极去拥抱和应对。漫长的冬天
已经远去，我们的内心渴望的是各种色
彩、气息、欢声笑声和节日的气氛。但这种
渴望又与以往有所不同：我们重新发现了
时间的价值，迫切希望尽情享受生活，抓
住每一分每一秒，让生活显得更有价值与
品质。于是，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一切未
曾改变，却又截然不同，因为我们追求的
东西改变了。在新的世界里，真正重要的
是我们所体验到的价值与品质，以及从我
们周围的事物中重新发现的生命之美。 
意大利之美不言而喻，这里风景秀丽，秀
色可餐，简直会让你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里的味道独特而真实，有着每个人都渴
求的设计，呆在这里实在是精妙绝伦。但
真正营造这种独特之美的，还在于我们所
采取的方式，能够让人有一种宾至如归
之感。无论谁来敲门，我们都会满怀真诚
地表示欢迎，让每个人享受一次独特的旅
行，让每个人的内心填满这个全新夏天的
内在之美，而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对这种内在之美的渴望，让我们对自己
的工作充满激情，也愿意与来 The Mall 
Firenze 和 The Mall Sanremo 参观
的顾客分享这种激情。女主人真诚地微
笑，在入口处一个个地欢迎我们的客人。
旅程开始了，从设计到食物，一切都有助
于打造一个全新的夏天，一个真正美丽
的夏天。 
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相信，尽管生活充
满考验，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追求幸福并尽
情感受美丽的事物。 

作者：作者：Giorgio MottaGiorgio Motta

在 The Mall Sanremo 举办的“生如夏花”活动照片。这是对鲜花之城的致
敬，是对这座城市之美丽与悠久历史的致敬，鲜花的粉红色调成为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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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标杆人物

充满定制风情的
意大利

ENIT 的全称是 Ente Nazionale per 
il Turismo Italiano，在意大利旅游业
的全球化过程中，该公司发挥了极大的
推进作用。而我们有幸同该公司的总裁 
Giorgio Palmucci 进行了一次会谈。 
说到意大利的高端旅游业，目前最重要
的趋势是什么？
在当前的情况下，对定制化旅游体验
的追求，是最为流行的趋势。人们寻找
着高品质的优雅旅游方式，希望从定
制化的假日中感受到亮点，从而带着
独一无二的情绪回到家中。目前，在游
览某个地方时，我们需要用充满当地
风情的体验，让游客完全沉浸其中，让
他们成为积极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
被动的旁观者。  
关于以时尚行业带动国际旅游业的发
展，您有什么看法？ 
时尚行业将会是旅游业复苏的一种推动
力。这一点，对有着时尚气息的城市来
说尤为重要，它能够更好吸引游客前来
探索意大利的卓越风情。 

ENIT 目前关注的国际事件有哪些？
我们正在等待政府出台一些能够促进国际
旅游业发展的举措；与此同时，我们已经签
署了相关协议，准备参加十一月举行的全
球航空业发展论坛；此外，我们也举办了黑
客马拉松，以新思路为行业注入活力，并不
断提高创新能力。我们使用了一些软件，借
助智能科技将所有设备集成在一起，从而
能够更轻松地制作预定计划，也可以通过
单一设备制定出安全的旅行计划。
托斯卡纳让您觉得最激动的体验是什么？
从基安帝山谷，到萨图尼亚温泉城，再到
塔罗公园，它给我留下的记忆绝对不止一
个。无论是在托斯卡纳还是在其他地方，
我都建议大家敞开心扉尽情感受，让每一
片景色留下专属的记忆。 
利古里亚海岸最值得探索的地方是什么？
在烹饪方面，意大利有着深厚的传承，而
在世人眼中，“意大利出品”往往与“卓越”
和“独特”密不可分。  与其让我推荐某个
具体地方，不如来一场定制化的旅游，亲
自品味这个地区并非广为人知的一面。 

GIORGIO PALMUCCI —— ENIT 总裁



“我认为，意大利是高
雅品位、美丽和时尚的
象征。在意大利人的生
活中，购物绝对牢牢地

占据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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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标杆人物

品味、 
美丽和时尚

身为有着意大利血统（外曾祖父母为意
大利人）的巴西人，Carolina Perez 创
立了 Duco 旅游峰会——业内第一个奢
侈旅游研讨会，专门面向希望深入了解
意大利好客之风的奢侈旅游顾问。
在品质旅游领域，最令人感兴趣的趋势是
什么？
游客们希望在旅途中将大城市和具有
真实感的目的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获得
更真实、更满意的体验。   
意大利旅游业吸引游客的地方是什么？
意大利能够将游客梦寐以求的所有元素
融合在一起。优美的景观、超高品质的酒
店和服务，以及美味的食物和葡萄酒。不
过，我觉得人们之所以来到意大利后喜爱
上这些东西，则是因为意大利人本身。正
如索菲亚·罗兰所说的“美是内心的一种感
受，它从你的眼中映射出来”。我很认可这
句话。
关于 The Mall Firenze 和 The Mall 
Sanremo 项目，您有什么看法？
说到 The Mall Firenze 和 The Mall 
Sanremo项目，开放式的购物体验是我最
喜欢的地方，它们能够让您的金钱发挥最
大价值；在享受怡人的清新空气的同时，也
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意大利及全球顶

级奢侈品牌的精美产品。繁华的都市、祥和
的乡村，都是我们旅途中的绝佳地点。
在蓝色海岸，最让您兴奋的体验是什么？
昂蒂布海边的优美别墅群。尼斯旧城区狭窄
街道旁的咖啡馆。沿着种满棕榈树的戛纳海
滨大道来一次漫步。圣特罗佩的海滩、俱乐
部和米其林星级餐厅。埃兹的古老村落。卡
普费拉的 belle époque 别墅酒店和宏伟的
花园景观，以及蓝色海岸的迷人风景。
您最喜欢托斯卡纳的哪些地方？
我喜欢阿雷佐、科尔托纳、基安帝、蒙达奇诺
和蒙帕塞诺，当然，还有佛罗伦萨——Duco 
旅游峰会已经在这里举办了两届。 
这座城市为 Doco 旅游峰会提供了哪些便
利？
佛罗伦萨有很多令人喜欢的地方，并因此成
为 Duco 的举办地。它位于这个国家的中心
地带，交通相当便利；它并非一座大城市，在
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社交网点，大
家可以很容易互相见面；这里有着极好的酒
店设施，能够为我们的宾客提供完美的住宿
体验……我们同这座城市建立了良好的关
系，当地民众以最醇厚的意大利好客之风欢
迎 Duco 峰会和前来的宾客！当然，它是第
二次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这也是宾客们喜欢
前来的原因！

CAROLINA PEREZ —— DUCO 旅游峰会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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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标杆人物

来自俄国， 
深爱这里

Elena Vetrova 是旅游媒体和出版商 TTG 
Russia 的董事长，也是 Luxury Travel 
Mart (LTM) 的活动经理——在俄国和独
联体国家，LTM 是奢华旅游领域最为成功
的活动。
对那些深谙旅游之道的游客来说，他们希
望在意大利体验到的最能沉醉其中、最能
振奋心情的旅游内容是什么？ 
美食、购物，当然，还有在俄语向导陪伴下
的高品质远足。此外，参观山上或海边一些
不那么容易到达的地方，也是他们喜欢的。 
关于以购物和时尚吸引国际游客，您有什
么看法？ 
我觉得，购物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手段之
一。很多游客会将一半的时间用在逛设计
师品牌店上，并且会购买许多礼品。在俄
国，为朋友购买礼品是一种优良的传统，
而每个人都会像期待圣诞节一样期待来
自朋友的礼物。 
在您看来，为什么 The Mall Firenze 和 
The Mall Sanremo 项目能够抓住旅游
精英群体的心理，让他们在探索意大利生
活方式的过程中找到乐趣？ 
最重要的是，这两个项目提供了绝佳的地
点：首先是位于意大利最中心地带的托
斯卡纳。其次是毗邻蓝色海岸的风景迷

人的利古里亚海岸。另外，坦诚地说，The 
Mall 奢侈品折扣店有着种类繁多的奢侈
品牌，也提供了极为奢华的购物氛围。我
想要感谢商店里所有的销售团队：他们彬
彬有礼，十分和善，为游客提供了很好的
帮助，因为游客们同样很想观看佛罗伦萨
和锡耶纳的优美风景，因此有时候并没有
大量的时间去选择商品。 
在托斯卡纳，游客们可以享受的独特体验
和前往的迷人地方有哪些？ 
首先，是这个区域的历史气息和浓郁的传
统文化，以及种类繁多的香水和美食。佛
罗伦萨和锡耶纳是游客们的首选城市，而
风景秀丽的维亚雷焦、卢卡和圣吉米尼亚
诺也是不容错过的地方。托斯卡纳是意大
利的缩影。更不用说，这里有着世界最好
品质的托斯卡纳红酒。 
圣雷莫和蓝色海岸呢？ 
我的暑假一般都在尼斯度过，所以我很高
兴第二家购物中心能够开在离它不远的
地方。它极大地方便了我为大儿子购买衣
服，而只需要去购物中心逛一次，我就可
以买到夏天需要的所有东西。在购物之
后，也很方便我前往圣雷莫最喜欢的餐厅
享用意大利面点，在那家餐厅，每个人都
认识我和我的家人。

ELENA VETROVA - LUXURY TRAVEL MART 莫斯科活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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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标杆人物

艺术、风景和购物

银联国际是一家全球支付机构，在全世
界的发卡量超过八十亿张——有着世界
上最大的用户群体。我们有幸见到了魏
志宏——银联国际的市场总监和欧洲区
负责人。
银联国际最卓越的服务是什么？
银联是中国游客首选的支付方式，我
们致力于为持卡人提供便捷的支付渠
道。即便是在这个艰难的时期，我们依
旧同意大利的合作伙伴保持合作，以提
高线上和线下的付款接受度。到目前为
止，90%的意大利商店都接受银联支
付，包括卡片支付、免触支付和二维码支
付。游客们尤其喜欢用银联支付高价值
商品，因为我们提供多种折扣和退税服
务。在意大利重新向全球游客开放后，我
们会和旅游行业合作，为持卡人提供一
些特殊权益。
在支付方面，银联为中国游客提供的便
利有多重要？
很多中国游客说道——他们会更倾向于
走进展示有银联标志的商店，并在这样
的店内消费更多金额。越来越多的中国

人选择单独出游，而使用自己熟悉的支
付方式，则会让他们觉得更加自在。
请告诉我们，您对 The Mall Sanremo 
和 The Mall Firenze 的印象如何。
前往 The Mall 奢侈品折扣店是很多游
客“必做”的事项。The Mall 将诸多顶级
品牌汇聚在一起，并为中国游客提供购物
服务，从而让游客们更容易接触到意大利
和国际上的各种高端时尚产品。 
这也是我们多年来同 The Mall 保持密切
合作、并为游客提供高品质服务的原因。 
托斯卡纳最珍贵的地方是什么？ 
对任何热爱艺术和文化的人来说，托斯
卡纳都是一个独特的地方，然而，除此之
外，这里还有优美的风景、可口的食物、
美味的葡萄酒和好客的人民，因此带给
游客的是无与伦比的综合感受。
圣雷莫呢？
我住在法国，而且喜欢沿着意大利利古
里亚海岸旅游。圣雷莫是一个风景优美
的小城市，在这里，您能够感受到延续
了几个世纪的中世纪生活情调。当然，
我很喜欢这里的海滩美景！

魏志宏 - 银联国际市场总监和欧洲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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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的 
花园景观

佛罗伦萨。熟知这座城市的人都
会知道，掩映在文艺复兴庄严外
观下的，是一片片出人意料的盎然
生机。说到佛罗伦萨风景最为秀
丽的那些花园，其中一些就坐落于
河流左岸的奥特拉诺区。在第一
天，您可以从皮蒂宫所在的波波
里花园开始，开启一段独特的行
程。作为意大利最早修建的花园之
一，这座花园几乎涵盖了周边的
整个街区（面积达 30 公顷）！在波
波里花园的广阔美景中，容纳着
另一座花园——Giardino degli 
Ananassi（又称“凤梨花园”）：每
年的四月末，牡丹花肆意绽放（仅

一眼看去，佛罗伦萨仿佛是一一眼看去，佛罗伦萨仿佛是一
座完全用石头建造的城市，尤座完全用石头建造的城市，尤
其是在沿着街道徜徉在一个个其是在沿着街道徜徉在一个个
博物馆之间时，几乎看不到什博物馆之间时，几乎看不到什
么绿地。而事实上，如果将目光么绿地。而事实上，如果将目光
越过建筑物古朴的外墙和精致越过建筑物古朴的外墙和精致

的铁门，您就会发现，那些朴实的铁门，您就会发现，那些朴实
无华的外表是多么地具有欺骗无华的外表是多么地具有欺骗
性。发现这一切，您需要的只是性。发现这一切，您需要的只是
一段特殊的行程，以及一个闲一段特殊的行程，以及一个闲
暇的周末。 暇的周末。 

持续几天时间），而七八月间，圆形
池塘中的热带睡莲则依次盛开，届
时，园内美不胜收，无法言喻。 
走出波波里花园，几步开外便是风
景名胜“巴尔迪尼花园”的入口。
它坐落于米开朗基罗广场与波波
里花园之间，是拍摄城市景观的绝
佳高地，花园内，阶地层叠有致，
起伏的地势间盛开着鸢尾花、紫藤
花和巨型杜鹃花，更有雕塑和喷
泉点缀其中。日落时分，从花园高
处望着夕阳缓缓没入阿诺河中，
这样的美景足以让你热泪盈眶；
而从这里俯瞰米开朗基罗广场下
方的玫瑰花园，同样是一片令人

心旷神怡的瑰丽景色。第二天，同
样是从阿诺河的奥特拉诺区这一
侧启程，在罗马门不远处，您可以
尽情享受 Torrigiani 花园的梦
幻温室景观，在英式草坪和灌木
丛中漫步，然后前往城市另一端，
感受 Orti Dipinti 的波希米亚风
情——这座游击园艺的典范就位
于四季酒店的正面（而在四季酒店
内部，则坐落着这个城市最为优
美的私家花园：Giardino della 
Gherard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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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

从 Torrigiani 花园到 
Orti Dipinti 花园：
从佛罗伦萨的历史中
心出发，穿过韦奇奥桥

（Ponte Vecchio）、 
领 主 广 场（ P i a z z a 
della Signoria）和大
教堂广场（Piazza del 
Duomo），步行约 45 
分钟。 

坐 落 于 圣 马 可 广 场
（Piazza San Marco）， 
目前属于佛罗伦萨大
学园区，是世界上最为
古老的植物园。

如果您想避开拥挤的
人群，可以离开佛罗伦
萨市区，前往塞提涅亚
诺（Settignano），在
这里，可以看到 Villa 
Gamberaia 庄园的
全景。 

坐 落 于 佛 罗 伦 萨 城
外，由 Cosimo I de’ 
Medici 根据 Niccolò 
Tribolo 的设计而建
造，卡斯泰洛别墅花园

（Medicean Villa of 
Castello）是第一座意
式园林。

行程行程 GIARDINO  GIARDINO  
DEI SEMPLICIDEI SEMPLICI

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 
外部景观外部景观 意大利首座花园意大利首座花园



行程

22

漫步。从皮蒂宫步行到观景城
堡，再沿着 Costa San Giorgio 
缓缓而下，途径巴尔迪尼别墅（前
文介绍过它的花园）的入口，该别
墅内的博物馆也是值得探访的地
方。然后从这里返回佛罗伦萨市
区。沿途充满迷人的景观，而每逢
春季，百花盛开的时节，空气中就
会弥漫着醉人的甜香。  

品尝美味。安排一天，在奥特拉
诺区品尝美食并体验当地生活。清
晨，在 Caffè degli Artigiani 来一
杯卡布奇诺，或者在 Carduccio’s. 
S t o p   来 一 杯 橙 汁 ；中 午 ，则 在 
Trattoria Sabatino 享用午餐：意
大利小方饺，搭配肉酱和烤小牛排。
而晚上，前往 Borgo San Jacopo 
米其林星级餐厅或 Bottega del 
Buon Caffè 餐厅用餐。如果想在
晚 餐 后 小 饮 一 杯，可 以 去 Ma d s 
Souls&Spirit 来一杯鸡尾酒。

住宿。选择一个能够淋漓尽致
地展现这座城市内涵的地方。比
如 ：由 佛 罗 伦 萨 市 区 最 大 私 家
花园所环绕的四季酒店（Four 
Seasons Hotel Firenze）；能够
俯瞰韦奇奥桥的印象佛罗伦萨酒
店（Portrait Firenze）；仿佛漂浮
在阿诺河上的朗伽诺酒店（Hotel 
Lungarno）；以及有着 6 世纪拜
占庭塔楼的布鲁内列斯基酒店
(Hotel Brunelles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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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 & 基安帝

 无论是想来一场浪漫的散步， 
还是想在佛罗伦萨中心的绿色世界小憩一下， 
玫瑰花园（Rose Garden）都是您理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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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卡纳温泉

轻松惬意、自然纯
净的温泉水域 

上图：上图：芳特弗德露天温泉池位于风景秀丽的维得斯卡山间。芳特弗德露天温泉池位于风景秀丽的维得斯卡山间。下图：下图：萨图尼亚温泉水疗和萨图尼亚温泉水疗和
高尔夫度假村，该度假村的露天温泉池为广阔的园林所环绕，周围潺潺的水声会带给您高尔夫度假村，该度假村的露天温泉池为广阔的园林所环绕，周围潺潺的水声会带给您
极致的祥和体验。极致的祥和体验。

托斯卡纳。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冷冬
日，如果您希望在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驻
足，那么，托斯卡纳，以其优美的天然温泉
胜地，以及美不胜收的壮丽景观，绝对会
成为您梦想中的地方。 
著名的芳特弗德（Fonteverde）度假酒店
就坐落于圣卡夏诺德伊巴尼镇上；而这座
风景迷人的小镇，则位于维得斯卡的中心
区域，从佛罗伦萨通过 A1 高速公路前往
这里，只需要一个半小时。从 Incisa Val 
d’Arno 出口驶出高速，沿着高速路行
驶，便能来到 The Mall Firenze 。 
芳特弗德——这座五星级度假酒店坐
拥 4,000 平方米的温泉水域，拥有七
个温泉池和令人称奇的景观。在其不远
处，是阿德勒温泉酒店（Hotel Adler 
Thermae），这家酒店有着世界上最为独
特的 Bagno Vignoni 温泉池（酒店围
绕着古老的石质温泉池修建，世界上仅此
一家）；此外，维罗纳城堡酒店（Castle of 
Velona）也位于它的附近，该酒店属于红
酒 & 温泉度假酒店，风景极为壮丽：占地 

1,500 平方米，内有桑拿室、蒸汽浴室、室
内和室外温泉池，且距离世界上最好红酒
之一——Brunello 红酒的产地蒙达奇诺
只有 8 公里。 
如果您通过 A11 高速公路离开佛罗伦萨
前往卢卡和比萨，并于蒙特卡蒂尼泰尔梅

（Montecatini Terme：我们建议您前
去此处参观建于十九世纪的 Terme del 
Tettuccio，领略这座具有革新派艺术风
格的古老殿堂）驶出高速，便会抵达位于
蒙苏玛努的 Grotta Giusti 度假酒店，并
收获一段无法想象的奇幻体验：置身于一
个内含温泉和温暖地下湖的奇特、壮丽洞
穴中。
而继续南下，在狂野的马雷玛区域，迎接
您的则是萨图尼亚温泉水疗和高尔夫度
假村（Terme di Saturnia Spa & Golf 
Resort），这个度假村刚刚完成翻修，将以
最初的优雅风范等候您的光临。这家占地 
122 公顷的养生场所，拥有一个创新水疗 
& 温和疗养中心、一个辽阔的温泉公园和
一个美容诊所。  

一场精心安排的旅游，探索托斯卡纳的温泉胜地，在放松身心、享受独特理疗服务
的同时，感受它的艺术景观、购物商场和美食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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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部邪典电影，九项学院
奖的斩获者——由安东尼·明
格拉执导的《英国病人》，则以
娴 熟 的 手 法 将 皮 恩 扎 镇 的 美
丽风情搬上银幕：坎普雷纳的
圣安娜修道院，便是 Juliette 
Binoche 和 Ralph Fiennes 
相遇的地方。 

Villa La Foce 花园（位于基安
奇安诺泰尔梅镇和皮恩扎镇之
间）有着极为壮丽的景观，堪称
意大利园林历史的伟大颂词。 

对雷德利·斯科特来说，维得斯
卡便是人间仙境。在《角斗士》这
部电影中，那位伟大的角斗士正
是沿着 SP14 大道，幻想着和家
人在极乐世界重逢，而 SP14 大
道则位于圣奎里科多尔恰镇和
皮恩扎镇之间。这部斩获五项学
院奖的影片，便是在托斯卡纳的
这个庄严角落拍摄，而维得斯卡
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取景时，为了
获得完美的光线效果，演员和剧
组员工足足在 Terrapille 停留
了 15 天。 

电影小提示 园林

托斯卡纳风景爱好
者情感的完美表达

维得斯卡和科雷特·
色内西地区的庄严
山景

电影拍摄地和秘密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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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卡纳

在维得斯卡，真正的艺术杰作
便是它的优美景色。最动人的
事情，哪怕只有半日光景，便
是漫无目的地徜徉其中，放缓
步调，感受这片土地的脉动，
同和谐的景致融为一体。 

观看壮丽的落日景观。不过，在
离开小镇前请不要忘记前往古
老的 Sant’Antimo 修道院，
一睹她站立在诸多普通庄园中
的曼妙身姿。

从锡耶纳往南，沿着 Cassia 
大道来到蒙达奇诺镇，这里便
是著名葡萄酒 Brunello 的故
乡。在阳光明媚的日子登上这
座小镇里的 Fortress 城堡，
就能将遍布葡萄庄园的乡村风
貌尽收眼底。Fortress 城堡里
有一家超级棒的葡萄酒铺。此
外，更令人心旷神怡的事情，或
许是沿着 Fortress 城堡外的
林荫大道来到 Madonna del 
Soccorso，在蒙达奇诺的西侧

说 到 美 食 ，我 们 推 荐 位 于 拉
波拉诺泰尔梅的 Osteria Il 
Granaio，这家餐厅的食物相
当美味，然而您很难在任何旅
游 指 南 上 看 到 它 的 身 影 ；此
外，还有位于皮亚恩卡斯塔尼
亚伊奥的 Saxa Cuntaria，在
这里，您可以享用到以花朵和
当 地 香 草 为 基 底 烹 饪 的 传 统
食 物 。在 蒙 达 奇 诺，千 万 记 得
去 Rossano Vinciarelli 糕
点店品尝 ricciarelli 饼干，
此 外 ，不 要 忘 记 去 主 广 场 上
的 Caffè Fiaschetteria 感
受一下 19 世纪的风情，也不
要错过 Lambardi 面包房的 
panpepato 蛋糕。

景观 美食 灵魂

在托斯卡纳南部腹
地，在锡耶纳市和格
罗塞托市之间的一个
奇幻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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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自然气息，拥有温泉胜地， 
洋溢着轻松氛围，这是一片坐拥独特风景
和浓郁历史底蕴的佳境 

皮恩扎——文艺复兴时期教皇都神往的人间致境皮恩扎——文艺复兴时期教皇都神往的人间致境

蒙达奇诺景观蒙达奇诺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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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 & 基安帝

想要在假日里兼顾打高尔夫想要在假日里兼顾打高尔夫
和身心疗养？那么，托斯卡纳和身心疗养？那么，托斯卡纳
绝对是一个好去处。位于巴绝对是一个好去处。位于巴
巴尼亚高尔夫 & 水疗度假巴尼亚高尔夫 & 水疗度假
村内的皇家高尔夫球场，是村内的皇家高尔夫球场，是
一座由知名建筑师 Robert 一座由知名建筑师 Robert 
Trent Jones Jr.设计的 18 Trent Jones Jr.设计的 18 
洞 绿 地 球 场 。该 球 场 占 地 洞 绿 地 球 场 。该 球 场 占 地 
120 公顷，沿着锡耶纳秀美120 公顷，沿着锡耶纳秀美
的山地和壮丽的湖泊修建的山地和壮丽的湖泊修建
而成。卡斯蒂奥树林酒庄的 而成。卡斯蒂奥树林酒庄的 
18 洞绿地球场，则由英国公18 洞绿地球场，则由英国公
开赛冠军 Tom Weiskopf 开赛冠军 Tom Weiskopf 

设 计 ，该 球 场 坐 落 于 维 得设 计 ，该 球 场 坐 落 于 维 得
斯 卡 的 山 谷 之 间 ，大 量 的斯 卡 的 山 谷 之 间 ，大 量 的
柏 树 点 缀 其 间 ，风 景 极 为柏 树 点 缀 其 间 ，风 景 极 为
优美。Terme di Saturnia 优美。Terme di Saturnia 
球场拥有 70 公顷绿地。而 球场拥有 70 公顷绿地。而 
Argentario 高尔夫俱乐部Argentario 高尔夫俱乐部
拥有马雷玛区域最为独特拥有马雷玛区域最为独特
的绿地。在卡斯蒂里昂纳·德的绿地。在卡斯蒂里昂纳·德
拉佩，Andana Tenuta La 拉佩，Andana Tenuta La 
Badiola 度假村拥有一座高Badiola 度假村拥有一座高
尔夫练习场，而它的 Espa 尔夫练习场，而它的 Espa 
水疗中心则能为您提供最水疗中心则能为您提供最
顶级的理疗服务。Tenuta Il 顶级的理疗服务。Tenuta Il 

Borro 是圣朱斯蒂诺瓦尔达Borro 是圣朱斯蒂诺瓦尔达
诺镇上唯一一家五星级度假诺镇上唯一一家五星级度假
酒店，也是距离酒店，也是距离 The Mall  The Mall 
Firenze Firenze 最近的酒店。更不最近的酒店。更不
用说佛罗伦萨的乌格里诺用说佛罗伦萨的乌格里诺
高尔夫俱乐部，这家俱乐部高尔夫俱乐部，这家俱乐部
拥有世界上最迷人的绿地拥有世界上最迷人的绿地
球场，而它的历史甚至可以球场，而它的历史甚至可以
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此外，还有蒙塔伊奥内附近此外，还有蒙塔伊奥内附近
的 Castelfalfi 高尔夫俱乐的 Castelfalfi 高尔夫俱乐
部——一家有着梦幻场景的部——一家有着梦幻场景的
绿地球场。 绿地球场。 

高尔夫和养生场所
在托斯卡纳的完美独特融合在托斯卡纳的完美独特融合



The Mall 
Firenze  
室内室外
独特体验

临近佛罗伦萨，风景优美
的 Fattoria di Maiano 
公园是徒步和远行的绝佳
场所。在专业向导的陪伴
下，您可以前往更多有趣
的地方，比如 Parco della 
Regina、Colonne 小湖
和 Botanic Garden（植物
园）。

户外户外

乘坐由 Florence Town 
提 供 的 法 拉 利 汽 车 接 送
服 务 ，从 佛 罗 伦 萨 前 往 
The Mall Firenze。在
导游的陪伴下，前往具有
中世纪风情的村庄，探索
基安帝的美妙之处，并体
验托斯卡纳的独特魅力，
然后前往巴迪亚·阿柯蒂
布安诺，品尝托斯卡纳的
特色美食。

途中途中

通 过   A r c h i v i o   Fo t o 
Locchi （佛罗伦萨历史影
像档案馆）的图像投影，我
们会带您探索意大利时尚
行 业 的 起 源，回 溯 到 上 世
纪 五 十 年 代 ，观 看 皮 蒂 宫 
Sala Bianca 馆内举办的
第一场时装展——《prêt-à-
porter》。

FOTO FOTO 
LOCCHILOCCHI 展示 展示

在 The Mall Firenze 的 
Toscanino 学院，上一堂
烹饪课。有 9 个大师班供您
选择：Mixologybar 班、意
大利糕点班、意大利烹饪班、
新手意面制作班、咖啡大师
班、红酒品鉴班、橄榄油品鉴
班、托斯卡纳雪茄班和巧克
力班。

烹饪课烹饪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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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 & 基安帝

The Mall Firenze 会以新颖的
高品质购物理念，将购物转变为
一场探索体验，在精心打造的氛
围中，为顾客揭示佛罗伦萨和托
斯卡纳鲜为人知的细节。从私人
旅游到个性化形象咨询，从烹饪
课程到鲜为人知的旅游景点，令
游客全身心地投入到独特而卓越
的体验中！ 
firenze@themall.it

来一次神奇的飞行体验，俯
瞰托斯卡纳的葡萄庄园和
橄榄树林，观望壮观的城堡
和古老的村落。世界上最美
妙的事情，大概就是乘坐热
气球飞行在佛罗伦萨基安
帝山脉上空，从独特的角度
领略意大利亘古不变的浪漫
美景。

热气球热气球

受益于 Florence Town 
提供的服务，您可以驾驶
一辆 Italian Vespa （黄
牌小摩托），穿过基安帝乡
间蜿蜒的观光道，经过一
段有趣的行驶体验后，抵
达 The Mall Firenze。购
物行程结束后，您将乘坐
奔驰汽车返回佛罗伦萨。

刺激的驾驶刺激的驾驶
体验体验

在 The Mall Firenze 中，
一位形象顾问会根据顾客
的肤色和体型，给出着装和
时尚方面的建议。他（她）会
从服装样式、颜色、设计风
格、配饰和用料方面，给出
最贴合顾客形体特征的搭
配建议。

时尚建议时尚建议

多亏 Florence Town 提
供的服务，我们才能用一次
难以忘怀的古董车驾驶体
验，将游客体验的满意度推
向极致。驾驶着《La Dolce 
Vita（甜蜜的生活）》影片中
的汽车，您可以去参观一个
具有中世纪风情的村庄，然
后在一家精致的餐厅里享
用午餐，最后在 The Mall 
Firenze 的极致购物体验中
结束这段行程。

古董车古董车



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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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达诺以其丰富多样的景观不断地带给我

惊喜，而领略这段迷人行程的最佳方式，则是

在马背上悠然前行。伊拉波洛每季都会推出新

的场景：不同的颜色，全新的味道，独特的感

觉。每次前来都会有激动人心的体验，简直百

看不厌，要知道我可是在这里长大的！我会来

一次难以忘怀的漫步，沉浸在大自然那不可捉

摸的静谧之中，然后停下来享受美味的野餐。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时刻，是一次

独一无二的托斯卡纳乡村生活体验，也是一段

不可磨灭的记忆。 

最为独特的旅游体验，是从一个不同寻常的角度欣赏 
Perseus 雕塑，或者坐着两米高的马车穿过狭窄的中世
纪街道。在游览的过程中，马蹄敲击鹅卵石的声音会伴随
着摇晃的车身传入您的耳中，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妙。而坐
在马车上的另一个美妙之处，就是十九世纪风格的马车
能让您所处的位置高出米开朗基罗广场，视线所及之处，
尽是这座城市的壮丽景色……

VITTORIA FERRAGAMO 

GIACOMO

GOLDKORN CIMETTA

怎能不在中世纪村庄的小

巷里穿梭

体验佛罗伦萨的最浪漫方式，就是驾着马车游玩： 穿过市中心狭窄的街道， 感受旅途的独特之处

伊拉波洛酒庄专案经理

佛罗伦萨马车夫



33

佛罗伦萨 & 托斯卡纳

我喜欢去的、也由衷推荐给大家的餐厅是 La Cantinetta 

di Rignana，它位于 Chianti Classico 乡下。您可以在

一个很大的平台上用餐，脚下便是绵延在基安帝山脉上

的葡萄庄园和橄榄树。这里供应传统和季节性美食。从乡

下返回的时候，我建议您在菲埃索莱山间的 Villa San 

Michele 别墅酒店停下来，在这里喝一杯，然后看着落

日的余晖为佛罗伦萨镀上一层粉黄色的光晕。随着季节

的变幻，大自然环抱中的佛罗伦萨会有着不同的景色，从

而带给您独特的感受。到了秋天，薄雾升起，雾气中混合

着香甜的味道，那时的景致甚至更为迷人。

我推荐葡萄酒爱好者前往力宝

山路庄园的 Frescobaldi 酒

庄，该酒庄位于基安蒂鲁芬娜乡

下。那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

正宗酒庄，在那里，您可以品鉴

葡萄酒，还可以观看葡萄酒的

酿制过程。此外，您还可以参观

当地的城堡，欣赏周围山脉和

阿诺河的优美景色。在佛罗伦

萨，我推荐您去参观大教堂歌剧

院博物馆（Opera del Duomo 

Museum）。它毗邻大教堂，是一

处较为隐秘的景点，里面陈列着

多纳泰罗、米开朗基罗、洛伦佐·

吉贝尔蒂以及韦罗基奥等许多

艺术大师的 700 多件作品。博

物馆的设计相当用心，场景也极

为迷人。  

STEFANO VENTURI

EMANUELE MANFROI

有很多地方会让

您在第一眼就深

深爱上、无法自

拔，然后每年都

想再回到那里。

从菲埃索莱山间远望这座城市，会有一种独特的感受；跟随季节变幻，体验不同的佛罗伦萨。

总经理
Belmond Villa San Michele 别墅酒店

拉马萨别墅酒店总经理



访谈

2021  年开放的
“王子走廊”是一条长长
的室内通道，它将贯穿佛

罗伦萨的丰碑式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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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标杆人物

波波里花园和王
子走廊

Eike Schmidt 是一名善良的德国人，他出
生于弗莱堡，也深爱着我们国家。作为佛罗
伦萨乌菲齐美术馆的主管，Schmidt 管理
下的这座美术馆是世界上最著名、游客数
量也最多的博物馆。Schmidt 为乌菲齐美
术馆带来了诸多变革，而其中一项变革便
是 2021 年“瓦萨里走廊”的重新开放；这条
长达 760 米的高架走廊连接了皮蒂宫和乌
菲齐美术馆，并通向韦奇奥宫，是观看文艺
复兴时期佛罗伦萨风貌的“特权”景点。 
皮蒂宫和乌菲齐美术馆连接在了一起。对
游客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所谓的“Percorso del Principe（王子走
廊）”，贯穿了佛罗伦萨的丰碑式建筑群：进
入韦奇奥宫后，游客们将会穿过乌菲齐美
术馆的整个二楼展厅，然后经过走廊，径直
进入波波里花园的大型石室。 
这条走廊的重新开放，是否包含了对波波
里花园的修复工作？
波 波 里 花 园 的 修 复 已 经 进 行 了 一 段 时
间。“Primavera di Boboli”项目启动于三
年前，多亏了古驰的慷慨资助，而我们主要
将资金用于植物景观的复原方面。不过，我
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这座规模宏大的

大公爵花园也是一座露天博物馆，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追捧。 
波波里花园里您最喜欢的景点是哪一个？
波波里花园里的好几处景观都是我的最
爱。就像我经常说的——虽然我们可能无
法看到乌菲齐美术馆里的“蒙娜丽莎”，但
至少还能在美术馆中，看到不下于三十件
和“蒙娜丽莎”同等级别的杰作。在这一点
上，波波里花园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花园
里有着各种喷泉、树木、花卉、柑橘类果木
和古老植物。然而，如果必须选择其中一个
景点，我会选择 Kaffehaus，它是托斯卡
纳极为少见的洛可可式建筑，却有着纯粹
的维也纳风格：事实上，这种风格原本没有
出现的可能性，而之所以出现，则是因为它
是由哈布斯堡家族的一位大公下令修建
的！  我最喜欢的景点还有 Giardino del 
Cavaliere，通过那栋建筑，您能够看到佛
罗伦萨的庄严美景，而它的内部，则容纳着
瓷器博物馆；这座博物馆致力于展示十八
世纪欧洲瓷器制造商出产的瓷器，其中包
括麦森、塞夫尔、卡波迪蒙特和维也纳瓷业
制作的产品，也包括位于多西亚的卡罗·基
诺里工厂生产的精品。 

EIKE SCHMIDT - 乌菲齐美术馆主管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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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标杆人物

艺术偷偷溜进了葡
萄庄园

拓 宽 视 野 的 窗 户、照 亮 黑 暗 洞 穴 的 光 束、
重 新 界 定 疆 界 的 墙 壁。M i ch el a n gel o 
Pistoletto、Anish Kapoor、Giulio 
Pa o l i n i、H i ro sh i   S u g i m o t o、L e e 
Ufan……在基安帝的拉达村和佳奥利村之
间的群山上，放置着许多艺术作品，它们和
山间的美景交相辉映，而在创作出这些作
品的艺术家中，我们随口就可以说出几个
名字。我们身处迪雅曼酒庄，大量的装置艺
术品散布在葡萄庄园和建筑内部。“其中有
十六件作品是专门为这个地方打造的”——
Lorenza Sebasti 身为酒庄的总经理，她的
父亲也是酒庄的创始人之一，自豪地说道。 
将艺术作品散布在庄园里，这个创意是如何
出现的？
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它充满了灵性，有着
自己的灵魂。1999 年，我们决定邀请一些艺
术家来到这里，让他们从这里汲取灵感，并
专门为这个地方创作一件作品。从那以后，
我们每年都会邀请艺术家们过来。来到这里
的第一位艺术家是 Pistoletto：他将多面
镜子嵌入一根巨大的树干，然后将其放置在
酒窖中。而最近的一件艺术作品由 Miro-
slaw Balka创作：在 25 米高的酒窖中，一
条红色丝巾将天空和大地编织在一起。更
不用说我们出镜率最高的艺术作品——Da-

niel Buren的“墙”，它从山顶俯瞰着圣洛
伦佐山谷。 
圣洛伦佐也是你们的标志性葡萄酒……
是的，这款葡萄酒于 2016 年推出，由我们的
首席酿酒师 Marco Pallanti 酿造。它属于桑
娇维赛红酒，比 Brunello 葡萄酒有着更浓郁
的果香，但具有同样的陈年潜力，能够完美搭
配托斯卡纳传统菜肴。 
您会用哪种特色菜肴搭配圣洛伦佐葡萄酒？
当然是 T 骨牛排了，还要来一份意式面条，在
面条里放入托斯卡纳黑橄榄菜或其他本地种
植的药草。我们的菜肴属于托斯卡纳传统菜
肴，朴实无华，采用当季食材。而我们的目标，
不管是在饮食还是其他方面，力求给人以温
暖、热情的感觉，而并非刻意的惊艳感。在我
们的 Villa Pianigiani餐厅，您可以品尝葡
萄酒，享用全套的晚餐以及一份简单的意面。   
住宿和放松的地方呢？
如果您想要住下来……我们的 Villa Ricuc-
ci 别墅酒店有五间套房，酒店按照古老村庄
的生活方式来接待客人，当然，也满足所有
的现代舒适要求，让您感觉像是住在某个朋
友的家里。 我们欢迎游客在导游的带领下前
来参观（通过 info@castellodiama.com 预
约），来这里品尝葡萄酒、享用午餐或晚餐。除
了周二，我们都对外开放。

以神奇乡村美景为灵感的独特艺术作品



“我希望通过自己
在时尚方面的努

力，也通过自己在
慈善方面的努力，
让世界变得更加美
好：我希望让人们
过上更好的生活，
并打造一个更为公

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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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

美丽和智慧并重

Jessica Kahawaty 是一位拥有 100 万
粉丝的国际模特，然而，她更重要的身份
则是慈善家。她出生于悉尼，父母为黎巴
嫩人，她也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第一个领
导委员会的创始成员：‘Make the world 
a more beautiful place（让世界变得更
美好）’是她 Instagram 主页的简介。 
您对时尚的热情是如何开始的？
那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看到母亲穿着很
漂亮的衣服，于是梦想着长大后穿起属于
自己的漂亮衣服。 
在 The Mall Firenze，令您印象最深刻
的购物体验是什么？
那是我逛过的最美妙的地方之一。给人一
种在祥和的大自然中购物的感觉。在踏入
汤姆福特品牌店的时候，你能够听到悦耳
的鸟叫声。而走向古驰专卖店时，又仿佛
是行走在美丽天空下的山谷中。真的是我
最喜欢的购物场所之一。 
在时尚方面，您能给我们的读者一些忠告
吗？ 
简单便是出众。我相当崇尚简约主义。我
的父亲是一位珠宝商，他曾经给过我最好
的建议——“总是把最后戴上去的东西取
下来”。毫无疑问，他借用了可可·香奈儿
的名言。:) 
您喜欢托斯卡纳吗？ 

不管去托斯卡纳的哪个地方，我都有一种
穿越的感觉，而且内心相当平和。它是一
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苍翠的柏树、壮丽的
中世纪城堡和古老的小村庄，为它增添了
不少姿色。 
佛罗伦萨的哪些地方有您最喜欢的生活
方式和美食？
我喜欢 Osteria dell'Enoteca 餐厅的食
物和联排别墅的历史气息，Gucci Oste-
ria da Massimo Bottura 餐厅有我喜欢
的时尚氛围，而 Borgo San Jacopo 则有
着优美的景色。 
在您的人生中，对人权的承诺有着怎样的
重要性？
无论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还是作为与他人
有着广泛接触的公众人物，这都是我十分
严肃的承诺。不幸的是，在那些享有特权
的人和那些连自由为何物都不知道的人
之间，总是存在着人权方面的差异。因此，
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去改善更
多人的生活、为他们争取最基本的尊严，
并保障他们的安全、自由和教育。 
您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在哪个人道主义项
目上？
对我来说，儿童的权利问题和教育问题是
最为重要的。我重点关注的是难民区的儿
童，以及那些无法接受基本教育的儿童。

JESSICA KAHAWATY：模特、慈善家和法律系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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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古利亚西部的迷利古利亚西部的迷
人村落 人村落 

圣雷莫。在周五临近傍晚的时候，
最佳的探访地点便是圣雷莫，这里
有着二十世纪早期的迷人大酒店，
也有着从海水游泳池到米其林星
级餐厅等所有休闲场所。而周六清
晨，则是前往 Bussana Vecchia 
的 最 佳 时 间 ，这 座 小 镇 曾 经 在 
1887 年的大地震中毁于一旦，直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再次焕发
生机。如今，这座小镇如同艺术家
们的露天工作室，狭窄的街道旁、
幽深的巷子里，镶嵌着大大小小的
画室，迎接着艺术爱好者和过客。
离开 Bussana Vecchia，我们动
身前往 Finalborgo，这是意大利

圣雷莫的美妙景观不仅局限在市圣雷莫的美妙景观不仅局限在市
区，也延伸到了周边的村落，这些区，也延伸到了周边的村落，这些
村落矗立在山腰上，从高处俯瞰着村落矗立在山腰上，从高处俯瞰着
下方的蔚蓝海面。  值得前去探访下方的蔚蓝海面。  值得前去探访
的地方有很多，而为了度过一个不的地方有很多，而为了度过一个不

同寻常的周末，我们的选择是 Fi-同寻常的周末，我们的选择是 Fi-
nalborgo 和 Bussana Vecchia，nalborgo 和 Bussana Vecchia，
以及 Dolceacqua 和 Seborga，在以及 Dolceacqua 和 Seborga，在
苍穹之下、大地之上，它们以安静苍穹之下、大地之上，它们以安静
的姿态等待着我们的到访。 的姿态等待着我们的到访。 

最为优美的村庄之一，中世纪的城
墙将其环抱其中，半圆形的塔楼则
魏然屹立在城墙上；穿过城门，映
入眼帘的是笔直的街道和狭窄的
小巷，而石质的圆柱和装饰物点缀
四处。这里的建筑有着十五世纪的
文艺复兴风格，并且在西班牙统治
时期进行了改造。对于甜蜜的恋人
来说，怎能不去 Finalpia 本笃会
修道院做一次虔诚的祈祷。 
至 于 周 日 ，当 然 要 用 于 参 观 
Seborga（塞波加大公国村）和 
Dolceacqua。Seborga 的统治
者是妮娜公主，而她是由民众推
举出来的。这个地方依旧有着自

己的货币（Luigino，流通的总
额约为 5 欧元）；而 Seborga 犹
如 carruggi 街道上的一座迷
宫，狭窄的巷道通往 圣马力诺教
堂和 Palazzo dei Monaci 宫
殿。此外，值得参观的地方还有
当 地 的 古 代 监 狱 、乐 器 博 物 馆
和村子入口幸存于世的三个大
门。Dolceacqua 镇中最醒目的
是里亚城堡（Doria Castle），这
个小镇沿着 Nervia 小溪修建，
溪上横跨着一座 33 米长的单拱
桥。1884 年，莫奈在利古里亚海
岸停留期间，曾为这个小镇画了
一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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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拱桥修建于十五
世纪早期，单拱桥身的
重量轻得令人难以置
信。Dolceacqua 曾位
于高贵的多利亚家族的
统治下，而如今，这座桥
也是这个村镇的象征。 

耸立和塔楼和环形的中
世纪城墙融为一体，虽
然历经多年，依旧近乎
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
而村子的入口大门也镶
嵌在城墙之中。用于修建
城墙的石头来自回收利
用的石料和河中的鹅卵
石，每一块都有着不规则
的形状。

DOLCEACQUA 
的桥

DOLCEACQUA 
的塔楼

这个大公国村曾经发
行过自己的货币——
Luigino，如今，这种货
币依旧在村内的商店和
餐馆中流通。对于钱币
收藏家来说，实在是一
件相当有趣的事情。

SEBORGA 
的货币

Sant’Egidio 教堂的钟
楼在 1887 年的地震中
幸存了下来，钟楼的灰
墁浮饰和原始彩绘出
自当时的年轻艺术家 
Gerolamo Comanedi 
之手，历经多年，依旧清
晰可见。  

BUSSANA 
VECCHIA 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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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LL SANREMO。距离
圣雷莫只有 5 分钟的车程，实属
游客必去的奢华购物场所：享受
独特、高品质的购物体验。从服
装、鞋履到配饰和香水，在这家游
客“梦寐以求的折扣店”中，您可
以看到各种意大利和国际顶级品
牌的时尚产品。

住宿。在圣雷莫，我们推荐您入
住皇家大酒店或 Miramare 酒
店，在这两家酒店，您可以观看到
地中海的壮丽海景。距离圣雷莫
几公里，坐落着另一家意大利风
情豪华酒店：阿拉西奥大酒店，这
里同样有着庄严的海景，且距离
利古利亚西著名的 Budello 古道
仅有几步之遥。 

品 尝 美 味 。您 可 以 在   B a r 
Trattoria Ligure 餐厅，找到来
自 Montalto 的传统土豆饼——
Frandura。供应独特地方美食的
餐厅还有：Dolceacqua 的 Casa 
and Bottega 餐厅，Seborga 的 
Marcellino 餐厅，Finalborgo 
的 Ai Cuattru 餐厅（独特地方
美食）。千万不要错过 Delio di 
Apricale 餐厅里，散发着百里香
香味的利古里亚特色兔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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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ignaLa Pigna，，圣雷莫的一座古老小镇，圣雷莫的一座古老小镇，
世上最优美的历史中心之一，有着风世上最优美的历史中心之一，有着风
景如画的台阶、喷泉和小广场。景如画的台阶、喷泉和小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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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特罗佩的时尚气息

钟楼鲜艳的颜色在古老小镇的房屋中脱颖而出，在抓住你目光的同时，又令你情不钟楼鲜艳的颜色在古老小镇的房屋中脱颖而出，在抓住你目光的同时，又令你情不
自禁望向远处的港口；围绕着钟楼，圣特罗佩井然有序，划分为两片凹地和一个国自禁望向远处的港口；围绕着钟楼，圣特罗佩井然有序，划分为两片凹地和一个国
际会议中心。 际会议中心。 

在 见 识 过 圣 雷 莫 周 边 村 落 的 迷 人 风 情
后，沿着海岸公路经过摩纳哥、尼斯和戛
纳，开车前往圣特罗佩，绝对是一段美好
的体验。圣特罗佩曾经是一个渔村，由于 
Roger Vadim 和 Brigitte Bardot 带
来的名人效应，于 1956 年成为世界顶
级的旅游胜地——而为期三天的圣特罗
佩之旅，将为您留下难以忘怀的美好记
忆——不仅因为这里有许多流连于蓝色
海岸的尊贵旅客和社会名流，还因为这
里有诸多引人入胜的风景；让我们首先
从 La Ponche 这个古老渔民街区踏上 
Tour du Portalet 港口，尽情俯瞰蓝色
海岸的优美海滩。 如果您在周二和周六
来到这里，便千万不能错过利斯广场集
市的热闹景象；而在其他日子，记得坐在
广场上悬铃树的树荫下，观看当地民众的
法式滚球比赛。第一个晚上，让我们沿着
通往港口的狭窄街道，途经一个个充满
历史气息的餐厅，尽情漫步。然后选择一

家最符合自己口味和心情的餐厅用餐。第
二天，在 La Tarte Tropézienne 享用
过美味的早餐后，您可以选择前往某个
迷人海滩：乘坐Sentier du littoral，途
经 Canebiers 和 BB’s Madrague，看
着海边飞驰过而过的豪华游艇，前往精致
的 La Ponche 海滩，或前往富有传奇色
彩的 Pampelonne 海滩。如果需要小酌
一杯，Club 55、Nikki Beach 和 Eden 
Plage 都是相当受欢迎的海滩俱乐部。晚
餐后，可以前往 Papagayo、Vip Room 
和 Les Caves du Roy 俱乐部，体验当
地夜生活的精彩。第三天？可以去参观 
Musée d'Histoire Maritime；而午饭
过后，悠然地进入 Citadel 城堡，越过小
镇红色的屋顶，远眺海湾的美景；然后，在 
Musée de l'Annonciade 稍作停留，
欣赏陈列其中的惊世画作，其中就包括 
Paul Signac 的作品，而 Paul Signac 生
前，则深深痴迷于这里的瑰丽景色。

在普罗旺斯最为迷情的小镇度过为期三天的尊贵假日：奢华游艇和柔软沙滩，夜
店和艺术佳作，享受充满时尚气息的独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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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抵达特廖拉之前，您必须穿
越圣雷莫后面的山谷。道路穿
过塔贾——一座位于半山腰、
值得您停留的小镇，这里有着
十六世纪的城墙、建筑、大门
和拱廊——随着逐渐收窄的
山谷，最终来到特廖拉这座女
巫镇。事实上，十六世纪，当地
的一些女性会因为女巫的身
份而受到指控并遭受审判。 
Ethnographic 博物馆的巫
术区重现了当时的氛围。 

在 文 蒂 米 利 亚 和 勃 丁 格
尔 之 间 ，坐 落 着   V i l l a 
Hanbury 植物园，植物园
内有着 Balzi Rossi 岩洞和 
Sant’Ampelio 小教堂，教
堂安静地站立在岩石上，看
着海水不断地在脚下拍打起
浪花。 

从十七世纪开始，位于利古
利亚西部地区的 Ponente 
Ligure，便成为英美游客热
衷的胜地，在这里，不管是海
滨还是内陆，都是他们钟爱
的对象。无尽的魅力一直从
文蒂米利亚延伸到热那亚，
沿途，是诸多风景优美的村
落，这些村落在岁月的流逝
中，几乎完整地保留着中世
纪的迷人气息。    

村庄内陆 海滨

蜿蜒于山间和海
滨的公路是摩托
骑行的理想之处

必去场所以及 VIP 景点



47

圣雷莫 & 蓝色海岸

Rocchetta Nervina 以其瑰
丽的湖景而闻名于世。富有冒
险精神且热衷峡谷跳水的游
客，可以穿过 gorges 峡谷，
欣赏依山傍海的独特景观。 

利古利亚的菜肴
美味、丰盛，通
常并不昂贵

迷人的红岩海
岸和层次分明
的沙滩，沿着
多姿多彩的村
落起伏

山 地 奶 酪 是 当 地 最 流 行
的 食 品 之 一 ，其 中 就 包 括 
Alta Valle Argentina 地
区的 Bruzzo 奶酪：由里
科塔奶酪自然发酵而成，有
着略微辛辣的口感，非常适
合搭配面包和新鲜番茄食
用。Cubaita 是当地著名的
甜点之一，它最初是一种阿
拉伯糕点：在两片薄饼之间
加入捣碎的干果、蜂蜜、柠檬
和橘皮。利古利亚最具代表
性的葡萄酒是 Rossese di 
Dolceacqua，它有着地中
海香料的醇香，散发出熟透
水果、玫瑰花、百里香、迷迭
香和松香的味道。搭配烤肉
和中度发酵的奶酪，别有一
番滋味。

位于 Sestri Levante 的 
Balzi Rossi 海滩和Baia 
del Silenzio 海滩，以及
萨沃纳附近的 Baia dei 
Saraceni Varigotti 海
滩和因佩里亚附近的 San 
Lorenzo Mare 海滩，都
是必须前往海滩之一。

美食 海滩 峡谷

高低起伏的橄榄
树丛、干燥的石
墙、秀丽的峡谷
和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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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的空气、迷人的风景、炫目的色彩和沁人的香气：
这不是虚无的梦境，而是实实在在的普罗旺斯，它带着
一望无际的薰衣草和迷迭香，带着古老村落的神秘风
情，也带着食物的诱人香气，向您走来

薰衣草园地薰衣草园地

淡紫色和蓝绿色，是普罗旺斯的代表性颜色淡紫色和蓝绿色，是普罗旺斯的代表性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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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地中海的薰衣草之路前行
普罗旺斯和其历史的迷人之处，便在于百年城邦和富饶自然的完美平衡普罗旺斯和其历史的迷人之处，便在于百年城邦和富饶自然的完美平衡

最初是希腊的殖民地，然后最初是希腊的殖民地，然后
成为罗马帝国的领域，成为罗马帝国的领域，普罗普罗
旺斯旺斯是一个多姿多彩、令人是一个多姿多彩、令人
难 以 忘 怀 的 美 丽 地 方 。这难 以 忘 怀 的 美 丽 地 方 。这
里有着数不清的景点；从涌里有着数不清的景点；从涌
动的蔚蓝之海到幽深的韦动的蔚蓝之海到幽深的韦
尔东峡谷，从充满活力的尔东峡谷，从充满活力的马马
赛市赛市到美丽狂野的到美丽狂野的卡马尔卡马尔
格市格市和艾格莫尔特盐沼，更和艾格莫尔特盐沼，更
不用说上普罗旺斯阿尔卑不用说上普罗旺斯阿尔卑

斯省斯省一望无际的薰衣草园一望无际的薰衣草园
地地——一眼望去，园地里淡——一眼望去，园地里淡
紫 和 深 紫 交 相 辉 映 ，无 比紫 和 深 紫 交 相 辉 映 ，无 比
美丽。您可以沿着薰衣草之美丽。您可以沿着薰衣草之
路，驶入路，驶入芒奥斯屈埃芒奥斯屈埃和和瓦朗瓦朗
索尔索尔地区，这里气候适宜，地区，这里气候适宜，
连绵不绝的薰衣草映入眼连绵不绝的薰衣草映入眼
帘，唯有在较冷的月份，密帘，唯有在较冷的月份，密
史脱拉风才带着些许寒意，史脱拉风才带着些许寒意，
从罗纳河谷来到利翁湾从罗纳河谷来到利翁湾并并

姗姗而去。薰衣草的甜香，姗姗而去。薰衣草的甜香，
是深刻在这个地区的嗅觉是深刻在这个地区的嗅觉
记忆，并激发了香水制造艺记忆，并激发了香水制造艺
术的诞生；最初，术的诞生；最初，格拉斯小格拉斯小
镇镇将香水喷洒在手套上，而 将香水喷洒在手套上，而 
1547 年至 1559 年，随着1547 年至 1559 年，随着
法国佛罗伦萨女王 Cate-法国佛罗伦萨女王 Cate-
rina de’ Medici 嫁给亨rina de’ Medici 嫁给亨
利二世，这也成为了巴黎的利二世，这也成为了巴黎的
时尚。时尚。



在 The Mall 
Sanremo 开
启一段独
特的行程

受益于 Florence Town 提
供的服务，您可以乘坐意大
利超级跑车，穿过意大利乡
间并沿着蓝色海岸观光，留
下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搭
配一杯美味的当地葡萄酒，
享用一顿意大利经典午餐，
然后在 The Mall Firenze 
的极致购物体验中结束这段
行程。

意大利超级
跑车

在 Roberta Giovannina 
的带领下，同当地的一位大
厨见面，并探索青酱的纯正
味道。选取正确的调料后，
大厨会教您如何单独使用
当地的罗勒香草制作出美
味浓郁的青酱，在这一过程
中，我们会使用石臼和木
杵，以传统方式进行制作。

烹饪课

在 Roberta Giovannina 
的引导下，来一场有关历
史、建筑和植物的旅行，
他将带您深入了解 19 
至 20 世纪豪门的生活
方式：感受 Ormond 花
园、Floriseum、花卉博
物馆、Villa Zirio 别墅、
德国最后一位皇帝的府邸
以及Villa Nobel 别墅的
风情。

市区观光

Roberta Giovannina 将
带着您前往 Riviera dei 
Fiori，这是旅途必去的景
点，也 是 利 古 利 亚 内 陆 最
迷人的景区之一。它也是意
大 利 最 好 一 种 葡 萄 酒 ——
Rossese di Dolceacqua 
的产地。在那座年代悠久的
城堡的吸引下，克劳德·莫奈 
将这个村庄的古香古色永
久地定格在了画布上。 

DOLCE-
ACQ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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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雷莫 & 蓝色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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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 & 基安帝

The Mall Sanremo 以相当
多的额外项目，将购物变成
了一场远离日常生活的放空
之旅，从而带给游客们全然
不同的购物体验。从圣雷莫
及周边城镇的私人旅游，到
烹饪课上学习如何制作美味
的青酱，再到高尔夫之旅，甚
至是乘船远离海岸观看海豚
和鲸鱼，为游客提供丰富多
彩的行程。 
sanremo@themall.it

意大利在很多领域蜚声国
际，其中包括艺术、音乐、
建筑、烹饪、时尚，甚至也
包括家居设计。位于 The 
Mall Sanremo 中的珀秋
纳·弗洛 形象店，将会向您
讲述该知名品牌和意大利
家居设计的历史，从而勾
起您的好奇心。

珀秋纳·弗洛

长 达 四 个 小 时 的 出 海 游
览，探索囊括了利古利亚、
厄尔巴岛和科西嘉岛广阔
海域的海洋生物保护区，
这片海域保护着八个不同
种类 2000 多头的鲸鱼。在
自然栖息地里观察这些庞
大的哺乳类动物，绝对会
为您带来视觉震撼。

鲸类保护区

据说，这家高尔夫俱乐部
建成于 1931 年 12 月 1 
日，那 一 天，两 位 英 国 绅
士 Gannon 和 Blanford，
在各自教练 Prette 和 
Pasquali 陪同下，“打响
了”他们的第一回合比赛。
如今，这座 18 洞、69 标准
杆、5203 米长的球场，坐落
在翠绿的橄榄树丛和蔚蓝
的大海之间，绝对是高尔夫
球迷梦寐以求的场地。

高尔夫俱乐部 
ULIVI

在 Monacair 航空公司
安 排 的 直 升 机 观 光 中，您
将 会 饱 览 摩 纳 哥 及 其 周
边 的 最 壮 丽 景 色 。从 摩 纳
哥 直 升 机 机 场 出 发，向 东
飞 行，一 直 飞 到 马 丁 角 和 
Mentone 迷人的海滨上
空 ，在 此 之 前 ，您 会 领 略
到 Castellar、St. Agnes、 
Gorbio、Roquebrune 和 
La Turbiebefore 的村镇
美景。

直升机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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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蓝色海岸最好的地方就是费拉角

圣让的顶端处，而 Club Dauphin 俱乐部

就在这个位置。从俱乐部所在的地方远眺，

风景极为壮阔，从背后花园传来的清香中，

您能看到地中海的全景，而如果幸运的话，

甚至能够看到一些海豚！最近，我们酒店开

放了全新的更衣室，在天气完美的时候，您

可以在完全私密的环境中做日光浴、在海水

泳池里畅游，并享受四季酒店的贴心服务。

午餐时，您可以品尝到最好的特色菜肴，包

括烤鱼和以时令蔬菜制作的清爽沙拉。

文化、美食和美景，是深刻在蓝色海岸灵魂中的元素。您可以在 Hotel Tiara Yaktsa 预定一间客房，然后将戛纳做为旅行的第一站。Aux Bons 
Enfants 是品尝法国传统食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地人称“Daube”的普罗旺斯炖牛肉）和海鲜的绝佳场所。然后您可以前往摩纳哥，入住 Hotel 

de Paris 酒店或 Hermitage 酒店，体验这座港口城市的静谧和喧嚣。日落之后，千万不要忘记去 
Buddha Bar 喝上一杯。而从摩纳哥开车，45 分钟后便可抵达圣雷莫，在那里你能够逛一逛 The 

Mall Sanremo， 里面可是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奢侈品品牌折扣店。

PIERRE CAMERA

SAHIL MENGHANI

沿着蓝色海岸与圣雷莫之间的海岸线来一场自驾游，是感受这个区域的最佳方式 

Grand-Hôtel du Cap-Ferrat 
（卡普费拉大酒店，一家四季酒店） 
市场总监

市场营销负责人，旅行发烧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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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雷莫 & 蓝色海岸

我喜欢在 Dolceacqua 这样的中世纪村庄散步，那里有

着罗马风格的桥梁、城堡、小道和狭窄街道，随处散发着典

型的利古利亚村镇风情。然后我会在下午前往 The Mall 

Sanremo，疯狂购物一番。我也不会忘记去 Grand Spa 

del Mare 放松自己，然后在利古利亚海岸的祥和氛围中

享用晚餐。

阿拉西奥有着《甜蜜的生活》中描述的生活方式。必去的

景点之一是：屹立于海岸边的 Muretto 和阿拉西奥大酒

店。我的推荐是： 在 Thalassio SPA 做一次海滨理疗，在 

Il Gazebo 餐厅享用海边晚餐， 在 Gallinara 岛玩一次

深潜， 潜入海底看一看造物主创造的宏伟水下世界。

圣雷莫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里有着历史悠久的好客传统，也
有着以非凡材料制作的当地食物。令人称奇的内陆风光、震撼人
心的海边落日、历史悠久的好客传统，以及以非凡材料制作的当
地食物。让圣雷莫成为了一个极为特别的地方！Miramare the 

Palace 是度假的好去处，作为一家豪华酒店，它能够为您提供定
制化的服务。 在舒适惬意的自然环境中，能给您一种直入内心的

归属感。 

GIANLUCA BORGNA

ALESSANDRO 
MATERAZZI

ALESSANDRO DORRUCCI

海边的奢华体验

完美的地中海食物、奇异的落日美
景、轻柔的背景音乐，为迪菲奥里海

岸的一天划下完美的句号

阿拉西奥大酒店总经理以及  

Talassio Collection 执行董事

执行业务经理  
- Miramare The Palace Sanremo

总经理 - Grand Hotel del Mare 
Bordighera



访谈

Villa Ormond 的有着丰
富的生物多样性，因此在
同类园林中独树一帜，
同时，它也展示了热带
植物对气候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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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雷莫标杆人物

穿越时光的旅行

在圣雷莫，和利古利亚西部最大花园——
宏伟的 Villa Ormond 花园融为一体
后，Floriseum 成为了一个能够让游
客穿越时光的花卉博物馆。而 Arianna 
Palumbo 则是这两座联合花园的董事
长，她竭尽全力、细心管理着这座博物馆；
让我们跟随她的脚步，进入 Floriseum。 
Floriseum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哪一部分？
与《Belle Époque》相关的文献，以及我们
的花卉栽培历史，是尤其让我感兴趣和着迷
的地方。
单单是花园里的景观就值得人们前来游览？
Villa Ormond 的花园有着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因此在同类园林中独树一帜，同
时，它也展示了热带植物对气候的适应性，
里面有来自五大洲的不同植物，并且一起
生长了大约 150 年，其中一些能够存活
简直就是奇迹，比如说来自热带的 Ficus 
Macrophilla。所以，可以欣赏的事物相当
多。此外，花园的高贵历史和贵族气派，也
赋予其更为迷人的氛围。  

哪种植物的花期最为壮观，花期又在什么
时候？
鉴于花园内的生物多样性，可以说花期是持
续性的，从春季香蕉树的开花，到夏季女贞
的开花，不同植物在不同时节会依次开花。 
关于 Ormond 别墅、花园和博物馆，最有
趣的逸闻是什么？
每当想到茜茜公主曾经在花园里散步，我就
觉得很有意思。而对于博物馆，每逢月圆，它
就会散发出一种尤为迷人的气息，就好像里
面居住着一个和善的神灵。    
说到圣雷莫，除了 Ormond 别墅，还有哪
些以鲜花和植物为主题的地方值得您的推
荐?
我会推荐位于勃丁格尔的 Pallanca 花园，
它是多肉植物领域的佼佼者；还有文蒂米利
亚的 Hanbury 花园，一座风景极为秀丽的
植物公园。如果是对花卉栽培技术感兴趣的
人，我建议他们去圣雷莫的花卉市场看看竞
拍者之间的拍卖活动，或许还可以参观一下
专门从事玫瑰杂交培育的公司。 

VILLA ORMOND 充满魔力的花园和 FLORISEUM，以及其中的风景、古迹和奇闻异事



访谈

这是一片风景优美的碎 
石海滩，坐落在风景如画
的狂野海湾内，而旁边，

陡峭的岩壁笔直地插入 
海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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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的人间仙境

在距离芒通 1.5公里，而距离文蒂米利亚 12 
公里的蓝色海岸边，这片著名的海滩在壮观
的红色岩石的怀抱中，接受着 Balzi Rossi 
蔚蓝色海水的冲刷。这是一片风景优美的碎
石海滩，坐落在风景如画的狂野海湾内，而
旁边，陡峭的岩壁笔直地插入海水中。这是
一个极为独特的地方，只有 La Spiaggetta 
dei Balzi Rossi 海滩俱乐部的少数特权客
人才能进入，而该俱乐部还包含一个获得 
Lux Life “最佳海边餐厅”荣誉的餐厅。让
我们跟随这家俱乐部的老板 Vera Kovacs，
进入这片人间仙境。 
你们的待客哲学和风格是什么？
我们会像欢迎客户来家里做客一样接待他
们，而在客户抵达酒这里的那一刻，就会感受
到这点。我们会想象自己在度假时想要享受
怎样的服务，然后将这种服务给与顾客。
你们最独特的服务有哪些？
从停车场就为客户准备了一辆电动推车，一
个游艇养护师，此外，还有配备有高品质女
按摩师的按摩区，以及直达海滩的酒吧和餐
厅服务。 
如何在高峰季节预定？
我们没有会员政策，只有每日的通票。如果

想要在周末前来，我们建议提前三天打电话
预定。  如果希望住在前排，那起码要提前一
个星期打电话过来；如果想要预定周末的午
餐或晚餐席位，也是同样如此。 
你们餐厅烹饪的三大理念是什么？
地 中 海 风 格 烹 饪 、当 地 顶 级 食 材 、很 多
鱼。Maria Incarnato 是我们的主厨，他来
自那不勒斯，很受顾客的好评。 
如果需要过夜，您有什么推荐？
我们在 Balzi Rossi 公寓有两间套房以及
一间两居室的房间，都能看到芒通海湾的全
景，而且最近刚刚翻新过；不过，我同样推荐
客人去芒通的 Hotel Napoleon 酒店住宿，
从我们俱乐部到那里只需要 5 分钟的车程。 
你们为客户提供了透明干净的水域、具有排
他性的空间，还有别的吗？
一个休闲雅致的氛围，一种与顾客的友好关
系，从而帮助他们互相交流。我们的很多客
人来自国外，其中很多成为了我们的朋友，
一次又一次地返回这里。 
对周边景观有什么推荐的吗？
Villa Hanbury 的植物园，另外，我们跟蓝
色海岸和蒙特卡洛近在咫尺，它们都是游玩
的好去处。 

听 VERA KOVACS 讲述别具风情的‘LA SPIAGGETTA DEI BALZI ROSSI’海滩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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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与品位的融合

充满魅力的 Gucci Garden 位于佛
罗伦萨领主广场的 Palazzo della 
Mercanzia 宫殿中，这是创意总
监 Alessandro Michele 为古驰
这一全球领先奢侈品牌打造的地
方。Gucci Garden 的二楼和三楼就
是佛罗伦萨著名的“Galleria 拱廊”
，我们在这里展示着服装、配饰、视
频设备、艺术作品、文件和人工制品。
而首层的一部分为商店，售卖专门
为 Gucci Garden 设计的产品；另
一部分是 Gucci Osteria 餐厅，餐
厅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内饰，墙壁为
蓝色，并统一采用 Richard Ginori 
出品的瓷器。这家隐秘的美食殿堂

是由 Massimo Bottura 开办，由
墨西哥大厨 Karime Lopez 经营，
并且从 2020 年成为米其林星际餐
厅，Karime Lopez 说道：“在我和 
Massimo Bottura 创建餐厅的菜
谱时，我们一致同意结合我们团队的
故事和旅行经历，并使用意大利时令
产品，为顾客奉上一次味觉的环球之
旅”。“我们希望 Gucci Osteria 能
够成为一个充满乐趣的地方，一个您
用以享受美食并和喜欢的人分享美
食经历的地方。我们同样希望为顾客
呈现一些独一无二的的东西，而我觉
得，我们已经通过菜肴做到了这点。”
让我们在文艺复兴的中心佛罗伦萨，
在这个担任世界文化中心两个世纪
之久的城市，通过一次味觉之旅，寻
找家的温馨感觉。 

Gucci Osteria 在开业不到两年的
时间内，就在“2020 意大利

米其林指南”中赢得了一颗星

GUCCI GARDEN 和 GUCCI OSTERIA 在佛罗伦萨为您奉上独特的时尚和美食体验

 Cuisine Karime Lopez 大厨 Cuisine Karime Lopez 大厨

Gucci Osteria 的菜肴Gucci Osteria 的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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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雷莫大厨

100 年纯正风味

今年，圣雷莫的 La Pignese 餐厅迎
来了自己的百年诞辰。这是利古利亚
最有年头的餐厅之一。这家餐厅位于 
Piazzetta dei Pesatori 小广场上，恰
好在 Bresca 广场和 Sardi 广场之间；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在橘子树围绕
下的小广场上，就会举行渔获拍卖。La 
Pignese 餐厅已经见证了三代人的光
阴，而 Marco Ventimiglia——餐厅目
前的老板告诉我们：在圣雷莫音乐节举
办期间，他的餐厅总会挤满名流和歌
手，其中有 Jovanotti，有 U2，而在过
去，还有 Pavarotti 和 Lucio Dalla。
你们餐厅的三大烹饪理念是什么？
尊重传统的同时追求更高标准、浓烈的
利古利亚风格、采用当地顶级食材。
比如？
圣雷莫红虾是世界上最为甜美、鲜脆
的大虾，此外，还有极为出色的圣雷
莫 洋 蓟 ，而 利 古 利 亚 的 橄 榄 油 来 自 
Taggiasca 橄榄，它也是我们所知的最
为平衡的橄榄油。
你们的招牌菜？
最古老的那种，我们称其为cappon 
magro，它是渔民们烹制的一种传统菜

肴，使用卖不掉的鱼和蔬菜制成，用醋
和欧芹酱去除“不新鲜的味道”。当然，
我们使用的是活鱼和时令蔬菜。这就是
我们的招牌菜。 
对周边景观有什么推荐的吗？
从文蒂米利亚到萨沃纳，探索沿途的内
陆风光吧。您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从 Jovanotti 到 U2， 
这家餐厅受到许多名流 
和歌手的关注

来自圣雷莫 LA PIGNESE 餐厅的 MARCO VENTIMIGLIA

Marco Ventimiglia 和他的母亲Marco Ventimiglia 和他的母亲

烤鱼、贝类和蔬菜烤鱼、贝类和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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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去处
艺术、美食、比武以及中世纪锦标赛：我们为您呈现 
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最为精彩的活动。拿出您的小本子，
记下这些活动日期，祝您玩得开心。最好的托斯卡纳等待着您的到来！

在大教堂广场重演 Magi 游行，该
活动最初由 Cosimo the Elder 
de' Medici 表演。这是一场壮观的
服饰表演。

佛罗伦萨 
Magi 游行
1 月 6 日

这是意大利最大和最重要的
古玩跳蚤市场之一。它位于历
史中心的街道上。

阿雷佐 
古玩市场

每月第 1 个周末

中世纪时，在美丽的大广场举
行了一场壮观的骑马比赛。 

阿雷佐 
竞武节

2020 年 9 月 6 日

佛罗伦萨庆祝这座城市的守护
神，焰火表现极其壮观，点亮了
一个个神奇的夜晚。 

佛罗伦萨 
San Giovanni 焰火

6 月 24 日

托斯卡纳最重要的赛马活动，
可以追溯至中世纪。2020 年，
该活动被取消了。

锡耶纳
Palio di Siena 

赛马
7 月 2 日和 8 月 16 日

在托斯卡纳举办的法拉利 1000 大
奖赛是 F1 第一次来到穆杰洛，该
赛车场自 1974 年以来一直举办各
类赛车运动。

斯卡尔佩里亚 
穆杰洛 F1 大奖赛

2020 年 9 月 13 日



佛罗伦萨 & 托斯卡纳

61

这场美食品尝展将于利奥波德
车站和佛罗伦萨最高档的酒吧
附近举办。

斯特罗奇宫将举办的美洲艺术
回顾展涉及了沃霍尔、流行艺
术和马修·巴尼等。

如果不去看一看大教堂广场
的“爆裂之车”，佛罗伦萨的复
活节就会显得索然无味。这是
一个蔚为壮观的活动，有着悠
久的历史。

 最重要的国际男装和男装饰
件贸易展。这一盛大活动将持
续整整一周。

佛罗伦萨 
Pitti Uomo 
国际时装展

2021 年 1 月 12–15 日

佛罗伦萨 
美食节

2021 年 3 月 13–15 日

佛罗伦萨 
美洲艺术 1961–2001

2021 年春

佛罗伦萨 
爆裂之车

2021 年 4 月 4 日

Palazzo Medici Riccardi 展
出 80 多张照片，主题为摇滚
乐及其无可争议的英雄柯特·
科本。

这个在斯特罗奇宫举办的活动，是
阿根廷当代艺术家在意大利举办
的最大展览，将展出关于某个地方
的作品。

佛罗伦萨 
Kurt Cobain and the Grunge 

革命展
截至 2020 年 10 月 18 日

在基安蒂的白色道路上举行一
场历史性的老式自行车比赛。
该赛道穿过意大利最美丽的风
景之一。

GAIOLE IN CHIANTI 
Eroica

 复古自行车赛
2020 年 10 月 4 日

佛罗伦萨 
Tomàs Saraceno

画展
截至 2020 年 12 月

世界知名活动，涉及漫画、动
画、角色扮演游戏、电子游戏、
奇幻和科幻角色。

卢卡 
卢卡漫画与游戏展 

2020 年 10 月 28 日–11 月 1 日

圣米尼亚托白松露是意大利最
珍贵的松露之一。展会将于 11 
月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周末
举行。

圣米尼亚托 
白松露 

展览市场 
2020 年 11 月 14–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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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错过即将到来的最为精
彩的活动！
圣雷莫和蓝色海岸不容错过的活动，涉及运动、娱乐、民俗、音乐等。欣赏海岸地带的魅力，享受纯粹的快乐时
刻，迷倒世界各地的游客。

该赛车拉力赛将在摩纳哥公国
和法国东南部的里维埃拉沿岸
举行。

摩纳哥
蒙特卡洛拉力赛

2021 年 1 月 18-24 日

顶级自行车选手在法国进行为
期三周的比赛。今年将从尼斯站
开始！

尼斯 
环法

 国际自行车赛
2020 年 9 月 29 日–20 日

一年一度的免费活动，是 150 工匠
的杰作，届时有现场音乐、美食、品
酒、儿童活动等。2020年，该活动
很可能会取消。

普罗旺斯艾克斯 
薰衣草节

八月初

一个历史的重现，一个独特的活
动，回到这个村庄的过去，品鉴
古老的手工艺，游戏和美食。

菲纳尔堡
中世纪之旅

八月底

世界上最好的豪华游艇展之一。
届时将展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超
级游艇阵容。大力神港。

摩纳哥 
摩纳哥游艇展

2020 年 9 月 23–26 日

比赛将在德利乌利维高尔夫俱
乐部举行，随后在 Mall Sanre-
mo 举行颁奖仪式。

圣雷莫 
Mall Sanremo 高尔夫杯

18 洞–3类
10 月–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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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70 年前创立以来，一直是
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意大利流行
音乐节。该音乐节将于阿里斯顿
剧院举行。

圣雷莫
圣雷莫节

2021 年 2 月 
（日期待定）

世界上最著名的嘉年华之一。
与里约热内卢和威尼斯的嘉年
华不相上下。

尼斯 
嘉年华与彩车游行

2021 年 2 月 13–27 日

自 1928 年以来，一直是蓝色海
岸举办的重要活动之一。120 吨
柑橘类水果装饰着巨大的建筑
和彩车。

门托内
柠檬节

2021 年 2 月 
（日期待定）

五 彩 缤 纷 的 花 车 点 缀 着 近 
50,000 朵花组成的庞大阵容，
让这一活动变得独一无二。 

圣雷莫 
花卉嘉年华
2021 年 3 月 
（日期待定）

米 兰 和 圣 雷 莫 之 间 的 距 离 为 
298 公里（188.2英里），是现代
自行车赛中最长的职业赛。 

圣雷莫 
米兰–圣雷莫 

自行车赛
2021 年 6 月 6 日

最著名的体育赛事，在摩纳哥
乡村俱乐部举行，属于著名的 
ATP 1000 世界巡回大师赛。

摩纳哥 
蒙特卡洛劳力士 

网球大师赛
2021 年 4 月 10–18 日

自 1946 年以来，戛纳作为世界
电影之都，其著名的克罗伊塞特
大道上群星璀璨，汇聚了最著名
的电影明星。

戛纳 
戛纳电影节

2021 年 5 月 11–22 日

从赌场到世界上令人闻风丧胆
的发夹弯，没有一场 F1 比赛能
与摩纳哥大奖赛相提并论。

摩纳哥
F1 大奖赛

2021 年 5 月 20–23 日

这场海上帆船比赛将于 6 月 5 
日在圣雷莫开始，是与圣雷莫游
艇俱乐部合作举办。

圣雷莫 
基哈格利亚杯劳力士

帆船赛
2021 年 6 月 11–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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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ll Firenze
The Mall Firenze 是位于托斯卡纳
中心地带的奢侈品专营折扣店，从佛罗
伦萨到这里只需 30分钟车程。这是一
处全球闻名的购物场所，它将时尚行业
最重要的国际品牌和创意品牌集中在了
一个地方，The Mall Firenze 带给顾
客的是超越传统购物方式的极致体验：
琳琅满目的时尚产品、优美的环境以及
热情的服务。而这，也是这家著名的意
大利企业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将典雅
和独特融为一体，令顾客情不自禁地沉
迷其中。对美食体验来说，ToscaNino 
是绝佳的休息场所：这里有两家不同风
格的餐厅：Restaurant&Bottega 以

及 Bistrò，为那些追求纯正美食体验
的顾客提供了完美的选择。美味的菜肴，
精美的装饰，以及无可挑剔的服务，伴
随着托斯卡纳的工艺品，足以令顾客感
受到这里的传统氛围。此外，还有很多
为游客打造的公共设施 和贴心服务，比
如公交运输服务（公交车每隔 30 分钟
从 Busitalia 公交站出发，该站点就在
佛罗伦萨主火车站公交站的旁边），一
流班车服务（往来于佛罗伦萨和周边区
域，有可能直达您下榻的酒店），免税店
休息室——欢迎前往免税店休息室，我
们有更多服务令您享受独一无二的奢华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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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雷莫背靠青翠的群山，直面宝蓝色的海
域，而海水轻拍着它脚下的优美海岸，如
同镶嵌在里维埃拉区域的一颗珍宝；这里
有着极为宜人的气候，无论何时都适合前
来游玩，因此成为全球闻名的度假胜地。
开设于此地的 The Mall Sanremo 有
着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并因此成为新
兴的奢侈购物场所：掩映在自然美景中的
独特场所，为顾客提供独一无二的购物
体验。与 The Mall Firenze 一样，您可
以在这里看到意大利和国际上的各大主
流品牌。从服装到鞋履，从配饰到最令人

沉醉的香水，在这样的奢侈品品牌折扣店
度过一天，绝对是顾客梦寐以求的独特购
物体验。我们针对顾客推出了很多服务，
比如 免税店休息室、迎宾休息室；在迎宾
休息室里，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时刻做好准
备，以迎接顾客并陪伴其完成购物行程。
此外，无论是在基本的宣传信息还是在时
下的促销活动中，我们都会让顾客感受
到不同之处，并引领他们探索周边的无限
美景。从热那亚、都灵和米兰，以及从摩纳
哥、尼斯和蓝色海岸的其他主要城市，都
能够轻松地抵达 The Mall Sanremo。

The Mall Sanr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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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 
Castello Del Nero 酒店 & Spa  
Str.Spicciano,7 Barberino 
Tavarnelle
电话：+ 39 055 0981946
comohotels.com/castellodelnero
Four Seasons 
Hotel Firenze
Borgo Pinti, 99
电话：+39 055 26261 
fourseasons.com
Helvetia & Bristol Firenze  
Starhotels Collezione 
Via dei Pescioni, 2
电话：+39 055 26651 
hotelhelvetiabristol.com
Hotel Bernini Palace 
Piazza di S. Firenze, 29 
电话：+ 39 055 288621
hotelbernini.duetorrihotels.com
Hotel Brunelleschi 
Piazza Sant'Elisabetta, 3
电话：+39 055 27370
hotelbrunelleschi.it
Hotel NH Collection 
Firenze Porta Rossa 
Via Porta Rossa, 19
电话：+39 055 2710911
nh-hotels.com
Hotel Savoy 
Piazza della Repubblica, 7
电话：+39 055 27351 
roccofortehotels.com
Il Salviatino 
Via del Salviatino, 21 Fiesole 
电话：+39 055 9041111
salviatino.com
J.K.Place 
Piazza di Santa Maria Novella, 7
电话：+39 055 2645181 
jkplace.com
Lungarno Collection
Continentale 
Vicolo dell’Oro, 6r

电话：+39 055 27262 
Gallery Art Hotel 
Vicolo dell'Oro, 5
电话：+39 055 27263
Hotel Lungarno
Borgo San Jacopo, 14
电话：+39 055 27261
Portrait Firenze 
Lungarno degli Acciaiuoli, 4 
电话：+39 055 27268000
lungarnocollection.com
Plaza Hotel Lucchesi 
Lungarno della Zecca Vecchia, 38  
电话：+39 055 26236 
hotelplazalucchesi.it
Relais Santa Croce Florence
Via Ghibellina, 87
电话：+39 055 2342230 
baglionihotels.com
Relais Villa al Vento 
Via Santa Maria Maddalena, 13 
Incisa in Valdarno
电话：+39 348 3812822
relaisvillaalvento.com
The St. Regis Florence 
Piazza Ognissanti, 1
电话：+39 055 27161 
stregisflorence.com
The Westin Excelsior 
Florence 
Piazza Ognissanti, 3
电话：+39 055 27151
westinflorence.com
Villa Cora
Viale Machiavelli, 18
电话：+39 055 228790 
villacora.it
Villa Il Palagio 
Via il Palagio, 59
Rignano sull’Arno
电话：+39 055 8348865 
villapalagio.it 
Villa La Massa 
Via della Massa, 24 - Candeli
电话：+39 055 62611 

villalamassa.com
Villa Le Maschere 
Via Nazionale, 75 
Barberino di Mugello 
电话：+39 055 847431 
villalemaschere.it
Villa Mangiacane 
Via Faltignano, 4
San Casciano Val di Pesa  
电话：+39 055 8290123 
mangiacane.com
Villa Olmi Firenze 
Via del Crocifisso del Lume, 18
电话：+39 055 637710
villaolmifirenze.com
Villa Pitiana 
Via Provinciale per Tosi, 7 Donnini
电话：+39 055 860259 
villapitiana.com
Villa San Michele
Via Doccia, 4 - Fiesole
电话：+39 055 5678200 
belmond.com
Ville Sull’Arno 
Lungarno Cristoforo Colombo, 1-5 
电话：+39 055 670971
hotelvillesullarno.com
阿雷佐
Fontelunga 
Via Cunicchio, 5
Pozzo della Chiana
电话：+39 0575 660410
fontelunga.com
Il Borro 
Località Il Borro, 1
San Giustino Valdarno
电话：+39 055 977053
ilborro.it
Il Falconiere
Loc.San Martino a Bocena, 370
Cortona
电话：+39 0575 612679
ilfalconiere.it

酒店



Il Pellicano 
Località Sbarcatello
Porto Ercole 
电话：+39 0564  858111 
pellicanohotels.com
格罗塞托
Castel Porrona 
Via della Fiera, Porrona
Cinigiano
电话：+39 0564 993206
castelporrona.it
Conti di San Bonifacio 
Wine Resort 
Località Casteani, 1 
Gavorrano 
电话：+39 0566 80006  
0566 028072
contidisanbonifacio.com
L'Andana Tenuta 
La Badiola 
Località Badiola
Castiglione della Pescaia 
电话：+39 0564 944800 
tenutalabadiola.it
卢卡
GH Principe di Piemonte 
Piazza Puccini, 1 
Viareggio 
电话：+39 0584 4011
principedipiemonte.com
Principe Forte dei Marmi 
Viale Amm.Morin, 67
Forte dei Marmi 
电话：+39 0584 783636 
principefortedeimarmi.com
锡耶纳
Borgo Santo Pietro 
Borgo Santo Pietro Loc. 
Palazzetto - Chiusdino
电话：+39 0577 752943 
borgosantopietro.com
Castello Banfi 
Poggio alle Mura - Montalcino 
电话：+39 0577 877700 
castellobanfi.com

Castel Monastero
Monastero d’Ombrone 
电话：+39 0577 570570 
castelmonastero.com
Hotelito Lupaia 
Località Lupaia, 74
Torrita di Siena 
电话：+39 0577 668028  
lupaia.com

佛罗伦萨
Borgo San Jacopo
Borgo San Jacopo, 62r 
电话：+39 055 281661
lungarnocollection.com 
Buca dell'Orafo
Via de’ Girolami, 28r 
电话：+39 055 213619
bucadellorafo.com
Buca Lapi 
Via del Trebbio, 1r 
电话：+39 055 213768
bucalapi.com
Cantina Antinori
Via Cassia per Siena, 133
Bargino - San Casciano Val di Pesa  
电话：+39 055 23595
antinori.it 
Cibreo
Via del Verrocchio, 8   
电话：+39 055 2341100 
cibreo.com
Enoteca Pinchiorri 
Via Ghibellina, 87 
电话：+39 055 242757
enotecapinchiorri.it
Il Conventino 
a Marignolle
Via di Santa Maria 
a Marignolle, 10 
电话：+39 055 3920425
ilconventinoamarignolle.com 

La Bottega del Buon Caffè
Lungarno Benvenuto Cellini, 69r 
电话：+39 055 5535677
borgointhecity.com
La Tenda Rossa
Piazza del Monumento, 9-14
Cerbaia in Val di Pesa  
电话：+39 055 826132 
latendarossa.it
Osteria di Passignano 
Via Passignano, 33  
Loc.Badia a Passignano 
Tavarnelle Val di Pesa  
电话：+39 055 8071278 
osteriadipassignano.com
SE·STO on Arno
Piazza Ognissanti, 3 
电话：+39 055 27151
sestoonarno.com 
SoloCiccia
Via XX Luglio, 11 
Panzano in Chianti  
电话：+39 055 852020 
solociccia.it
Truffle Experience
Restaurant
Via Porta Rossa, 19  
电话：+39 055 3995913
savinitartufi.it
阿雷佐
Il Falconiere
Loc.San Martino a Bocena, 37 
Cortona 
电话：+39 0575 612679
ilfalconiere.it
Le Chiavi d’Oro
Piazza San Francesco, 7
电话：+39 0575 403313 
ristorantelechiavidoro.it
卢卡  
Da Caino 
Via della Chiesa, 4 
Montemerano Manciano 
电话：+39 0564 602817
dacain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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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nzo 
Via Giosuè Carducci, 61
Forte dei Marmi 
电话：+39 0584 874030
ristorantelorenzo.com 
Ristorante L’Imbuto 
Via della Fratta, 36   
电话：+39 340 5758092
limbuto.it 
锡耶纳
Borgo Santo Pietro  
Loc.Palazzetto Chiusdino 
电话：+39 0577 751222 
borgosantopietro.com
Le Coccole dell’Amorosa
Località l'Amorosa - Sinalunga 
电话：+39 0577 677211 
amorosa.it
Osteria Le Logge
Via del Porrione, 33
电话：+39 0577 48013
osterialelogge.it 
Ristorante Arnolfo 
Via XX Settembre, 50
Colle Val d'Elsa 
电话：+39 0577 920549
arnolfo.com

圣雷莫
Best Western Hotel 
Nazionale 
Corso Matteotti, 3
电话：+39 0184 577577 
hotelnazionalesanremo.com
Grand Hotel 
& Des Anglais 
Corso Imperatrice, 184
电话：+39 0184 667840 
hoteldesanglais.com
Hotel De Paris 
Corso Imperatrice, 66
电话：+377 98 063000 
hoteldeparissanremo.it

Hotel Miramare 
Continental Palace
Corso Matuzia, 9
电话：+39 0184 667601 
miramaresanremo.it
Hotel Paradiso 
Via Roccasterone, 12 
电话：+39  0184  571211 
paradisohotel.it
Royal Hotel Sanremo
Corso Imperatrice, 80
电话：+39 0184 5391 
royalhotelsanremo.com
阿拉西奥
Grand Hotel Alassio
Via Antonio Gramsci, 2
电话：+39 0182 648778
grandhotelalassio.com 
Villa della Pergola
Via Privata Montagu, 9-1
电话：+39 0182 646130
villadellapergola.com
昂蒂布
Cap d'Antibes Beach Hotel
10, Boulevard Maréchal Juin
电话：+33 4 92931330
ca-beachhotel.com
Hôtel Belles Rives
33, bd Edouard Baudoin
电话：+33 4 93610279
bellesrives.com
Hôtel du Cap-Eden-Roc
Boulevard J. F. Kennedy, CS 10029
电话：+33 4 93613901
oetkercollection.com
Hôtel Imperial Garoupe 
"Cap d'Antibes - Cote d'Azur 
770, chemin de la Garoupe"
电话：+33 4 92933161
imperial-garoupe.com
Hôtel Juana  
La Pinède - Av.Gallice
电话：+33 4 93610870
hotel-juana.com

勃丁格尔
Grand Hotel del Mare 
Resort & Spa
Via Portico della Punta 34
电话：+ 39 0184 262201
ghmresort.com
戛纳
Hôtel Barrière Le Majestic
10, La Croisette, Cannes  
酒店电话：+33 4 92987700 
预定电话：+33 4 970820900 
hotelsbarriere.com
Hôtel Martinez
73, Boulevard de la Croisette 
电话：+33 4 93901234
hyatt.com
Intercontinental Carlton
Cannes
45, Boulevard De La Croisette
电话：+33 4 93381545
grand-hotel-cannes.com
Le Grand Hôtel Cannes
58 La Croisette
电话：+33 4 93064006
www.intercontinental.com
埃兹
Château Eza 
Rue de la Pise
电话：+33 4 93411224
chateaueza.com
Le Cap Estel
Rue de la Pise - Eze Village
电话：+33 4 93411224 
chateaueza.com
Le Château 
de La Chèvre d’Or
Rue de la Pise, Eze Village 
电话：+33 4 93411224 
chateaueza.com
加尔伦达
La Meridiana Relais 
& Chateaux 5*
Via ai Castelli 11, 
Regione San Rocco 

酒店


	1 COVER_ZH
	2-3 FOTO APERTURA_firenzeOK_ZH
	4-5 FOTO APERTURA_sanremoOK_ZH
	6-7 sommarioOK_ZH
	08-09 editoriale_ZH
	10-11 colophon_ZH
	12-13 presidente enit_ZH
	14-15 Carolina Perez copia_ZH
	16-17 ELENA VETROVA_ZH
	18-19 union pay_ZH
	20-33 ITINERARIO Firenze_Toscana_ZH
	34-35 Eike Schmidt copia2_ZH
	36-37 castello di Ama_ZH
	38-39 jessica kahawaty_ZH
	40-53 ITINERARIO_Sanremo _ZH
	54-55 Floriseum Villa Ormond_ZH
	56-57 BALZI ROSSI_ZH
	58-59 doppia intervista Chef_ZH
	60-63 eventi UNITI_ZH
	64-67 THE MALL_ZH
	68-70 hotel_Z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