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酒店及度假村 尊享客制化奢华
提到“奢华“一词，可能大部分人会有一种摆在橱窗内，如钻石般
可望而不可及的距离感。因而说到奢华酒店，其给大众的印象便是富丽
堂皇的装潢，或是每晚价格不菲的房价。然而莲花酒店及度假村则全新
定义了”奢华酒店“的概念，使酒店不仅仅只是一个下榻歇脚的住处，
而更是一次值得用心体会的客制化经历。

曼谷莲花大酒店半月餐厅荣登“欧洲、英国、亚太区
Top 100美食餐厅榜”
2013年4月8日北京讯：近日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的半月餐厅（
Mezzaluna）荣登社交饮食网站Foodie.com评选的“欧洲，英国和亚太区
Top100美食餐厅”榜单。此排行榜由一组世界顶级美食评论家和Foodie
资深编辑选出。而该奖项旨在评选并奖励欧洲、英国以及亚太地区提供
最特色菜肴和最佳美食体验的餐厅。
位于曼谷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的半月餐厅（Mezzaluna）特别聘请了
享有盛名的双胞胎主厨兄弟Thomas和Mathias Sühring为客人精心设计
充满现代感和创新性的菜肴。兄弟俩不同于他人的烹饪理念在于擅长使
用传统的烹调方法来创造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味菜肴。因此半月餐厅菜肴
的主要特点就是采集食物本身的自然风味，保持其原有质地，其中包括
原料本地采购以及纯手工制作配料，来打造味蕾上的盛宴。
莲花大酒店的执行总裁 Deepak Ohri先生表示“很高兴我们荣登美
食家评选的Top 100名单，这次的获奖是对莲花大酒店完美烹饪的最佳佐
证。半月餐厅除为客人提供精致的风味菜肴之外，还能让客人在享受无
可挑剔的服务同时欣赏到湄公河秀美的风光。”

客制化奢华带来震撼心灵的体验
说起客制化奢华，也许既陌生又熟悉，以往按国别或民族来简单划
分客群，从而进行客制化服务的酒店管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客制
化”。在莲花酒店及度假村CEO，Deepak Ohri的眼里，每个顾客都是独
立的个体，有着不同的个性与需求。酒店不会简单的将顾客贴上中国人
或美国人的标签，也不会一刀切的划分为商务旅者或自由行客。这也恰
恰从另一层面诠释了他对“奢华”概念的理解，即用心去观察和了解个
体顾客的需求，酒店不再是单纯的睡房，而可以成为让顾客流连忘返的
旅游目的地。遵循这样的原则，曼谷莲花大酒店及莲花塔楼会馆所提供
的房间相较其他酒店来说，空间感更大，更私密。游泳池、健身房、
Spa室、商务中心，一系列配套设施应有尽有。圆顶屋上多家全球知名的
餐厅更是区别莲花酒店与别家的精髓所在。最为国人所熟知的，莫过于
世界最高的露天户外餐厅Sirocco和空中酒吧Sky Bar了。点上一杯鸡尾
酒，倚靠在空中酒吧围栏旁，欣赏着脚下曼谷璀璨的灯光和静静流淌的
湄南河，曼谷的夜才算开始。

“欧洲、英国和亚太区Top 100美食餐厅榜单”由全球知名美食评论
家 Jonathan Gold、Bruno Verjus、 Alexander Lobrano、 Charles
Campion、 Vir Sanghvi、 Aun Koh、Susumu Ohta、 Kundo Koyama，
以及 Glam Media的Samir Arora, 和Yuki Yamamura评选出。Foodie.com
是 Glam Media旗下的美食社交网站，在上线一月内便吸引了两千万用户
。Glam Media是全球领先的垂直社交媒体公司，在生活方式领域拥有全
球最大的网络资源。

有关莲花酒店及度假村
莲花酒店及度假村是以经营奢华酒店、顶级餐厅和酒吧的奢华品牌；
莲花酒店及度假村通过强调和顾客的情感连接和持续地提供高端管理来
提升塑造出奢华酒店的新定义。在旗下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Tower Club
at lebua) 的高水平服务带领下，酒店其他品牌如新西兰欧卡雷卡湖住
宿小屋（Lake Okareka Lodge by lebua）等度假村业已声名远播。另外
莲花圆顶（The Dome at lebua）还有因美食和最佳社交场地而为人称道
的餐厅半月（Mezzaluna）和世界最高露天餐厅热风（SIRROCCO）。2013
年1月，莲花大酒店接手管理位于印度斋普尔的Devi Garh in Udaipur,
Devi Ratn和Rasa Resort三家酒店，并更名为印度莲花代尔瓦拉·乌代
浦尔，印度斋普尔莲花度假村以及斋普尔莲花琥珀度假小屋。在执行总
裁Deepak Ohri 愿景的引领下，莲花酒店以及度假村全新的方式诠释奢
华酒店，使得其得到了业内和消费者的多类奖项肯定；2012年12月，莲
花大酒店塔顶会馆获得“2012年度全球最佳风尚酒店奖”。酒店也积极
参与奢饰品论坛或与一流商学院合作。目前莲花大酒店正规划与全球城
市和度假胜地的酒店管理合作，积极向世界旅游城市进军。

与曼谷夜景相伴入眠

《泰囧》带旺春节泰国游 莲花大酒店推系列优惠

互为风景，酒店内外共享奢华

北京，2013年7月9日: 曼谷炎炎夏日，众多酒吧都提供清凉冰镇
的鸡尾酒，想要在其中脱颖而出并非易事。由于冰稀释了鸡尾酒原有
的味道，使得品酒的感受大大降低。

作为曼谷最高的建筑，它以其闪烁的皇冠塔顶妆点着七彩的天际线
，身为当地一家五星级奢华酒店，它的服务和设施都致力让游客拥有舒
适而独特的体验。

但是位于曼谷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圆顶屋的一家高档特色酒吧───
蒸馏酒吧，却做到了逆向思维，虽然也在鸡尾酒中加入了冰块，但冰
块融化后，非但没有稀释味道，反而在其中增加了新的口味，带给顾
客全新的惊喜。

尤为特别的是，入住酒店的套房，通常能感受到别样的精彩，
窗外是曼谷动人的城景和湄公河震撼的沿岸风光。
值得一提的是，在“宋干节”之际，该酒店将于4月12日至17日，位
于51层至59层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豪华套间的套餐，两人预订三晚及以
上即可享受每晚1494元人民币起的优惠价格；位于21层至25层的奢华套
房，客人可在户外阳台上欣赏城中水花四溅的景象，两人预订三晚及以
上住房即可享受每晚1074元人民币起的优惠价格。

下榻：曼谷莲花大酒店
入住锦囊：
位置：莲花大酒店位于曼谷石龙军路和隆路的交界处，可步行至优
美的湄公河，40分钟车程可抵达泰国曼谷素万那普机场；15分钟车程至
捷运站（三公里）；10分钟可步行至曼谷轻轨沙潘塔克辛站；
10分钟步行至邮轮摆渡港口，并方便住客出入贯穿泰国南北的高速公路。
硬件设施：酒店设有221间套房，面积由66至266平方米不等，并配
备硬木地板以及蜂蜜米色及浅褐色调的家具。每间套房均设有柱形露台
，让宾客能饱览城市及河流景致。另外，每间套房附设小厨房，部分房
间更配备洗碗碟机和干碗碟机。此外，房间内还设有宽敞的独立卫浴，
两台宽屏电视和DVD播放机，每间三部电话，包括无绳电话，另外还配有
熨斗、熨衣板、吹风筒和保险箱。位于酒店51层的商务区域，其中配有
全套办公设施及用品等。健身中心及游泳池位于中二层，设有健身馆、
桑拿浴室、游泳池、按摩浴池和按摩中心，另外还配有全套健身器材。
在游泳池旁的百舌咖啡馆，提供各类国际盛飨包括精美的黎巴嫩、意大
利和印度美食等。
优惠：预订3晚以上，套餐包括选择升级到河景顶级套房或Ocean52
酒吧饮品代金券；丰田凯美瑞机场往返接送；曼谷BTS轻轨的日乘车票；
宋干节特别礼包；高速网络连接；迷你吧软饮；艾克卡帕浴室用品；可
前往52层的塔楼会馆休息区享用全天提供的欧式自助早餐，轻食午餐，
下午茶，法式小餐，软饮和鸡尾酒等。

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外景
随着中国春节的临近和电影《泰囧》的大热，春节期间前往泰国的
旅游团和自由行的预订大幅度增长，温暖宜人的天气和泰国曼谷等地直
航航线的开通，也成为不少游客前往泰国的原因。富于异域浪漫情调的
氛围更是让泰国成为许多情侣们的不二之选。记者了解到，今年浪漫情
人节适逢在春节期间，位于泰国曼谷的著名奢侈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推
出双节优惠，从即日起至2013年5月将推出中国春节尊享专案，让游客在
欣赏湄公河沿岸风光的同时度过温馨特别的中国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情人节与春节假期不期而遇；莲花大酒
店塔楼会馆为了情人节的到来也策划了一系列惊喜，让在酒店庆祝情人
节的贵宾们能过上一个独特又浪漫的情人节。预订酒店时输入“PRLuxury”便可获得26,600泰铢三晚的超值享受。参加莲花大酒店的情人
节活动的情侣们仅花8,994元人民币，就可以于2月14日至16日期间，
享受两晚绝佳河景套房，在湄公河畔度过属于两人最难忘的节日。
蛇年春节尊享包括:
• 莲花大酒店河景套房升级
• Breeze餐厅双人5道精美佳肴及 52层亚式Alfresco餐厅就餐
• 奔驰E200机场往返接送服务
• 房间免费宽带网络
• 房间迷你酒吧免费软饮料
• 艾克卡帕 (Acca Kappa)为莲花大酒店独家特供的用品
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特别提供以下独享：

“If you want to experience THE experience, you need to
experience.”(如果你想体验这种体验， 就一定要亲身去体验) 虽然
从Ohri口中道出的这句话，乍听起来像是一句绕口令，但却是莲花一直
致力为顾客提供的——震撼心灵的体验。在莲花酒店就餐，服务生也可
以指导您如何正确品尝橄榄油;如果酒店观察到您对某种香料感兴趣，就
会安排专业香料师陪您去香料市场转转;想看看周边美景，没有问题，泛
舟湄南河上，伴着夕阳落日，酒店即为您呈上准备好的香槟;如果您还想
去疯狂Shopping，酒店购物管家可带着您购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近期
曼谷莲花大酒店Breeze 清风餐厅正在筹划的菜单Chinese Menu 2020，
更是别出心裁，提前7年预想中国人喜欢的食物和口味，打造属于2020年
的未来盛宴。而这份将于今年7月15日正式推出的菜单，其中一款菜肴会
让顾客通过投骰子来选择浇淋在上面的酱料，骰子转到哪个数字，便对
应配上哪种味道，有趣而疯狂。

曼谷莲花大酒店 蒸馏酒吧夏日冰鸡尾酒

• 欧式自助早餐（早上6点至11点）
• 免费轻食午餐（中午12点至下午3点）
•免费下午茶（下午3点至6点）
• 免费在酒廊享用酒精饮料和软饮（早上6点至下午6点）
• 酒廊内免费无限上网 （全天）
免责声明版权作品，未经环球网huanqiu.com书面授权，严禁转载，
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曼谷莲花大酒店 蒸馏酒吧夏日冰鸡尾酒
这组“冰”鸡尾酒由曼谷莲花大酒店才华横溢的调酒师罗纳德•拉
米雷斯先生所创，得益于其精湛的烹饪调酒技术，五款冰鸡尾酒分别
有着不同的特性和口味。调酒师捕捉了水结成冰的原理精髓，先在水
中加入多种口味，然后在零下1.9摄氏度下结成冰块。每一款冰鸡尾酒
都混入了顶级的原材料，并使用了独特的混合方法。当冰融化后，就
会给鸡尾酒带来了更丰富的口感。五款全新精致冰鸡尾酒包括：
Devil’s Advocaat – 以家酿的蛋黄酒做基酒，搭配香草气味的
B-52果冻凝胶。
Sinor – 智利冰块混合着柚子、迷迭香及龙舌兰的香味，同时点
撒红酒味道的海盐，让我们一起重新品味玛格丽塔鸡尾酒。
Same Same But Different – 在朗姆酒中加入香兰精口味的冰块
与椰子汁，品上这样一杯芳香的鸡尾酒，曼谷的夜就此拉开帷幕。
Rose Fashioned – 将波本威士忌与新鲜冰冻玫瑰花瓣巧妙的搭
配在一起，成为一款喜爱烈性鸡尾酒的女士不可错过的佳品。
Bouquet – 以异国情调的桑格利亚汽酒为基酒，配上长相思白葡
萄酒、法国白兰地、菠萝汁、脱水水果和冰草莓，为夏季拂去暑热，
带来清凉。
“我对创造与众不同的鸡尾酒有着极大的热情，通过使用各种流
行的烹饪调酒技术，赋予鸡尾酒新的口味，感觉，质感和视觉效果，
给消费者带来更有趣的体验。烹饪调酒师从科学和美食烹饪的角度将
混合酒的技艺应用于分子鸡尾酒的调配上。分子鸡尾酒的灵感源于美
食烹饪，现今已成为众多调酒师研究的一大热点。在调配这组“冰”
鸡尾酒时，我运用了多种调酒技术和材料，其中包括各种味道的冰块
，液态氮，凝胶剂，气雾和固化液体等。当然，这组“冰”鸡尾酒之
所以能被精心制作并在蒸馏酒吧内特别供应，还得感谢曼谷莲花大酒
店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独特美食的信念。“莲花大酒店调酒师罗纳德•
拉米雷斯先生说道。

如果你已不满足于在酒店室内健身中心游泳，想要挑战新鲜刺激
的游泳体验，那么悬挂式泳池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在上海浦东高盛
假日酒店顶楼24层30米长的泳池里，人们可透过泳池底部的透明玻璃
俯瞰楼底，这不但是置身泳池中客人的一种享受，也成为酒店外区域
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今，酒店早已不是独立的个体，酒店建筑本
身甚至是酒店内部的一些活动都在影响着室外的区域，很多酒店与周
围景色融为一体，形成良好互动，令奢华的酒店服务在室外延伸开来。

地标酒店自成一景

很多酒店的内部活动成为了室外行人的景观，无论是新加坡滨海
湾金沙酒店、还是曼谷莲花大酒店，造访这些地标性的酒店建筑早已
成为人们到访该地的目标之一。在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顶层的无边
际泳池里，人们可以伴随鸡尾酒一同醉在城市迷人的夜色里，而俯瞰
远处对岸，大批游客争先选择绝佳角度与酒店合影，这场景恰如诗人
卞之琳《断章》中的经典诗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
楼上看你。”
而作为曼谷最高的建筑，曼谷莲花酒店也以其闪烁的皇冠塔顶装
点了曼谷的七彩天际线。酒店顶层天台的圆顶屋The Dome at lebua
除了汇聚了一系列精致的高档餐厅和酒吧，其本身的空间设计也使户
外的景色和室内的氛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让前来就餐的客人享受到
了独一无二的视觉盛宴和心灵震撼。据记者从曼谷莲花酒店了解，位
于酒店塔楼会馆51和52楼的微风餐厅，新颖独特的空间设计为顾客提
供了不同的用餐地点，总长25米并设有霓虹灯的空中走廊，让客人可
以在室内和室外就餐之间自由选择。而酒店63楼也就是曼谷约200米的
上空便是最高的露天餐厅——热风餐厅，在这里客人不仅可以饱览曼
谷城市景观和湄南河壮丽景色，现场举行的爵士音乐会更是为难忘的
夜晚增添了迷人的色彩。

莲花酒店及度假村 尊享客制化奢华
提到“奢华“一词，可能大部分人会有一种摆在橱窗内，如钻石般
可望而不可及的距离感。因而说到奢华酒店，其给大众的印象便是富丽
堂皇的装潢，或是每晚价格不菲的房价。然而莲花酒店及度假村则全新
定义了”奢华酒店“的概念，使酒店不仅仅只是一个下榻歇脚的住处，
而更是一次值得用心体会的客制化经历。

曼谷莲花大酒店半月餐厅荣登“欧洲、英国、亚太区
Top 100美食餐厅榜”
2013年4月8日北京讯：近日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的半月餐厅（
Mezzaluna）荣登社交饮食网站Foodie.com评选的“欧洲，英国和亚太区
Top100美食餐厅”榜单。此排行榜由一组世界顶级美食评论家和Foodie
资深编辑选出。而该奖项旨在评选并奖励欧洲、英国以及亚太地区提供
最特色菜肴和最佳美食体验的餐厅。
位于曼谷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的半月餐厅（Mezzaluna）特别聘请了
享有盛名的双胞胎主厨兄弟Thomas和Mathias Sühring为客人精心设计
充满现代感和创新性的菜肴。兄弟俩不同于他人的烹饪理念在于擅长使
用传统的烹调方法来创造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味菜肴。因此半月餐厅菜肴
的主要特点就是采集食物本身的自然风味，保持其原有质地，其中包括
原料本地采购以及纯手工制作配料，来打造味蕾上的盛宴。
莲花大酒店的执行总裁 Deepak Ohri先生表示“很高兴我们荣登美
食家评选的Top 100名单，这次的获奖是对莲花大酒店完美烹饪的最佳佐
证。半月餐厅除为客人提供精致的风味菜肴之外，还能让客人在享受无
可挑剔的服务同时欣赏到湄公河秀美的风光。”

客制化奢华带来震撼心灵的体验
说起客制化奢华，也许既陌生又熟悉，以往按国别或民族来简单划
分客群，从而进行客制化服务的酒店管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客制
化”。在莲花酒店及度假村CEO，Deepak Ohri的眼里，每个顾客都是独
立的个体，有着不同的个性与需求。酒店不会简单的将顾客贴上中国人
或美国人的标签，也不会一刀切的划分为商务旅者或自由行客。这也恰
恰从另一层面诠释了他对“奢华”概念的理解，即用心去观察和了解个
体顾客的需求，酒店不再是单纯的睡房，而可以成为让顾客流连忘返的
旅游目的地。遵循这样的原则，曼谷莲花大酒店及莲花塔楼会馆所提供
的房间相较其他酒店来说，空间感更大，更私密。游泳池、健身房、
Spa室、商务中心，一系列配套设施应有尽有。圆顶屋上多家全球知名的
餐厅更是区别莲花酒店与别家的精髓所在。最为国人所熟知的，莫过于
世界最高的露天户外餐厅Sirocco和空中酒吧Sky Bar了。点上一杯鸡尾
酒，倚靠在空中酒吧围栏旁，欣赏着脚下曼谷璀璨的灯光和静静流淌的
湄南河，曼谷的夜才算开始。

“欧洲、英国和亚太区Top 100美食餐厅榜单”由全球知名美食评论
家 Jonathan Gold、Bruno Verjus、 Alexander Lobrano、 Charles
Campion、 Vir Sanghvi、 Aun Koh、Susumu Ohta、 Kundo Koyama，
以及 Glam Media的Samir Arora, 和Yuki Yamamura评选出。Foodie.com
是 Glam Media旗下的美食社交网站，在上线一月内便吸引了两千万用户
。Glam Media是全球领先的垂直社交媒体公司，在生活方式领域拥有全
球最大的网络资源。

有关莲花酒店及度假村
莲花酒店及度假村是以经营奢华酒店、顶级餐厅和酒吧的奢华品牌；
莲花酒店及度假村通过强调和顾客的情感连接和持续地提供高端管理来
提升塑造出奢华酒店的新定义。在旗下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Tower Club
at lebua) 的高水平服务带领下，酒店其他品牌如新西兰欧卡雷卡湖住
宿小屋（Lake Okareka Lodge by lebua）等度假村业已声名远播。另外
莲花圆顶（The Dome at lebua）还有因美食和最佳社交场地而为人称道
的餐厅半月（Mezzaluna）和世界最高露天餐厅热风（SIRROCCO）。2013
年1月，莲花大酒店接手管理位于印度斋普尔的Devi Garh in Udaipur,
Devi Ratn和Rasa Resort三家酒店，并更名为印度莲花代尔瓦拉·乌代
浦尔，印度斋普尔莲花度假村以及斋普尔莲花琥珀度假小屋。在执行总
裁Deepak Ohri 愿景的引领下，莲花酒店以及度假村全新的方式诠释奢
华酒店，使得其得到了业内和消费者的多类奖项肯定；2012年12月，莲
花大酒店塔顶会馆获得“2012年度全球最佳风尚酒店奖”。酒店也积极
参与奢饰品论坛或与一流商学院合作。目前莲花大酒店正规划与全球城
市和度假胜地的酒店管理合作，积极向世界旅游城市进军。

与曼谷夜景相伴入眠

《泰囧》带旺春节泰国游 莲花大酒店推系列优惠

互为风景，酒店内外共享奢华

北京，2013年7月9日: 曼谷炎炎夏日，众多酒吧都提供清凉冰镇
的鸡尾酒，想要在其中脱颖而出并非易事。由于冰稀释了鸡尾酒原有
的味道，使得品酒的感受大大降低。

作为曼谷最高的建筑，它以其闪烁的皇冠塔顶妆点着七彩的天际线
，身为当地一家五星级奢华酒店，它的服务和设施都致力让游客拥有舒
适而独特的体验。

但是位于曼谷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圆顶屋的一家高档特色酒吧───
蒸馏酒吧，却做到了逆向思维，虽然也在鸡尾酒中加入了冰块，但冰
块融化后，非但没有稀释味道，反而在其中增加了新的口味，带给顾
客全新的惊喜。

尤为特别的是，入住酒店的套房，通常能感受到别样的精彩，
窗外是曼谷动人的城景和湄公河震撼的沿岸风光。
值得一提的是，在“宋干节”之际，该酒店将于4月12日至17日，位
于51层至59层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豪华套间的套餐，两人预订三晚及以
上即可享受每晚1494元人民币起的优惠价格；位于21层至25层的奢华套
房，客人可在户外阳台上欣赏城中水花四溅的景象，两人预订三晚及以
上住房即可享受每晚1074元人民币起的优惠价格。

下榻：曼谷莲花大酒店
入住锦囊：
位置：莲花大酒店位于曼谷石龙军路和隆路的交界处，可步行至优
美的湄公河，40分钟车程可抵达泰国曼谷素万那普机场；15分钟车程至
捷运站（三公里）；10分钟可步行至曼谷轻轨沙潘塔克辛站；
10分钟步行至邮轮摆渡港口，并方便住客出入贯穿泰国南北的高速公路。
硬件设施：酒店设有221间套房，面积由66至266平方米不等，并配
备硬木地板以及蜂蜜米色及浅褐色调的家具。每间套房均设有柱形露台
，让宾客能饱览城市及河流景致。另外，每间套房附设小厨房，部分房
间更配备洗碗碟机和干碗碟机。此外，房间内还设有宽敞的独立卫浴，
两台宽屏电视和DVD播放机，每间三部电话，包括无绳电话，另外还配有
熨斗、熨衣板、吹风筒和保险箱。位于酒店51层的商务区域，其中配有
全套办公设施及用品等。健身中心及游泳池位于中二层，设有健身馆、
桑拿浴室、游泳池、按摩浴池和按摩中心，另外还配有全套健身器材。
在游泳池旁的百舌咖啡馆，提供各类国际盛飨包括精美的黎巴嫩、意大
利和印度美食等。
优惠：预订3晚以上，套餐包括选择升级到河景顶级套房或Ocean52
酒吧饮品代金券；丰田凯美瑞机场往返接送；曼谷BTS轻轨的日乘车票；
宋干节特别礼包；高速网络连接；迷你吧软饮；艾克卡帕浴室用品；可
前往52层的塔楼会馆休息区享用全天提供的欧式自助早餐，轻食午餐，
下午茶，法式小餐，软饮和鸡尾酒等。

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外景
随着中国春节的临近和电影《泰囧》的大热，春节期间前往泰国的
旅游团和自由行的预订大幅度增长，温暖宜人的天气和泰国曼谷等地直
航航线的开通，也成为不少游客前往泰国的原因。富于异域浪漫情调的
氛围更是让泰国成为许多情侣们的不二之选。记者了解到，今年浪漫情
人节适逢在春节期间，位于泰国曼谷的著名奢侈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推
出双节优惠，从即日起至2013年5月将推出中国春节尊享专案，让游客在
欣赏湄公河沿岸风光的同时度过温馨特别的中国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情人节与春节假期不期而遇；莲花大酒
店塔楼会馆为了情人节的到来也策划了一系列惊喜，让在酒店庆祝情人
节的贵宾们能过上一个独特又浪漫的情人节。预订酒店时输入“PRLuxury”便可获得26,600泰铢三晚的超值享受。参加莲花大酒店的情人
节活动的情侣们仅花8,994元人民币，就可以于2月14日至16日期间，
享受两晚绝佳河景套房，在湄公河畔度过属于两人最难忘的节日。
蛇年春节尊享包括:
• 莲花大酒店河景套房升级
• Breeze餐厅双人5道精美佳肴及 52层亚式Alfresco餐厅就餐
• 奔驰E200机场往返接送服务
• 房间免费宽带网络
• 房间迷你酒吧免费软饮料
• 艾克卡帕 (Acca Kappa)为莲花大酒店独家特供的用品
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特别提供以下独享：

“If you want to experience THE experience, you need to
experience.”(如果你想体验这种体验， 就一定要亲身去体验) 虽然
从Ohri口中道出的这句话，乍听起来像是一句绕口令，但却是莲花一直
致力为顾客提供的——震撼心灵的体验。在莲花酒店就餐，服务生也可
以指导您如何正确品尝橄榄油;如果酒店观察到您对某种香料感兴趣，就
会安排专业香料师陪您去香料市场转转;想看看周边美景，没有问题，泛
舟湄南河上，伴着夕阳落日，酒店即为您呈上准备好的香槟;如果您还想
去疯狂Shopping，酒店购物管家可带着您购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近期
曼谷莲花大酒店Breeze 清风餐厅正在筹划的菜单Chinese Menu 2020，
更是别出心裁，提前7年预想中国人喜欢的食物和口味，打造属于2020年
的未来盛宴。而这份将于今年7月15日正式推出的菜单，其中一款菜肴会
让顾客通过投骰子来选择浇淋在上面的酱料，骰子转到哪个数字，便对
应配上哪种味道，有趣而疯狂。

曼谷莲花大酒店 蒸馏酒吧夏日冰鸡尾酒

• 欧式自助早餐（早上6点至11点）
• 免费轻食午餐（中午12点至下午3点）
•免费下午茶（下午3点至6点）
• 免费在酒廊享用酒精饮料和软饮（早上6点至下午6点）
• 酒廊内免费无限上网 （全天）
免责声明版权作品，未经环球网huanqiu.com书面授权，严禁转载，
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曼谷莲花大酒店 蒸馏酒吧夏日冰鸡尾酒
这组“冰”鸡尾酒由曼谷莲花大酒店才华横溢的调酒师罗纳德•拉
米雷斯先生所创，得益于其精湛的烹饪调酒技术，五款冰鸡尾酒分别
有着不同的特性和口味。调酒师捕捉了水结成冰的原理精髓，先在水
中加入多种口味，然后在零下1.9摄氏度下结成冰块。每一款冰鸡尾酒
都混入了顶级的原材料，并使用了独特的混合方法。当冰融化后，就
会给鸡尾酒带来了更丰富的口感。五款全新精致冰鸡尾酒包括：
Devil’s Advocaat – 以家酿的蛋黄酒做基酒，搭配香草气味的
B-52果冻凝胶。
Sinor – 智利冰块混合着柚子、迷迭香及龙舌兰的香味，同时点
撒红酒味道的海盐，让我们一起重新品味玛格丽塔鸡尾酒。
Same Same But Different – 在朗姆酒中加入香兰精口味的冰块
与椰子汁，品上这样一杯芳香的鸡尾酒，曼谷的夜就此拉开帷幕。
Rose Fashioned – 将波本威士忌与新鲜冰冻玫瑰花瓣巧妙的搭
配在一起，成为一款喜爱烈性鸡尾酒的女士不可错过的佳品。
Bouquet – 以异国情调的桑格利亚汽酒为基酒，配上长相思白葡
萄酒、法国白兰地、菠萝汁、脱水水果和冰草莓，为夏季拂去暑热，
带来清凉。
“我对创造与众不同的鸡尾酒有着极大的热情，通过使用各种流
行的烹饪调酒技术，赋予鸡尾酒新的口味，感觉，质感和视觉效果，
给消费者带来更有趣的体验。烹饪调酒师从科学和美食烹饪的角度将
混合酒的技艺应用于分子鸡尾酒的调配上。分子鸡尾酒的灵感源于美
食烹饪，现今已成为众多调酒师研究的一大热点。在调配这组“冰”
鸡尾酒时，我运用了多种调酒技术和材料，其中包括各种味道的冰块
，液态氮，凝胶剂，气雾和固化液体等。当然，这组“冰”鸡尾酒之
所以能被精心制作并在蒸馏酒吧内特别供应，还得感谢曼谷莲花大酒
店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独特美食的信念。“莲花大酒店调酒师罗纳德•
拉米雷斯先生说道。

如果你已不满足于在酒店室内健身中心游泳，想要挑战新鲜刺激
的游泳体验，那么悬挂式泳池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在上海浦东高盛
假日酒店顶楼24层30米长的泳池里，人们可透过泳池底部的透明玻璃
俯瞰楼底，这不但是置身泳池中客人的一种享受，也成为酒店外区域
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今，酒店早已不是独立的个体，酒店建筑本
身甚至是酒店内部的一些活动都在影响着室外的区域，很多酒店与周
围景色融为一体，形成良好互动，令奢华的酒店服务在室外延伸开来。

地标酒店自成一景

很多酒店的内部活动成为了室外行人的景观，无论是新加坡滨海
湾金沙酒店、还是曼谷莲花大酒店，造访这些地标性的酒店建筑早已
成为人们到访该地的目标之一。在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顶层的无边
际泳池里，人们可以伴随鸡尾酒一同醉在城市迷人的夜色里，而俯瞰
远处对岸，大批游客争先选择绝佳角度与酒店合影，这场景恰如诗人
卞之琳《断章》中的经典诗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
楼上看你。”
而作为曼谷最高的建筑，曼谷莲花酒店也以其闪烁的皇冠塔顶装
点了曼谷的七彩天际线。酒店顶层天台的圆顶屋The Dome at lebua
除了汇聚了一系列精致的高档餐厅和酒吧，其本身的空间设计也使户
外的景色和室内的氛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让前来就餐的客人享受到
了独一无二的视觉盛宴和心灵震撼。据记者从曼谷莲花酒店了解，位
于酒店塔楼会馆51和52楼的微风餐厅，新颖独特的空间设计为顾客提
供了不同的用餐地点，总长25米并设有霓虹灯的空中走廊，让客人可
以在室内和室外就餐之间自由选择。而酒店63楼也就是曼谷约200米的
上空便是最高的露天餐厅——热风餐厅，在这里客人不仅可以饱览曼
谷城市景观和湄南河壮丽景色，现场举行的爵士音乐会更是为难忘的
夜晚增添了迷人的色彩。

莲花酒店及度假村 尊享客制化奢华
提到“奢华“一词，可能大部分人会有一种摆在橱窗内，如钻石般
可望而不可及的距离感。因而说到奢华酒店，其给大众的印象便是富丽
堂皇的装潢，或是每晚价格不菲的房价。然而莲花酒店及度假村则全新
定义了”奢华酒店“的概念，使酒店不仅仅只是一个下榻歇脚的住处，
而更是一次值得用心体会的客制化经历。

曼谷莲花大酒店半月餐厅荣登“欧洲、英国、亚太区
Top 100美食餐厅榜”
2013年4月8日北京讯：近日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的半月餐厅（
Mezzaluna）荣登社交饮食网站Foodie.com评选的“欧洲，英国和亚太区
Top100美食餐厅”榜单。此排行榜由一组世界顶级美食评论家和Foodie
资深编辑选出。而该奖项旨在评选并奖励欧洲、英国以及亚太地区提供
最特色菜肴和最佳美食体验的餐厅。
位于曼谷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的半月餐厅（Mezzaluna）特别聘请了
享有盛名的双胞胎主厨兄弟Thomas和Mathias Sühring为客人精心设计
充满现代感和创新性的菜肴。兄弟俩不同于他人的烹饪理念在于擅长使
用传统的烹调方法来创造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味菜肴。因此半月餐厅菜肴
的主要特点就是采集食物本身的自然风味，保持其原有质地，其中包括
原料本地采购以及纯手工制作配料，来打造味蕾上的盛宴。
莲花大酒店的执行总裁 Deepak Ohri先生表示“很高兴我们荣登美
食家评选的Top 100名单，这次的获奖是对莲花大酒店完美烹饪的最佳佐
证。半月餐厅除为客人提供精致的风味菜肴之外，还能让客人在享受无
可挑剔的服务同时欣赏到湄公河秀美的风光。”

客制化奢华带来震撼心灵的体验
说起客制化奢华，也许既陌生又熟悉，以往按国别或民族来简单划
分客群，从而进行客制化服务的酒店管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客制
化”。在莲花酒店及度假村CEO，Deepak Ohri的眼里，每个顾客都是独
立的个体，有着不同的个性与需求。酒店不会简单的将顾客贴上中国人
或美国人的标签，也不会一刀切的划分为商务旅者或自由行客。这也恰
恰从另一层面诠释了他对“奢华”概念的理解，即用心去观察和了解个
体顾客的需求，酒店不再是单纯的睡房，而可以成为让顾客流连忘返的
旅游目的地。遵循这样的原则，曼谷莲花大酒店及莲花塔楼会馆所提供
的房间相较其他酒店来说，空间感更大，更私密。游泳池、健身房、
Spa室、商务中心，一系列配套设施应有尽有。圆顶屋上多家全球知名的
餐厅更是区别莲花酒店与别家的精髓所在。最为国人所熟知的，莫过于
世界最高的露天户外餐厅Sirocco和空中酒吧Sky Bar了。点上一杯鸡尾
酒，倚靠在空中酒吧围栏旁，欣赏着脚下曼谷璀璨的灯光和静静流淌的
湄南河，曼谷的夜才算开始。

“欧洲、英国和亚太区Top 100美食餐厅榜单”由全球知名美食评论
家 Jonathan Gold、Bruno Verjus、 Alexander Lobrano、 Charles
Campion、 Vir Sanghvi、 Aun Koh、Susumu Ohta、 Kundo Koyama，
以及 Glam Media的Samir Arora, 和Yuki Yamamura评选出。Foodie.com
是 Glam Media旗下的美食社交网站，在上线一月内便吸引了两千万用户
。Glam Media是全球领先的垂直社交媒体公司，在生活方式领域拥有全
球最大的网络资源。

有关莲花酒店及度假村
莲花酒店及度假村是以经营奢华酒店、顶级餐厅和酒吧的奢华品牌；
莲花酒店及度假村通过强调和顾客的情感连接和持续地提供高端管理来
提升塑造出奢华酒店的新定义。在旗下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Tower Club
at lebua) 的高水平服务带领下，酒店其他品牌如新西兰欧卡雷卡湖住
宿小屋（Lake Okareka Lodge by lebua）等度假村业已声名远播。另外
莲花圆顶（The Dome at lebua）还有因美食和最佳社交场地而为人称道
的餐厅半月（Mezzaluna）和世界最高露天餐厅热风（SIRROCCO）。2013
年1月，莲花大酒店接手管理位于印度斋普尔的Devi Garh in Udaipur,
Devi Ratn和Rasa Resort三家酒店，并更名为印度莲花代尔瓦拉·乌代
浦尔，印度斋普尔莲花度假村以及斋普尔莲花琥珀度假小屋。在执行总
裁Deepak Ohri 愿景的引领下，莲花酒店以及度假村全新的方式诠释奢
华酒店，使得其得到了业内和消费者的多类奖项肯定；2012年12月，莲
花大酒店塔顶会馆获得“2012年度全球最佳风尚酒店奖”。酒店也积极
参与奢饰品论坛或与一流商学院合作。目前莲花大酒店正规划与全球城
市和度假胜地的酒店管理合作，积极向世界旅游城市进军。

与曼谷夜景相伴入眠

《泰囧》带旺春节泰国游 莲花大酒店推系列优惠

互为风景，酒店内外共享奢华

北京，2013年7月9日: 曼谷炎炎夏日，众多酒吧都提供清凉冰镇
的鸡尾酒，想要在其中脱颖而出并非易事。由于冰稀释了鸡尾酒原有
的味道，使得品酒的感受大大降低。

作为曼谷最高的建筑，它以其闪烁的皇冠塔顶妆点着七彩的天际线
，身为当地一家五星级奢华酒店，它的服务和设施都致力让游客拥有舒
适而独特的体验。

但是位于曼谷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圆顶屋的一家高档特色酒吧
───蒸馏酒吧，却做到了逆向思维，虽然也在鸡尾酒中加入了冰块
，但冰块融化后，非但没有稀释味道，反而在其中增加了新的口味，
带给顾客全新的惊喜。

尤为特别的是，入住酒店的套房，通常能感受到别样的精彩，
窗外是曼谷动人的城景和湄公河震撼的沿岸风光。
值得一提的是，在“宋干节”之际，该酒店将于4月12日至17日，位
于51层至59层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豪华套间的套餐，两人预订三晚及以
上即可享受每晚1494元人民币起的优惠价格；位于21层至25层的奢华套
房，客人可在户外阳台上欣赏城中水花四溅的景象，两人预订三晚及以
上住房即可享受每晚1074元人民币起的优惠价格。

下榻：曼谷莲花大酒店
入住锦囊：
位置：莲花大酒店位于曼谷石龙军路和隆路的交界处，可步行至优
美的湄公河，40分钟车程可抵达泰国曼谷素万那普机场；15分钟车程至
捷运站（三公里）；10分钟可步行至曼谷轻轨沙潘塔克辛站；
10分钟步行至邮轮摆渡港口，并方便住客出入贯穿泰国南北的高速公路。
硬件设施：酒店设有221间套房，面积由66至266平方米不等，并配
备硬木地板以及蜂蜜米色及浅褐色调的家具。每间套房均设有柱形露台
，让宾客能饱览城市及河流景致。另外，每间套房附设小厨房，部分房
间更配备洗碗碟机和干碗碟机。此外，房间内还设有宽敞的独立卫浴，
两台宽屏电视和DVD播放机，每间三部电话，包括无绳电话，另外还配有
熨斗、熨衣板、吹风筒和保险箱。位于酒店51层的商务区域，其中配有
全套办公设施及用品等。健身中心及游泳池位于中二层，设有健身馆、
桑拿浴室、游泳池、按摩浴池和按摩中心，另外还配有全套健身器材。
在游泳池旁的百舌咖啡馆，提供各类国际盛飨包括精美的黎巴嫩、意大
利和印度美食等。
优惠：预订3晚以上，套餐包括选择升级到河景顶级套房或Ocean52
酒吧饮品代金券；丰田凯美瑞机场往返接送；曼谷BTS轻轨的日乘车票；
宋干节特别礼包；高速网络连接；迷你吧软饮；艾克卡帕浴室用品；可
前往52层的塔楼会馆休息区享用全天提供的欧式自助早餐，轻食午餐，
下午茶，法式小餐，软饮和鸡尾酒等。

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外景
随着中国春节的临近和电影《泰囧》的大热，春节期间前往泰国的
旅游团和自由行的预订大幅度增长，温暖宜人的天气和泰国曼谷等地直
航航线的开通，也成为不少游客前往泰国的原因。富于异域浪漫情调的
氛围更是让泰国成为许多情侣们的不二之选。记者了解到，今年浪漫情
人节适逢在春节期间，位于泰国曼谷的著名奢侈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推
出双节优惠，从即日起至2013年5月将推出中国春节尊享专案，让游客在
欣赏湄公河沿岸风光的同时度过温馨特别的中国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情人节与春节假期不期而遇；莲花大酒
店塔楼会馆为了情人节的到来也策划了一系列惊喜，让在酒店庆祝情人
节的贵宾们能过上一个独特又浪漫的情人节。预订酒店时输入“PRLuxury”便可获得26,600泰铢三晚的超值享受。参加莲花大酒店的情人
节活动的情侣们仅花8,994元人民币，就可以于2月14日至16日期间，
享受两晚绝佳河景套房，在湄公河畔度过属于两人最难忘的节日。
蛇年春节尊享包括:
• 莲花大酒店河景套房升级
• Breeze餐厅双人5道精美佳肴及 52层亚式Alfresco餐厅就餐
• 奔驰E200机场往返接送服务
• 房间免费宽带网络
• 房间迷你酒吧免费软饮料
• 艾克卡帕 (Acca Kappa)为莲花大酒店独家特供的用品
莲花大酒店塔楼会馆特别提供以下独享：

“If you want to experience THE experience, you need to
experience.”(如果你想体验这种体验， 就一定要亲身去体验) 虽然
从Ohri口中道出的这句话，乍听起来像是一句绕口令，但却是莲花一直
致力为顾客提供的——震撼心灵的体验。在莲花酒店就餐，服务生也可
以指导您如何正确品尝橄榄油;如果酒店观察到您对某种香料感兴趣，就
会安排专业香料师陪您去香料市场转转;想看看周边美景，没有问题，泛
舟湄南河上，伴着夕阳落日，酒店即为您呈上准备好的香槟;如果您还想
去疯狂Shopping，酒店购物管家可带着您购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近期
曼谷莲花大酒店Breeze 清风餐厅正在筹划的菜单Chinese Menu 2020，
更是别出心裁，提前7年预想中国人喜欢的食物和口味，打造属于2020年
的未来盛宴。而这份将于今年7月15日正式推出的菜单，其中一款菜肴会
让顾客通过投骰子来选择浇淋在上面的酱料，骰子转到哪个数字，便对
应配上哪种味道，有趣而疯狂。

曼谷莲花大酒店 蒸馏酒吧夏日冰鸡尾酒

• 欧式自助早餐（早上6点至11点）
• 免费轻食午餐（中午12点至下午3点）
•免费下午茶（下午3点至6点）
• 免费在酒廊享用酒精饮料和软饮（早上6点至下午6点）
• 酒廊内免费无限上网 （全天）
免责声明版权作品，未经环球网huanqiu.com书面授权，严禁转载，
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曼谷莲花大酒店 蒸馏酒吧夏日冰鸡尾酒
这组“冰”鸡尾酒由曼谷莲花大酒店才华横溢的调酒师罗纳德•拉
米雷斯先生所创，得益于其精湛的烹饪调酒技术，五款冰鸡尾酒分别
有着不同的特性和口味。调酒师捕捉了水结成冰的原理精髓，先在水
中加入多种口味，然后在零下1.9摄氏度下结成冰块。每一款冰鸡尾酒
都混入了顶级的原材料，并使用了独特的混合方法。当冰融化后，就
会给鸡尾酒带来了更丰富的口感。五款全新精致冰鸡尾酒包括：
Devil’s Advocaat – 以家酿的蛋黄酒做基酒，搭配香草气味的
B-52果冻凝胶。
Sinor – 智利冰块混合着柚子、迷迭香及龙舌兰的香味，同时点
撒红酒味道的海盐，让我们一起重新品味玛格丽塔鸡尾酒。
Same Same But Different – 在朗姆酒中加入香兰精口味的冰块
与椰子汁，品上这样一杯芳香的鸡尾酒，曼谷的夜就此拉开帷幕。
Rose Fashioned – 将波本威士忌与新鲜冰冻玫瑰花瓣巧妙的搭
配在一起，成为一款喜爱烈性鸡尾酒的女士不可错过的佳品。
Bouquet – 以异国情调的桑格利亚汽酒为基酒，配上长相思白葡
萄酒、法国白兰地、菠萝汁、脱水水果和冰草莓，为夏季拂去暑热，
带来清凉。
“我对创造与众不同的鸡尾酒有着极大的热情，通过使用各种流
行的烹饪调酒技术，赋予鸡尾酒新的口味，感觉，质感和视觉效果，
给消费者带来更有趣的体验。烹饪调酒师从科学和美食烹饪的角度将
混合酒的技艺应用于分子鸡尾酒的调配上。分子鸡尾酒的灵感源于美
食烹饪，现今已成为众多调酒师研究的一大热点。在调配这组“冰”
鸡尾酒时，我运用了多种调酒技术和材料，其中包括各种味道的冰块
，液态氮，凝胶剂，气雾和固化液体等。当然，这组“冰”鸡尾酒之
所以能被精心制作并在蒸馏酒吧内特别供应，还得感谢曼谷莲花大酒
店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独特美食的信念。“莲花大酒店调酒师罗纳德•
拉米雷斯先生说道。

如果你已不满足于在酒店室内健身中心游泳，想要挑战新鲜刺激
的游泳体验，那么悬挂式泳池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在上海浦东高盛
假日酒店顶楼24层30米长的泳池里，人们可透过泳池底部的透明玻璃
俯瞰楼底，这不但是置身泳池中客人的一种享受，也成为酒店外区域
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今，酒店早已不是独立的个体，酒店建筑本
身甚至是酒店内部的一些活动都在影响着室外的区域，很多酒店与周
围景色融为一体，形成良好互动，令奢华的酒店服务在室外延伸开来。

地标酒店自成一景

很多酒店的内部活动成为了室外行人的景观，无论是新加坡滨海
湾金沙酒店、还是曼谷莲花大酒店，造访这些地标性的酒店建筑早已
成为人们到访该地的目标之一。在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顶层的无边
际泳池里，人们可以伴随鸡尾酒一同醉在城市迷人的夜色里，而俯瞰
远处对岸，大批游客争先选择绝佳角度与酒店合影，这场景恰如诗人
卞之琳《断章》中的经典诗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
楼上看你。”
而作为曼谷最高的建筑，曼谷莲花酒店也以其闪烁的皇冠塔顶装
点了曼谷的七彩天际线。酒店顶层天台的圆顶屋The Dome at lebua
除了汇聚了一系列精致的高档餐厅和酒吧，其本身的空间设计也使户
外的景色和室内的氛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让前来就餐的客人享受到
了独一无二的视觉盛宴和心灵震撼。据记者从曼谷莲花酒店了解，位
于酒店塔楼会馆51和52楼的微风餐厅，新颖独特的空间设计为顾客提
供了不同的用餐地点，总长25米并设有霓虹灯的空中走廊，让客人可
以在室内和室外就餐之间自由选择。而酒店63楼也就是曼谷约200米的
上空便是最高的露天餐厅——热风餐厅，在这里客人不仅可以饱览曼
谷城市景观和湄南河壮丽景色，现场举行的爵士音乐会更是为难忘的
夜晚增添了迷人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