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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是一门艺术
它必须完成于舒适之中，
充满激情、充满爱意
TIZIANO TERZANI

//圣雷莫发行号码 1
//圣雷莫

永恒的魅力佛罗伦萨与基安蒂大海的力量圣雷莫
摩纳哥公国过往如今朝
意大利流行音乐的音乐节美食站美食之旅

//圣雷莫-发行号码 1

行程

美第奇礼拜堂是美第奇
家族的陵墓，内含米开朗基罗创作的
雕塑杰作。驻足于
美第奇家族的安息地之中，正如潜入
往昔一般。

托斯卡纳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
产，佛罗伦萨-或是其拉丁文原名
Florentia(意味鲜花之城），坐落
于一座天然露天剧场中，三面环山
且被阿诺河一分为二。它是文艺复
兴
的摇篮并被公认为世界上最美丽的
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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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的作品-主座教堂圆顶
的最佳方式就是爬上463阶的阶梯，
这是一条将带您与内部美轮美奂的
壁画面对面的路线，壁画由乔治·
瓦萨里
(Giorgio Vasari)绘制。但真正令人
心动的将在您置身于92米高的室外时
降临。从高处欣赏佛罗伦萨，
乔托(Giotto)的钟楼矗立于
您的面前。令人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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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在法国与利古里亚
里维埃拉的离岸地区，
您可以在
自然栖息地中发现鲸与海
豚。的确，这座城市直接
面对着利古里亚海的佩拉
戈斯生态保护区(Pelagos
Sanctuary)。

细雨、微风、每年至少有2900小
时日照的温和气候：法国与利古
里亚里维埃拉上的诸城是欧洲冬
季最温暖的地区，
位于北纬42°度的纬度上。
这就是为什么十九世纪的富豪、
绅士与名流
会从全欧洲来这里过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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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卡纳

您能想象城堡山区小镇那经典的明
信片式风景吗？窗上开满鲜花的
五颜六色的房屋，还有背景中
那片蔚蓝的海洋。这些就是
利古里亚里维埃拉以及邻近法国里
维埃拉的诸城。妖娆旖旎、引人入
胜的地方，诸如文蒂米利亚、芒通
以及昂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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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想到The Mall Luxury
Outlets时，我从不认为它仅仅是
一家建设和经营奢华购物中心的公
司，而我看到是的一群因为对时
尚、对美丽有着共同热忱而紧密相
连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仅仅”成
功经营奥特莱斯购物村并追求良好
的业绩并不能成为我们心目中的
充足目标的原因：我们的主要愿景
是每天滋养我们对美的热情并与我
们的顾客们分享，使我们的购物中
心成为书写这段爱的故事的完美境
地。因此我们日复一日的努力工
作，以确保我们的奢华购物中心的
每个元素与服务-独家时尚提议、
意大利设计架构、精美的食物、
我们的热情迎宾与特殊服务、精
彩的活动与展览......直到最小的
砖块-都可能成为魔幻炼金术的一
个决定性成分，从而使我们的顾客
拥有独特且难忘的体验。更重要的
是，我们渴望为您提议一场令您如
我们一般爱在其中的真正的美丽之

旅：佛罗伦萨和圣雷莫都是无与伦
比的景致，它们那令人难以置信的
风景、艺术、历史、风味、色彩及
自然的融合无疑会征服任何人的
心，是能够体验各种形式的美的独
特地带。于是，我们决定拓宽视野
并冲出办公室的墙壁，与您分享这
份环绕着我们的所有美景，用几页
文字去讲述那些已经爱上了这些特
殊地点并且乐于分享他们的故事的
朋友们的经历，感受、感觉以及一
些特别的秘密，提供量身定制的行
程与旅行建议。因此，我们以每年
两期的方式发行一本杂志，讲述如
此美好的生活。一种能够把在The
Mall Firenze或The Mall Sanremo
的购物日转变为令人难忘的人生经
历的方式。

意大利风格的诞生意大利时尚始于1952年，在佛罗伦萨
意大利风格的诞生意大利时尚始于1952年，在佛罗伦萨
皮蒂宫的白色大厅中。由Archivio Foto Locchi的摄影师们
于当时拍摄的照片。Foto Levi/©Archivio
Levi/©Archivio Foto Locchi (www.fotolocch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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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网红

感受
非凡
ALBERT HERRERA,“我们最资深的旅行者们正在寻找
隐藏的瑰宝”

Albert Herrera是Virtuoso全球产
品合作伙伴关系的高级副总裁,高端
旅游公司的独家网络，共同为奢华
旅行者们创建定制化假日。
奢华旅游行业中最有趣的趋势是
什么？
奢华旅行者们希望以更真实的方式
品味尽可能多的新目的地与令人兴
奋的体验。他们为学习而旅行并带
着蜕变返回家园。
您怎样评论Virtuoso trip的附加值
呢？
使用Virtuoso旅行顾问可以提升您
的旅程的各个方面，从出发到平
安返回。我们的网络由全球最好的
旅行伙伴和目的地组成。事实证
明，Virtuoso可为您打开大门并提
供VIP通道。正如他们所说，您不能
自己成为VIP。
是什么吸引您的客户到意大利呢？
对于大多数客户而言，意大利确
实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并且在
Virtuoso Luxe年度报告中始终位居
榜首。美食、美酒、历史、艺术、
冒险、水疗、文化、一流的酒店和
美丽的风景。
为什么Virtuoso将The Mall
Firenze和The Mall Sanremo添
加到它的网络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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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意大利购物的美丽与奢华，在
意大利的旅行将是不完整的。The
Mall Luxury Outlets为我们的旅行
者网络提供了完美的体验-独特、高
质量且独家。就像使用个人导购以
及为您提供的最佳品牌一样。
托斯卡纳最珍贵的宝藏是什么呢？
以其美丽的风景和建筑，托斯卡纳
脱颖而出，邀请您像本地人一样体
验生活。您可以在托斯卡纳的阳光
下感受梦想–绵延起伏景致中的美
丽别墅，享受一杯世界知名美酒。
那么圣雷莫呢？
遗憾的是，我还没有去过圣雷莫，
但它已被列入我今年去尼斯做年度
朝圣之前的清单中。我的第一站
将是圣雷莫皇家酒店(Royal Hotel
Sanremo)。第二站当然会是The
Mall Sanremo，我打算在那里利用
美元的优势为家人和朋友(当然还有
我自己)置办一些圣诞物品。

采访

活动设计师

力量
身后的感觉
VINCENZO DASCANIO,如何使每场活动都令人难忘

“The Mall是一家充
满活力、坚韧不拔的
公司，不怕
孤注一掷。
我们为他们制作的展
台旨在传达他们对前
卫的想法”

有了Vincenzo Dascanio这样的花
卉活动设计师，令人称赞的效果确
保无疑。匠心独运且不拘一格，他
引入Armani Fiori的艺术趋向去创
立一个单一品牌，同时将他的署名
赋予了环游世界的展台。The Mall
Firenze和The Mall Sanremo均在
其中。
个人风格与量身定制的高端表演：人
们在您的业务线路中到底如何共事？
我们的领域似乎彼此之间有很大不
同，但是对细节的关注、思想的独创
性以及完美的执行力是我们所有人在
品牌中、因此在我们的风格中共享的
价值观，而这正是客户所追求的。
与The Mall Luxury Outlets的关系
是如何开始的？
它是由两家明星共同撰写的：两家公
司都深深植根于托斯卡纳的风景以及
质量、工艺和国际化的原则中。
您如何在设计中诠释The Mall Luxury Outlets的身份？
我们所说的是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
组织，精神饱满且意志坚定。通过我
们的设计，我们尝试以清晰的方式传
达他们对前卫的想法以及他们以如此
般地热情所代表的公司的想法。
您为The Mall Luxury Outlets做过
的最特别的事情是什么？

圣诞展台是我们在2018年为该团队所
做的第一件事，当他们要求我们援
助他们的The Mall Sanremo开业典礼
时，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这是一次美
妙而成功的经历。
“经历”对您说意味着什么？
每个项目都会创造出一种让人在久远
的时间中记忆犹新的经历，这要归功
于它所激发的情感。
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圣雷莫和法国
里维埃拉。这些不同的地方如何协同
工作？
这是我们工作中最有趣的方面之
一：在某个地方工作意味着要吸收
那个地方的本质，然后将其返还给
访客们。托斯卡纳和利古里亚是邻
居，但它们的身份有所不同。因
此，在圣诞展台中，我们探索了不
同的意念：一个概念源自佛罗伦萨
历史和手工传统，而在圣雷莫，
我们想创造一种更为轻巧俏皮的东
西，与法国里维埃拉的蔚蓝色连系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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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基安蒂

文艺复兴的土
地
考虑到它那丰富的艺术品
和博物馆，佛罗伦萨真是
一个相对较小的城市。花
一个周末去游览绝对是一
个不错的旅行理念，理想
的选择是将您的逗留时间

延长几天，更好地发现周
围的山丘。
一颗镶嵌在佛罗伦萨、锡
耶纳和阿雷佐之间的天然
瑰宝。

佛罗伦萨.您身处文艺复兴
的摇篮中，在这里，您将有
机会感受佛罗伦萨在国际范
围内耕耘了几个世纪的历史
与美丽。从主教座堂广场开
始第一天，那是圣母百花大
教堂、乔托钟楼以及古老的
洗礼堂的所在地，但丁，创
作神曲的诗人，曾于1266年
在洗礼堂中受洗。前往领主
广场，在那里，曾为美第奇
家族府邸、现在为市政厅的
旧宫，屹立在乌菲兹美术馆
旁，那是欧洲最古老的博物
馆，收藏着非凡的艺术品，
诸如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
斯、达芬奇的三博士朝圣，

以及波提切利的春天与维纳
斯的诞生。再往前走一些即
可到达老桥,然后穿过阿诺
河到达佛罗伦萨的‘左岸，
皮蒂宫和波波里花园所在的
一侧。再次过河，您会到达
新圣母玛利亚广场，面对着
它，您会发现它那座著名的
同名教堂，或参观美丽的圣
十字大教堂。
第二天,值得一游的至少还有
一座博物馆，徘徊于奥尔特
拉诺区工匠们的工作室中，
并通过全景欣赏向这座城市
表示最后的敬意：叫辆出租
车，登上米开朗基罗广场的
制高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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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罗伦萨
度过两天......独
特的体验、量身定
制的旅程及秘境。

主座教堂
博物馆

斯特罗齐
宫

服饰
博物馆

学院
美术馆

革命性的创新，几
年前已完全重新设
计，在艺术品的布
局和布置上取得了
非凡的成果。您将
与米开朗基罗和
多纳泰洛的作品相
遇。

佛罗伦萨最显著的
文艺复兴时期宫殿
之一，是重要的国
际级临时性展览和
专门针对当代艺术
空间的所在地。

位于皮蒂宫，这是意
大利唯一的时尚历史
博物馆。意大利的时
尚始于1950年代，
您会发现6000款古
代与现代服装，包
括Giorgio Armani和
Valentino的作品。

该博物馆的主要陈列
品是米开朗基罗的大
卫雕像。它的复制品
是原版的一份
精确复制品，位于旧
宫前，两侧是十四世
纪佣兵凉廊中著名雕
像的其它复制品。

17

行程

观景.主座教堂的露台
确实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您
可以在这里漫步于32米高的
地方并俯瞰佛罗伦萨老城中
心的屋顶。从这里您可以欣
赏到城市的所有古迹，最重
要的是，可以欣赏圆顶的“
近景”！

佛罗伦萨&基安蒂

老桥是佛罗伦萨的标志。在1565年科西莫·
德·美第奇下令
建造瓦萨利走廊
并驱逐屠夫们，
为今天仍在桥上工作的
珠宝商们打开道路。

品尝.在位于via de’
Tornabuoni的Procacci酒
吧中先用一份松露三明治
轻食。午餐在领主广场的
Frescobaldi餐厅。晚餐在
Cantinetta Antinori餐厅。
传统美食，可选择Buca Lapi
餐厅或Buca dell’Orafo餐
厅。无论您走到哪里，一份
美味的佛罗伦萨牛排都有保
证。

下榻点.俯瞰着老桥河岸的印
象佛罗伦萨酒店(Portrait
Firenze)以及距主座教堂仅
一箭之遥并可俯瞰共和广场
的萨沃伊(Savoy)酒店，是老
城中心最好的两家酒店。佛
罗伦萨式魅力配以高水准的
独家服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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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基安蒂

历史、葡萄园与自
然!
穿越最佳奇妙景观的量身定制
旅程，从每个角度来看，基安蒂都可提供：
酒庄和城堡、美食、景致与购物

基安蒂.离开佛罗伦萨，沿着连
接佛罗伦萨的锡耶纳的高速公
路行驶至曼吉亚坎别墅(Villa
Mangiacane)下车，那是用来
度过一两夜的一个完美去处。放
下行礼、梳洗片刻后开始您第三
天的游览行程，沿着大自然的踪
迹和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致，在葡
萄园两旁的丘陵中享受一段轻松
的旅程。您处在佛罗伦萨地区
基安蒂的中心地带，该地区生产
葡萄酒已有数百年历史。开车几
分钟后，您便可以到达具有未来
派风格的安蒂諾里酒庄(Cantina
Antinori)，值得提前预定的是对
葡萄园的餐馆和在俯瞰着葡萄藤
的Rinuccio 1180餐厅中享用午
餐。我们推荐在Tenda Rossa
或Osteria di Passignano这两
家餐厅中享用晚餐。第四天，
从圣卡夏诺(San Casciano)驱
车出发，沿着SP92号公路抵达
潘札诺(Panzano)(SR222),您可

以在那里品尝由Dario Cecchini
在他的Solociccia餐厅中准备的
世界上最著名的牛排。然后向
南转(SR222)，参观Fonterutoli
的城堡和葡萄园以及附近的San
Leolino罗马式修道院，最后在
距离锡耶纳不远的美丽温泉度假
胜地卡斯特蒙娜斯特罗(Castel
Monastero)就寝。第五天将会
为您带来一段壮观的旅程：在
绵延起伏的丘陵全景中，您将
遇见布洛里奥城堡(Castello di
Brolio)，19世纪末，里卡索利
(Ricasoli)男爵在此完善了经典
基安蒂(Chianti Classico)葡萄
酒‘配方’。您还将途径加约
莱因基安蒂(Gaiole in Chianti)
这个迷人的村庄，可以欣赏
Coltibuono 修道院以及梅莱托
(Meleto)城堡，这两座历史悠久
的葡萄园均有着跨越百年的酿酒
史。

Antinori葡萄园的螺旋楼梯，是基安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葡萄园之一，由
Marco Casamonti的Archea工作室按照
Antinori家族的要求而设计。距离佛罗伦萨市中心仅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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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佛罗伦萨&基安蒂

村落、城堡
与秘境......
从潘札诺(Panzano)向
南行驶，直到卡斯特利
纳(Castellina)：一路
尽是难忘景致。如果您
还有时间，也可去参观
Montefioralle的迷人山区
小镇。

圣莱奥利诺(San
Leolino)教堂临近潘
札诺(Panzano)。一处
属于灵魂的真正灵感源
泉，使您相信完美的社
会可以建立在美好生活
的基础上，在这里您会
赞赏简单的事物并学会
活在当下。黎明初晓时
去那里。用新鲜的面
包、finocchiona茴香腊
肠和一杯葡萄酒搭配美
味的早餐。

建议

献给好奇、热情
和热爱生活的人

景色
拉达因基安蒂(Radda in
Chiant)绝对是该地区中
的必看地点之一，值得一
看的还有加约莱(Gaiole)
附近的教区教堂和小村
庄。从加约莱(Gaiole)
下来至Vertine，几公里
后右转至山区小镇San
Sano,从那里您可以眺望
到最真实的基安蒂安山
丘。在旅程的各个阶段
之间，重要的是要享受旅
程：基安蒂的每条道路
都会将您带到一个独特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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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英国人
用他们典型的
沉着，改写了
‘Chiantishire’
土地

在基安蒂，您会
找到托斯卡纳最
上乘的
美食美酒体验馆

如果您想了解葡萄酒文化
和传统背后的一些秘密，
请驻足于格雷韦伊恩基亚
恩蒂(Greve in Chianti)
的葡萄酒博物馆，那里
展示、保存和修复了一
些典型的酿酒工具与设
备。休憩、品酒及用餐，
当您抵达布洛里奥城堡
(Castello di Brolio)
时，这里有一座保留着里
卡索利(Ricasoli)家族不
同武器的小博物馆，以
及基安蒂“之父”贝蒂
诺·里卡索利(Bettino
Ricasoli)曾经拥有的文
件和效力。

基安蒂的风景是一件艺
术品。消磨半日的好办
法是在没有方向或目的
地的情况下自由漫步，
与这片土地亲密接触，
感受它那缓慢的节奏与
和谐。

美酒

美食

从格雷韦(Greve)的广场
步行几分钟，您会发现基
安蒂最大的酒肆Enoteca
Falorni，这里出售该地
区生产的上千种酒标。

每个精品酒庄、餐厅和
小酒馆都提供品质卓越
的菜肴与当地特产。两
个不容错过的地址是潘
札诺(Panzano)的Dario
Cecchini的Solociccia餐
厅和格雷韦伊恩基亚恩
蒂(Greve in Chianti)
的Antica Macelleria
Falorni老牌肉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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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

行程

佛罗伦萨&基安蒂

一份独特的
购物体验

以大自然、购物
及休闲，品味一片
沉浸于传统与创新之中
最佳土地。

风姿卓越地结束您在托斯卡纳的一周：潜入
THE MALL FIRENZE享受一个专属购物日。

The Mall Firenze

离开基安蒂向雷杰洛
(Reggello)调转，于
第六天抵达
第六天
抵达The
The Mall
Firenze将无需太久，
Firenze
将无需太久，
您将在这里流连忘返于
在意大利及国际最知名
品牌的精品店之间。
潜入时尚、舒适及奢
华的一天，品尝托斯
卡纳最佳风味，这将
是一份无与伦比的快
Toscanino餐厅&精品店

24

乐！无需离开这片购物
圣地，您就可以在全
新的ToscaninoBistrò
新的
ToscaninoBistrò
餐吧或
餐吧
或Toscanino
Restaurant&Bottega
餐厅＆精品店中享用午
餐厅＆精品店
中享用午
餐，这将是时尚之日中
的一段完美小憩。之
后，您将在傍晚抵达San
Giustino Valdarno的
五星级博洛罗莱夏朵城
五星级
博洛罗莱夏朵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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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酒店(Borro
堡酒店(
Borro Relais &
Chateaux)就寝，酒店
Chateaux)就寝，酒店
周围环绕着葡萄藤蔓、
橄榄树和柏树，是一片
拥有千年历史的好客之
洲。在这里，您将度过
旅程的最后一晚，在回
到现实之前沉浸在温泉
的怀抱中。

行程

热气
球

开阔的
空气
法托利亚麦阿诺乡村
民宿

体验飞越托斯卡纳的葡
萄园、橄榄林、雄伟城
堡和古老城镇的魔力。
没有什么比在佛罗伦萨
地区基安蒂山丘上乘热
气球飞翔更美的了，从
一个独特的角度体验意
大利永恒的浪漫之美。

(Fattoria di Maiano)
这座美丽的花园临近
佛罗伦萨，是一座徒
步旅行和远足的绝佳
去处。搭配专家指
南，您可以欣赏到更
加有趣的地方，诸如
Parco della Regina
公园、Colonne小湖，
以及植物园。

The Mall
Firenze
里里外外
的
独特体验

解读FOTO
LOCCHI
一份来自ArchivioFoto
Locchi(一座佛罗伦萨
历史摄影档案馆)的影
像投影，将带您探索意
大利时尚的起源，它可
追溯至50年代的佛罗伦
萨，当首届«prêt-àporter»时装秀举行于
皮蒂宫白色大厅时。

©Archivio Foto Locchi

烹饪
课程
在The Mall Firenze的
Toscanino Academy
烹饪学院中享受一堂烹
饪课。您可以在9个大
师班中选择：Mixology
调酒酒吧、意大利甜
品、意大利烹饪、新鲜
手工意面、咖啡大师
班、葡萄酒品鉴、橄榄
油品鉴、托斯卡纳雪茄
26
以及巧克力。

佛罗伦萨&基安蒂

时尚
建议
在The Mall Firenze，一位专注于衣橱
与时尚的形象顾问,将
根据客户的肤色与体
形提供建议。为您建
议哪种服装款式、颜
色、设计、配饰和材
质最能体现你的个人
优势。

The Mall Firenze为顾客提供创
新的优质购物理念，将其转变为
一场探索之旅，在一片精致氛围
中展现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的神
秘面貌。从私人行程到关于您形
象的个性化顾问，从烹饪学习班
到通常不会被游客们叨扰的旅
游胜地：加入这场独特且非凡的
体验吧！
电邮 firenze@themall.it

在路上
从佛罗伦萨乘坐法
拉利汽车抵达The
Mall Firenze，由
Florence Town提供
司机服务。以一场中
世纪村庄的带导参观
去发现基安蒂并体验
托斯卡纳特色，之后
前往巴迪亚可尔缇布
欧诺乡村民宿( Badia
a Coltibuono)，您将
在那里有机会体验托
斯卡纳美食。

复古汽车

激情
骑行
感谢Florence
Town，您可以在一
台意大利韦士柏小摩
托上体验一段最具乐
趣的骑行，穿过基安
蒂乡村的蜿蜒美丽的
道路，抵达The Mall
Firenze。购物结束
后，您将乘坐梅赛德
斯汽车返回佛罗伦
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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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Florence
Town，一段如此丰盈
的体验将在令人难忘
的复古Duetto汽车上
进行。乘坐来自甜蜜
生活(La Dolce Vita)的
汽车，您可以游历中世
纪村落、在精致餐厅中
享受午餐，并以在The
Mall Firenze中最令人
难以置信的购物体验结
束行程。

行程

佛罗伦萨&基安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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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玛尔
定堂中的
壁画，
位于佛罗伦萨
市中心，
带我们重回
洛伦佐·德·
麦第奇
(Lorenzo th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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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黄金时代。 nifi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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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萨 宫基金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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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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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巧、地处中
心地带却隐秘
的
地方，这个地
方即使在佛罗
伦
萨当地人之中
也鲜为人知。
它
位于圣玛尔定
广场，就在领
主
广场之后。

我们重温文艺复兴，就在这座小巧的圣玛尔定
堂之中，上面覆盖着出自多梅尼哥·基尔兰达约
(Domenico Ghirlandaio)工作室的壁画。这些壁
画讲述现实生活中的故事：风俗习惯、饮食和小酒
馆、监狱、婚礼和出生，使我们重返洛伦佐·德·
麦第奇(Lorenzo the Magnificent)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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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FLORENCE AMBASSADOR奖

以好客之名
DOMENICO COLELLA, 佛罗伦萨瑞吉酒店(ST. REGIS)
和威斯汀高级酒店(THE WESTIN EXCELSIORHAS)总经理

“在佛罗伦萨，您可
以尝试独特的体验，
诸如采摘葡萄
或是热气球中的
飞天之旅”

Domenico Colella,在豪华酒店业
就职多年后，于去年将佛罗伦萨瑞
吉酒店(St. Regis)和威斯汀高级酒
店(The Westin Excelsiorhas)建
设成为了标志性酒店。从piazza
Ognissanti广场眺望阿诺河，它们
的历史重要性和令人羡慕的地位使
他们成为这座城市的参照点。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时尚的诞生地。
这是针对您的顾客的主要景点之
一吗？
从文化角度以及生活方式方面，我
们的客人都是佛罗伦萨历史的鉴赏
家。只需想想皮蒂宫历史悠久的白
色大厅，战后它以其华丽的时尚
秀场而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时尚场
所之一，在佛罗伦萨文化和历史的
宏伟交织中，这场走秀也在Grand
Hotel(如今的St. Regis)酒店中
举行。皮蒂，与意大利时尚息息相
关，是世界舞台中佛罗伦萨这顶帽
子上一根重要的羽毛。
The Mall Firenze是否在您的顾客
中备受青睐？
毫无疑问，它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
之一，一份独特的量身定制体验可
让您在专门为此目的打造的空间中
接触最著名的意大利时尚品牌。
其它最受欢迎的要求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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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客人要求我们在城市的主要博
物馆帮他们订位。但是，不乏非同
寻常的要求，例如去以传统方式采
摘葡萄(用脚踩)，或从热气球上鸟
瞰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对于您Domenico
Colella呢?
从童年时期起，出于职业和情感的
原因，它就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
一点。我将整座城市、其神奇的氛
围和人民都装进了我的心中。
佛罗伦萨瑞吉酒店(St. Regis)
和威斯汀高级酒店(The Westin
Excelsiorhas)的优势是什么?
最肯定的当然是团队。以其待客之
道，与众不同的在于人。
一场难忘的经历是什么?
在威斯汀高级酒店(Westin
Excelsior)的露台上，于Se.Sto
on Arno bar酒吧中举行的一场开
胃酒会。您可以360度欣赏城市风
景。

博主

博主

Annabelle Fleur

Veronica Ferraro

@VIVALUXURY

美食场所有哪些？
呆在超时髦的JK广场(JK Place)
酒店，在他们的餐厅享用午餐或
晚餐！在老桥上散步，你会发现
很多很棒的商店和艺术品经销
商！如果可以的话，花半天时间
参观新圣母玛利亚大教堂和神奇
的巴尔迪尼花园。
那么在圣雷莫呢？
入住圣雷莫皇家酒店(Royal
Hotel Sanremo)：您会爱上这里
的风景、房间、美食和沙滩地
带。参观神奇的海岸圣母避难
所，从那里可欣赏到圣雷莫的美
景。在Caffè Ducale咖啡厅喝杯
咖啡–我建议坐在室外的桌子
上，这样你就可以真正领略这座
城市的氛围。闲逛！圣雷莫的老
城区是一座由蜿蜒曲折的街道、
美丽的老建筑，商店和餐厅组成
的神奇迷宫。在港口附近享用午
餐，在一日游中欣赏壮丽景色！

"别忘了从你的裁剪舒适
区中冲出一点！"
Viva Luxury的Annabelle Fleur
是一位坐标洛杉矶的博主。她的
衣橱是一座浮华无比且魅力无限
的宝库，但是使她的追随者如此
着迷的是她那无可挑剔的造型能
力。
2020年春夏时尚必备品是什么？
钩针编织品或手袋。
在The Mall Firenze和The Mall
Sanremo获得良好购物体验的一
些技巧是什么？
尽情享受一天！玩得开心！并且
别忘了从你的裁剪舒适区中冲出
一点！
您最喜欢的佛罗伦萨生活方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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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ONICAFERRARO

Veronica Ferraro是一名万人
迷。生于米兰，她于2010年创
建了自己的博客The Fashion
Fruit，成为国际舞台上拥有最多
追随者的博主之一，在时尚界留
下了自己的印记。
2020年春夏时尚必备品是什么？
色彩鲜艳的假皮革衣服(例如
Bottega Veneta SS20)。
那么冬季呢? 虽然，衣橱里必不
可少的服装。那么配饰呢？
一件漂亮的超大版型泰迪熊外套
和防水靴。
一份与季节和流行趋势无关的风
格建议...
只穿自己觉得舒适的衣服和配
饰。不要在意别人的判断；决定
穿什么衣服是表达自我的一种方
式。
送给TheMall Firenze和The Mall
Sanremo的购物者的三个建议......
去之前先想好要购买的东西(我
建议列一份购物清单)；随身带
上奥特莱斯的地图，以便可以在

“建立一份购物清单
然后让自己在The Mall度
过一整天”
各个精品店中找到自己的路。
给自己一整天时间在The Mall
Sanremo和The Mall Firenze中
度过。
人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托斯卡纳
的Instagram帐户是什么？
#disoverytuscany,
#tuscanypeople.
同样问题，针对圣雷莫和法国
里维埃拉的呢？
#tatianabiggi,
#yallersligu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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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圣雷莫&法国里维埃拉

鲜花
里维埃拉
因其海岸迷人的生活方式
与自然环境，在全年中任
何时刻在圣雷莫和法国里
维埃拉度过一周都可成为
一个奇妙的时刻。漫步于

圣雷莫。曾几何时，它以柑
橘而闻名，尤其是橙子树和
橄榄树，三种混合散发的芬
芳越过了城镇的边界。这份
可观的遗产在今天对圣雷莫
的游览中依然清晰可见。条
条道路都将我们带领至秘密
的建筑瑰宝，它们以半隐匿
的方式矗立于召唤着当地历
史的建筑物之中。现在，我
们有两天的时间来品味圣雷
莫。为了充分利用周末，我
们首先沿着海滨漫步，之
后进入老城中心，在那里瞻
仰圣西罗大教堂并在阿里斯
顿剧院周围徘徊，再随后，
可将路线延伸至美丽的别墅

花园之间并沿着海滨散
步，发现无与伦比的芳香
与风情。

区，那里曾为富贵之人、王
子和帕夏的海滨住所。如
果您有足够的耐力(和适应
性)登高，爬山至海滨圣母
避难所便可将壮丽景色一览
无余。第二天是全部关于购
物的，想必是在雅致的Pinacoteca Rambaldi画廊度
过一个早晨之后。The Mall
Sanremo是您理想的购物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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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雷莫
度过一个周
末：鲜花
与意大利生活
的城市。
临近摩纳哥与
法国

赌场

阿里斯顿剧院

长廊

幸运常驻此地，在
覆盖于这座城市的
绿色台布上。为获
得好运，赌场客人
会去摸摸入口处的
La Cica雕像的脚，
其名字仍与摩纳哥
王室和埃及的法鲁
克相关联。

意大利最著名的
电影院兼剧院是
每年二月举行圣
雷莫音乐节的地
方，该音乐节展
示来自全意各地
的音乐。Mina、
Modugno、Ray
Charles、 Andrea
Bocelli、Elton John
和David Bowie都曾
在此表演 。

沿着长廊漫步是在
抵达时所必须的。
海风带来宜人的气
温，玛丽亚·亚历
山德罗芙娜(Maria
Alexandrovna)女沙
皇赠给这座城的棕
榈树营造出一份令
人难忘的氛围，海
滩亦是光彩熠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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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的皮尼亚镇
(LA PIGNA)
这个区域曾是为了
保护当地人免受海
盗袭击而建立的。
如今，附近是狭窄
的街道，拱门、阶
梯和喷泉错综交织
的网络，直达圣斯
特凡诺港。同心圆
像是一枚松果。

行程

观景.这幅美丽的图片描绘的
是Elena女王的花园(黑山女
王钟爱利古里亚的这一隅)，
高耸于环绕着棕榈树与花坛的
露台上。花园位于地处皮尼亚
镇(La Pigna)的住所上，坐落
在海滨圣母避难所的阶梯下。
视野范围远至Monte Bignone
山。

圣雷莫&法国里维埃拉

就在圣雷莫城外，
Bussana Vecchia城：
Vecchia城：
在1887的地震后
成为了艺术家和工匠们的
一座户外工作室。

THE MALL SANREMO.距圣
雷莫仅5分钟，这是首选的奢
侈品购物体验地，您可以在
那里找到意大利以及国际时
尚中最独特的品牌。从服装
到鞋履、配饰及香氛，在这
座奥特莱斯中度过一天将是
一场独特的特别购体验。

下榻点.想要一处难忘的住宿
地，请选择五星级的豪华圣
雷莫皇家酒店(Royal Hotel
Sanremo)，它的海水游泳池
由Gio Ponti设计。如果您正
在追求复古的气氛，可下榻在
安格莱斯大酒店(Grand Hotel
& Des Anglais)的古董陈设之
间。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
娜为其开幕的巴黎酒店(Hotel
de Paris)以其飘逸优雅的风
尚仍然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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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进意大利和
法国的蓝色之中
VIP崇尚的秘密场所。从蒙特卡洛的
巴黎酒店(HOTEL DE PARIS)到尼斯的盎格鲁街(PROMENADE DES
ANGLAIS)。时尚场所、
大海以及超级酒店

法国里维埃拉在圣雷莫停留两天，
是进入法国里维埃拉的理想跳板，
那里气候温和并有无数俯瞰着地中
海城镇。我们的一天从游览文蒂米
利亚(Ventimiglia)开始，之后会
在芒通享用午餐，那里不乏海景餐
厅和米其林星级餐厅；傍晚时，我
们到达摩纳哥公国。两夜必须在
蒙特卡洛度过：可选择标志性的巴
黎酒店(Hotel de Paris) (那里有
Alain Ducasse掌勺的米其林三星
餐厅)以及豪华的隐居酒店(Hotel
Hermitage)，酒店中有一座冬季
花园。在这里，可以在赌场和游艇
俱乐部之间度过几天，这座俱乐部
由摩纳哥亲王雷尼尔三世创建，不
应忘记的还有建筑师Renzo Piano
的最新“发明”，他正在一座人造
岛屿上监工，预计将于2025年完
工。离开蒙特卡洛的喷气机式生活
之后的唯一复原方法就是跳上一辆
红色跑车并驶向四季费拉角大酒

店(Grand-Hotel du Cap-Ferrat,
a Four Seasons Hotel)中尽情欢
乐。花园如天堂，热爱历史的人
们将会在对玫瑰别墅(Villa Rose)
的探索中尽情欢愉，这里曾是贝
阿特里斯·德·罗斯柴尔德(Béatrice
Ephrussi De Rothschild)的住
所，一座坐落于九座花园中的奇
观，其中一座以音乐绿化而享誉。
第二天下午初始时，我们移至尼
斯以及它的盎格鲁街(Promenade
des Anglais)的蓝色长椅旁，休息
时在内格雷斯科酒店(Negresco)
等候，在米其林星级Chantecler餐
厅享用特色晚餐。带有玻璃穹顶的
酒店安静宜人，但最壮美的还在戛
纳等着我们：十字大道以及国际巨
星的历史在节庆宫前设立了一座私
人舞台，而夜晚则以戛纳卡尔顿洲
际酒店(Intercontinental Carlton
Cannes)的无限魅力吸引着宾客
们。

独特的海滩和原始的海湾穿插于风景如画的村庄之间，它们从地中海马
基斯灌丛带中涌出，屹立于岩石之上。
嵩峻的沿海公路为珍贵的驾驶体验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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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概要
与VIP事件
由诺曼·福斯特受到一艘
轮船的启发而设计，摩纳
哥游艇俱乐部是在夕阳
西下时小酌一杯的理想
场所。

这是每年五月举行的1级
方程式摩纳哥大奖赛令人
激动的城市线路，在三英
里的路线上测试车手的能
力、机智和冒险意愿。
总会由一名格里马尔迪
(Grimaldi)家族成员将奖
项颁发给获胜车手。舒
马赫三度为法拉利赢得
大奖。

赛车场

蒙特卡洛
与公国以及
来自意大利的传
说

大海
海洋博物馆由王子阿尔
伯特一世在经过多年在地
中海和亚速尔群岛周围的
海洋航行之后于1889年创
立。这座占地6500平方米
的博物馆展示了6000多种
海洋物种，并激发参观者
们了解堡礁生态系统。一
个多世纪以来，它一直捍
卫和保护海洋，并提供仪
器仪表探索研究海洋及其
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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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艇

在法国里维埃
拉上，
没有一天
会是相同的。
那不是
一名水手的口
头禅。

一个矗立于一座半岛上的
小世界：这就是昂提布，
有着老城中心、毕加索博
物馆以及每个角落都充满
惊喜的蜿蜒道路。昂蒂布
的邮政编码中充满着可俯
瞰梦寐以求的别墅区的明
信片图片式的画面。每个
七月的夏天，Saint Juan
Les Pins都会为夜夜笙歌
的国际爵士乐音乐节点亮
灯火。

海滩

美食

昂提布的海滩以其细腻的
沙子以及或多或少广泛存
在的砾石而闻名，这使海
水看起来是绝对透明的。

橄榄以其无限健康的形
式而至高无上。普罗旺
斯的香草、风情与美味
佳肴：马郁兰、百里
香、风轮菜、牛至，迷
迭香，以及宜人的薰衣
草。“蒜泥蛋黄”酱在
美食中颇受欢迎。

秘事

法国里维埃拉地区已有数
百年的神秘历史，它隐藏
于勒兰群岛之中。松树与
桉树环绕着圣玛格丽特城
堡，一位戴着铁面具的人
曾被囚禁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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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旅行
Roberta Giovannina
的历史，建筑和植物之
旅，将深入探究19世纪
和20世纪上层社会家庭
的往昔生活：Ormond
Gardens花
园、Floriseum，不容
错过的花卉博物馆、齐
里奥别墅(Villa Zirio)
，最后一位德国皇帝的
住所，以及诺贝尔别墅
(Villa Nobel)。

意大利超级
跑车

POLTRONA
FRAU

离开您的酒店并坐上一
辆意大利超级跑车,感谢
Florence Town，我们
才有一次穿越意大利乡
村和法国里维埃拉之中
的难忘旅行。品尝当地
特色午餐并搭配一杯醇
香的当地葡萄酒，最后
在The Mall Firenze享
受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
购物体验来结束您的行
程 。

意大利在艺术、音乐、
建筑、美食、时尚以及
设计等许多领域中都
享誉全球。Poltrona
Frautalk， 在其位于
The Mall Sanremo的展
示中，将通过讲述这个
令人难忘的品牌及意大
利设计的历史来激发人
们的好奇心。

The Mall
Sanremo
周围的
独特
体验
多尔切阿夸
(DOLCE-ACQUA)
一段Roberta Giovannina
的旅程，穿越鲜花里维埃
拉的一处必看之地，利古
里亚内陆区最美的一部
分。这里是Rossese di
Dolceacqua葡萄酒的故
乡，这款酒是意大利最好
的葡萄酒以及意大利保存最
完好的秘方之一。以城堡为
主，莫奈让古老的村庄在画
布上得以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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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基安蒂
圣雷莫

高尔夫俱乐部
橄榄树
这家传统模式的高尔夫
俱乐部始于1931年12月
1日，当时两名英国绅
士Gannon和Blanford
以及教练Prette和
Pasquali“打”了他们
的第一轮比赛。如今，
这座18洞、 69分、5203
米长，坐落在橄榄树和
大海之间的高尔夫球
场，成为了让任何高尔
夫球迷都梦想成真的地
方。

The Mall Sanremo提供与众
不同的购物体验，为游客提
供了难以置信的额外兴奋，
使购物成为走出日常生活中
的一次出逃。从圣雷莫及附
近城镇的私人旅行到学习如
何制作闻名世界的青酱烹饪
班，还有高尔夫以及乘船观
看沿海地区的海豚与鲸。
电邮 sanremo@themall.it

烹饪
学习班
与一位当地主厨会
面，发现正宗的
意大利青酱， 这
要归功于Roberta
Giovannina。选择正
确食材后，主厨会教您
如何使用大理石钵与木
杵，以本地罗勒和传统
备制方法制作美味可口
的青酱。

利古里亚国际
鲸鱼保护区

直升机
乘驾

四小时环绕佩雷拉格
斯保护区的游览，覆
盖了利古里亚、厄尔巴
岛和科西嘉岛之间的海
域，2000多只鲸分数
八个不同种类。在自然
栖息地观察这些宏伟的
哺乳动物物种真是一种
非同寻常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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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Monacair进行的直升
机旅行期间，您将发现摩纳
哥极其周边地区的精华。从
摩纳哥直升机场出发，您的
飞行员将向东行驶，穿越马
丁角(Cap Martin)和充满海
滨魅力的芒通，然后去发现
villages of Castellar村、
圣阿涅(St. Agnes)、戈尔
比奥(Gorbio)、罗克布吕讷
(Roquebrune)和拉蒂尔比
(La Turbie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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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戛纳和蒙
特卡洛，奢
华的生活方
式、游艇与
美食的融合令
人惊讶。在
不远处，您可
以在The Mall
Sanremo找到意
大利品牌精华
中的精华。"

说到法国里维埃拉，尤其是
在夏天，来自中东的旅行
者们都喜欢戛纳和蒙特卡
洛这样的目的地。巴黎酒店
(Hotel de Paris)和隐居酒
店(Hermitage)都是我要在
蒙特卡洛推荐的，就在市中
心，还有大都会酒店(Hotel
Metropole)是品尝日本吉时
料理的好选择。在戛纳,现场
音乐的夜晚伴随着大华酒店
(Hotel Majestic)La Petite
Maison餐厅的最佳美食。另
一个不可或缺的建议是：从
法国里维埃拉出发，您可以
到达圣雷莫-啊，意大利仅
一步之遥！–让自己投入一
场非凡的购物体验中，The
Mall Sanremo,全球最大的
购物中心。我建议您下榻圣
雷莫皇家酒店(Hotel Royal
Sanremo),这是我最喜欢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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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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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SANREMO AMBASSADOR奖

大海、文化与
购物
MARCO SARLO,圣雷莫皇家酒店(ROYAL HOTEL SANREMO)总经理

“在圣雷莫。
您不能错过一场
在佩拉戈斯保护区的旅
行，那是地中海中鲸鱼
存在
密度最高的地方。

生于热那亚的Marco Sarlo在其职业
生涯中享有一系列工作方面的殊荣
与奖项。现在，他担任圣雷莫皇家
酒店(Royal Hotel in Sanremo)总
经理。
The Mall Sanremo是否在您的顾客
中颇受欢迎?
像圣雷莫这样小的城市的文化、艺
术与运动活力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每周都会举办活动及展览，吸引成
千上万的爱好者。尤其是购物，总
是城市中心的一个巨大吸引力。The
Mall Sanremo的开业已经对它作为
奢侈品领域的目的地做出了确认，
并且有助于在国际舞台上推广这座
城市。
为什么圣雷莫皇家酒店(Royal Hotel
Sanremo)会与The Mall Sanremo
之间建立合作关系？
皇家酒店是一家五星级酒店，隶属
于世界一流酒店组织，与The Mall
Luxury Outlets运营在相同的领域
和市场中。我们立即看到了机会的
重要性并希望联手合作。我们的
VIP服务为客人提供前往The Mall
Sanremo的特权渠道，他们会受到
热情款待以及无可挑剔的标准的引
导。当我们在意大利和国外进行促
销活动时，The Mall Sanremo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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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吸引了旅行社和我们所遇到的
消费者的世界。我们坚信，与The
Mall Sanremo结盟的广告可以在短
短几个月内吸引最多的观众。
圣雷莫的三项必备体验是什么？
Pigna Mon Amour，致力于维护和
推广皮尼亚(La Pigna)的老城中心
以及盛大的歌曲创作比赛Premio
Tenco奖项。毫无疑问，佩拉戈斯
保护区值得一游，那里是地中海鲸
鱼最集中的地方。鲸类和海豚的进
化通常在海岸就可以看到。我走了
数千英里后在下加利福尼亚看到的
少多了。
那么在皇家酒店的体验呢?
在我们的Corallina餐厅(拥有令人
叹为观止的海景，在Gio Ponti于
1948年建造的游泳池边上)。我们
的专属团队、魔术师和大厨们会提
供晚间娱乐活动，甚至有针对儿童
的。我们给小孩子们穿上厨房工作
服，让他们做披萨。这对我们来说
是一份巨大的成功和喜悦。

采访

圣雷莫音乐节

将会是
一个惊喜
AMADEUS,第70届圣雷莫音乐节的主持人兼艺术总监

“圣雷莫将完全沉浸于
音乐节中，这是一件新
生事物：自69年起，音
乐节从未走出
阿里斯顿剧院。
这座圣殿将始终留在那
里，但这次它将有一座
室外圣殿。美妙的事物
就要传遍整座圣雷莫城
啦”

Mina、Modugno、Celentano、Mia
Martini:这些仅是参加了意大利流
行音乐节的最具创新力的艺术家中
的几位而已。
今年，接力棒已移交给Amadeus，他
的工作是成功完成重要的第70届，
该届音乐节将于2020年2月4日至8日
在圣雷莫市的阿里斯顿剧院上演，
并将在意大利Rai电台广播1台中播
放。音乐、鲜花与漂亮的服饰，音
乐节是一场让所有意大利人欢聚一
堂的盛大家庭聚会，我们在这里讨
论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想成为谁。
您关于音乐节的儿时记忆有哪些?
它们与家人、父母和祖父母息息相
关。我们都会呆在家里看电视；我们
会避免口头禅：“哦，今天晚上有音
乐节！”如今仍是如此。69年来，每
个人都聚集在一起观看它；每个人都
在谈论它，每个人都在谈论歌曲、趣
闻和八卦。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音乐节
是属于每个人的。
作为主持人，您将如何定义您的音
乐节？
我将引入我自己那种友好、讽刺和自
嘲的主持风格。
Fiorello和Jovanotti将会像兄弟一
样，参加这场庞大的家庭盛会…
是的。但老实说，我不知道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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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什么：他们没有告诉我。但是
有了这样的两位艺术家，一切都会
有用。我相信他们。
作为艺术总监，您是否会遵循一个
主题来选择歌曲？
我从情感和直觉出发，然后从那里
开始思考可能的清单。
圣雷莫市可以提供的待客之道都有
哪些?
将有一个户外舞台，红地毯将其连
接至阿里斯顿剧院。整座城市将与
所有人参与展示和活动，并且每天
晚上都有艺术家表演。
这座城市将完全沉浸其中，这是一
个新生事物：69年以来，音乐节从
未走出过阿里斯顿剧院。这座圣殿
将始终留在那里，但这次它将有一
座室外圣殿。美妙的事物将传遍整
个圣雷莫市。
关于美，Monica Bellucci会在那
里吗？
啊，谁知道呢.....希望吧！我们
将拭目以待，但这是我们希望带给
您的惊喜，并且是不可预测性的一
部分。

主厨

主厨

弘扬正宗美食

PAOLO和BARBARA MASIERI在圣雷莫的PAOLO&BARBARA餐厅。

CLAUDIO MENGONI,佛罗伦萨BORGO SAN JACOPO餐厅的执行主厨

着直觉与创造力去工作。
我们谈谈葡萄酒和葡萄酒的搭
配吧。
Borgo San Jacopo的地窖中藏有
900多种标签。
招牌菜呢？
生的或熟的蔬菜搭配番茄冰糕
汁和无花果糖蜜。叉烧烤乳猪
配鸦葱、港口青葱和第戎芥末
酱；calamarata环形意面配岩
鱼、西蓝花和龙蒿。
一场与Claudio Mengoni穿越佛
罗伦萨的散步呢？
我真的喜欢奥尔特拉诺区，那里
也是Borgo San Jacopo餐厅的所
在地。它雅致却也悠闲，到达都
是工匠的工坊，还有Via Maggio
的古董商，从皮蒂宫和波波里花
园都仅一箭之遥。
对于时尚钟爱者的建议呢？
在一月和六月举行的Pitti Uomo
男装展期间参观佛罗伦萨的
Salvatore Ferragamo博物馆。
它会在活动期间非常火爆。

"我真的喜欢奥尔特拉诺
区，它雅致
却也休闲"
Claudio Mengoni，生于1984
年，自2019年以来一直担任佛
罗伦萨米其林星级Borgo San
Jacopo餐厅的厨师长。今年，它
被授予米其林星级。
您的哲学概况于三个概念中。
我的烹饪是意大利和地中海式
的。纯正、精确的菜肴。饱满、
鲜明的风味。
您最喜欢的食材是什么？
面团。
准备菜肴的关键时刻有哪些？
共有两个。我会从对食材的仔细
研究开始(它们是当季的吗？它
们从哪里来呢？)，然后我会凭

像我们两个

Paolo和Barbara Masieri经营
着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餐厅。
一份家族传统，于1990年获得
米其林星级。
你们的哲学可归纳为哪三个概
念呢？
天然产品，无论是葡萄酒还是
用来做菜肴的食材。像你在家
款待友人一样款待顾客。非正
式的优雅。
讲述美食之乡的故事对于你们
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创造能让人忆起在利古里亚西
部度过的童年的风味菜肴。

“不要错过Sciolè，
您可以在那里找到最棒的
当地特产”

你们的食材都有哪些？
当地鱼类，但尤其是蔬菜。它
们均来自我们的菜园。一个在
奥斯佩达莱蒂(Ospedaletti)
的海边，它会为我们供应当日
绿菜、鸡蛋以及洋蓟。另一个
在山丘上，会为我们供应橄榄
油、葡萄酒和松果。

地中海风格的生鱼。在蔬
菜、藏红花和食用花卉汤汁
中煮成的圣雷莫大虾馅意面
Preboggion野菜意饺搭配野
草、核桃青酱以及prescinsêua
乳酪。

你们餐厅的招牌菜都有哪些？

圣雷莫的三个秘境，那个抚慰
您的灵魂的地方是哪里呢？
冬季的海滩、俄罗斯教堂、奥
蒙德花园。
可以给那些来访问您的美食之友
们一个圣雷莫的地址吗？
Sciolè，一家古老的杂货店，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该地区最好
的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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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地

佛罗伦萨&托斯卡纳

何时、何地，
什么以及为何......
阿雷佐
阿雷佐经典汽车
贸易展
2020年一月11-12日

从艺术到美食美酒、马上长矛比武以及中世纪竞技：我们为您呈现
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最精彩的活动：带上您的记事本，
记下日期，然后开心玩耍。托斯卡纳的最佳之处都在恭候您！

在阿雷佐会展中心，这场贸
易展是一场经典车辆、老式
汽车及复古踏板摩托车的有
趣展出。

阿雷佐
古董市集
每月第1个周末

佛罗伦萨
可持续发展思维
艺术与时尚展
至2020年三月8日

佛罗伦萨
Pietro Aretino与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展览
至2020年四月3日

意大利最大且最重要的古董
和跳蚤市场之一。沿着老城
中心的街道。

Salvatore Ferragamo博物馆
邀请人们通过艺术和时尚的
视角思考可持续发展主题。

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从
塞巴斯蒂亚尼·德尔·毕翁伯
(Sebastiano del Piombo)到
提香(Titian)，均展出于乌菲
兹美术馆。

佛罗伦萨
Worn by the Gods
艺术展
至2020年四月19日
由服饰与时尚博物馆创办的
一场从古典时期到现代的鞋
履历史的专属展览。

佛罗伦萨
贤士游行
一月6日
在主座教堂广场，一场最初由
美第奇长老科西莫穿戴的贤士
游行的重现。一场服装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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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
托马斯·萨拉斯诺(Tomás
Saraceno)艺术展
2020年二月22日 - 七月19日
斯特罗奇宫为这位展示了它
最伟大的意大利项目的阿根
廷艺术家(生于1973年)奉上

佛罗伦萨
由里卡多·穆蒂(Riccardo Muti)
指挥的芝加哥交响乐团
2020年一月20日

维亚雷焦
狂欢节与花车游行
2020年二月1-25日

一场上演于佛罗伦萨五月音
乐节剧院的不容错过的音乐
会：瓦格纳、欣德米特及普
洛克菲耶夫均在曲目中。

全球最著名的狂欢节之一。将
近一个月(1, 9, 15, 20, 23, 25
日)，花车将沿着海滨而行。

佛罗伦萨
美食节
2020年三月7-9日

佛罗伦萨
推车爆裂节
2020年四月12日

一场在Leopolda火车站以及
周围最著名的独特酒吧中举
办的美食品鉴博览会。

一场专栏。

佛罗伦萨
Pitti Uomo
国际时装展
2020年六月16-18日

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
五月音乐节
2020年四月23日-七月22日

最重要的国际男装与男装配
饰贸易展览会。一整周的重
大社会活动。

意大利乃至欧洲最古老的歌
剧节之一，今年将上演近十
部全新歌剧作品。

CELLE SUL RIGO
Pici意面节
2020年五月29-31日
奥尔恰谷中心地带一场关
于“Pici”的特别的节日(一种
手工粗意面，该地区的特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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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主座教堂广场上的推车
爆裂节，就没有佛罗伦萨的
复活节。一场壮观的历史盛
会。

佛罗伦萨
红辣椒乐队演唱会
2020年六月13日
将于卡辛公园的Visarno体
育场中举行，这是该乐队于
2012年进入摇滚名人堂唯一
的意大利音乐会。

约定地

佛罗伦萨&托斯卡纳

佛罗伦萨
Calcio Storico
古典足球锦标赛
六月24日

卢卡
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的音乐会
2020年六月13日

阿雷佐
中世纪骑士嘉年华
2020年六月20日和九月6日

一场在卢卡夏季音乐节上举
办的为时三小时的史诗般
的音乐会……38首绝美歌
曲......60年的音乐生涯。

重返中世纪，一场在美丽的
Piazza Grande大广场中举
行的壮观的骑马大赛。

佛罗伦萨
圣乔凡尼节的烟火
六月24日

锡耶纳
Paliodi Siena
锡耶纳赛马节
七月2日和八月16日

切塔尔多
Mercantia
巡回戏剧节
2020年七月15-19日

每年都在佛罗伦萨庆祝一个
神奇之夜的烟火表演，以此
纪念其守护神。

托斯卡纳最重要的赛马盛
会，可追溯至中世纪时期，
锡耶纳地区会在盛会中与其
它各地区抗衡。

托雷德尔格拉戈(TORRE DEL
LAGO)
普契尼歌剧节
2020年七月17日-八月23日
一场献给作曲家贾科莫·普
契尼的历史悠久的歌剧节，
在湖岸的大型露天剧院上
演。

佛罗伦萨
杰夫·昆斯(Jeff Koons)展
2020年九月-2021年一月

沃尔泰拉(VOLTERRA)
Astiludio
掷旗比赛
2020年九月6日

圣塞波尔克罗(SANSEPOLCRO)
Palio della balestra
射击比赛
2020年九月13日

它于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
日举行，聚集了来自意大利
各个角落的掷旗者。

可追溯至中世纪，当时这种锦
标赛被用来训练城镇居民的防
御技巧，以防御敌人的进攻。

加约莱因基安蒂(GAIOLE IN
CHIANTI)
Eroica 复古自行车赛
2020年十月4日

VILLA A SESTA
Dit'unto
街边美食节
2020年10月11日

卢卡
卢卡国际漫画节
2020年十月28日-十一月1日

这座中世纪山区小镇的街道
上到处都是蹦床者、杂耍师
及其他出色的表演者。

穿越基安蒂白色道路的一场
历史悠久的复古自行车赛。
这条路线途径意大利最美丽
的风景之一。

一场独家的原创弹出式餐厅
节，每年都有一些著名的米
其林星级主厨出席。

举世闻名的漫画书、动画、
角色扮演游戏，电子游戏以
及幻想和科幻人物盛会。

拉亚蒂科(LAJATICO)
Teatro del Silenzio剧院
波切利年度音乐节
2020年七月24日

蒙特普尔恰诺
(MONTEPULCIANO)
Bravìo delle botti 滚桶竞赛
2020年八月30日

圣米尼亚托(SAN MINIATO)
白松露
展览-市集
2020年十一月7-22日

阿雷佐
圣诞市集
2020年十一月21日-十二月26日

由伟大的托斯卡纳男高音
安德里亚·博切利(Andrea
Bocelli)主办的音乐及歌剧
节，邀请国际水准的嘉宾。

由蒙特普尔恰诺
(Montepulcian)古城的老城
中心的八个区参赛的一场著
名的滚桶竞赛，

圣乔瓦尼达索
(SAN GIOVANNI D'ASSO)
克里特·塞内西(Crete Senesi)
松露节
2020年十一月7-15日

圣米尼亚托(San Miniato)的
白松露是意大利最受欢迎的
白松露之一。这场博览会于
11月的第一个、第二个和第
三个周末举行。

蒂罗尔式的市集在piazza
Grande广场上举行。来自蒂罗
尔州的圣诞球和金箔、礼物、
木雕、美食以及最棒的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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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io Storico古典足球锦标
赛在圣十字广场中举行。一
项十五世纪的佛罗伦传统运
动。所有人都身穿那个时期
的服装。

他的“兔子”打破了在世艺术
家所出售的最昂贵作品的纪
录。我们将在斯特罗齐宫中
看到他的最新作品。

白松露市集自1985年以来，
会于每年11月的第二个和第
三个周末在克里特·塞内西
(Crete Senes)山丘上举行。

55

约定地

圣雷莫&法国里维埃拉

盛会的一年......
不容错过
从蒙特卡洛到圣雷莫，沿着整条法国里维埃拉，这里有一本由不容错过的盛会组成的超级精选日程单：娱
乐、艺术、戏剧和汽车比赛、
烟火以及体育大赛

圣雷莫
米兰-圣雷莫
自行车赛
2020年三月21日
米兰和圣雷莫之间的距离为
298公里(188，2英里)，是
现代自行车中最长的职业一
日赛。

法国里维埃拉
花园节
2020年三月-四月
一场驻足于普罗旺斯、文艺
复兴和马格里布花园中的漫
步...80座公园在尼斯和昂蒂
布之间向公众开放。

戛纳
戛纳电影节
2020年五月12-23日

摩纳哥
蒙特卡洛拉力赛
2020年一月20-26日

圣雷莫
圣雷莫音乐节
2020年二月4-8日

尼斯
狂欢节及花车游行
2020年二月15-29日

圣雷莫
保罗·孔蒂(Paolo Conte)音
乐会
2020年四月30日

这是一场沿着摩纳哥公国和
法国东南部的法国里维埃拉
举行的赛车拉力赛。

自70年前创立以来，它是全
球最受欢迎的意大利流行音乐
节。在阿里斯顿剧院举行。

这是全球最著名的狂欢节之
一。可与里约热内卢和威尼
斯狂欢节相媲美。

保罗·孔蒂(Paolo Conte)重返
阿里斯顿剧院音乐会，纪念意
大利最著名歌曲之一“Azzurro”
问世50年。

自1946年以来，世界电影之
都戛纳在著名的十字大道上
云集最著名的电影巨星。

芒通
柠檬节
2020年二月15日-三月3日

圣雷莫
鲜花狂欢节
2020年三月15日

摩纳哥
艺术之春音乐艺术节
2020年三月13日-四月11日

圣雷莫
劳力士杯地中海龙骨帆船赛
离岸赛
2020年六月5-10日

穆然
Les Etoiles de Mougins
美食节
2020年六月6-7日

自1928年以来，法国里维埃
拉的重大盛会之一。120吨
柑橘类水果装饰着巨大的建
筑物与花车。

五颜六色的花车点缀着近
50000朵鲜花，使这一盛会在
游行队伍中独一无二。

由摩纳哥王妃格蕾丝于1970
年创立，在春季中分为四个
或五个长周末。

这场迷人的离岸赛的第一场
帆船赛将与圣雷莫游艇俱乐
部合作，于6月5日从圣雷莫
市开始。

穆然的村庄变成了一座露天
剧院，专为那些由世界顶级
主厨制作的美食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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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纳哥
劳力士蒙特卡洛大师赛
网球锦标赛
2020年四月13-19日
一场最著名的体育赛事，在
摩纳哥乡村俱乐部举行，隶
属著名的ATP 1000大师世界
巡回赛。

摩纳哥
1级方程式赛车大奖赛
2020年五月21-24日
从赌场到全球众人皆知的发
夹弯，没有哪个1级方程式
大赛可以与摩纳哥大奖赛相
比。

迪亚诺马里纳(DIANO
MARINA)
Infiorata
花卉艺术节
2020年六月14日
在基督圣体圣血节的周日
中，一百万朵五颜六色的花
瓣将铺满2000多平方米的街
道。

约定地

摩纳哥
蒙特卡洛
国际赛马节
2020年六月25-27日
环球冠军巡回赛的一个阶段无疑是最负盛名的-最棒的赛
马者都在这里较量。

摩纳哥
Art en ciel
烟火比赛
七月-八月
这是法国里维埃拉拥有最高
烟火表演质量的最大国际比
赛。

摩纳哥
大力神(Herculis)
田径运动会
2020年七月10日
世界田径界的最大巨星将在
摩纳哥的路易斯二世体育场
参加这场国际盛会和高水平
的体育表演。

尼斯
环法
国际自行车大赛
2020年六月27日-七月19日
时下最佳自行车手在全法进
行为时三周的比赛。今年从
尼斯开始！

圣雷莫&法国里维埃拉

阿尔勒
阿尔勒
国际摄影节
2020年六月29日-九月20日
全球最重要的摄影节之一。
七十多场展览分布于若干卓
越场地中。

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
薰衣草节
八月初
一场免费的年度盛会，包括
150名工匠、现场音乐表演、
美食、品酒会、儿童活动等
等。

FINALBORGO
中世纪之旅
八月最后几日
一场再现历史的独特盛会，
整座村庄以古老的手工艺
品、游戏和食谱使人们回到
过去。

阿维尼翁
阿维尼翁
表演艺术节
2020年七月3-23日

摩纳哥
摩纳哥游艇展
2020年九月23-26日

圣雷莫
Tenco奖
歌曲创作大赛
十月

每年七月，阿维尼翁变成一
座城市剧场，这归功于全球最
重要的当代表演艺术盛会。

世界顶级豪华游艇行业展览之
一。它将展示最令人印象深刻
的超级游艇。在大力神港(Port
Hercules)。

自1974年以来每年举行一
次：邀请最有趣的意大利和
国际歌手-歌曲创作人参加音
乐节。

戛纳
烟火艺术节
2020年七月14日-八月24日

尼斯
爵士音乐节
2020年七月17-21日

尼斯
圣诞村
十二月

芒通
圣诞装饰
十二月

这场知名国际烟花比赛在海滨举
行，每晚都有200,000名观众聚
集在十字大道上。

欧洲最古老的爵士音乐节之
一，在尼斯青翠剧院和马塞纳
广场举行。这也是法国里维埃
拉的必看盛会之一。

摩纳哥
体育之夏
音乐节
七月-八月
摩纳哥每年都会接待各种音乐
流派的艺术家，在蒙特卡洛体
育俱乐部的星光大厅奉上出色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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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位于尼斯中心的
圣诞村，带有展示各种
手工产品的木屋。
享受圣诞氛围！

在欢庆年终之际，“柠檬之城”
将发生变化并饰以成千上万
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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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那亚
国际游艇展
2020年九月17-22日
世界顶级游艇展览之一，每
年在热那亚举行。
展览区域包括陆地和水上表
演。

圣雷莫
The Mall Sanremo杯高尔
夫大赛
18洞-3个级别
十月-十一月
比赛将在橄榄树高尔夫俱乐
部举行，随后举行The Mall
Sanremo奖的颁奖典礼。

摩纳哥
蒙特卡洛芭蕾舞团
舞蹈季
2020-2021年
大公国中著名的舞蹈季，源
于天才艺术承办人
Sergei Diaghilev的激情。

采访

The Mall Firenze

The Mall Sanremo

The Mall Firenze是一座位于托斯
卡纳中心地带的独家奢华奥特莱
斯，距佛罗伦萨仅30分钟。享誉全
球，可在一个地点集中展示最重要
的国际和创新时尚品牌，The Mall
Firenze可使访客们感受超越传统
购物方式的体验：是一种时尚、环
境和待客之道的独特融合。这是这
座享誉意大利的公司的成功密钥：
优雅与独家性共存于一个能够让访
客真正爱上的地方。关于美食体
验，ToscaNino是一个完美的休憩之
地：两家不同的餐厅，餐厅&精品店

坐落在翠绿的山丘和环绕在天堂般
海岸上的翡翠般的水域之间，圣雷
莫是鲜花里维埃拉的一颗瑰宝，并
因其非凡的气候而享誉全球，使其
在每年任何时候都可成为一个如此
美丽的目的地。处在这般无与伦比
的背景下，The Mall Sanremo是
针对奢华购物的全新目的地： 一
个环绕于自然美景之中的非凡之
地，使访客们可享受独家体验。正
如在The Mall Firenz一样，您将
会找到最重要的意大利与国际时尚
品牌。从服装到鞋履、再到饰品以

以及餐吧,对于在购物日内寻求一份
真正美食体验的人们来说是一个完
美的选择。卓越的菜肴、精致的装
饰与一份完美无瑕的服务在一个充
满托斯卡纳工艺、经验与传统的环
境中陪伴着顾客们。最后，许多量
身定制的设施与接待服务，例如巴
士接送(巴士每30分钟一班，从主火
车站旁的Busitalia巴士站发车)、
头等班车(往返佛罗伦萨，可直接在
您的酒店接客)，以及退税大厅、迎
宾室和许多其它使您的体验更加特
别且奢华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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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最诱人的香水，在这座梦想中的
奢华奥特莱斯中度过一天是一份唯
一且特别的体验,通过退税大厅或
迎宾室等众多量身定制的服务，一
切更加值得、更加完美， 团队在
这里随时准备欢迎顾客并陪同他们
的观光，从一般信息到当前促销，
再到个性化定制的发现周边地区的
计划，让一切都独一无二。 The
Mall Sanremo所在区域从热那亚、
都灵和米兰，以及从摩纳哥、尼斯
和发国里维埃拉的许多其它城市均
可轻松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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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佛罗伦萨
戴尔尼罗温泉城堡酒店
(Castello Del Nero Hotel & Spa)
Str.Spicciano,7
Barberino Tavarnelle
电话.+ 39 055 0981946
官网 comohotels.com/castellodelnero
佛罗伦萨四季酒店
(Four Seasons Hotel Firenze)
Borgo Pinti, 99
电话.+39 055 26261
官网 fourseasons.com
佛罗伦萨海尔维迪亚&布里斯托
尔酒店 - 星际酒店
(Helvetia & Bristol Firenze
Starhotels Collezione)
Via dei Pescioni, 2
电话.+39 055 26651
官网 hotelhelvetiabristol.com
伯尼尼宫酒店
(Hotel Bernini Palace)
Piazza di S. Firenze, 29
电话.+ 39 055 288621
官网 hotelbernini.duetorrihotels.
com
布鲁内列斯基酒店
(Hotel Brunelleschi)
Piazza Sant'Elisabetta, 3
电话.+39 055 27370
官网 hotelbrunelleschi.it
佛罗伦萨罗萨港NH精选酒店
(Hotel NH Collection
Firenze Porta Rossa)
Via Porta Rossa, 19
电话.+39 055 2710911
官网 nh-hotels.com
萨沃伊酒店(Hotel Savoy)
Piazza della Repubblica, 7
电话.+39 055 27351
官网 roccofortehotels.com
萨尔维缇诺酒店(Il Salviatino)
Via del Salviatino, 21
Fiesole
电话.+39 055 9041111
官网 salviatino.com
J.K.广场酒店 (J.K.Place)

Piazza di Santa Maria Novella, 7
电话. +39 055 2645181
官网 jkplace.com
轮加诺精选
(Lungarno Collection)
洲际酒店
Vicolo dell’Oro, 6r
电话.+39 055 27262
艺术画廊酒店
(Gallery Art Hotel)
Vicolo dell'Oro, 5
电话.+39 055 27263
轮加诺酒店
(Hotel Lungarno)
Borgo San Jacopo, 14
电话.+39 055 27261
印象佛罗伦萨酒店
(Portrait Firenze)
Lungarno degli Acciaiuoli, 4
电话.+39 055 27268000
官网 lungarnocollection.com
露可西广场酒店
(Plaza Hotel Lucchesi)
Lungarno della Zecca Vecchia, 38
电话.+39 055 26236
官网 hotelplazalucchesi.it
瑞莱圣十字酒店
(Relais Santa Croce Florence)
Via Ghibellina, 87
电话.+39 055 2342230
官网 baglionihotels.com
黎莱斯阿尔文托别墅酒店
(Relais Villa al Vento)
Via Santa Maria Maddalena, 13
Incisa in Valdarno
电话.+39 348 3812822
官网 relaisvillaalvento.com
佛罗伦萨瑞吉酒店
(The St. Regis Florence)
Piazza Ognissanti, 1
电话.+39 055 27161
官网 stregisflorence.com
佛罗伦萨威斯汀高级酒店
(The Westin Excelsior Florence)
Piazza Ognissanti, 3
电话.+39 055 27151
官网 westinflorence.com
科拉别墅酒店
(Villa C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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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

Viale Machiavelli, 18
电话.+39 055 228790
官网 villacora.it
拉马萨别墅酒店
(Villa La Massa)
Via della Massa, 24 - Candeli
电话.+39 055 62611
官网 villalamassa.com
佛罗伦萨奥勒米别墅酒店
(Villa Olmi Firenze)
Via del Crocifisso del Lume, 18
电话.+39 055 637710
官网 villaolmifirenze.com
伊尔帕拉吉欧别墅酒店
(Villa Il Palagio)
Via il Palagio, 59
Rignano sull’Arno
电话.+39 055 8348865
官网 villapalagio.it
马斯克雷别墅酒店
(Villa Le Maschere)
Via Nazionale, 75
Barberino di Mugello
电话.+39 055 847431
官网 villalemaschere.it
曼吉亚坎别墅酒店
(Villa Mangiacane)
Via Faltignano, 4
San Casciano Val di Pesa
电话.+39 055 8290123
官网 mangiacane.com
皮帝安娜別墅酒店
(Villa Pitiana)
Via Provinciale per Tosi, 7
Donnini
电话.+39 055 860259
官网 villapitiana.com
圣米歇尔贝尔蒙德别墅酒店
(Villa San Michele)
Via Doccia, 4 - Fiesole
电话.+39 055 5678200
官网 belmond.com
维莱苏拉诺酒店
(Ville Sull’Arno)
Lungarno Cristoforo Colombo, 1-5
电话.+39 055 670971
官网 hotelvillesullarno.com
阿雷佐
冯特轮加酒店(Fontelunga)

Via Cunicchio, 5
Pozzo della Chiana
电话.+39 0575 660410
官网 fontelunga.com
博洛城堡酒店(Il Borro)
Località Il Borro, 1
San Giustino Valdarno
电话.+39 055 977053
官网 ilborro.it
伊尔法康奈雷罗莱夏朵精品酒
店(Il Falconiere)
Loc.San Martino a Bocena, 370
Cortona
电话.+39 0575 612679
官网 ilfalconiere.it
佩里卡诺酒店(Il Pellicano)
Località Sbarcatello
Porto Ercole
电话.+39 0564 858111
官网 pellicanohotels.com
格罗塞托
卡斯特尔波罗纳酒店
(Castel Porrona)
Via della Fiera, Porrona
Cinigiano
电话.+39 0564 993206 	
官网 castelporrona.it
Conti di San Bonifacio
葡萄酒度假村
Località Casteani, 1
Gavorrano
电话.+39 0566 80006
0566 028072
官网 contidisanbonifacio.com
蓝达特拉贝拉酒店
(L'Andana Tenuta
La Badiola)
Località Badiola
Castiglione della Pescaia
电话.+39 0564 944800
官网 tenutalabadiola.it
卢卡
普林西皮迪皮耶蒙特大酒店
(GH Principe di Piemonte)
Piazza Puccini, 1
Viareggio
电话.+39 0584 4011
官网 principedipiemonte.com

普林奇比丰特迪玛尔米酒店
(Principe Forte dei Marmi)
Viale Amm.Morin, 67
Forte dei Marmi
电话.+39 0584 783636
官网 principefortedeimarmi.com
锡耶纳
博尔戈圣彼特罗酒店
(Borgo Santo Pietro)
Borgo Santo Pietro Loc.
Palazzetto - Chiusdino
电话.+39 0577 752943
官网 borgosantopietro.com
班菲城堡酒店(Castello Banfi)
Poggio alle Mura - Montalcino
电话.+39 0577 877700
官网 castellobanfi.com
卡斯特蒙娜斯特罗酒店
(Castel Monastero)
Monastero d’Ombrone
电话.+39 0577 570570
官网 castelmonastero.com
露帕伊亚农家乐
(Hotelito Lupaia)
Località Lupaia, 74
Torrita di Siena
电话.+39 0577 668028 	
官网 lupaia.com
佛罗伦萨&托斯卡纳

佛罗伦萨
Borgo San Jacopo餐厅
Borgo San Jacopo, 62r
电话.+39 055 281661
官网 lungarnocollection.com
Buca dell'Orafo餐厅
Via de’ Girolami, 28r
电话.+39 055 213619
官网 bucadellorafo.com
Buca Lapi餐厅
Via del Trebbio, 1r
电话.+39 055 213768
官网 bucalapi.com
安蒂诺里酒庄
(Cantina Antinori)
Via Cassia per Siena, 133
Bargino - San Casc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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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 di Pesa
电话.+39 055 23595
官网 antinori.it
Cibreo餐厅
Via del Verrocchio, 8
电话.+39 055 2341100
官网 cibreo.com
Enoteca Pinchiorri
酒肆餐厅
Via Ghibellina, 87
电话.+39 055 242757
官网 enotecapinchiorri.it
Il Conventino a Marignolle
餐厅
Via di Santa Maria
a Marignolle, 10
电话.+39 055 3920425
官网 ilconventinoamarignolle.com
La Bottega del Buon Caffè
餐厅
Lungarno Benvenuto Cellini, 69r
电话.+39 055 5535677
官网 borgointhecity.com
La Tenda Rossa餐厅
Piazza del Monumento, 9-14
Cerbaia in Val di Pesa
电话.+39 055 826132
官网 latendarossa.it
Osteria di Passignano餐厅
Via Passignano, 33
Loc.Badia a Passignano
Tavarnelle Val di Pesa
电话.+39 055 8071278
官网 osteriadipassignano.com
SE·STO on Arno餐吧
Piazza Ognissanti, 3
电话.+39 055 27151
官网 sestoonarno.com
SoloCiccia餐厅
Via XX Luglio, 11
Panzano in Chianti
电话.+39 055 852020
官网 olociccia.it
Truffle Experience Restaurant
餐厅
Via Porta Rossa, 19
电话.+39 055 3995913
官网 savinitartuf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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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雷佐
Il Falconiere
餐厅
Loc.San Martino a Bocena, 37
Cortona
电话.+39 0575 612679
官网 ilfalconiere.it
Le Chiavi d’Oro
餐厅
Piazza San Francesco, 7
电话.+39 0575 403313
官网 ristorantelechiavidoro.it
卢卡
Da Caino餐厅
Via della Chiesa, 4
Montemerano Manciano
电话.+39 0564 602817
官网 dacaino.com
Lorenzo餐厅
Via Giosuè Carducci, 61
Forte dei Marmi
电话.+39 0584 874030
官网 ristorantelorenzo.com
Ristorante L’Imbuto餐厅
Via della Fratta, 36
电话.+39 340 5758092
官网 limbuto.it
锡耶纳
Borgo Santo Pietro餐厅
Loc.Palazzetto Chiusdino
电话.+39 0577 751222
官网 borgosantopietro.com
Le Coccole dell’Amorosa
餐厅
Località l'Amorosa - Sinalunga
电话.+39 0577 677211
官网 amorosa.it
Osteria Le Logge餐厅
Via del Porrione, 33
电话.+39 0577 48013
官网 osterialelogge.it
Ristorante Arnolfo
餐厅
Via XX Settembre, 50
Colle Val d'Elsa
电话.+39 0577 920549
官网 arnolfo.com

酒店

圣雷莫
贝斯特韦斯特那锡那里酒店
(Best Western Hotel
Nazionale)
Corso Matteotti, 3
电话.+39 0184 577577
官网 hotelnazionalesanremo.
com
安格莱斯大酒店
(Grand Hotel & Des Anglais)
Corso Imperatrice, 184
电话.+39 0184 667840
官网 hoteldesanglais.com
巴黎圣雷莫酒店
(Hotel De Paris)
Corso Imperatrice, 66
电话.+39 0184 520725
官网 hoteldeparissanremo.it
米拉马雷宫殿度假酒店
(Hotel Miramare)
Continental Palace
Corso Matuzia, 9
电话.+39 0184 667601
官网 miramaresanremo.it
帕拉狄索酒店
(Hotel Paradiso)
Via Roccasterone, 12
电话.+39 0184 571211
官网 paradisohotel.it
圣雷莫皇家酒店
(Royal Hotel Sanremo)
Corso Imperatrice, 80
电话.+39 0184 5391
官网 royalhotelsanremo.com
阿拉西奥
阿拉西奥大酒店
(Grand Hotel Alassio)
Via Antonio Gramsci, 2
电话.+39 0182 648778
官网 grandhotelalassio.com
德拉佩戈拉別墅酒店
(Villa della Pergola)
Via Privata Montagu, 9-1
电话.+39 0182 646130
官网 villadellapergola.com
戛纳
雄伟戛纳巴里耶尔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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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雷莫&法国里维埃拉

(Hôtel Barrière Le Majestic)
10, La Croisette, Cannes
酒店总机 : +33 4 92987700
预订 : +33 4 970820900
官网 hotelsbarriere.com
马丁内斯君悦酒店
(Hôtel Martinez)
73, Boulevard de la Croisette
电话.+33 4 93901234
官网 hyatt.com
戛纳卡尔顿洲际酒店
(Intercontinental Carlton
Cannes)
58 La Croisette
电话.+33 4 93064006
官网 www.intercontinental.com
埃兹
金羊酒店(Le Château de La
Chèvre d’Or)
Rue de la Pise, Eze Village
电话.+33 4 93411224
官网 chateaueza.com
加尔伦达
拉馬里迪那瑞萊斯＆查特斯酒
店5星级酒店
(La Meridiana Relais
& Chateaux 5*)
Via ai Castelli 11,
Regione San Rocco
电话.+39 0182 580271
官网 lameridianaresort.com
摩纳哥
蒙特卡洛费尔蒙酒店
(Fairmont Monte Carlo)		
12, Avenue des Spélugues
电话.+ 377 93 506500
官网 fairmont.com
巴黎蒙特卡洛酒店
(Hôtel de Paris Monte Carlo)
Place du Casino
电话.+377 98 068682
官网 montecarlosbm.com
蒙特卡洛隐居酒店(Hôtel
Hermitage Monte Carlo)
Square Beaumarchais
电话.+377 98 068683
官网 montecarlosbm.com
蒙特卡洛大都会酒店
(Hôtel Métropole Monte Carlo)

Avenue de la Madone, 4
电话.+377 93 151515
官网 metropole.com
蒙特卡洛海滩酒店
(Monte Carlo Beach)
Avenue.Princesse Grace
Roquebrune Cap-Martin
电话.+377 98 068684
官网 www.montecarlosbm.com
尼斯
凯悦尼斯地中海宫殿酒店
(Hyatt Regency Nice Palais de
la Méditerranée)
13 Prom. des Anglais
电话.+33 4 93271234
官网 hyatt.com
内格雷斯酒店
(Le Negresco)
37, Promenade des Anglais,
电话.+33 4 93166400 	
官网 hotel-negresco-nice.com
圣让卡弗尔拉
四季费拉角大酒店
(Grand Hôtel du Cap Ferrat)
71 Boulevard du Général
de Gaulle,
电话.+33 4 93765050
官网 fourseasons.com
盖埃斯特利酒店
(Le Cap Estel)
Avenue Raymond Poincaré
电话.+33 4 93762929
官网 capestel.com
餐厅

圣雷莫
Bbros&Co餐厅
Via Volturno, 10
电话.+39 0184 1890854
电话.39 0184 1890854
餐厅 ristorantebbros.com
Buca Cena餐厅
Strada al Campo da Golf, 59
电话.39 0184 557442
官网 bucacena.it
Gilda餐厅
Via Nino Bixio, 53, 18038
电话.+39 0184 1991778

官网 gildarestaurant.business.site
Ittiturismo M/B Patrizia餐厅
Corso Trento Trieste, 21
电话.+39 0184 1891905
+39 349 8188317
官网 ittiturismo.net
La Pignese餐厅
Piazza Sardi, 7-8
电话.+39 0184 501929
官网 apignese.it
Paolo & Barbara官网
Via Roma, 47
电话.+39 0184 531653
官网 paolobarbara.it
Victory Morgana Bay餐厅
Corso Trento e Trieste, 16
电话.+39 0184 591620
官网 victorymorganabay.it
Ristorante Tortuga餐厅
Via Nino Bixio, 93a
电话.+39 0184 840307
戛纳
La Palme d’Or餐厅
73 Boulevard de la Croisette
电话.+33 4 9298741
官网 restaurant-la-palme-d-orcannes.com
La Petite Maison de Nicole
餐厅
10 Boulevard de la Croisette
电话.+33 4 92987789
埃兹
La Chèvre d’Or餐厅
Rue de la Pise - Eze Village
电话.+33 4 93411224
官网 chateaueza.com
摩纳哥
Blue Bay餐厅
40 Avenue Princesse Grace		
电话.+377 98 060360
官网 montecarlosbm.com
Le Louis XV-Alain
Ducasse à l’Hôtel de Paris餐
厅
Place du Casino
电话.+377 98 068864
官网 ducasse-paris.com
Le Vistamar餐厅
Square Beaumarchais
67

电话.+377 98 069898
官网 montecarlosbm.com
Restaurant Joël Robuchon
餐厅
Hôtel Métropole Monte-Carlo, 4
Avenue de la Madone

电话.+377 93 151515
官网 joel-robuchon.com
Yoshi餐厅
Hôtel Métropole Monte-Carlo, 4,
Avenue de la Madone

电话.+377 93 151313
官网 metropole.com
芒通
Mirazur餐厅
30 Avenue Aristide Briand

电话.+33 4 92418686
官网 mirazur.fr
穆然
Le Candille餐厅
Hotel Le Mas Candille -Boulevard
Clément Rebuffel

电话.+33 4 92284343
官网 lemascandille.com
Le Moulin de Mougins餐厅
1028 Avenue Notre Dame de Vie

电话.+33 4 22529393
官网 lemoulindemougins.com
尼斯
La Petite Maison餐厅
11 Rue Saint-François de Paule

电话.+33 4 93925959
Le Chantecler餐厅
Le Negresco - 37 Prom. des Anglais

电话.+33 4 93166400
官网 hotel-negresco-nic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