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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某些非官方数据显示, 2012年有3800万中国人拥有护照, 每年20%增长计算至
2015年, 中国公民持有护照人数约6500万. 因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拥有普通护照的
中国人占整个中国人口不到5%!

从另一个数字看, 中国人在境外旅游的人次已达到一亿人次, 而其中2015年到法国旅
游的中国人首次超过200万人. 尽管世界经济依然低迷不振, 中国人在法国的旅游人
口却一直都是成长状态. 法国也是欧盟国家中中国人最爱的旅游国家. 一千六百万巴
黎观光客总人数里, 中国游客占了将近一半!

再来看看中国游客的消费能力: 根据Visa Globe信用卡刷卡记录, 2015年中国游客占
第六名, 平均每人每天退税金额超过2000欧元. 还记得去年五月中国天狮集团招待
6400名员工到法国旅游创下欧洲单团游客人数的记录吗?

如果法国最吸引中国游客的因素是购物的话, 法国同时也以丰富的文化资产, 独特的
历史氛围, 精致可口的美食醇酒, 优雅浪漫的生活艺术... 等为中国游客崇景向往.

做为一份法式生活艺术杂志, [生活玩家]始终致力于推广法式生活艺术中的精髓, 促进
中法的文化交流, 让更多的中国人能深刻而彻底地了解法国人文艺术的深度与广度.

在本期的[生活玩家]里, 您可以掌握到最新的法国生活与时尚讯息. 同时亦可以了解
几位杰出的中国人士在法国努力的个人成就.

购物只能展现消费能力, 文化与艺术才能表现品味. 中国人正在将其惊人的消费能力
转换成高尚的品味能力.

希望您喜爱这一期的[生活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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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e de los Rios撰文

人物专访

李冰冰
国民明星
2016年电影Nest的大幅海报上耀人眼目的国际影星李
冰冰不仅以环保为己任，也是Carl F.Bucherer的代言
人。李冰冰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多元的女星形象。

跟冰冰的约会定在北京三月二日那一天。当天，世界各地的记者蜂拥赶来一睹顶级腕表
品牌宝齐莱的第一位全球代言人。出生在冰城哈尔滨的李冰冰今年43岁，是真正意义上
的多才多艺! 李冰冰坦言非常荣幸成为宝齐莱的全球形象代言人，并出席白蒂诗系列天
鹅限量珠宝腕表（Pathos Swan）全球首发仪式。冰冰成为亚洲最闻名的女星之一，其
实影视业并不是她的初衷。当时冰冰正在准备师范学院的文凭，那时她开始接触喜剧表
演，非常喜欢。1993年，冰冰考取上海戏剧学院。毫无疑问，冰冰的演艺生涯是从这里
开始的。1999年，李冰冰凭借其在电影过年回家中的精彩表演一举获得新加坡电影节最
佳女演员奖。影视双栖，集演艺及歌唱于一身的美女冰冰同时也获得了好莱坞的青睐。
在2016年，她将主演Kimble Rendall导演的科学探险诡异3D影片Nest。 在与Kellan Lutz
及 Kelsey Grammer一起出演的这部影片中，冰冰将在迷宫中奋勇搏斗巨型蜘蛛。
倡导有责任的生活方式
李冰冰凭在电影云水谣中精湛的演出在2008年获得百花奖和华表奖，她在诸多大片中出
镜如生化危机: 与米拉.齐沃维奇配戏，并在迈克尔.贝执导的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中与马
克.沃尔伯格都有精彩演出。冰冰的每次红毯瞬间都是耀眼夺目。作为时尚偶像，她是优
雅和大气的典范。但是冰冰并没有因此而洋洋自得: 作为众多大牌时尚杂志的封面人物
，李冰冰始终保持谦逊的态度，并不忘成为一名模范公民! 无论是联合国环境署亲善大
使还是NGO全球自然基金会都是最好的证明。2009年，李冰冰成立LOVE公益品牌，
倡导有责任的生活方式，保护环境，如倡导减少碳尾气排放，森林绿化等。基于她在森
林绿化方面的杰出工作，李冰冰受邀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发言, 成为在这一会议上发言

© D.R.

的第一位中国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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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Badie撰稿

人物专访

王洁
自由无限
独立自主的王洁是一位真正的无所不通无所不达。学商出身的她却在巴黎
成为一位艺术文人。

作进行了插图设计。新近奉献给读者的 « 从清晨到日
暮-De la belle aube au triste soir »是一部从法语译






成中文的中法双语诗歌集锦 (Baudelaire, Mallarmé,
Verlaine, Aragon...) ，由巴黎友丰书店出版.

le météore de la poésie française

« Jie Wang fait découvrir, grâce à sa traduction précise et
éblouissante, un nouveau Arthur Rimbaud aux lecteurs chinois,
mais en plus, grâce à ses choix originaux et créatifs, avec
laide de M. Claude Jeancolas, elle permet à chacun de nous de
redécouvrir notre grand, mystérieux et génial Rimbaud. »

Rimbaud

Jai seul la clef de cette parade sauvage.

-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从写作到绘画
不久前，王洁« 脑袋一热»，开始绘画。一切都是跟着


Rimbaud 
le météore de la poésie franç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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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uction : Jie Wang





Illustration : Li Li



，走到哪画到哪。今年一月和二月，值中国春节之际
，王洁在她生活的巴黎六区区政府举行了她的个人首
次画展。王洁的多才多艺还体现在摄影方面，她是一



15  - ISBN : 978-2-35008-056-7

感觉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尤其是在她生活的街区

9 782350 080567

份法语杂志的摄影师。 « 我最擅长拍人物特写，尤其
脸部表情。我差点忘记说的是我还用法语写过几篇回
忆往事的文章，还有一些纯杜撰的故事。只要我能做
到的，我都会不遗余力。这种感觉就像品尝马卡龙 ，

王洁在上海出生长大，家人至今仍在那里。« 巴黎使

美味无比。对了，我还教授马卡龙制作的厨艺课呢! »

我的创作灵魂得以崭露。文学，绘画，摄影，写作等

接下来干什么呢 ? « 这要边走边看了。我非常喜欢做

都令我激情澎湃无法止步。让人无法相信的是，当

计划，也非常乐于发掘新事物新领域。不过，无论怎

2003年我到达法国时，怎么都没有预料到我的生活

样，诗歌才是我心灵深处的栖息点，是我真正的乐趣

会有如此大的转变。彻彻底底的改变。我的艺术感知

所在。»

及品味在这里得以挥洒，到达法国两年后，我的法语
已经接近流利。» ，王洁说道。
先生是法国人的王洁是两个十几岁孩子的母亲，她如
今生活在巴黎并自定义为 « 本能与随性。在完全没有
受过文学培训的情况下，王洁勇敢挑战法国19世纪主
流诗人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的著作翻
译。 « 一本蹩脚的波德莱尔的中文译作激发了我的翻
译欲望。“整个译本完全是字面翻译 ”， 她感叹道。
一不做，二不休，王洁从此开了个人博客，每日登载
她的翻译作品。2012年，王洁的首部译作«德莱尔恶
之花 48首»在巴黎友丰书店出版，并在Gallimard签售
。成功接踵而至，王洁的另一部翻译作品 « 兰波诗集

2016

18

生活玩家

雨果的诗集之余，还与巴黎雨果之家合作亲自为这本译

©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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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作» 是一本搜集了四十余首兰波诗歌的双语诗集，
由Castor & Pollux 出版社出版。 王洁在翻译维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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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Badie撰稿

释延麦-Dominique Martin Saatenang
非洲李小龙

释延麦是首位非洲人也是首个黑人被少林寺承认并接收

梦想成真

的弟子。对这位功夫大师来说，无疑是一项殊荣。释延

« 2007年，我来到法国加盟法国武术协会。为了将武术传

麦来自喀麦隆的一个小村子，他的祖父是一个部落的国

承下去，我创建了一所武术协会，武术的练习百分之七

王。释延麦从小对足球非常感兴趣，后来有一天，他观

十是靠毅力。这项运动需要全身心去投入，这样可以忘

看了电影 « 龙争虎斗 »。 « 我一直比较有经营头脑。六七

记自我的存在。开始学习的时候，我们获取的是力量，

岁的时候，我创研了竹制的桌子和椅子，周末拿到市场

之后要勤练建立起自信，第三步是实现自我。» 释延麦参

上去卖，九岁的时候 ，我开了一家零食店，这家店现在

加多项体育赛事(国际武术锦标赛两度获得银牌并在2006

还在，是我家人在经营，在我十岁的时候，成为校足球

年香港国际武术节冠军)，并在影视方面也有很多突破，

队的队长。» 刚进初中不久，我开始练武术，但却遭到了

他担任了多部影片的特技演员和武术指导。在多部纪录

全家人的反对。不顾家人的反对，年少的多米尼克进入

片和短片中也有现身。

了“黑虎”学校开始了习武生涯，并梦想着有一天去中

2012年，秉承将对武术的激情在西方传承下去的想法，

国» 。在卖掉全部家产之后，年青的释延麦前往少林寺并

释延麦创建了一个名为« 少林黑与白» 的艺术团体，成员

受少林寺推荐到北京体育大学继续深造并 « 我以优异的

为少林寺的和尚和国家艺术家。 « 我们目前正在准备的

成绩毕业 » ，他继续说 : « 世界上所有的武术大师都来自

节目演出是« 黑鹰 » ，将在2016年春天公演，奉献给老人

这所殿堂，我从此有了一个名字，那就是释延麦。»

和脆弱群体。»

© Saatenang

© Saatenang

对中国人来说，他是一只«黑鹰 »，非洲人叫他 « 非洲李小龙 »，而在欧洲
人眼里，它是一位«黑皮肤的中国人»。他就是释延麦-Saatenang，他的名
字本身并不存在，是他的母亲在生他之前梦到的一个名字。这就是天意吧。

www.shaolinblackandwhite.com
www.saaten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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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梁海伦

刘烨成为蓝色海岸旅游大使
法国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精致浪漫的、有着丰富人文历史和艺术气息国度，也是世界游客最热衷的度假胜地之一。
起初一提到法国，大多数国人的第一首选是首都巴黎。然而，随着近些年来中国游客踏出国门数量的急剧增多，法国
南部的蓝色海岸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其实它一直是除了巴黎以外最受游客们欢迎的地方。蓝色海岸，地处地中
海沿岸，是滨海阿尔卑斯省和摩纳哥公国的总称，位于法国东南部的边境地带，毗邻意大利。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

© Traverso

这个地区呈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貌特征，海洋与山脉共存，景致独特。

© Imag[IN]

刘烨：安娜伊思·马田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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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LISNARD：蓝色海岸旅游地区委员会主席

/

Dominique THILLAUD：蓝色海岸机场董事会主席

举世闻名的影城戛纳也坐落于此，3月31日下午，戛纳卡

是综艺节目里那个真诚可爱的他、亦或网络微博上那个诙

尔顿大酒店迎来了中国著名男演员刘烨及其妻子儿女的到

谐幽默的他，都能吸引不同年龄和领域粉丝们对他的热爱

来。刘烨此次来法不是因为电影，而是接受蓝色海岸旅游

和关注。可以说蓝色海岸选择刘烨作为旅游大使，是看中

地区委员会主席兼戛纳市长David LISNARD和蓝色海岸机

其作为演员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

场董事会主席Dominique THILLAUD 共同授予的“蓝色海

然而刘烨与蓝色海岸的缘分绝不仅仅如此。在2006年的

岸旅游大使”称号，刘烨也成为首位被授予该地区旅游大

一次聚会中，他被一位来自法国尼斯的姑娘安娜伊思·马

使称号的中国人。

田深深吸引，两人一见钟情，醉入爱河。2009年刘烨迎

David LISNARD感谢刘烨出席并接受成为旅游大使，这对

娶安娜伊思作为他的人生伴侣，婚后育有一儿一女诺一和

敞开文化之门迎接游客的蓝色海岸来说十分重要。以刘烨

妮娜。从此他对法国有了不一样的亲切感，而蓝色海岸也

在中国的高人气和影响力，使其有能力成为代表蓝色海岸

自然而然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他们两人的结合也架起了中

面 向 中 国 市 场 的 最 专 业 的 旅 游 大 使 。 而 Dominique

法文化交流的桥梁，婚后，他们共同出席了北京法国电影

THILLAUD认为，这对发展从尼斯机场到国际各省的长、

节，
“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在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开幕等

短直飞新航线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也对迎接国际游客特别

活动。刘烨也在2013年获得了文化部部长授予的法国文化

是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提供了新的机会。

骑士勋章。而2014年一档《花样爷爷》的旅游节目又把刘

蓝色海岸对于刘烨来说有着不一样的特殊情结。早在

烨带回了法国，其中一站正是蓝色海岸地区，他的妻子安

2002年由他主演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就已在戛纳电

娜伊思和一对可爱的混血儿女也出现在镜头中。刘烨一家

影节作为“一种关注”单元的开幕电影首映。次年，他的

尽地主之谊地一起带着爷爷们深入游览当地风光，同时也

《紫蝴蝶》再度参加戛纳电影节展映。刘烨从十九岁的处

让中国观众们领略了那里的秀丽景色、宜人气候、明媚阳

女作《那山那人那狗》出道至今，17年的演艺生涯中有

光和碧海蓝天。

四十余部电影作品，十八部电视剧作品，和许多著名导演

刘烨本人也被蓝色海岸的风景人文所吸引，发自内心的热

合作并获奖无数，一部部耳熟能详影视作品都使其艺术履

爱此地。因此他对妻子的故乡，也是他的第二故乡法国，

历熠熠生辉。他是中国最优秀的男演员之一，高颜值加实

特别是蓝色海岸而感到荣耀。从而更有义务去宣传和推广

力派，并拥有与生俱来的表演天赋和独特的艺术气质。因

这个美丽的地方──蓝色海岸，希望中国同胞前来观光游

此，无论是影视作品、舞台表演中那个充满魅力的他，还

览，去亲身感受地中海的阳光和当地人的热情。

生活玩家

23

2016

潮流男装

Évelyne Attias撰稿

时间的漩涡
光亮材料吸引力十足，令人无
法拒绝。尽情享受，乐观无限 !

1. 迪奥带您走进荧光绿的漩涡
Dior
2. Wes Gordon 太阳镜
Silhouette

3. 漆光皮包 « Anouk City »
Akris

135, rue d’Antibes - 06400 CANNES
w w w. p r o j e c t e u r s - c o n c e p t . c o m
+33 (0)4 93 38 38 04

4. 彩带皮质凉鞋 - Missoni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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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SSANDRA RICH | ANN DEMEULEMEESTER | ANTONIO BERARDI
CA & LOU | DELPOZO | DEREK LAM 10 CROSBY | DRIES VAN NOTEN
EDIE PARKER | ERDEM | FRAME DENIM | GIAMBATTISTA VALLI
ISA ARFEN | LINDA FARROW | MARCELO BURLON
MM6 MAISON MARGIELA | MARNI | MSGM
NO.21 | OLYMPIA LE-TAN | RICK OWENS
ROKSANDA | SALONI
FOLLOW PROJECTEURS:
@PROJECTEURSCANNES
ON INSTAGRAM AND FACEBOOK

人物侧写

Évelyne Attias撰稿

阴&阳
1. 皮质背包
Emporio Armani

高贵材质，视觉
特效，高雅白衬
黑，突出对比线
条。

2. 牟钉皮钱夹
Maison Margiela

3. 皱纹皮休闲鞋
Ermenegildo Zegna

4. 小牛皮及毛绒小牛皮编织
款一脚蹬运动鞋Lanvin

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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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珠宝

Julie de los Rios撰文

贝壳的魔力
贝壳类动物体内自然生出的
内层一向享有保护身心健康
的美誉。内壳虹彩般的反射
光芒令人沉醉在无限的柔情
及女性的美好之中。

海瑞温斯顿 (Harry Winston)
珍贵的秘密
将粉盒摇身变成囊中腕表，这就是Harry Winston 为
Jeweler’s Secret珠宝完成的高难挑战。镶珠贝壳的
盖子巧妙的将花纹图案围绕的粉盒藏在其下，镜面
银光反射一直延续到盒子的背面，令人叹止。

迪奥 (Dior)
正确方向
受迪奥先生珍爱的一个花纹启发，在项链中间加入一块圆章，于
是便成为风中玫瑰系列队伍中的新成员。随着步伐移动，颈上护
身符彰显两面中的一面: 正面是风中玫瑰，背面则是白色贝壳面。

香奈儿(Chanel)
摇滚
在贝壳系列当中，最令人称道的是这款白金袖扣，光艳耀眼的钻石镶嵌与黑色
精雕贝壳的搭配，堪称经典。适合日常佩戴的这款袖口为各种装扮都会巧妙地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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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 du Moulin Rouge 2016 - Moulin Rouge® - 1-1028499

带来一丝的摇滚味道。

LA REVUE DU PLUS CÉLÈBRE
CABARET
DU MONDE !
DINER ET REVUE À 19H À PARTIR DE 190 €
REVUE À 21H ET À 23H À PARTIR DE 77 €

MONTMARTRE

82, BLD DE CLICHY - 75018 PARIS
TEL : 33(0)1 53 09 82 82

WWW.MOULIN-ROUGE.COM
FACEBOOK.COM/LEMOULINROUGEOFFICIEL

流行腕表

Julie de los Rios撰文

2016

年新款

经典表款

表壳形状更趋雅致, 技术更尖端先进, 设计更新潮, 功能更复杂, 制表公司将腕表设
计创作推向极致. 无论男表或女表, 2012年的新款在机械构造与外型设计更趋合一!

伯爵表(Piaget)
大胆新颖
创始于七十年代, 带有自由与叛逆的精神基因

女表

, Limelight Gala表框延伸出去上下对称的优
美框线一直是辨识度很高的经典造型, 今年新
款是黄金或铂金质材搭配柔软轻盈的米兰风
格丝绸表带.

时尚诗意
香奈儿(Chanel)
爱情结晶

(Jacob & Co)

璀璨多彩腕表

这款Boy. Friend香奈儿经典造型的腕表令人

这支独一无二的腕表色调鲜丽, 璀璨耀眼, 同

一见心动! 钻石造型表壳, 有大小两款, 风格

时也是制表技术的高端杰作. Caviar Tourbillon

既时尚又休闲, 有镶钻和无镶钻两种表框, 搭

Arquelino陀飞轮两端各有一球钻石与一球蓝

配黑色表盘. 简洁低敛的设计将男性的气质

宝石, 流动轮转, 闪耀着动人的光芒. 手动上链

巧妙地融入女性的服装精神里, 正是品牌创

的JVBM05机蕊有长达100小时的储备动力.

始人Gabrielle Chanel的一贯特色!

迪奥(Dior)
法式康康舞
Dior VIII Grand Bal系列今年新增两支限量

梵克寶雅(Van Cleef & Arpels)

表款. French Cancan系列推出全新的色彩

天意 Céleste

与质材. 表盘上的折迭和羽毛让人想到康康

在诗意复杂功能Complications Poétiques™

舞娘的裙摆和羽毛头饰, 两者随着独家自动

系 列 腕 表 中 , Lady Arpels Ronde des

上链机蕊的运作, 彼此闪耀呼应.

宝珀表(Blancpain)

Papillons采用独家研发的机芯, 逆跳时针及

周年快乐!

变速分针显示时间. 浑然和谐的美景来自不

为了庆祝富贵鸟Ladybird系列腕表60周年庆,

同的细腻工艺和珍贵材质. 在珍珠母贝打造

Blancpain推出限量60支的新款, 以显示其对

出的柔和天空下, 蓝天以手绘细细上色. 起伏

女表的钟爱. 内建自动上链机蕊, 表盘采用对

有致的浮云以不同深浅调的灰色珍珠母贝妆

比鲜明的珍珠母贝装饰, 造型有如层层铺就的

点, 在云间起舞的瑰丽蝴蝶和燕子则因细工

精美树叶, 表框上镶有碎钻, 更显其华丽尊贵.

微绘增添夺目色彩.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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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腕表

男表

復刻經典

高端技术的精髓

爱彼奢华表(Audemars Piguet)
格拉夫(Graﬀ)

亮眼动人

创新前卫

品牌在2016年将旗下的经典腕表皇家橡树系

这款MasterGraﬀ Perpetual Calendar新表内

列以富贵感的黄金质材打造, 赋予全新的现代

建品牌最新机蕊Graﬀ Calibre 7, 是制表技术

感 . 内 建 的 万 年 历 功 能 , 灵 感 来 自 1984年

的巅峰之作. 表盘藉由数片复杂的圆盘设计,

Jacqueline Dimier设计的第一支皇家橡树万

交替运作, 让配戴者可以水平横向阅读日月,

年历腕表.

是技术的一大突破.

宝格丽(Bulgari)
无限优雅
结合意大利设计的优雅和瑞士制表的精工,
Octo Finissimo Tourbillon陀 飞 轮 腕 表 以
DLC处理过的钛金属和玫瑰金制造, 内建直
径32.60厘米, 厚度1.95厘米的全世界最薄的

瑞驰迈迪(Richard Mille)

机械陀飞轮机蕊, 黑色的表盘与透明的表背

无敌超薄

让这支表更有价值感.

这家独立品牌的表厂重新诠释旗下最热
卖 的 表 款 RM 010系 列 . 新 款 RM67-01
Extraplate超薄腕表, 归功于一个特殊的镂
空设计, 机蕊CRMA6厚度可做到超薄的
3.6厘米, 让人想进入机械的内部构造, 一

昆仑表(Corum)
旅行, 旅行
昆仑表中经典的运动系列今年新增一款复杂

劳力士表(Rolex)

探微妙的运作细节.

赢家重现
被腕表收藏家尊称为保罗纽曼Paul Newman

腕表, 世界时间, 受到喜爱旅行的藏家追捧. 海

的 传 奇 Oyster Perpetual Cosmograph

军 上 将 杯 Admiral's Cup Legend 47 World-

Daytona系列重现江湖. 这次新表设计忠于

timer内建自动上链机蕊, 二时位按扭设定城

1965的原始构想, 但是内部则建有最新的制

市或时间时区.

表技术. 例如掺入陶瓷的黑色金钢质材表框.
藏家最为难的是什么呢? 应该是在黑色或白
色的表盘作出选择吧.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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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水趋势

Mireille Sartore撰稿

花的力量
雏菊瓶，雕刻成花型的瓶盖，
无穷无尽的玫瑰，春天的熏香
展示出其鲜花般的娇艳色彩。

梦想中的花束 - Daisy Blush
小马哥-Marc Jacobs 带来雏菊花香的独特好品味– 英文命名daisy– 与Daisy Blush这
三款新版香水带给人们闪烁的精灵与火热的激情。浪漫点缀的心灵难以抗拒鲜花造型充
满无限青春少女情怀的瓶身系列。Daisy Dream 如此可爱，是鲜花少女梦想中的花束…
Séphora 独家销售So Fresh，Nocibé 独家销售Daisy Dream。

鲜花绽放，田园魅力
Lanvin新品喷放出的多姿多彩涌入我们
的味觉感官，小苍兰的淡淡果香，玫瑰
的柔和娇嫩及茉莉花的精灵另主香软梨
时隐时现，搭配完美吗令人灵魂飞扬。
新鲜快乐的果汁带来无限的田园魅力，
凝聚在雏菊及各种鲜花花瓣环
绕的瓶内，瓶身上的字母是
Jeanne Lanvin 的女儿的名字。

罕见珍奇的
Dolce Rosa Excelsa
道尔斯花园Dolce Garden迎来
了一名喷香绽放的新成员, 香味
中含有众多香水人喜爱的果敢
与纯洁。Dolce & Gabbana旗
下Rosa Excelsa这款香水首次
在香水界启用白色朱顶红花，
与土耳其玫瑰相辅相成，给人
带来异域番木瓜花的芳香和奈
若利橙花叶的清新。
此款香水在巴黎老佛爷百货商
店 及 所 有 杜 嘉 班 纳 -Dolce &
Gabbana专卖店均有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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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春夏装
设计师的走秀舞台

生活玩家

37

2016

时尚

Julie de los Rios撰文

呈现感性
2016春夏季注定是宏美与女性的回潮 : 精美别致的内衣，
温馨浪漫的情怀与舒适流畅的线条…

窃取男人的外套和鞋子曾一度为时尚潮人们所青睐。如今

中再现 (J.W.Anderson) ，也飞旋在玛丽-安托瓦内的田园风

她们一摆往昔姿态，重拾女性的柔美。这一取舍并非是想

光中 (Red Valentino, Etro)。 再现一个女人味十足，充满感

象当中的华丽女神再现，更多展现出的是自然，感性及低

性，浓妆淡抹，着细节内衣或红色点缀的唯美形象。毫

调。唯美，流畅，女人身穿真丝连衣裙，脚蹬Air Max ，

无疑问: 要的就是性感 ! 香奈尔-Chanel, 路易威登-Louis

她展现的是一种慵懒的性感，很有巴黎味道，惬意，随

Vuitton 及华伦天奴- Valentino 带来的是丝网风格，迪奥-

性。这一潮流涌动的代表当属凯

Dior和 缪缪- Miu Miu 则令人

特.摩丝-Kate Moss 在90年代穿红

对其透明轮廓浮想联翩。而

的吊带睡裙，成为所有品牌的明

纪梵希-Givenchy 和赛琳-

星产品。纺绸质地的吊带长睡裙

Céline则用蕾丝赋予无限遐

不再是闺房特属，从此成为大街

想。

上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犹如香
槟般激荡高雅。

强烈趋势
另外一个亮眼外形当属睡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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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石路上裙飘扬

衣外穿。通常意义上的宽大

长飘睡裙巴黎世家店内随处可

黑白睡衣，经过改良后线条

见，更为柏宝丽-柏松增添无限

流畅，女人味道十足，时隐

浪漫。而Hedi Slimane主刀的圣

时现，蕾丝性感，外搭长睡袍，

罗兰则为吊带睡裙平添一抹朋克

顿时抢了礼服的风光。古奇-

之风，变得现代味十足。摇滚女

Gucci着重印花，而蔻伊-Chloé则

神们将睡裙与宽大外套及橡胶靴

呈现出新式的运动风格。睡衣搭

子配穿，顿时让人暖意十足。我

配需要其他风格服饰搭配显示其

们已经能够想象凯特.摩丝-Kate

现代化的一面，总体来说，夏季

Moss (一如既往总是她)及艾里珊.

外套可以凸显体感。

钟-Alexa Chun出席格拉斯顿博理

内衣外穿是否得到您的认可呢 ?

当代表演艺术节时的样子。一体

请您放心 ! 60年代乐观主义风在

式连衣长裙突出胸部，罩上合适

卡芬-Carven 及活希源-Courrèges

的外套，戴上相应的首饰或其他

有十足的体现，70年代风格以其

面料饰品，便令人眼前一亮。在

越发强烈的雅俗混合风继续攀升

Versus Versace, Stella McCartney,

直达时尚顶端。海魂风依然流

Simone Rocha等品牌空间里，睡

行，法式风情势头超过英式，民

裙风格更是与其鲜花盛开的花园

族部落情节载我们驶向诱惑力十

情趣完美结合。鲜花，还有什么

足的别处。总之，朋克风始终飘

能比鲜花更能吸引现代社会的公

飞在顶尖衣饰的空间，前所未有

主们呢? 浪漫风在维多利亚风格

的宏美…

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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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致细微

春季5个遵循趋势

野性连体服，流畅睡衣，精
致内衣及粉末妆扮为本季带
来超级感性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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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白红三色

红色之吻

金色或银色条纹，适用
各种场所的亮片及色彩
艳丽的圆点，迪斯科舞
厅风格的宏美让周六的
夜 晚 立 刻 串 烧 起 来 (当
然也包括一周当中其他
任何一天 !)。

象征火焰般爱情
的红色无论是白
天还是夜晚都
有它特别的魅
力，不得不提的
是，红色让人看起
来气色非常好。

生活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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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之上

光芒四射
金色或银色条
纹，适用各种
场所的亮片及
色彩艳丽的圆
点，迪斯科舞
厅风格的宏美
让周六的夜晚
立刻串烧起来
(当 然 也 包 括
一周当中其他
任何一天 !)。

时尚设计师们精雕细画，将不同的色调统筹起来为条纹世
界带来生气。不折不扣乐观主义好心情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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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饰品Évelyne Attias撰文

体育的力量

太阳镜
Prada
普拉达

运动风格趋势正优雅的占领城市衣橱，
为其注入无穷的能量与休闲的感受。

太阳镜, Sonia Rykiel
索尼亚.里基尔
带LV字母签名的软皮条纹
Christopher 邮差包 ,
Louis Vuitton
路易威登
折叠两用皮包
« Ai bag », Akris
爱克瑞斯

小牛皮编织及红黑绒小牛皮
羊皮拉链大衣

« Slip-On »运动鞋,

Longchamp

Lanvin, 浪凡

龙骧

小牛皮休闲鞋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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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花朵休闲鞋, Dior

Salvatore Ferragamo,

迪奥

菲拉格慕

生活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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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时尚饰品

黑色反毛皮休闲鞋
Bottega Veneta
纸编棉绸带帽子

葆蝶家

Hermès
爱马仕

黑色白纹礼帽
Chanel,
白色羊皮小号海军包

香奈儿

Balenciaga,
巴黎世家

缎面维希带拖鞋
Miu Miu,
缪缪
小牛皮及尼龙材质相间的背包, Prada-普拉达
自然白小牛皮筒包
Céline, 赛琳
太阳镜, Philipp Plein
菲利普.普莱茵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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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

多姿多彩的夏天

阳光明媚的夏日里，美 及各种及其微小的细节
衣都焕发出生机勃勃的 为柔美的曲线增添了无
气息。鲜艳明亮的色彩 数耀眼的和谐。

连衣裙 Robe Fendi,
手袋 Furla,
鞋 Giorgio Armani.

生活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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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时尚

水貂皮条纹外套 Milady,
连衣裙 Longchamp,

裤子 Emporio Armani,

皮手袋 Stuart Weitzman.

荧光包系列 « Be Dior »,
鞋 Fendi.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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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

和服风格外套
连衣裙 Longchamp.

kimono Giorgio Armani,
迷你包 Furla « Metropolis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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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
红色水貂皮开衫 Milady,
连衣裙 Missoni,
皮手袋 Stuart Weitzman.

外套，上衣及短裤 Giorgio
Armani, 红色皮包 Stuart
Weitzman, 鞋 Giorgio Armani.

生活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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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

连体服 Fendi, 水貂皮长开衫 Milady,
三色迷你包系列 « Be Dior », 墨镜 Furla
Demetra, 鞋 Stuart Weitzman.
黑色连衣裙 Valentino, 荧光色项链 Furla.
生活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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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燕尾服, 衬衣及领结 Dior Homme,
耳环 Dior, 包 Lancel.

摄影 : Gil Zetbase
服装设计及艺术指挥 : Angela Donava DONA PR
灯光 : Jérôme Kélagopian
发型设计 : Leslie Azur
脸部设计 : Audrey Ccs
模特 : Alexine (VIP Models)
美术 : David David
特别鸣谢 : Abracadabra Studio提供场所及
Mark Steiger的鹦鹉模特的完美配合 (Parrot Show by Mark Steig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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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 HSIEH Chung-Tao

博瓦隆宫殿重现百年风华
Le Beauvallon

博瓦隆偎依在一个面朝大海的缓坡上. 俯瞰波光粼粼的圣特罗佩湾以南无与伦比的景色. 在古老树木和阳伞松的环绕之下, 这座赭石色和白色相间的建筑已届
百岁高龄, 它经历了数次华丽转身, 今日成为独特的私人住所 - 一座特立独行于我们时代的酒店.

2016

蓝色海岸的建筑典范

当代设计大师的杰作

丽•赫本在影片《罗马丽人行》中曾穿着过泳衣在

内部装饰的修复极度谨慎细腻. 为了体现新业主

海滩俱乐部是另一个世界. 泳池栽满了矮牵牛（ 每年

其中最大的房间里展示（ 边上还配有一张影片海报.

的意志（ 质材（ 家具和雕塑等等都隐隐地体现出

夏末（ 花海铺地（ 灿烂园林的设计者是亚历山德拉）

艺术画廊里的展品不断变化（ 梧桐棕榈树掩映下的

它是过去七家宫殿酒店至今唯一仅存的. 原

法（ 美国作家F. Scott Fitzgerald也是在

贯穿始终的中国风. 营造出的光线和空间感毫不

施密特. 泳池畔有酒吧和用餐区（ 由厨房提供精致餐

泳池凉亭矗立在海边（ 这是伊东丰雄与塞西尔）贝尔

名是博瓦隆大酒店（ 但很快就改成高尔夫酒

这里创作经典名著《大亨小传》（1925年

违背原有建筑完整性（ 而且这种思维延伸到庭园

食. 还有郎•阿拉德设计的白色躺椅（ 黑白相间色椅

蒙德联合设计的.

店（ 有专属的球场. 1923年在旁边加增辟了

）的部分章节. 很久以后... 也就是1957年（

里（ 用来容纳和保护生长在建筑物周围的古树.

子则是菲利普•斯塔克的作品（ 另一个特殊设计看

这个造型独特的建筑作品是2002年伊东丰雄与

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 至今仍蜚声世界. 这

时年22岁的法国才女Françoise Sagan在

主楼周边有几个较大的附属建筑: 东侧是客舍（

起来好像是得到了芭芭拉）赫普沃斯的启发——高

塞西尔）贝尔蒙德联合设计的海德公园蛇形画廊

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占地40英亩（ 从圣特

她轰动一时的小说《日安，忧愁》被拍摄

一座典型的普罗旺斯建筑（ 边上是私人温水泳池.

大的生物拟态形式看上去像是典型看门椅的变种（

年度夏季展馆（ 由于业主夫人非常喜爱（ 于是业主

罗佩海湾延伸到摩尔山脉（ 地点得天独厚（

成电影期间（ 也是住在这家酒店. 她创作这

客舍的优雅和细节丝毫不亚于主楼. 两株古老的

有花卉从顶部倾泻而下. 泳池南面是座俯瞰海滩的

先生买下来给她作生日礼物. 周围有两百多年的老

从未遭受当地米斯特拉尔狂风的摧残.

部小说时才18岁.

橄榄树立在泳池露台的台阶两侧，那里有供客人

原创性圆形建筑（ 适合边欣赏圣特罗佩海湾美景边

梧桐陪衬（ 见证博瓦隆的延续与新生.

博瓦隆数年前被新业主买下（ 聘请了顶尖法

放松用的帐篷躺椅，泳池一侧是令整个房子和室

享用饮料.

艺术与人文的历史交荟

国设计师奥利维尔•加尼埃尔和埃尔韦•

外地面平添优雅的众多艺术作品之一 ） 一个巨大

隐蔽的私人海滩分布在它两翼（ 近处是码头（ 有私人

臻至完美的服务

博瓦隆名声显赫来自于许多文人曾对此流

福尔梅西对酒店进行修建（ 重现博瓦隆的百

铮亮的蓝色苹果（ 其表面反映着树木和天空中的

游艇送您到对面的圣特罗佩镇. 客房都用橙（ 黄（ 蓝（

博瓦隆的服务理念是: 采用传统用心（ 事必躬亲的

连忘返（ 留下文学艺术名作. 根据可信的说

年风华.

阳光.

绿和粉紫等原色装饰（ 与各自的入户门相匹配. 奥黛

待客方式（ 为最显赫的客户提供客制化私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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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瓦隆提供包租游艇服务. 短途旅行（ 摩托穿梭艇

绘画课程（ 音乐指导或任何其他艺术活动也都可以

在山区骑马或健行（ 参观葡萄庄园和艺术画廊（ 去

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带您到圣特罗佩镇. 迷你游艇博

安排（ 此外语言课程（ 园艺（ 插花（ 香水品析和葡萄

本地最优秀的餐厅享受美食. 我们可以协助安排赴

瓦隆III号也悉听吩咐. 这是一艘峡湾）40型船（ 配有

酒鉴赏. 由经验丰富的侍酒师协助的葡萄酒或香槟

耶尔的诺瓦耶别墅的私人参观、直升机区域观光

专业的船员和女招待 ） 如果想参观附近的庞普洛

品酒会随时随地都可以为您安排（ 此外还有精美雪

或简单的沙滩烧烤. 总之（ 停留期间（ 服务人员将确

纳海滩（ 或往返于尼斯和摩纳哥之间（ 它是理想之

茄品鉴.

保完全按照您所希望的方式度过这段欢乐时光.

选. 其他的选择包括小而时尚的帆船和“大广场号

此外（ 何不藉此机会学习航行（ 导航或驾驶动力船

” ） 一艘Azimut 68+飞桥型船（ 带有4个双人舱.

只. 或是马球和其他冒险运动呢? 如喷气滑水（ 长

讯息: www.parkviewprivatecollection.com

博瓦隆也有美容护理和理疗服务. 高级烹饪课程（

矛捕鱼以及水上降落伞滑翔. 比较温和的活动（ 如

hwa@parkviewpc.com

12
(Madeleine)

75009

ZWILLING. Passion for the best.
Since 1731.

*

-

2:00 - 7:00
10:00 - 7:00

* L’Excellence, notre Passion. Depuis 1731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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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玩乐信息

Julie de los Rios, Mireille Sartore撰文

DUBAIL

香榭丽舍大街上的高级钟表

+

既巴黎旺多姆广场及弗朗索瓦大街之后，Dubail表行决定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开设新店，主营
各路品牌钟表。新店面外观为未来感十足的玻璃及钢铁墙面，店内共两层，楼梯造型奇特，
令人叹止。香榭丽舍Dubail营业面积为500平米，麾下经营时下大名鼎鼎的文明世界的各路
钟表品牌 : 劳力士-Rolex, 卡地亚-Cartier, 积家-Jaeger-LeCoultre, 理查德.米勒-Richard

永远的迪奥，
超越永恒

Mille, 法穆兰-Franck Muller, 肖邦-Chopard, 罗杰杜比-Roger Dubuis, 宝格丽-Bulgari,
帝陀-Tudor 和伯爵-Piaget。 所有品牌系列展台都享有个性化的装饰，宽阔玻璃，巴卡拉
水晶吊灯及钯金装潢带给人奢华的氛围，同时又私密无限。

迪奥新款皮包外形随意不失优
越永恒的感觉。这个系列的包
拥有建筑线条，包盖可以两面

VAN CLEEF & ARPELS-梵克雅宝

使用，金属包扣，多色及多种

旺多姆广场新店

正 规 皮 质 供 选 (金
属感十足的皱皱

梵克雅宝旺多姆广场新店由不同风格的连在一起的单间组

厅。二楼安放了一个带玻璃的书柜，陈列的是品牌发展历

羊皮，

成，漫游在其中，有种温馨的远离众人视线的私密感…新

史的书籍和作品。二层还有两间沙龙，第一间为品牌标志

鳄鱼皮

店距离历史老店只有几步之遥，共两层，营业面积为280

产品Alhambra®四叶幸运及Perlée™ 产品系列专属，第

及 吻 鳄

平方米，店内公寓式的装修设计由Jouin Manku 装潢设计

二间则是Cadenas，Charms 及皮埃尔.雅宝-Pierre

皮).

所来完成的，突出展示钟表及珠宝首饰，当然品牌遗产级

Arpels™ 腕表系列。

+

EA Beverly, 未来心仪包 ?
阿 尔 玛 尼 -Emporio Armani

Beverly 为都市优雅人士设计。方便使
用的本款新宝大小适中，功能齐全，不
仅可以手拎，也可以斜挎在肩上。有两
个尺寸，众多材质的包面及颜色备选。
(银色，金色，蓝色，红色或双色…)

别的水晶吊灯也是摆放到夺人眼目的位置。
20 place Vendôme, 巴黎一区

设计出的珠宝首饰系列，之后走进梵克雅宝元老产品展示

电话 01 55 04 20 00

© D.R.

客人进入到店内一层，首先跃入眼帘的是受大自然启发而

DE GRISOGONO-德 高 娜

老佛爷百货的珍宝

DIOR-迪奥男士

赴约男士奢华

Fawaz Gruosi主持的瑞士日内瓦

迪奥新店男士专卖共有两层，空间处理完美，颜色和

爷百货商店一楼开设专柜。闪闪

材料使用和谐-迪奥灰，白色，黑色皮，木制，磨光不

发光的橱窗内，除了珠宝以外，

锈钢，新店的整体设计及店内展示均由Kris Van Ass-

还有最新款女士钟表New Retro
Lady，自动上炼机械机芯，尽显
雍容华贵。展示一流长方宝石切

等。半定制服务由迪奥成装制作坊承担。

割技术，将"四大天王"--钻石、蓝
© D.R.

che 来完成的。一楼为男士鞋子及配饰，二楼则是成
装。店内配有特殊订单服务，个性化服务及上门服务

马海区的美轮美奂
香奈儿美妆首家店铺在巴黎马海区隆重开业。马海区作为新兴小资区，接待法国标志性大品牌的数量目前还非常少。美妆店
大量保留了建筑内原始的专修风格(粗墙面，瓦红地砖) ，随意中不失典雅; 用铁丝编出的香奈儿女士外形，皮质软座高椅，二
楼的露台都特别惹人喜爱。这里出售所有香奈儿品牌美妆(化妆品，护理品及香水)，令人称道的是在这里您还可以买到很多
香奈儿旗下专供国外市场的产品，比如专供亚洲市场的产品 。
© D.R.

40 rue des Francs-Bourgeois, 巴黎三区
www.chan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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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红宝石及绿宝石的迷人美
态尽情发挥。

CHANEL-香奈而

© D.R.

品牌德高娜去年秋季在巴黎老佛

24 rue François Ier, 巴黎八区 - www.dior.com

2016

71-73 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巴 黎 八 区 - 电 话 01 45 64 09 90

© D.R.

© D.R.

雅，带给人们在时间长河中超

+

40 boulevard Haussmann, 巴黎九区

JAEGER-LECOULTRE-积家

老佛爷积家专柜
穿着讲究的游牧人

Tailor Trucks 卡车穿梭在巴黎大区，探寻优雅人士，这是什么概念

呢? 这就是西装定制服务，布料选用意大利或者英国优质布料。在咨询

老佛爷百货一层的积家腕表柜台使用贵族材料打造，尽显大牌手工精工制
作的产品形象。专柜销售各种精致物品及积家腕表。展示台内摆设有成名
经典款如神秘翻转腕表，最新创新产品，高级珠宝及高级钟表等。女士们
在这种诱惑面前，是很难抗拒的。而男士们则大多钟意诸如大师超薄款或
是独一无二旅行双面腕表。

人员的帮助下，男士还可以选择相应的搭配衬衫和其他配饰.
www.tailortrucks.com

老佛爷地址- 40 boulevard Haussmann巴黎九区

生活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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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讯息

Mireille Sartore撰文

巴黎香格里拉酒店

戛纳洲际卡尔顿酒店
获得《 IHG China Ready 》接待中国客户的服务认证

卓越的港式料理
香格里拉再次确保它在美食圈的重要地位. 今年二月新版米其林颁给法式
餐厅L'Abeille及其主厨Christophe Moret两星的荣耀, 距其开幕仅仅一年
的时间就证实了他的实力... 在这栋曾经是Roland Bonaparte王子的豪宅改
成的酒店里, 还有一家法国唯一的星级中餐厅, 香宫. 由年轻的主厨李森掌杓,
以经典粤菜为主, 传统技法佐以新的调味. 三月起您可以在新近改装而成的豪华
私人包厢里(最多10人位)品尝特制港式料理. 由穿着中式传统服装服务员, 呈现顶级客制的
特殊接待, 是不可错过的中国美食体验. - 午餐和晚餐: 148 / 248欧元/人

© D.R.

10 avenue d’Iéna, 16e - 电话. 01 53 67 19 38

+

Plaza Athénée餐厅刚得到今年米其

林指南颁予的新三星荣耀. 由餐饮界
天王Alain Ducasse精心规画, 米其林
在颁奖时给它的评价是« 结合自然与

© D.R.

厨艺的一次大胆的尝试 ».

TAOKAN-新派中餐厅

巴黎右岸分店
第一家餐厅开在Saint-Germain-des-Prés广受好评后, 对中国文化有深刻了解的业主Christophe
Daine跨过塞纳-马恩省河, 在右岸高级的rue du Mont-Thabor开了第二家分店. Taokan是家100%新
派中餐厅, 由主厨Tien Dat Au将经典的广东菜重新诠释. 鸡肉春卷, 各色港式点心(小螯虾-青苹果的

金钟酒庄
CHÂTEAU ANGÉLUS

顶级醇酒

组合尤其教人惊艳), 鸭肝酥饼, 北京烤鸭, 蒸鱼, 还有这道酱油嫩菠菜和花生, 绝对让您舌头一亮...

离酒乡圣爱美浓著名的钟塔不

1 rue du Mont-Thabor, 1er – 电话. 01 42 61 97 88

相传八代了. 今天早已被视为

远处, 金钟酒庄历史久远, 已经
波尔多顶级酒庄之一, 其优雅,
醇厚, 华丽, 浓厚早为酒迷心中

坐落于以国际电影节闻名的法国戛纳，戛纳卡尔顿洲际酒店是这个城市最著名的豪华酒店之一。酒店拥有100多年的历史，
其 “美好年代”式的建筑外观已被列为历史古迹。今年戛纳卡尔顿洲际酒店获得了《 IHG China Ready 》接待中国客户
的服务认证，推出了特别为中国贵宾定制的多项服务，其中包括中文迎宾信、酒店与附近旅游景点的中文介绍手册、房间
内的两个中文电视台、中国茶饮、热水壶与方便面等，同时酒店支持银联支付，提供全天候的中文翻译服务。此外，酒店
首次以中国明星命名两间豪华套房：范冰冰套房和刘烨套房。

© Jean-Charles Mudet

RENAISSANCE PARIS VENDÔME 酒店

的梦幻酒款. 讲究年份的爱好
者, 我们推荐杰出年份的2012

港点与香槟王的完美组合!

年, 为了庆祝230周年, 酒庄特

Renaissance Paris Vendôme酒店内的中国酒

别设计了一款特殊的酒瓶, 通

吧最近改装, 以上海快车的装潢风格迎接宾客.

体墨黑配上烫金酒标, 显得独

特 别 推 出 精 致 的 港 式 点 心 搭 配 香 槟 王 Dom

特 而 高 尚 . 这 一 年 同 时 也 是 迎 接 Boüard de

Pérignon组合, 取名Dim & Dom. 推出时间每

Laforest家族新一代的接班人, 同时庆祝酒庄成

天中午至晚上22点(38欧元).

为圣爱美浓产区的最高列级.

4 rue du Mont-Thabor, 1er

www.angelus.com

戛纳洲际卡尔顿酒店 InterContinental Carlton Cannes
58 La Croisette – 06414 Cannes Cedex - France – 电话 +33 (0)4 93 06 40 06 – 传真 +33 (0)4 93 06 40 25
生活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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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FERNAND 汉堡

拉法叶百货的美食新焦点

PlAnning TodAy?

以法国制造的汉堡著名的这家餐厅, 去年十二月在拉法叶男

葱做的美味汉堡.

© Inside 360

装馆开幕分店. Big Fernand从上午九点起, 推出独家的
Pacôme汉堡, 以腌熏培根和炒蛋为主馅加上Tata酱与细香

RENOMA CAFÉ GALLERY W咖啡艺廊

多功能的聚会场所
这个地方自从疯马俱乐部创办人Alain Bernardin的孙子Alfred Bernardin
接手之后, 呈现新的面貌. 其野心为何? 打造一个文化, 艺术, 美食与欢乐气
氛交会的场所. 美食部分, 厨师在经典的法式料理上添加一点异国风味. 餐
厅装潢以纽约风为主调, 结合了复古家具和工业风格, 并不时变换家具摆
饰. 这里提供早餐咖啡, 午餐, 下午茶, 同时也适合和三五好友聚会聊天. 您
可以来品尝以疯马俱乐部的舞娘命名的创意鸡尾酒, 并搭配可口的tapas
小点, 周末且有现场DJ音乐助兴. 春季开始, 户外的凉荫露天座将设有舒服
的大沙发供客人观赏巴黎街景.
32 avenue George V, 8e - 电话 01 47 20 46 19

Marriott Opéra Ambassa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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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ConneCTed To THe legend
downloAd MyMonTeCARlo App

L’ARC PARIS 夜店

正妹夜店晚会

youR guide To MonACo

正妹们注意了! 这家巴黎最潮的夜店之一, 每周四晚上(从21点开始)所有的
消费对于穿着美丽晚礼服入场的正妹都是免费的! 运气好的话, 还可能碰到
这家夜店的设计师本尊Lenny Kravitz !

AvAilAble on SMARTPHone & TAbleT

12 rue de Presbourg, 16

e

生活玩家
MyMonteCarloAPP_print_240x287.in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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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海岸玩乐讯息

Laurence Jacquet, Alexandre Benoist撰文

GALERIES LAFAYETTE - 马斯那老佛爷百货商店

新购物胜地
PROJECTEURS

聚焦当季流行

占地1900平米，百分百时装，配饰及化妆品购物天堂! 精心设计的中庭巧妙
地将店内各个品牌柜台互相联系在一起，和谐的建筑设计的出发点是站在顾

先锋派概念店Projecteurs新品总是潮涌不断。网购 Margarita

客角度来考虑的。经过一年的装修，马斯那老佛爷敞开双臂接待各方来客，

Kiseleva 品牌上线，国际客户终于可以远程购买品牌商品及

店内汇集各路皮具新品牌如蔻驰，钟表及首饰名牌 (APM Monaco, Didier

其时尚杂志。为Lady Gaga搭配独一无二的高贵镀金或钛

Gérin, Ginette NY, Michael Kors, Morganne Bello, O-Fée…)。时尚宠儿

质镜框的眼镜潮牌 Linda Farrow 本季新品依然令人怦然

及爱美名媛的天堂选择 !

心跳。Olympia Le-Tan 限量版 « clutchs » (硬质
尼斯 : Nice, 6 avenue Jean Médecin-电话 : 04 92 17 36 36

手包) 是与迪斯尼及爱丽丝漫游奇境联合推出

© D.R.

的。雷安娜一脚捧红的21号美鞋也会令人心动
不已。Projecteurs 店内销售38个品牌的成衣及
配 饰 -比 如 女 士 品 牌 Dries van Noten, Ann
Demeulemeester,

MM6

Maison

Margiela,

Alessandra Rich, Roksanda 等，男士品牌有 Rick

MONCLER - 蒙口羽绒服

© D.R.

© D.R.

Owens, Maison Margiela, Marni…

MISSONI - 米索尼

运动品牌的定做品味

心动新品

戛纳地址 : Cannes, 135 rue d’ Antibes
电话 : 04 93 38 38 04

高级羽绒服专家融定做的华美于成装制作。蒙口本

www.projecteurs-concept.com

LE PRINTEMPS - 春天百货

300个品牌，众多个概念及度身定制的服务

JAEGER-LECOULTRE - 积家

季主打系列中都有哪些新奇呢? 珍贵点缀饰品，

米索尼标志性针织长裙轻盈，明亮，

高级定制翻转腕表

塔夫绸的呈现，比如这件

色彩层次考究，意大利品牌这种高雅

绣有白色风信子的上衣

中不乏随性的特征体现得淋漓尽致。

积家腕表宠儿翻转腕表的85周岁生日庆祝身披克里斯托.鲁布奇设

外套，还有这件无袖

春季女士系列主打豹纹印花及形状多

计的华服，美轮美奂。翻转腕表古典双套为此摇身一变，正面保留

红色缀满虞美人花的

变，色彩锦绣，倾向玫瑰白灰色，青

了品牌标志面孔，纯古典艺术线条，而反面则镶有两行钻石，显示

羽绒服。

绿色与绿色，铜锈色及橙黄色还有红

出著名制鞋人疯狂的一面。

色与靛蓝色之间的巧妙搭配。 本季服
嘎纳地址 :
Cannes,

71 rue d' Antibes

14 La Croisette

电话 : 04 93 39 30 68

电话 : 04 93 30 12 09

衫为主线。绝对令人无法抗拒!
嘎纳店:
99 rue d’Antibes Cannes

© D.R.

戛纳 : Cannes, Louis Julian et Fils,

装系列以短裙，连衣裙，及特长款开

电话 : 04 92 99 27 47

BALDININI
圣特罗贝店:

足上生辉
© D.R.

© D.R.

7 rue du Marché
电话 : 04 94 43 78 28

Baldinini本季的色彩不是玫瑰色的…而
是多姿多彩的! 彩虹色成为春季系列
对时尚爱好者及爱美人士来说，春天百货是一个令人心花怒放的地方。春天享有150年的品牌销售历史，经

的主导色，一向以昂贵著称的意大

ODÉON - 希思黎水疗中心

利鞋子品牌芭乐迪尼尼向我们展

验丰富，如今落户在Polygone Riviera 城市的一座名为« Arty luxury »的四层高雅建筑物内，营业面积达

示出它迷人的微笑，轻盈的步履

1500平米。春天百货是概念的集散地。在这里，女性用品柜台Maria Luisa 着重展示当前呼声最高的设计师

，欢快的鞋跟。夏季凉鞋，漆

5星级的惬意放松空间

作品: Isabel Marant Etoile, Kenzo, Joseph… 当然不能忘记女士运动鞋最新概念店La Sneaker。在美鞋玲

皮单鞋，另我们的心随之荡漾

La Tour Odéon 是摩纳哥最高的大楼 – 49层170米高 。这里藏匿着一间豪华的惬意

琅满目的品牌中，有不少是别处无法觅到的，如 Melvin，Hamilton, Sartore 及 Carel。店内专家私人导购

…

放松的水疗中心: 3层楼1 800平米的营业面积，随处散发出田园般的气息。 著名巴黎品
牌希思黎-SISLEY在这里为您奉献全套产品及服务: 护理，化妆，香水，同时提供摩纳哥

服务会让您在香槟美食的陪伴下充分享受购物的乐趣。
地址 : Cagnes-sur-Mer, Polygone Riviera, avenue des Alpes - 电话 : 04 83 53 40 00

嘎纳店:

独家享有的脸部及身体植物芳香护理。中心所用的高贵材料呈放在白-灰-乳白-亮灰等浅

52 rue d’Antibes Cannes

色系列的托盘内，另整个空间感觉整洁明亮。中心游泳池世界首例，池底为玻璃锻造银

电话 : 04 97 06 66 50

光四射，叹为观止。二人世界独家感受110平米的双人套房，享有私人入口及室内装潢:

© D.R.

不锈钢按摩浴缸，蒸汽浴，放松空间及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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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纳哥 : Monaco, Tour Odéon, 36 avenue de l’Annonciade
电话 :+377 97 98 39 15
生活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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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海岸玩乐讯息

Alexandre Benoist, Laurence Jacquet撰文

LE MARCEL

尼斯老城区里的现代餐馆
继Mooréa和Grand Balcon两家餐厅成功开幕之后, 由Marcel和Karine Marro父
女两人打造的第三家传统小馆也开幕了. 餐厅装潢颇有舞台气息, 白色石墙配上
© D.R.

© Adsolue/Anthony Lanneretonne

十八世纪古画的天花板, 是20年代小餐馆的剧场风格.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盘里的
美味. Marro的招牌菜总是会引起话题, 由主厨Jean-Luc Rossi掌厨, 他之前已经

戛纳卡尔登洲际酒店

拉, 小牛胸腺佐腰花果与绿辣椒, 柠檬照烧鲜扇贝炖饭. 那些喜爱简单而美味菜

INTERCONTINENTAL CARLTON CANNES

肴的食客, 没有比这里更令他们满足的餐厅了...

海滩时光

尼斯, 11 rue de l’Abbaye - 电话 04 07 20 14 84

柔软的海风吹拂, 清爽的海水气息加上绝佳的服务...

© D.R.

让Grand Balcon餐厅爆红, 在这里他推出可口量足的菜色: 盐花牛骨髓佐嫩叶色

CHÂTEAU LE CAGNARD****

酒店

从四月至十月, 这个当地知名的迷人海滩非常适合来

PALOMA 餐厅

一个舒畅愉快的午餐. 海滩餐厅提供地中海与其他地

Mougins小村闪闪发亮的两星餐厅

区的精美菜色: 腌熏鲑鱼佐葡萄柚蟹肉沙律; 快炒鸡
丁蔬菜面条佐焦糖姜与柠檬. 除此之外亦有各色轻食

Château Le Cagnard酒店内的餐厅再度以两支叉子入选米其林指南! 主厨Stéphane

开幕于2014年3月, 位在Mougins小村的Paloma很快就摘下米其林一星. 仅仅2年后, 主厨Nicolas Decherchi

海鲜蚌蟹色拉, 每日直送的鲜鱼和肉类, 可煎, 烤或是

Laurin, 过去是Grand-Hôtel du Cap-Ferrat酒店主厨Didier Aniès的二手, 推出细致而有

再度实至名归的取得两星荣耀. 这位跟随过许多大厨(Eric Fréchon, Georges Blanc以及Alain Ducasse)的厨

烧炙... 喜爱多样口味者, 夏季每个周日有传统自助餐

创意的地中海风味料理: 半生熟鲔鱼佐香料与醋渍萝卜; 牛排佐土豆, 牛肝菇, 柚子, 蛋白霜

师, 尊重食材与季节, 始终追求最完美的味道. 其厨艺风格非常现代, 强调创意与精致: 咸奶油焦糖鸭肝, 小船

可享受, 如果是国际节庆期间则每天供应. 别忘了还

... 我们非常高兴这座十三世纪的浪漫古堡以及其典雅华丽的大厅找回新生命. 这里并有可

捕钓海鲈鱼佐海藻奶油与松露, 香料夏隆鸭佐橙橘酱.

可以躺在阳伞下的长椅, 品酩这里精彩的各色调酒.

Mougins Village, 47 avenue du Moulin de la Croix - 电话 04 92 28 10 73

戛纳, 58 La Croisette - 电话 . 04 93 06 40 06

眺看地中海和橄榄树山丘的全景视野.

© D.R.

Cagnes-sur-Mer, 54 rue Sous-Barri - 电话 04 93 20 73 22

戛纳 BARRIÈRE LE GRAY D’ALBION
酒店的 LA PLAGE 餐厅

徜徉地中海岸边风光

OLIBAN - 餐厅

摩纳哥的黎巴嫩料理

© D.R.

以经典的海水蓝与砂白为主要装饰色彩, 这家四星酒
Oliban餐 厅 首 先 是 一 个 人 的 故 事 .

店里的La Plage餐厅融合了波西米亚和中东风情, 设

Mike Nassar是黎巴嫩外烩厨师之子,

计得优雅又有独特的味道. 两位主厨, Maryan Gandon

2005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了第

和Abdul Kantar, 发挥无限的想象力, 揉合了地中海,

一家熟食外带餐厅, 一年前在摩纳哥

黎巴嫩和意大利三大料理, 让每一道菜都表现得精采
可口. 夏季时分, 度过一个慵懒闲适的午后, 您可以来

d'Arme广场, 将四种不同的餐饮概念

这 里 参 加 优 雅 的 晚 宴 派 对 或 是 如 « Gatsby »,

戛纳城内必去之地

融合在这家超过1000平米的空间里.
来自黎巴嫩的主厨Adnan Idriss以新

海滩度假酒店 TIARA MIRAMAR BEACH HOTEL & SPA

这是嘎纳夜店界的新星, 结合俱乐部-餐厅的概念颠覆了餐饮业的传统, 带来令人惊喜的

鲜的季节食材调制的美味菜色将带领

休闲, 精致与异国风情

体验! 第一眼看装潢, 这里融合了古典巴洛克和摩登现代的风格. 由主厨Laurent Beau-

您的味蕾翱游飞翔. 您可以在这里的

mont(受训于厨神Bocuse)设计的菜单, 以当下最流行的共食分享为概念, 也就是所谓的

酒吧休憩小酌, 或是和朋友分享黎巴

距尼斯国际机场仅45分钟车程, 酒店位在Estérel红色岩石山谷里的私人土地, 提供宿客难忘的酒店体验. 游

« bouchées à partager ». 精致美味: 白松露饺, 安格斯黑牛迷你小汉堡, 脆糖鲔鱼... 酒

嫩式的熟食点心, 甚至还有外送到府

泳设备方面, 酒店拥有无边温水泳池和私人海滩. 美食餐厅则有两间, 提供阳光般的美味, 皆以当日市场的新

吧部分, 调酒师玩的是混搭与重现经典, 尤其是French Mule调酒 - 以Grey Goose品牌

服务. 餐厅气氛热闹欢畅, 不时还有现

鲜食材烹制. 当然, 也不该错过水疗中心Tiara Spa by Sothys疏松身心的高档疗程.

的姜味伏特加, 绿柠檬汁, 糖浆与姜汁啤酒调混而成的 - 千万别错过! 音乐方面, 有各种

场音乐演奏, 中东舞蹈或是主题晚会.

如果您希望有完全客制化的私人服务, 面积170平米的Villa Azur别墅可以整栋租下, 并拥有五星级酒店的私

© D.R.

开 了 第 二 家 分 店 . 餐 厅 面 对 place

CHRYSTIE 俱乐部

« Flower Power », « Jungle »等主题狂欢晚会.

人服务: 别墅内有3个房间, 一个大客厅, 完整的厨房设备, 户外露天座以及一个可以眺看地中海景的按摩浴

当下流行的乐曲型式与表演(歌手演唱, 团体舞蹈...), 一个新地点让喜爱疯狂吃喝玩乐的
人欢乐至天亮. - 营业时间每天19 点至凌晨1 点, 周五周六至凌晨5点. 周日周一休息.

戛纳, La Croisette - 电话 . 04 92 99 79 99

摩纳哥, Place d’Armes,

池. 这座难得的顶级别墅同时也可以从海上乘游艇直接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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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377 93 50 00 00

© D.R.

戛纳 , 22 rue Macé - 电话 04 93 99 66 91

© D.R.

La Condamine 1 楼
Théoule-sur-Mer, 47 avenue Miramar - 电话. 04 93 75 05 05

生活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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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伙伴
Amber lounge

中国工商银行 巴黎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

© DR

摩纳哥方程式赛车大奖赛庆祝时装表演10周年并推出
« Extravaganza »之夜晚会。

中国工商银行是全球最盈利, 市值最大, 客户存
款最多的商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巴黎分行于2010年获准在法国
建立, 2011年1月18日正式开业, 持有全面银
行业务牌照, 致力于为中法企业与消费者提供
优异的金融产品与服务.
地址: 73 blvd Haussmann (8th)
电话: 0033 1 40 06 58 88 (7*24小时)
0033 1 40 06 58 58 (营业时间内)
传真: 0033 1 40 06 58 59
网站: www.icbcparis.fr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9:00至17:30

具体信息
日期 : 2016年
5月27日周五

国旅法国有限责任公司 ( CITS France S.A.R.L ）

，28日周六及

成立于1992年，地点位于繁华的巴黎二区，是中国国旅

29日周日

集团常设在法国巴黎的全资子公司，是首家也是目前唯
一一家在法国注册的国资旅行社。

地址 : Le

国旅法国公司经营的业务范围有：机票服务、中国团队

Méridien

在欧洲的地接服务、中国签证服务、法国人赴华旅游服

Beach Plaza

务。国旅法国公司是最早一批从事在欧洲地接中国团队
业务的旅行社， 协助我驻法使馆多次成功接待过高访贵

© DR

Hôtel, 22

客；协助国家旅游局驻法国办事处成功接待过各省市旅

avenue

游局赴法推广代表团；承办过法中企业界高层互访、中

Princesse

法百家中小企业家见面会、奥运火炬接力、中法建交五
十周年画展、国际气候大会等重要大型会议及活动；接

Grace, 98000

待中国来法旅游的各种规模团队及高端定制客人。成立

摩纳哥

法国安赛尔旅行社正式成立于一九九八年四月，拥有正规法国国家
旅行社执照（ LI 075 000 036），服务对象有常规大巴旅游客户
© DR

定制、主题旅游客户以及公务、商务的商旅客户。经营范围由旅游拓
展到机票预订，签证服务，酒店预订，特色旅游，导游培训，会展接
待，公商务活动安排等服务。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安赛尔旅行社成
为欧洲华人旅游界最具实力，服务水准最高的旅游公司之一。

摩纳哥大奖赛今年再次为Amber Lounge 的活动提供赛道会场。这

香榭丽舍大街分社：
34 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75008 PARIS, France
巴黎十五区分社：
46 Avenue de Ségur，
75015 Paris，France
机票热线 0033 1 45 62 35 50
旅游热线 0033 1 45 62 35 40
travel@anseltravel.com
www.anseltravel.com

个想法最初是Sonia Irvine 提出的，借摩纳哥F1方程式赛车之机，
观众与赛车明星及演艺界人士一道共同狂欢，带来前所未有的经验体
会。今年的狂欢活动，新花样不穷，这一大盛会不愧为世界上最为追
捧的一个热点。值得一提的是，经典赛车手时装秀今年5月27日庆祝
10周年生日，将为世界上公益慈善组织筹集到四百多万欧元的捐赠。
Daniil Kvyat, Daniel Ricciardo, Nico Hülkenberg, Felipe

中国银行巴黎分行简介

Na s r 及 M a rc u s E r i c s s o n 将 脱 下 他 们 的 赛 车 战 袍 ， 披 上 A p s l e y

中国银行巴黎分行成立于1986年，是中国银行在法国的全资分支机构，也是最早进入法国的中资金融

Ta i l o r s 设 计 的 服 装 。 另 一 个 新 鲜 之 处 在 于 : 组 织 者 为 5 月 2 8 日 的 晚 会

机构。分行本部位于巴黎十六区凯旋门西侧，并在里昂市和巴黎十三区设有分支机构。
巴黎分行持有法国全面银行业务牌照，获准经营法国金融法律许可的所有银行业务，完全按照法国金融

冠 名 为 « 古 怪 -Extravaganza »。 届 时 喜 剧 舞 者 ， 街 舞 者 ， 萨 克 斯 风

法律和国际银行惯例运作。
巴黎分行致力于服务中法经贸往来，促进两国企业相互投资、交流、合作与成长。支持国家大型企业开

断的惊喜。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世界上顶尖的名人出席活动:

拓法国、欧洲及非洲市场，成为中国企业拓展海外事业值得信赖的金融合作伙伴，不断成为法国大型企

Bono, Cristiano Ronaldo, Lewis Hamilton, David Beckham…

© DR

演奏，架子鼓演奏及歌唱表演都会聚集一堂。周日带给您的是层接不

业中国业务和人民币业务的首选合作银行。2014年9月，巴黎分行获任巴黎人民币业务清算银行。
Bank of China Paris Branch
23-25 Av. de la Grande Armée, 75116, Paris - 04 49 70 13 70 - www.boc.cn/fr

22年来，国旅法国公司的服务受到国内各界及当地广大
华人华侨、留学生、及法国赴华游客的好评。
国旅法国公司将倾注全力为您提供满意的服务，我们衷
心期望有朝一日在巴黎迎接您的到来！
国旅法国有限责任公司（CITS France S.A.R.L.）
地址：30 Rue de Gramont 75002 PARIS
电话：0033 1 4286 8866
电子邮件： info@citsfrance.com
网站：www.citsfrance.com

TrombinosCOTE

中国做客戛纳JW Marriott 酒店
去年11月10日，戛纳会议展览大厦商业市场部，玩家杂志(COTE版), 银联卡支付中心及中国戛纳委员会共同
诚邀各方决策者及领导者，共聚戛纳JW Marriott 酒店，晚会内容围绕中国旅游市场展开: 会议，讨论及鸡尾
酒会和晚宴。

1

2

英国大酒店Hôtel d’Angleterre
在日内瓦的传奇宫殿旅馆里迎接春天到来

3

5

4

6

8

9

7

10

© Antoine Bensa

1: Margarita Kiseleva (概念店Projecteurs) 及 Stéphane
Ariza-Badiou (Bijou Plage, Juan-les-Pins). 2: Muriel Hugard
(Louis Vuitton-路易威登 戛纳), Jean-Pierre Venou 及Martine
Julian (Louis Julian et Fils, 戛纳), Nathalie Duchesne (玩家杂志).
3: Michel Aliel (Emporio Armani 马赛), Pascale de Montaut
(Léonard), Marie-Noëlle Atger (Frey Wille) 及 Florence Fiscel
(Mauboussin戛纳). 4: Joan Raffelini (Baldinini 戛纳), Sara
Palmigiani (Baldinini欧洲部) 及 Isabelle Arouch (Baldinini 戛).
5: Claude Henri Menu (玩家杂志), Charlotte Trompette
(SEMEC) 及 Shengliang Yang (银联国际部). 6: Yevgeniy
Bidusenko (Zilli 戛纳), Chloé Gronier (Bottega Veneta) 及
Nathalie Duchesne (玩家杂志). 7: Frédéric Demeyer
(Agence Garoupe), Catherine Duponchel (COTE) 及
Fabien Delaffon (Bastide de Saint-Tropez). 8: Laura
Lefrançois (戛纳卡尔通洲际酒店InterContinental Carlton)
及其嘉宾. 9: Capucine Vergonnet (Hugo Boss 戛纳) 及
David Chevalme (Hugo Boss南方部). 10: Sandra Rubio
(Tiara Yaktsa 蓝色海岸及Tiara Miramar Beach Hotel &
Spa), 嘉宾, Rachel David (Terre Blanche Hôtel Spa Golf
Resort), Claude Henri Menu (COTE), Sophie Valette
(Royal Riviera), Candice Berger (Terre Blanche Hôtel Spa
Golf Resort) 及 Audrey Renard (Le Cavendish).

« 没有一个要求是过份的, 没有一个细节是不重要的
. »就是在这个完美的服务理念下, 这家宫殿酒店于
1872年开幕, 并因此建立起卓越的声誉. 位在日内
瓦中心的精华地段, 这家五星酒店提供各种高级服
务, 让住宿客人迎接春天的来临. 想品味瑞士的生活
艺术, 可以选择促销中的« Get More From Your
Stay »*方 案 . 近 期 的 精 彩 活 动 有 4月 30日 在 Palexpo举行的第30届图书沙龙展, 让您优游于书乡之

中, 5月21日那个周末的博物馆之夜活动, 在夜深人
静之际, 潜入博物馆的奥妙世界之中. 还有5月7, 8
日的日内瓦马拉松路跑; 6月1-5日举行的Caribana
艺术节, 6月17, 18, 19日的日内瓦音乐节, 以及6月
10-12日雷梦湖上的帆船竞赛. 如果您直接向酒店
订房, 还可享有50瑞郎的折价券, 可以在酒店里的
Windows餐厅品尝精致可口的晚餐或是« 经典英式
下午茶 ».

丹格勒特酒店- Hotel d’Angleterre, 地址 : Quai du Mont-Blanc 17,
1201 瑞士 日内瓦 电话 : +41 (0)22 906 5514 网址 : www.hoteledangleterre.c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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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俱乐部冠摩纳哥的色彩
二月十九日，中国商业俱乐部在巴黎香格里拉饭店设宴邀请中法各路投资人及企业领导。
两国商界重要人物都出席了本次由摩纳哥阿尔贝特王子二世主持的宴会。

畅游法兰西
第一赌场的魔幻王国

1: S.A.S. 摩纳哥王子阿尔伯特二世Albert II及中法商业俱乐部主席
Harold Parisot.
2: 受中国商业俱乐部邀请，特地从上
海来法赴宴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一行.
3: David Douillet 及 Aliza Bin-Noun,
以色列驻法大使
4: Stanislas de Quercize (法国
Richemont董事长) 及CEC成员

1

2

3

5: 受中国商业俱乐部邀请，特地从上
海来法赴宴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一行.
6: Frank Lee (Dassault Falcon 达索中)
及曾任职外交部长的
Hervé de Charette
7: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妇女代表团
8: Bassirou SENE, 塞内加尔驻法大使.
9: Jean-Christian de La Chevalerie
(Laurent Perrier国际部负责人)
及CEC成员
4

7

6

8

2016年度女人获奖者索
菲.玛索-Sophie
Marceau
今年3月8日，在中国商业俱乐部于巴黎大
洲际酒店举行的«特别妇女»首次宴会上，
Bucherer 集团为« 2016年度女人»获奖者
索菲.玛索-Sophie Marceau颁奖。
10: 索菲-Sophie :

进入赌场需要出示身份证件（仍在有效期内的护照）。赌场仅接待未被禁赌的成年人（满18岁）。摄影师: FABRICE RAMBERT.

5

500台老虎机 · 40张豪华赌桌 · 2家餐厅 · 5家酒吧
1个大型剧院 · 2家酒店 · 1个温泉中心
18+ | JOUER COMPORTE DES RISQUES : ENDETTEMENT, DÉPENDANCE… APPELEZ LE 09 74 75 13 13 (APPEL NON SURTAXÉ)

中国商业俱乐部创始人Harold Parisot, 索菲.玛索
-Sophie Marceau 及法国Bucherer集团董事长

9

Nathalie Célia Koch-Chevalier

10

CASINO BARRIÈRE ENGHIEN-LES-BAINS
距离香榭丽舍大街14千米 / 距离巴黎北站15分钟 全年无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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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ASINO-ENGHIEN.COM

上午10点—凌晨4点

中华年历表
Chinese Calendar

www.blancpain.tv

www.blancpai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