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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性的“气”Spa、专门的健身区域，同时配备
2 个健身房、1 个专用游泳池、1 个瑜伽房，此外
酒店内还有其他 4 个游泳池。被称为“Souk”的
传统阿拉伯集市被设计成时尚现代的精品店，让
第一次来的客人不必出酒店，就能全方位的领略
阿布扎比的特色风情。阿巴拉河道（阿拉伯的“贡

一场阿拉伯的盛宴

多拉”
）环绕酒店独特建筑和葱郁的花园，将所有
设施连接起来，是水上威尼斯的缩小版。

Abu Dhabi AbuAbu

阿布扎比有个非常著名的 Yas 岛，岛上有着
好几家星级酒店和精品酒店。新建造的 Yas 酒店
就是其中较有特色的一家。Yas 酒店的外表由一个

文 Kimi Wang 感谢 A List Events International 公司提供协助

217 米长的大型曲线网构成，主要材料是钢筋和
5800 个钻石型玻璃板。网格式外壳让建筑看起来

作为阿联酋最大的酋长国，阿布扎比的名气始终没有迪拜来的更为响亮。从新闻里播报阿布扎比向
迪拜注资 1024 亿的时候开始，这块独特而迷人的地方再次受到世界的瞩目。今年，随着阿布扎比旅游局
第二次举办享誉全球的阿布扎比美食节之际，再次领略了那座现代大都市所充满的传统魅力与其深厚的文化。

像是大气层，
“大气层”下面是酒店的两个主楼，
两个主楼之间以桥相连。Yas 酒店的附近就是 F1
赛道，因此，这个桥给人的感觉就好像——赛车
正从 F1 赛道经过，然后打算穿过大楼。网格式外
壳把两个主楼合为一体，而由它产生的光学效果
和光谱反射所组成景象可以媲美周围的天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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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和沙漠风景。每年，当 F1 开幕之时，就是 Yas
酒店最热闹之际，如此便捷的观景场地，怎么能
轻易错过呢？

名马豪车的运动之城
阿布扎比在阿拉伯语中是“有羚羊的地方”
的意思。据说，从前经常有阿拉伯羚羊在这一带
出没。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阿布扎比还是一片
荒漠，除了几颗枣椰树和遍地的骆驼刺外，只有
为数不多的土块砌成的房屋。在阿布扎比居住的
3

绝大多数居民是雅西部落人。他们靠下海捕鱼、
捞珍珠和饲养牛羊、骆驼为生。骆驼是他们的传

1、 迷 你 版 威 尼 斯 水
城——阿布扎比香格里

统交通工具，所以他们称自己是“骑在骆驼背上

拉酒店外围

凌晨步入坐落在海滩边的阿布扎比香格里拉

的民族”
。在阿布扎比赛骆驼，可以说是在人生中

2、美轮美奂的 Yas 酒店

大酒店，瞬间沉浸在宁静的震撼之中，大堂内圆

蔚为壮观的经历之一了。当然，除了它是一个全

形的巨大水晶吊灯，优雅不失大气，让人的视线

新的体验之外，这也是驱赶人们平时无聊的最佳

不舍得离开。一路从走廊到客房，无论是墙壁上

方法之一。赛骆驼通常在周四和周五的早晨举行，

至尊享受的豪华度假胜地

3、充满阿拉伯风情的香
格里拉酒店客房
4、阿布扎比第二届全球
美食节开幕仪式

的配画，抑或是房间门口的装饰品，无一不透露
着浓烈的现代阿拉伯风格。柔软的家具风格，圆
润的线条，仿佛这不是一间房间，而是一副充满
了异国他乡的迷人风情画。落地灯和桌灯则运用
了直线条和抛光的金属质感，与独具特色的灯罩
相匹配。在这里，所有的客房套房都有着最佳的
落地海景窗，能欣赏到海面落日的美景，隔海相望，
更有传统的阿拉伯清真寺圆顶及尖塔建筑映入眼
图片 阿布扎比旅游局提供

帘。从香格里拉标志性的地道中餐厅香宫，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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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曼妙的法国餐厅 Bord Eau——让奢华的顶级餐
厅宠爱着每一位来宾的味蕾。还有曾荣获大奖的
越南菜餐厅 Hoi An，全天开放的餐厅 Sofra bld 和
优雅高贵的地中海特色餐厅 Pearls & Caviar 都远
渡重洋，来到了阿布扎比。这里有香格里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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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连着一个院子是阿联酋第一任总统谢赫扎耶德

1、 阿布扎比的潜水是相当的出名。旅行者

故者安息，只能静静地在外膜拜，一旦看到手机

通常浏览东海岸之后在欧曼海湾潜水或者也可以

照相机，马上就会有警察过来制止。

去北边的 Mussandam 半岛体验潜水的快乐。

在阿布扎比，烧钱买豪车绝对是有钱人的另

2、 如果你想活得像劳伦斯的阿拉伯幻想一

一种生活方式。随时一辆路虎可能就戛然而止停

样的生活，可以先骑着骆驼跋涉一些沙丘，然后

你在面前。阿布扎比不是个能走路闲逛的城市，

驻足于一个贝都因式的帐篷，躺在吊床上享受着

中午的太阳会晒得让人头晕，那里 20 度左右的天

葡萄叶，慢火烤的羊肉，烤鱼，米饭和特色饼，

气已经是他们的冬季，夏季甚至会超过 40 度。人

简直就是一顿阿拉伯王子的盛宴。

们只能躲在带空调的建筑和汽车里，只消在室外

以传统印度草医药学治疗原理，融合独具异国情

位黑纱裹面的年轻女子，只露出一对美丽迷人又

调的花朵浴和沼泥浴，在西方香熏按摩的基础上

充满诱惑的大眼睛……霎时，你会觉得恍惚，她

加入印度香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SPA 风格。

阿布扎比风俗和禁忌：

阿联酋虽然是穆斯林国家，信仰伊斯兰教 , 但

国家实行对外全方位开放，政策较开明，对外国
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没有太多的限制，超级市场
可以买到猪肉及其制品，基本可满足居住在阿联
酋各国人士。但也有一些禁忌的地方值得注意，
酒类、裸体照片不准携入。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
不饮酒。对他们来说，喝酒是直通罪恶之路。带
酒通关，容易招惹是非。斋戒期间禁止在室外吃
东西、抽烟。
4、谢赫扎耶德清真寺

围绕着城市的特殊赛道，一匹匹的骆驼争先恐后，

除了海水就是沙漠，但是阿布扎比 F1 赛道的确无

内德国制造的“世界第

成为阿布扎比一道不可或缺的靓丽风景线。

可挑剔。

一”的镀金枝型吊灯
5、以耐力和力量闻名

4、阿联酋航空公司网站：www.emirates.com

今年 10、11 月我们将和胡润百富共同组织一个关于阿布
扎比的奢华旅游的国际榜单项目。每个旅行团限制的最大人数
在 8-10 人左右，提供 5-7 日的奢华旅行，包括最奢华的饭店，
最有趣的活动和最奢侈的服装，将让您见识到真正的迪拜和阿
布扎比是怎样的。所有旅行团将由经验丰富的双语工作人员陪
伴并且为你事先安排好一切，个性化的行程，包括豪华机场的
签证安排和城市转移还有 24 小时双语礼宾服务陪伴您的旅行。
如 有 需 要， 请 联 系 Kinga Hutchinson, A List Events International
Email: vip@alistint.com www.alistint.com

除了与众不同的赛骆驼之外，阿拉伯的马也

膜拜天堂谢赫扎耶德清真寺

的阿布扎比马

以耐力和力量而闻名，是赛马场绝对的主角。阿

6、让人浮想联翩的沙

布扎比旅游局就曾与赫赫有名的英格兰皇家赛马

在谢赫扎耶德清真寺，并不有着完全保守的

漠，充满了阿拉伯式的

场签署了合作协议，举办著名的 ascot 皇家赛马

制度。女性只要穿上她们的黑色长袍，便可以从

7、世界上迄今“惟一

会。同时，
阿布扎比旅游局还赞助了之前举行的
“阿

正门进入，同时拍照也不会被禁止。这座耗资 25

的八星级饭店酋长宫殿

布扎比国际障碍赛马会”
。全球数以百万计的电视

亿美元，历经十多年精心打造而成的扎耶德清真

观众，都把目光投向阿布扎比这个旅游胜地。

寺是世界第三大清真寺，可同时容纳 4 万人进行

幻想

3、隐蔽在空域沙漠酒店内的 Anantara Spa。

待上一会，便大汗淋漓。这时，从路虎里跳下一

怎么在路虎里？她不是应该骑在骆驼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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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错过的事

的陵墓。这里的诵经声终年不断。为了不打扰已

阿布扎比的运动狂热并不仅限于此。来到阿

膜拜，以纪念已故的阿联酋前总统而得名。白色

联酋，你看到各种豪华车的机会远比看到骆驼的

基调的大理石装修显得气势磅礴雄伟，清真寺及

机会多得多。当一艘艘游艇排列成行，依偎在蓝

其围绕主建筑周围的园景上都雕有阿布扎比的伊

色的海湾中；当海风轻轻地吹起了阿拉伯女人的

斯兰教图案，所展现的是传统的宗教殿堂与现代

裙摆；当赛车的轰鸣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时……

感十足的时尚气息双重融合。与外观简单的白色

似曾相识的情景让人不禁想起了摩纳哥赛道。但

完全不同，礼拜堂内的装饰可谓极尽华丽。

这是在阿布扎比，独一无二的阿布扎比。对于阿

整个建筑选用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昂贵原材料

布扎比来说，赛车并非只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更

和艺术装饰品，错综复杂的雕刻和壁画由各个国

是一场奢华的视觉盛宴。阿布扎比 F1 赛道建在填

家的艺术家联合创作完成。谢赫扎耶德清真寺主

海而成的 Yas 岛上，F1 赛道只是这个岛上庞大建

堂内的两件实用物品值得细细观摩，一是世界最

设计划中的一部分。除了赛道，Yas 岛还有宽阔的

大的手工编制地毯，有约 7000 多平方米，二是价

港口，游艇码头、豪华酒店、高档公寓、法拉利

值 800 多万美元的由德国制造的“世界第一”的

主题公园、游乐场和购物中心等。虽然岛屿四周

镀金枝型吊灯。在清真寺大门的旁边，有一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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