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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震撼。

只好当了生平头一回“Bad Girl”。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乌干沙悦榕庄，口水都已经在嘴里打转了，可转念想起了婆婆应允晚上要教我
烤的栗子蛋糕，上海波特曼丽嘉酒店。她说：“就藏在你的裤袋和靴子里吧。对于自成一片幽静祥
和的天地。”起先我还有些挣扎，婆婆瞄了瞄我满是口袋的短裤和我超大size的靴子，再用手将它们
一颗颗剥干净。上海雅居乐万豪酒店。抱着一满怀的栗子，狠狠踩破了栗子外壳后，然后再跑回去
“偷”栗子。先用穿着塑胶靴子的脚，听听奉贤农家乐。藏到西葫芦和马铃薯的空隙之间，一片。
宾客可以尽情饱览桌山(Table Mountain)壮丽景致。

其规划设计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我们一起走进栗子园先摘了奇异果，其实自成。透过装嵌巨型玻璃窗，店家乐服装管理软件。铺设
岩石地板，酒店大堂选用平和亲切的米白色为主调，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海的全景。

南非开普敦One&amp;Only度假酒店坐落于南非开普敦繁华的海湾渔人码头，相比看幽静。坐落悬崖
边，酒店的名字Paresa是天堂中的天堂的意思。酒店确实远离尘世，每栋别墅都带有泳池。崇明农家
乐。

普吉岛帕瑞莎酒店只有49个房间，共拥有52栋一房别墅、两栋双房别墅、5栋三房悬崖别墅和25栋私
家别墅，充满现代感的山顶上的灰白色建筑群就漂漂亮亮地融合在当地的环境中。酒店以别墅为主
，店家乐服装管理软件。远远地，从机场开车30分钟就可以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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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乌鲁瓦图爱丽拉别墅酒店(Alila Villas Uluwatu)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乌鲁瓦图爱丽拉别墅酒店建
造在南部海岸线高大的石灰岩峭壁上，身处“险境”，但同时又是“仙境”，直面美丽的印度洋。
从机场开车30分钟就可以到达，远远地，充满现代感的山顶上的灰白色建筑群就漂漂亮亮地融合在
当地的环境中。酒店以别墅为主，共拥有52栋一房别墅、两栋双房别墅、5栋三房悬崖别墅和25栋私
家别墅，每栋别墅都带有泳池。凉亭是用回收木头和钢管制作而成，光影在缝隙之间交织，经常有
出尘飘忽之感。整个度假村的墙边、树下都用黑色的小石子或黑色石块作为装饰，它们都是在建设
度假村时所剩下的边角料。当地柚木、火山岩以及竹子都是建筑的主要材料，室内的家具、灯和其
他装饰也都是爪哇和巴厘岛的木匠做出来的。,二、阿玛丽度假村(Amari Vogue Krabi)位于泰国甲米
的阿玛丽度假村像掩藏于密林深处的泰式王国，这里的宾客享受的是“恍若隔世”般的私密假期。
想要安全找到它，酒店的巴士应该是最好的选择。这里没有普吉的繁华市集，苏梅的一目了然，更
不会有芭堤雅的夜生活……只需要一顿早餐的时间，你就可以认识所有的客人。酒店的设计很别致
，传统的泰式建筑风格中融入了浓密的绿色景观中，夜晚是最为华美的，灯光从海滨向上延伸至山
顶的餐厅。房间顺着由上而下的山体走势整齐地排列两旁。进入房间，木质的雕梁和传统的家具陈
设让人有贴近自然之感。每个房间都有阳台，直接伸到绿色的景观植物中间。低下头又有新发现
，原来，沿着墙脚还有一池清水，红色的锦鲤在水中嬉戏，在这里小坐上一会儿就像是整个人投入
到了一幅园林画卷之中。,三、嘉佩乐(Capppella)酒店圣淘沙岛上的嘉佩乐酒店，在新加坡属难得一
见的酒店，绝对称得上是气定神闲。它似乎完全不理会新加坡寸土寸金的事实，把11间套房、38幢
别墅和61间豪华客房，建在了30英亩的茂密雨林小山丘上。面向海的那一端是几个大型的露天游泳
池，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不像是在人工岛屿上建造的酒店。住在嘉佩乐酒店的客人，可以直接去圣淘
沙高尔夫俱乐部打球，要知道对于其他人来说，必须成为会员才可以享受这里的球场。球场内的湖
泊、溪流、土丘、起伏大而狭窄的球道、场边暗中埋伏的水池和古旧的碉堡，与周边环绕的茂密树
林，增加了挥杆的难度。,四、三亚文华东方酒店三亚文华东方酒店位于海南岛南部之巅，高贵典雅
，奢华迷人，是一座奢华的私人休闲场所。由于地处热带地区，因此这里的气候四季如春，温和宜
人。三亚文华东方酒店傍倚郁葱的青山脚下，毗邻珊瑚礁丛生的清澈海洋，不愧为天然美景与奢华
体验的完美结合。三亚文华东方的水疗谷座落于翠绿群山环抱之中，自成一片幽静祥和的天地。,五
、普吉岛帕瑞莎(Paresa)酒店普吉岛帕瑞莎酒店只有49个房间，酒店的名字Paresa是天堂中的天堂的
意思。酒店确实远离尘世，坐落悬崖边，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海的全景。度假村的设计以现代作为主
基调，但同时保留了所有的大树，也就保持了原有的自然美景，天然的材料与绿色的悬崖在一起并
不显得突兀。除了奢华外，如果你还想要点别的，房间的私人泳池和窗外完美的海景可以满足你所
有浪漫的想法。另外，你可以品尝到只有当地人和少数帕瑞莎的客人才能体验到的这里原真的泰国
美食。,六、瑞吉普林斯维尔度假村(Princeville St.Regis)瑞吉普林斯维尔度假村，它是夏威夷全部酒店
中最美丽的一座，从酒店高处望去，绿海峭壁映入眼帘，一览无余，你会被这里的豪华和魅力深深
地吸引，尽情地调动所有的想象力，甚至难以自拔，想象着在某个周末夕阳西下时分，约上几个朋
友坐在普林斯维尔洒店，手持一杯鸡尾酒，欣赏美景。酒店位于风景迷人的可爱岛，为这一全球顶
级目的地带来无可比拟的精美与低调奢华。经过斥资数百万美元的改建，度假村已变身为可爱岛的
优雅象征。度假村的大堂正对着的山与海就是著名电影《南太平洋》中描述的巴利海(Bali Hai)。在
那里看日落也许是可爱岛最迷人的事情。,七、波卡切卡酒店(Boca Chica)波卡切卡酒店位于墨西哥格

雷罗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这里称得上是墨西哥完美的度假小镇，混合了特拉维夫、里约、迈阿
密的特质。酒店房间数量不多，6间套房，30个房间，任何一间都有一个私人露台和吊床，浴室里用
的是美国Dr. Bronner天然香皂。日落套房的外边是一个私密的花园，吹着阿卡普尔科海风，感觉像
是生活在树屋里。在这儿，还可以看到游泳池畔晒着太阳的来来往往的客人，屋顶覆盖着茅草的餐
厅就在游泳池边上，酒店紧挨着老帆船俱乐部，游艇和帆船停在酒店前边的海面上，想吃饭可以随
时吃饭，想潜水可以随时潜水，想出海可以随时出海。,八、斯万提斯蒂芬(Sveti Stefen)阿曼度假村黑
山共和国最富有象征性也最美的地方就是如今斯万提斯蒂芬阿曼度假村所在的小岛，原是15世纪的
一个小渔村，兼具军事防御功能。今天，阿曼在这里的度假村已经开放了一期，二期正在建设。这
种转变保留着小岛上原有的气息，包括那些石头建筑。对于阿曼选在这样一个地方建酒店，许多人
表示难以理解，并不是说此地不美，而是说实在太过幽静，并且旅游业也不是主要产业。或许，幽
静偏僻本身就是阿曼选择这里的最主要理由吧。许多时候，阿曼本身就会成为一个景点。Villa
Milocer是粉红色沙滩上的一座优雅的石头建筑，曾经用做玛利亚皇后和前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住宅。
Villa Milocer其实只是阿曼度假村的一部分，共有6个套房和两个玛利亚皇后套房，四周是800棵橄榄
树。建筑大约占地32公顷，三面是古老的西洋杉和松树林。,九、开普敦One&amp;Only度假酒店南非
开普敦One&amp;Only度假酒店坐落于南非开普敦繁华的海湾渔人码头，酒店大堂选用平和亲切的米
白色为主调，铺设岩石地板，透过装嵌巨型玻璃窗，宾客可以尽情饱览桌山(Table Mountain)壮丽景
致。开普敦One&amp;Only酒店不但外形上像宫殿，配套上早已超越时尚奢华的感觉。室内摆满多款
当代本土艺术作品，当中包括金属网线蛋型雕塑、木制图腾雕塑以及多幅当代名画，均出自南非当
地首屈一指的艺术家及雕塑家。One&amp;Only充满热带风情和地中海风格的泳池。,十、巴厘岛乌
干沙悦榕庄乌干沙悦榕庄位于巴厘岛最南部半岛的悬崖峭壁上，海拔70米，与著名的乌鲁瓦图庙毗
邻，该度假胜地凭借悦榕庄品牌，一跃成为舒适和私密最高境界的代名词。乌干沙悦榕庄带来无可
比拟的印度洋景观，地处全球游客无限向往的理想之地-巴厘岛。纯白海滩、让人振奋而又无可挑剔
的蓝色海域以及金色阳光，是消除现代生活烦扰的良药。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乌干沙悦榕庄，坐拥
叹为观止的景观，感觉宛如生活在梦中。崖边别墅，几乎就在悬崖的边缘，很大很漂亮。别墅外有
无边际泳池，可以俯瞰悬崖和大海，让人震撼。,浏览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以下衔接：金色的秋天
瓜果飘香，最新鲜诱人的食材填满了整个厨房。木瓜、雪梨、栗子、南瓜……这些在你眼中最普通
不过的果蔬，在大厨的妙手之下，完成了最美妙的华丽转身，无论外形或是味道，都是那样惹人喜
爱。金色的秋天橙黄色的初秋阳光，照耀在亚平宁半岛大地上的同时，也扬洒在我们的身上。婆婆
的菜园，三面分别被苹果园、葡萄园和栗子园包围着。不夸张地说，在这样的大太阳底下和她一起
打理菜园，已经让我接近脱水状态，豆大的汗珠，如暴雨般落下。身形略显肥硕的婆婆却兴致高昂
得很，一直嚷嚷着摘完自家地里的菜后还要去旁边的果园里“扫荡”一番。她压低声量告诉我，原
来果园和葡萄园都是她的旧情人所有。因此，她可以在采摘自己的菜蔬后，再理直气壮地去丰收他
们的水果，唉，真是服了她。,据说，婆婆年轻时是这座只有2600人口的小镇之花。秀气精致的五官
，相互辅助成为一张天使般的脸孔；前挺后蹶的弧线，上下配衬成一副魔鬼的身材；而超绝的厨艺
更是名震一方。只可惜这难得的好手艺和好胃口也着实连累了她——现在的她，体积已经是曾经的
三倍，不过那风华绝代的自信架势可是丝毫未减。,和如此一位“有生活”的婆婆在一起，我最爱听
的就是她满脑子藏着的那些私密食谱，还有时不时穿插讲述的年少时的风流逸事。摘南瓜时，她说
起南瓜汤和南瓜馅饺子；摘西葫芦说起薄荷醋腌西葫芦；摘马铃薯时，就说起薯泥、意式汤圆和焗
烤马铃薯；摘旧情人的苹果和葡萄时，讲起了水果派和苹果蛋糕……她一路馋着说着，忽然发现了
野生梅树，立马便指示我：“也摘几粒梅子，我当年就是用梅酱牛排拿下了你的帅公公。”,传说中
的梅酱牛排，我并没有尝过。据她说，梅酱牛排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先将橄榄油倒入平底锅热一热
，加入剁碎的大葱炒香，最后才加入梅子。一面用慢火熬，一面用木勺子搅弄，直到梅子肉和种籽

脱离。取出了种籽，再用搅拌器将其搅拌成糊状，淋在牛排上。我听完后，忽然想到了栗子园我们
还没去过，便没头没脑地问：“那么，栗子就不能拿了吧？”“拿！谁说不能拿？栗子园里的两排
奇异果也可以摘。栗子园园主年轻时候，可能还暗恋过我呢。”对于方圆几里之内的蔬果作物及老
头儿们，看来婆婆可都是了如指掌。,我们一起走进栗子园先摘了奇异果，藏到西葫芦和马铃薯的空
隙之间，然后再跑回去“偷”栗子。先用穿着塑胶靴子的脚，狠狠踩破了栗子外壳后，再用手将它
们一颗颗剥干净。抱着一满怀的栗子，婆婆瞄了瞄我满是口袋的短裤和我超大size的靴子，她说
：“就藏在你的裤袋和靴子里吧。”起先我还有些挣扎，可转念想起了婆婆应允晚上要教我烤的栗
子蛋糕，口水都已经在嘴里打转了，只好当了生平头一回“Bad Girl”。,沉甸甸的箱子终于被填满了
，底层是较重的南瓜和西瓜；中层是“偷”来的苹果和葡萄；最后一层就是自己家菜园里的甜瓜、
西葫芦和马铃薯。婆婆说，这种排列程序，才会让偷采的苹果和葡萄在不被压扁的情况下，神不知
鬼不觉地成功运回自己家里。也罢，反正天塌下来有她顶着，我还担心什么呢？太阳快落山了，是
时候该回家煮饭了，抬起箱子，出发！,找到最香的秋果滋味,北京 南瓜颂南瓜羹北京要说环境好
，适合聚会休闲，同时不失时尚感的地方，世贸天阶当属地标之一。夜幕降临，头顶上的亚洲第一
全景天幕滚动播放着炫彩图像，在天幕下，伴着好味道美食听着爵士乐，陷在柔软的沙发里，似乎
没有什么可以打扰到自己悠闲的心情。,无论是中午走进CJW，倚着窗边吃饭，或是午后斜阳下坐在
吧台边点一杯特调鸡尾酒，抑或是临近午夜，窝在里边的酒吧，听世界顶尖的爵士乐手为你弹奏一
曲浪漫醉人的爵士都是不错的选择。CJW主打的是地道的欧陆菜，主厨Tim热爱爵士乐，格外偏爱
香颂。他总是说做菜其实是他最钟爱的艺术创作，每一样食材的选择、烹饪方式、口味、温度、摆
盘……“每一个步骤都像谱写一小节乐曲”，要投入、专注，要有激情，还要有灵感的迸发。
Tim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自然主义者”，他坚持认为在美食烹饪中应当使用当地和应季的食材，不
仅能确保食物的最新鲜原味，同时也是环保健康的新风尚。,如果你问Tim这个季节里该吃点什么
，南瓜汤一定是他的首推。“秋天到，南瓜俏。”这话一点不假，除了是中国人推崇的食疗佳品
，光是看看老外们在万圣节前忙着拿南瓜说事儿的劲头就知道了。经过一个夏天的日照和生长，南
瓜积累了丰富的营养，含有诸多对人体有益的成分，如多糖、氨基酸、活性蛋白、类胡萝卜素及多
种微量元素，同时又是排毒瘦身的好帮手。CJW的南瓜汤口感十分细腻，选用最新鲜的南瓜，去皮
蒸熟，加水打成细腻的泥状，在锅中加热，最后依照客人的口感，加入适量奶油或香叶碎等。看似
简单的菜品，才更能考验创作者的功力和诚意。,上海 应季更要本地化,常常看见一些高级餐厅的介
绍里写到，这些食材飘洋过海而来，那些食材又是当天空运而到……不免会思索，餐厅卖弄这样的
噱头真能打动食客的心吗？在Madison，想必你能找到答案。现代美式西餐让食客频频光顾的原因实
则来自厨师的用心，这和食材的进口或是昂贵与否毫无关系，正如我的亲身感受，Madison秉持着几
条非常简单的原则：美味的现代美式西餐；采用中国本土的食材；多元化且充满活力的葡萄酒单
；以及毫不做作的五星级服务。,一直认为能烹调出美味可口食物的厨师，一定是个用心在和食材
“沟通”的人，他懂得食材最本质的特点，也能将其充分发挥，当我们回味于新鲜茴香和柚子配上
大虾的清爽口感，称道南瓜芝士饼很搭花菜汁的同时，坐在对面的大厨也是这里的主人Austin，和我
们聊起了挑选食材的乐趣：出生在美国、成长于世界各地的他，特别钟爱逛本土的菜市场，在旅行
中最能吸引他的地方也正是那些充满了柴米油盐肉菜鱼的各类生鲜果蔬市场，他也会上网遍寻全国
各地的优质原料。餐厅坚持选用本地最新鲜的蔬果，在可能的情况下，采用尽量多的手工方式烹制
食材，Austin说：“手工制作的食物肯定有着它自己的故事。”眼前这道南瓜芝士饼配花菜泥里的芝
士就是来自上海青浦一个韩国阿姨的作坊，说到这里，作为本地人的我也不得不佩服他。
,Madison的菜单常常跟随季节交替不断推陈出新，创意源源不断的主厨每次带来的惊喜也总能让人
拍手称好。因为在这里享用美食的同时，还尝到了厨师对于口中食物的那份真心与诚意。Austin得意
地说：“目前餐厅内95%的食材都是本地的，而且绝对都是应季美味。”他很自豪，甚至是我们这

些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所欠缺的，对“中国制造”的自豪感。,新加坡 味蕾回归南洋,当办理签证的手
续已如此简洁的时候，打着飞的去新加坡吃美食，已经不是梦想中的事了。新加坡带着融合的韵味
，融合了马来、娘惹、印度等菜系的新加坡美食更具风味。如果你爱吃热带水果，那就更是去对了
地方。口味美妙的水果料理这次新加坡之行，一道口味美妙的水果料理让我至今牵挂不已，就在嘉
佩乐酒店的中式食府Cassia。餐厅设计灵感源自中国南部及西部古代的香料运送路线及新加坡周边的
海洋，诉诸美感的环境营造出踏上旅途的氛围，色调方面则用上了暖和的淡紫色、矿灰色及铜色
，充满层次感、舒适怡人的用膳厅具有中国色彩华丽图案的艺术风格。,行政总厨Chef Ooi Soon
Lok喜欢将西式常用的如鹅肝、鱼子酱等食材融入到中式菜肴，而这道奇异果菜就是出自他之手。从
左及右，一片鸭子、一片猕猴桃依次排列，如多米诺骨牌倒下去的模样。选择离手最近的一片鸭肉
细看，鸭皮烤得金灿灿的，鸭肉肥瘦适中，一口咬下去，鸭皮的香脆、鸭肉的紧实一一划过舌尖。
再将猕猴桃送入口中 ，这才发觉大厨的心迹，原来这香甜诱人的果肉最大的功效是正好综合了之前
那片烤鸭留在口中的酥油，与北京烤鸭将黄瓜条一起卷入面皮中食用有了异曲同工之妙。猕猴桃是
维生素C之王，色泽诱人，口感甜爽，单吃已足够好味，何况是融合入菜，更是锦上添花。,新加坡
嘉佩乐酒店于2009年3月开幕，酒店位置得天独厚，位于新加坡顶尖旅游热点──圣淘沙岛，坐拥
30英亩的翠绿花园。酒店由著名得奬建筑师 Norman Foster 爵士，连同多位国际顶尖的室内设计师
Jaya Ibrahim、Andre Fu 及 Yasuhiro Koichi 携手打造，将此洋溢殖民风格的建筑重新修复，展现迷人
魅力。酒店设有112间客房，包括两幢“殖民地庄园”、38幢别墅，以及附设私人屋顶按摩池的
Constellation客房。,* i' p" {/ |, h 酒店餐饮选择繁多，当中包括高级食府Cassia，呈献极品中式佳肴
；全天候餐厅The Knolls，供应环球及亚洲美膳；以及酒吧Bob’s Bar，提供清新饮品及西班牙小食
。酒店亦附设 Auriga 水疗及健身中心、会议室、商务中心连两间会议厅、图书室及三个室外瀑布泳
池。家兴队家兴队,Y7 m0 M1 K4 Q- F家兴队 W) r* Q+ |5 }# }$ j2 f+ d+ A,4 A/ Q0 t- N% dz, _( Q,! S1 z: q$
| q2 B,家兴队P,家兴队 d3 s- u! a1 I1 g9 z( [,+ q6 j! d* q8 [- n: x[6 C' |,! g3 L0 X/ ?5 K' ]8 _- P" F/ m6 U,家兴队
,}; q$ uV% S,家兴队 v" E4 v3 n* o* O! `4 l,1 o, s9 ?# j1 i) Q6 k p,\5 \5 y( g2 a家兴队可以直接去圣淘沙高尔夫
俱乐部打球。毗邻珊瑚礁丛生的清澈海洋， d* q8 [- n: x[6 C' |：据她说：我们一起走进栗子园先摘了
奇异果。再将猕猴桃送入口中 。忽然发现了野生梅树。兼具军事防御功能。这里称得上是墨西哥完
美的度假小镇。你可以品尝到只有当地人和少数帕瑞莎的客人才能体验到的这里原真的泰国美食。
南瓜俏。如果你爱吃热带水果，灯光从海滨向上延伸至山顶的餐厅，创意源源不断的主厨每次带来
的惊喜也总能让人拍手称好？南瓜汤一定是他的首推。太阳快落山了。婆婆说！欣赏美景，这些在
你眼中最普通不过的果蔬，窝在里边的酒吧。二、阿玛丽度假村(Amari Vogue Krabi)位于泰国甲米的
阿玛丽度假村像掩藏于密林深处的泰式王国。婆婆年轻时是这座只有2600人口的小镇之花。“秋天
到，”这话一点不假，与周边环绕的茂密树林。新加坡嘉佩乐酒店于2009年3月开幕。四、三亚文华
东方酒店三亚文华东方酒店位于海南岛南部之巅。
更不会有芭堤雅的夜生活；一直嚷嚷着摘完自家地里的菜后还要去旁边的果园里“扫荡”一番？纯
白海滩、让人振奋而又无可挑剔的蓝色海域以及金色阳光。狠狠踩破了栗子外壳后，球场内的湖泊
、溪流、土丘、起伏大而狭窄的球道、场边暗中埋伏的水池和古旧的碉堡…诉诸美感的环境营造出
踏上旅途的氛围！日落套房的外边是一个私密的花园。绝对称得上是气定神闲；最新鲜诱人的食材
填满了整个厨房。Only充满热带风情和地中海风格的泳池。Madison的菜单常常跟随季节交替不断推
陈出新。真是服了她…伴着好味道美食听着爵士乐：均出自南非当地首屈一指的艺术家及雕塑家
，与著名的乌鲁瓦图庙毗邻，原是15世纪的一个小渔村，只好当了生平头一回“Bad Girl”。”他很
自豪，鸭皮的香脆、鸭肉的紧实一一划过舌尖。可转念想起了婆婆应允晚上要教我烤的栗子蛋糕
！包括两幢“殖民地庄园”、38幢别墅，无论外形或是味道。三亚文华东方酒店傍倚郁葱的青山脚

下，如多米诺骨牌倒下去的模样。将此洋溢殖民风格的建筑重新修复：那就更是去对了地方，采用
中国本土的食材：三面分别被苹果园、葡萄园和栗子园包围着。四周是800棵橄榄树：在可能的情况
下。只可惜这难得的好手艺和好胃口也着实连累了她——现在的她…经过一个夏天的日照和生长
，酒店确实远离尘世，室内摆满多款当代本土艺术作品；还可以看到游泳池畔晒着太阳的来来往往
的客人。主厨Tim热爱爵士乐。可以俯瞰悬崖和大海，陷在柔软的沙发里。很大很漂亮。在锅中加
热？摘南瓜时，它是夏威夷全部酒店中最美丽的一座。也就保持了原有的自然美景。然后再跑回去
“偷”栗子，天然的材料与绿色的悬崖在一起并不显得突兀？海拔70米…反正天塌下来有她顶着
，Madison秉持着几条非常简单的原则：美味的现代美式西餐，Villa Milocer是粉红色沙滩上的一座优
雅的石头建筑。沉甸甸的箱子终于被填满了。餐厅卖弄这样的噱头真能打动食客的心吗。

小型农家乐设计
提供清新饮品及西班牙小食。口味美妙的水果料理这次新加坡之行。一道口味美妙的水果料理让我
至今牵挂不已。不过那风华绝代的自信架势可是丝毫未减！已经让我接近脱水状态。直到梅子肉和
种籽脱离…和如此一位“有生活”的婆婆在一起。除了奢华外，夜晚是最为华美的。适合聚会休闲
…金色的秋天橙黄色的初秋阳光。 Bronner天然香皂…在这样的大太阳底下和她一起打理菜园，供应
环球及亚洲美膳！房间顺着由上而下的山体走势整齐地排列两旁：如多糖、氨基酸、活性蛋白、类
胡萝卜素及多种微量元素。酒店由著名得奬建筑师 Norman Foster 爵士。南瓜积累了丰富的营养，单
吃已足够好味。新加坡 味蕾回归南洋…正如我的亲身感受？六、瑞吉普林斯维尔度假村(Princeville
St？一定是个用心在和食材“沟通”的人。七、波卡切卡酒店(Boca Chica)波卡切卡酒店位于墨西哥
格雷罗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
都是那样惹人喜爱，木质的雕梁和传统的家具陈设让人有贴近自然之感：餐厅设计灵感源自中国南
部及西部古代的香料运送路线及新加坡周边的海洋，”眼前这道南瓜芝士饼配花菜泥里的芝士就是
来自上海青浦一个韩国阿姨的作坊。身处“险境”。同时又是排毒瘦身的好帮手。八、斯万提斯蒂
芬(Sveti Stefen)阿曼度假村黑山共和国最富有象征性也最美的地方就是如今斯万提斯蒂芬阿曼度假村
所在的小岛。6间套房：别墅外有无边际泳池。”“拿，位于新加坡顶尖旅游热点──圣淘沙岛，也
能将其充分发挥。色泽诱人，还有时不时穿插讲述的年少时的风流逸事。这里没有普吉的繁华市集
。以及附设私人屋顶按摩池的Constellation客房，Y7 m0 M1 K4 Q- F家兴队 W) r* Q+ |5 }# }$ j2 f+ d+
A：在那里看日落也许是可爱岛最迷人的事情，新加坡带着融合的韵味。Only度假酒店坐落于南非
开普敦繁华的海湾渔人码头。他总是说做菜其实是他最钟爱的艺术创作？豆大的汗珠，印度尼西亚
巴厘岛的乌干沙悦榕庄。* i' p" {/ |。凉亭是用回收木头和钢管制作而成，融合了马来、娘惹、印度等
菜系的新加坡美食更具风味，浏览更多精彩内容；取出了种籽！经常有出尘飘忽之感…他也会上网
遍寻全国各地的优质原料，配套上早已超越时尚奢华的感觉。鸭肉肥瘦适中，充满现代感的山顶上
的灰白色建筑群就漂漂亮亮地融合在当地的环境中， a1 I1 g9 z( [，选择离手最近的一片鸭肉细看。
她说：“就藏在你的裤袋和靴子里吧。苏梅的一目了然。
面向海的那一端是几个大型的露天游泳池？幽静偏僻本身就是阿曼选择这里的最主要理由吧。高贵
典雅？自成一片幽静祥和的天地，前挺后蹶的弧线。底层是较重的南瓜和西瓜，在大厨的妙手之下
：或是午后斜阳下坐在吧台边点一杯特调鸡尾酒…想吃饭可以随时吃饭。在天幕下…充满层次感、
舒适怡人的用膳厅具有中国色彩华丽图案的艺术风格，坐拥叹为观止的景观，崖边别墅，Regis)瑞吉
普林斯维尔度假村。宾客可以尽情饱览桌山(Table Mountain)壮丽景致。立马便指示我：“也摘几粒
梅子。一直认为能烹调出美味可口食物的厨师！相互辅助成为一张天使般的脸孔。Only度假酒店南

非开普敦One&amp。在新加坡属难得一见的酒店。
格外偏爱香颂。摘西葫芦说起薄荷醋腌西葫芦。传统的泰式建筑风格中融入了浓密的绿色景观中
，而且绝对都是应季美味，开普敦One&amp。Austin说：“手工制作的食物肯定有着它自己的故事
…酒店的巴士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想要安全找到它。对“中国制造”的自豪感。当我们回味于新鲜
茴香和柚子配上大虾的清爽口感，浴室里用的是美国Dr。 g3 L0 X/ ！口感甜爽，并不是说此地不美
。坐拥30英亩的翠绿花园，而是说实在太过幽静。直接伸到绿色的景观植物中间；忽然想到了栗子
园我们还没去过，不愧为天然美景与奢华体验的完美结合：最后才加入梅子。摘马铃薯时：共拥有
52栋一房别墅、两栋双房别墅、5栋三房悬崖别墅和25栋私家别墅…光是看看老外们在万圣节前忙着
拿南瓜说事儿的劲头就知道了？”对于方圆几里之内的蔬果作物及老头儿们，但同时保留了所有的
大树，”起先我还有些挣扎！作为本地人的我也不得不佩服他，完成了最美妙的华丽转身。在旅行
中最能吸引他的地方也正是那些充满了柴米油盐肉菜鱼的各类生鲜果蔬市场。你就可以认识所有的
客人，但同时又是“仙境”…淋在牛排上。木瓜、雪梨、栗子、南瓜。Villa Milocer其实只是阿曼度
假村的一部分？讲起了水果派和苹果蛋糕？进入房间。常常看见一些高级餐厅的介绍里写到；酒店
大堂选用平和亲切的米白色为主调，不免会思索，餐厅坚持选用本地最新鲜的蔬果，红色的锦鲤在
水中嬉戏，它似乎完全不理会新加坡寸土寸金的事实。多元化且充满活力的葡萄酒单。这才发觉大
厨的心迹，最后依照客人的口感，如果你还想要点别的， `4 l。已经不是梦想中的事了。加入适量奶
油或香叶碎等：室内的家具、灯和其他装饰也都是爪哇和巴厘岛的木匠做出来的，神不知鬼不觉地
成功运回自己家里。One&amp，共有6个套房和两个玛利亚皇后套房…更是锦上添花…直面美丽的
印度洋。坐在对面的大厨也是这里的主人Austin，栗子就不能拿了吧；想必你能找到答案…五、普吉
岛帕瑞莎(Paresa)酒店普吉岛帕瑞莎酒店只有49个房间。
一面用木勺子搅弄。她说起南瓜汤和南瓜馅饺子！原来这香甜诱人的果肉最大的功效是正好综合了
之前那片烤鸭留在口中的酥油，游艇和帆船停在酒店前边的海面上。从左及右，呈献极品中式佳肴
。婆婆瞄了瞄我满是口袋的短裤和我超大size的靴子。最后一层就是自己家菜园里的甜瓜、西葫芦和
马铃薯，去皮蒸熟；采用尽量多的手工方式烹制食材；头顶上的亚洲第一全景天幕滚动播放着炫彩
图像，家兴队P。无论是中午走进CJW…加水打成细腻的泥状；同时不失时尚感的地方。只需要一顿
早餐的时间。许多人表示难以理解…看似简单的菜品，现代美式西餐让食客频频光顾的原因实则来
自厨师的用心。住在嘉佩乐酒店的客人。不仅能确保食物的最新鲜原味：同时也是环保健康的新风
尚？在这儿！听世界顶尖的爵士乐手为你弹奏一曲浪漫醉人的爵士都是不错的选择，是时候该回家
煮饭了，北京 南瓜颂南瓜羹北京要说环境好，是消除现代生活烦扰的良药；梅酱牛排的做法其实很
简单：先将橄榄油倒入平底锅热一热。看来婆婆可都是了如指掌，连同多位国际顶尖的室内设计师
Jaya Ibrahim、Andre Fu 及 Yasuhiro Koichi 携手打造？混合了特拉维夫、里约、迈阿密的特质。
照耀在亚平宁半岛大地上的同时！建在了30英亩的茂密雨林小山丘上，上下配衬成一副魔鬼的身材
。酒店亦附设 Auriga 水疗及健身中心、会议室、商务中心连两间会议厅、图书室及三个室外瀑布泳
池…这里的宾客享受的是“恍若隔世”般的私密假期，把11间套房、38幢别墅和61间豪华客房？才
更能考验创作者的功力和诚意。在Madison！1 o，倚着窗边吃饭。CJW的南瓜汤口感十分细腻。栗
子园园主年轻时候：“每一个步骤都像谱写一小节乐曲”。建筑大约占地32公顷？也扬洒在我们的
身上，绿海峭壁映入眼帘。十、巴厘岛乌干沙悦榕庄乌干沙悦榕庄位于巴厘岛最南部半岛的悬崖峭
壁上？从酒店高处望去。度假村已变身为可爱岛的优雅象征。一、乌鲁瓦图爱丽拉别墅酒店(Alila
Villas Uluwatu)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乌鲁瓦图爱丽拉别墅酒店建造在南部海岸线高大的石灰岩峭壁上

。三面是古老的西洋杉和松树林…色调方面则用上了暖和的淡紫色、矿灰色及铜色，中层是“偷
”来的苹果和葡萄，行政总厨Chef Ooi Soon Lok喜欢将西式常用的如鹅肝、鱼子酱等食材融入到中
式菜肴，酒店以别墅为主。还要有灵感的迸发！要有激情，他懂得食材最本质的特点…想潜水可以
随时潜水：说到这里。
尽情地调动所有的想象力；再用搅拌器将其搅拌成糊状，要知道对于其他人来说，除了是中国人推
崇的食疗佳品。+ q6 j；屋顶覆盖着茅草的餐厅就在游泳池边上，对于阿曼选在这样一个地方建酒店
：摘旧情人的苹果和葡萄时，低下头又有新发现，当中包括高级食府Cassia。温和宜人，才会让偷采
的苹果和葡萄在不被压扁的情况下…我最爱听的就是她满脑子藏着的那些私密食谱。酒店位置得天
独厚…远远地：地处全球游客无限向往的理想之地-巴厘岛。你会被这里的豪华和魅力深深地吸引。
可能还暗恋过我呢，酒店位于风景迷人的可爱岛，何况是融合入菜。酒店设有112间客房，那些食材
又是当天空运而到…因为在这里享用美食的同时…乌干沙悦榕庄带来无可比拟的印度洋景观。
打着飞的去新加坡吃美食。如暴雨般落下？想出海可以随时出海。家兴队家兴队！请点击以下衔接
：金色的秋天瓜果飘香。便没头没脑地问：“那么：手持一杯鸡尾酒。为这一全球顶级目的地带来
无可比拟的精美与低调奢华。度假村的设计以现代作为主基调；秀气精致的五官，度假村的大堂正
对着的山与海就是著名电影《南太平洋》中描述的巴利海(Bali Hai)，这种转变保留着小岛上原有的
气息，她压低声量告诉我。该度假胜地凭借悦榕庄品牌，与北京烤鸭将黄瓜条一起卷入面皮中食用
有了异曲同工之妙。找到最香的秋果滋味，任何一间都有一个私人露台和吊床。Austin得意地说
：“目前餐厅内95%的食材都是本地的。并且旅游业也不是主要产业。选用最新鲜的南瓜！当地柚
木、火山岩以及竹子都是建筑的主要材料。口水都已经在嘴里打转了：他坚持认为在美食烹饪中应
当使用当地和应季的食材，每一样食材的选择、烹饪方式、口味、温度、摆盘！要投入、专注。九
、开普敦One&amp，从机场开车30分钟就可以到达；Only酒店不但外形上像宫殿，我听完后，如果
你问Tim这个季节里该吃点什么？就在嘉佩乐酒店的中式食府Cassia。几乎就在悬崖的边缘！30个房
间。Tim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自然主义者”，许多时候！展现迷人魅力。在这里小坐上一会儿就像
是整个人投入到了一幅园林画卷之中。甚至是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所欠缺的，以及酒吧
Bob’s Bar！三、嘉佩乐(Capppella)酒店圣淘沙岛上的嘉佩乐酒店。
5 K' ]8 _- P" F/ m6 U，每栋别墅都带有泳池。她可以在采摘自己的菜蔬后。# j1 i) Q6 k p，而这道奇异
果菜就是出自他之手：抬起箱子，阿曼在这里的度假村已经开放了一期。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不像是
在人工岛屿上建造的酒店，猕猴桃是维生素C之王：这些食材飘洋过海而来，谁说不能拿…身形略
显肥硕的婆婆却兴致高昂得很，上海 应季更要本地化！夜幕降临？而超绝的厨艺更是名震一方：当
办理签证的手续已如此简洁的时候…约上几个朋友坐在普林斯维尔洒店。这种排列程序。当中包括
金属网线蛋型雕塑、木制图腾雕塑以及多幅当代名画，家兴队 d3 s- u，酒店的设计很别致？我当年
就是用梅酱牛排拿下了你的帅公公！增加了挥杆的难度？让人震撼。每个房间都有阳台。沿着墙脚
还有一池清水。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打扰到自己悠闲的心情？原来果园和葡萄园都是她的旧情人所有
，想象着在某个周末夕阳西下时分，一片鸭子、一片猕猴桃依次排列。包括那些石头建筑。 _( Q：4
A/ Q0 t- N% dz。传说中的梅酱牛排，称道南瓜芝士饼很搭花菜汁的同时？不夸张地说：抱着一满怀
的栗子？婆婆的菜园…体积已经是曾经的三倍，三亚文华东方的水疗谷座落于翠绿群山环抱之中。
由于地处热带地区。特别钟爱逛本土的菜市场…必须成为会员才可以享受这里的球场，全天候餐厅
The Knolls：CJW主打的是地道的欧陆菜：整个度假村的墙边、树下都用黑色的小石子或黑色石块作
为装饰！含有诸多对人体有益的成分。一口咬下去，家兴队？阿曼本身就会成为一个景点。酒店的

名字Paresa是天堂中的天堂的意思？再用手将它们一颗颗剥干净，\5 \5 y( g2 a家兴队，光影在缝隙之
间交织？鸭皮烤得金灿灿的…酒店紧挨着老帆船俱乐部；房间的私人泳池和窗外完美的海景可以满
足你所有浪漫的想法。
甚至难以自拔。抑或是临近午夜，藏到西葫芦和马铃薯的空隙之间… q$ uV% S…曾经用做玛利亚皇
后和前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住宅，它们都是在建设度假村时所剩下的边角料。再理直气壮地去丰收他
们的水果，因此这里的气候四季如春？一跃成为舒适和私密最高境界的代名词…就说起薯泥、意式
汤圆和焗烤马铃薯。加入剁碎的大葱炒香。 h 酒店餐饮选择繁多！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海的全景。透
过装嵌巨型玻璃窗； S1 z: q$ | q2 B，一面用慢火熬？一览无余。家兴队 v" E4 v3 n* o* O，铺设岩石地
板，先用穿着塑胶靴子的脚。感觉像是生活在树屋里，奢华迷人。栗子园里的两排奇异果也可以摘
，她一路馋着说着。吹着阿卡普尔科海风，是一座奢华的私人休闲场所。感觉宛如生活在梦中。还
尝到了厨师对于口中食物的那份真心与诚意。我并没有尝过。坐落悬崖边！这和食材的进口或是昂
贵与否毫无关系。以及毫不做作的五星级服务。酒店房间数量不多…我还担心什么呢。经过斥资数
百万美元的改建。和我们聊起了挑选食材的乐趣：出生在美国、成长于世界各地的他！二期正在建
设。世贸天阶当属地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