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FEATURE

TRAVEL IN STYLE

不一样
的旅行

旅行，永远充满着令人兴奋的未知，正是这种不可预
测所带来的奇妙感受让我们一次次背起行囊，踏上通
往远方的路。无论你出发的目的在于什么，当你踏出
前进的一步，一切就已经完满。这样热情的季节里，就
让我们一起随着DECO经历一番不一样的旅行吧。
策划/本刊编辑部 文/Di、Mimi、Jun 题图摄影/朱江 造型/Jeny 图片提供/Aman Resorts、
东方快车、Victor Chau、孙东纯、Mikael Colville-Anderson、Airbnb、gettyimages、M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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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7年，一本叫做《在路上》的小说出版后，一时间美国售出亿万条牛仔
裤和百万台咖啡机，无数青年呼朋引伴，或单枪匹马，背起背包，坐上汽
车开始了漫游之旅。不论是在那个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的岁月，还是今

天拥挤、奔波、嘈杂、忙忙碌碌围着城市转的生活，我们都无比向往外面的世界。
不论你是为了暂别熟悉的环境、放飞心情；还是探索未知的世界、看尽不同风景；
又或是追求极限冒险的心惊肉跳；甚至走一趟寻找“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
去”的精神之旅……旅行的意义林林总总，促使你迈出第一步的理由千千万万，既
然决定出发了，那你要选择一条怎样的旅程？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走寻常路，早已抛弃了受旅行团束缚、受导游指挥的
传统模式，决不甘于景点观光、拍照留念的走马观花，甚至也不满足握着那本千
篇一律的“蓝色星球”
（Lonely Planet）。他们往往有些特立独行，
“试图用能给世
界一些新意的眼光来看世界”。他们有人在旅途中一掷千金，不为购买珠宝或是
奢侈大牌，而是投资在极品享受的奢华酒店，抑或坐在豪华车厢内漫游于异域丛
林之间；有人把自己的家装饰一新，通过网络和远在他乡的同道中人交换住所，既
享受了旅游的放松又体验了换家的新奇；有人揣着并不丰厚的路费上路，一路走
一路寻访义工组织，完成一次体验爱与付出的“间隔年”(Gap Year)之旅；有人为着
一份执著的热爱去探究它的起源，并去四处宣扬它的精神，发展自己的兴趣；也有
人不远千里只为一道美食，一辆单车骑遍天下……
生活中，他们也不过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一员。一种本能的自我关注让他们为
自己度身设计了不同寻常的旅行方式。设计不仅是产品，也是生活。不妨从现在就
设计一段属于自己的旅程，享受未知的惊喜吧。会得到什么？一定意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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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文化之旅：极致体验
旅行成本：*****
旅行难度：*
推荐度：*****

2
3

5

1、Amangiri位于美国戈壁，有着荒漠中“海市蜃楼”般的不真实感，这
里提供戈壁探险、骑马等不同旅程。2、东方快车在泰国的热带丛林中
穿梭。3、沿途游客们可以深度接触泰国人民和村落，这是飞机所无法
替代的便利。4、沿着长长的台阶走向普吉岛Amanpuri的私人海滩，
感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气息。5、Amangiri推荐的骑马行程，感受美
国西部牛仔们的生活，夕阳落下，一席马鞍上备下的盛宴安抚客人们的
疲惫。6、Amanpuri推荐的热带丛林探险漫步，经验丰富的导游精通外
语，正在向客人展示一条幼小的变色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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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

果将旅行比拟为一个人的话，那么豪华酒店购物旅行就像

使人了解到在那顶级的讲究里，其实是有着深度与谦逊的一些

迹罕至的极致美景下与当地文化做一次零距离交流，那么顶级卧铺

是一个光鲜亮丽但缺少人生历练的妙龄女郎；而背包旅行

思考或坚持或梦想在里头的。”

列车或顶级邮轮则是提供了一座“移动城堡”给旅行者。历史最悠

则可以说是追求精神历练多过肉体享受的苦行僧。但还有这样一

每一家Aman Resorts都会根据所在地区的特点开发出一些

久的“东方快车”
（www.orient-express.com）迄今在全世界拥有遍

类旅行者，他们既追求“形而上”的精神体验，也不放弃高品质的

独一无二的行程，即使是如叶怡兰这样体验过不少精彩酒店的

及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的6条火车路线，其中以泰国为主的亚洲东

物质享受，台湾著名旅游作家叶怡兰正是其中的一员。

专业玩家，也着迷于每一次“旅馆艺术、视野与境界的再次突破

方快车被称为“全球最具异国情调之火车旅程”，乘坐充满20世纪

在她的《享乐·旅馆》一书中，介绍了25间酒店的居住体验，

和超越。”前段时间，笔者有幸去了普吉岛的Amanpuri，Spa、美

初风情装饰的豪华列车，沿着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路线，体

其中有7家都是出自于顶级度假酒店集团Aman Resorts( www.

食、别墅，固然是顶级的配置，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直到参加酒

验沿途的迤逦风光和风土人情。不再有急促的航班催促声，也没有

amanresorts.com)，其独特的服务甚至催生了“Amanjunkie”一

店提供的岛上热带雨林徒步探险旅程，当私人导游用砍刀在数百

都市令人烦躁的堵车，只要沿着规划好的铁轨前行，时间被淡淡地

族，即所谓Aman Resorts上瘾者，恐怕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米高的热带雨林间开路时；指点我们接近那些色彩斑斓的蜥蜴、

遗忘在身后。
《东方列车谋杀案》的作者——英国推理小说家阿加

“旗下十几家Resorts,每一处，都是一夜至少600-800美金以上

毒蜘蛛和野生猿猴时；在溪水里教我们防备随时可能吸附于身上

莎·克里斯蒂曾经写道：
“列车无比美妙……乘坐列车旅行，看沿

的房价，且多半还位于那云深不知处的山尖水眉海中孤岛上。”

的水蛭时，那一刻，才感觉到整个旅程圆满了。那是一种与自然

途的自然与人类，城镇、教堂与河流，事实上，应该说是看生活。”

与颐和园一墙之隔的安缦颐和，每年只运营半年的印度帐篷旅馆

浑然一体的成就感，一种无法在精致设计与奢华服务中寻得的

由于高昂的旅行成本，注定这一类型的旅行方式不可能成为普

Aman-i-Khas；藏身美国戈壁的Amangiri……在那里，细腻的设

情感。

计细节、让人备受荣宠的服务似乎已经成为无需刻意提及的标

如果说Aman Resorts是将无微不至的超五星奢华居住体验

准配备，更为重要的“许是那与当地历史风度文化人情的贴近，

与神秘、刺激甚至有时略带危险性的探险相结合，让旅行者在人

罗大众的首选，然而对于旅行爱好者来说，这大约就是最终极的人
生理想了。如果一定要投资一件奢侈品的话，极致文化之旅确是个
不错的选择，短短数日留下的，必将是一生回味的珍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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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Aman推荐的旅程都会有私人导游全程照顾，
但一些具有危险性的探险之旅还是对旅行者的
身体素质有一定要求，去之前可以通过网站了
解不同旅程的特点。✱除了酒店住宿费用之外，
还要计算往返飞机票，而旅程是另外付费的项
目，出行前请做好预算。✱东方快车的收费包括
了车上三餐，为了营造复古的优雅气氛，对车上
衣着有明确要求，避免牛仔裤、运动鞋等休闲
着装，特别是晚间，以正装和晚装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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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页：1、Victor如今成了
名 副 其 实 的 瑜 伽 高 手，
旅行中都不忘加入瑜伽
元 素。2、瑜 伽 课 程 之一
练习头 倒立。3、课 余 时
间，和同学们在恒河中玩
水。4、瑜伽课程中主 要
的三位老师，来自英国的
Lila Conway 和印度老
师Mataji、Kapoorji 。本
页：5、东 东 在“垂 死 之
家”的天台晾衣服，除了
日常的工作，他还有固定
的病人需 要照 顾。6、印
度瓦拉纳西上学途中的小
朋友 7、西 藏阿里神山边
的宜 人 风景。8、在恒 河
边洗病人的衣服，这是在
瓦拉纳西“仁爱之家”义
工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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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世纪八十年代，当曾经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的嬉皮士们回归社会的时候，又有一

每

年都有无数对宗教、哲学着迷的信徒去到西藏、印度、耶路撒冷、梵蒂冈等地朝
圣，展开一场追求灵魂安宁的修行之旅。精神上的追求与哲学上的探究是旅行的

意义，而对物质的要求几乎为零，他们借宿寺庙或周边，只吃清淡的食物，旅行的重点
在于与高僧、大师讲经参禅，研习思辨，或体悟佛法、或感悟生命。在这种修行之旅中，
瑜伽爱好者也大有人在。
在众多瑜伽修练院中，来自香港的Victor Chau选择了位于印度偏远小村落的
Sivananda Kutir（www.sivananda.org）修练院。要到达这里，先要经过印度首都新德里，
然后坐上三个小时火车到达最近的市镇Uttakarshi，接着再坐七八个小时的汽车翻山越
岭。在这里，不仅练习瑜伽体式，还要学习Sivananda瑜伽的历史、宗教哲学，甚至梵文、
唱诵、冥想。每天五点多，一天的训练就开始了，每日两餐只有简单的茶点和素食，每周
只有一天休息……起初面对这种清苦的生活，做时尚公关的Victor并不太适应，他心里急
切地想学习更难的瑜伽技巧，而不是每天“念经打坐”，如今他逐渐体会到瑜伽所追求
的是身心灵达到和谐。
现在的Victor已经专心转做瑜伽教练，他的每次旅行也都与瑜伽相关，就连假期和
家人出游，他也不忘提议每人带上一块瑜伽垫跟他来一番海边瑜伽……当修行之旅结
束，相信每个人得到的不仅是一张结业证书，还有对瑜伽精神更深的领悟。

修行之旅：
寻访瑜伽之源

义工之旅：
迟到的间隔年

旅行成本：****
旅行难度：*****
推荐度：***

旅行成本：**
旅行难度：****
推荐度：***

TIPS:

✱了解瑜伽基本知识，有一段时间的练
习基础，希望得到更深一步质的提高。
✱具备一定英语水平，因为是全英文授
课，并有一部分宗教哲学的内容，还需
要通过考试，总体来说是非常严格的学
习过程。✱可以是无神论者，但务必对
宗教有包容的态度，会涉及到许多印度
教教义。

TIPS:

✱国内的间隔年网站（www.freegapper.
com）可找到相关义工信息。✱不要太在
意自己的英文水平，在路上沟通的热情比
知道的词汇和语法更重要。✱想清楚再出
发：间隔年是用一种“间隔”正常社会生
活的方式提升自己，从而最终可以更好地
调整自己回归社会，而不是逃避社会反对
社会的行为。要记住：离开，是为了更好地
回来！

批欧洲青年背起背包开始出行。
“间隔年”
（Gap Year）的概念就产生于此。所谓

“间隔年”，就是在升学前或毕业后工作前，做一次为期一年的旅行，在步入社会之前
体验不同的生活，旅行中从事一些相关专业的工作换取食宿或者在非政府组织中做志
愿者。
东东（blog.sina.com.cn/hikker）算是国内开始“间隔年”旅行较早的“驴友”，他的
故事后来写成了书——《迟到的间隔年》。如今他已在日本成家，仍在不间断地旅行。
2006年中，在柬埔寨东东遇到一家叫“灯塔”的非政府组织，那里专门收养被抛弃和虐
待的儿童，第一次体验国际义工。之后，他从一个伊朗朋友的口中知道了“间隔年”的概
念，本着最初“试一试、玩一玩”的单纯冲动，他计划来一场三个月的“间隔年”体验。没
想到，旅行被延伸到13个月6个国家，先后在印度提供无家可归庇护所的“垂死之家”、
在尼泊尔由NGO创建的老人院工作，甚至当过短期的基础英文教师。
“旅行到一个地方，联系上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具体的义工工作内容都是他们和
我商谈后安排的。”由Terasa修女创立的“垂死之家”是许多义工旅行者的服务对象，这
里专门收容无家可归、年迈或有残疾的人。在照顾这些病人、老人的同时，义工更多体会
到生命的脆弱与对爱的渴望。幸运的是，东东在“间隔年”中遇到了现在的日本妻子，他
们一起做义工，并一起去西藏旅行。对东东来说，这无疑是一次真正学习爱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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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页：1、翡翠湖酒店位于
加 拿 大不 列 颠 哥 伦 比 亚
省的幽鹤国家公园内，四
周被洛基山脉包围，仙境
般的风景和特色山区美食
都让 人 难 忘。2、法国大
厨在准备最新鲜的牡蛎。
3、加勒比地区不得不尝
的 特 色 菜 —— 炖 羊 肉。
4、塞尔维亚的Taberna
Coloniales餐厅，下酒小
菜是塞拉诺风干火腿配腌
橄榄。本页：5、巴塞罗那
街头，带着宠物出行的自
行车爱 好者。6、加 拿 大
渥 太 华 也 随 处可见 方便
的租车业务。7、骑车晒太
阳是再适合不过的城市旅
游 方 式。8、在丹 麦 经常
见到这种前面带斗的自行
车，小朋友常常坐在里面
随父母一起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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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2

你

是否有过那样的感受，在尝到一例嫩滑的牛排或咬下一口香软的巧克力蛋糕时，
仿佛被一击而中，一种幸福感从心底油然而生。说起来也许有些夸张，但这的确

是一些爱好食物的狂热分子在吃到可口美食的终极感受。为了这样的感官体验，他们不
辞辛苦远道尝鲜，在最佳时节，去最正宗的产地，找到别有风情的餐馆好好享受一番。
为了这样的因由，许多爱好美食的人士纷纷开展“美食之旅”，甚至一些美食家更首
当其冲，带领一众粉丝去体尝他的推荐。蔡澜就是其中最热衷的一位“食神”。这位老饕
如今已经全身心投入到“美食之旅”之中，常常载着游客穿梭在湄公河上，看落霞与孤
鹜齐飞，尝当地正宗的美味。台湾著名的异数风格旅行社（travel.theonestyle.com）也一
直从事“美食之旅”的设计。旅程围绕着顶级餐厅与传奇食材，行程设计以味蕾的体验
为第一优先。除了品尝美食，也会安排相关的景点或活动。比如有趣的“北意白松露赛
驴节美食之旅”，在白松露盛产的十月初造访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巴，参加当地庆祝白松
露季节开始的赛驴节，还可以看到只有在每年此时才有的白松露市集。想必这些行程就
算非美食重度爱好者也相当难忘。
在实际参加过“美食之旅”以前，有些人认为这追求的不过是一掷千金的奢华体
验。其实不然，真正的老饕倾心的是餐盘中难以预测的惊喜、还有心悦诚服的感动。
对于专程前来的品尝者而言，能够与美食的艺术品与艺术家相遇，便值得万里迢迢
而来。

美食之旅：
随着味蕾跳动
旅行成本：****
旅行难度：**
推荐度：****

TIPS:

✱完整的顶级餐厅美食体验需要精神、
体力与较长的时间，这点也出乎许多人
的意料之外，这并不是简单的张嘴吃饭，
更需要身心准备以及适当的行程安排。
✱在前往各地品尝美食之前，不妨简单
了解一下当地的风俗，毕竟“餐桌上无小
事”。餐桌礼仪更是“美食之旅”重要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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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之旅：
租辆单车
去旅行
旅行成本：**
旅行难度：**
推荐度：****

TIPS:

✱务必了解清楚各地不同的租车手
续，如果不方便办理租赁公共自行
车，可以向酒店资讯租车业务。✱很
多城市都有专门的自行车道，有必
要先了解一下当地的自行车交通规
则。✱租车前先检查车辆，选择一
辆好的自行车，是一路旅途顺利的
最好保障。

单

车旅行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在环保、低碳、健康受到广泛关注的今天，旅行者往往
更是具有环境意识的先锋人士。刚刚结束了单车台湾环岛行的张震岳就说：
“能

用自己的双脚踩双轮，来欣赏台湾之美，汽车速度太快，走路节奏又太慢，只有自行
车，是欣赏美好风景的最佳速度。”
环岛是个壮举，轻松的方式是在城市中单车旅行。欧洲大多主要城市的租车业务
非常普及。在伦敦，注册用户只需向服务中心发送短信便可获得租车密码，半小时内还
车还可免费。在巴黎，游客可以通过租赁站的电脑注册，并提供银行卡作为担保和支
付手段便可租车，半小时内也是免费。而在丹麦任何游客将20克郎硬币放进公共自行
车车链的孔眼，便可租用。而有些自行车上还有专门为游客设计的游览图，上面清晰的
标有哥本哈根不容错过的景点路线。根据专注城市自行车文化推广的Copenhagenize
Consulting（copenhagenize.eu）公司介绍，丹麦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自行车大国，首都哥
本哈根更被称为“自行车之都”，市民几乎人手一辆，政府部长、警察也都骑车上班。该
公司更在世界各地举办推广自行车文化的活动，受到爱好者的大力响应。
国内的自行车租赁业务尚未普及，但在杭州、阳朔、三亚都陆续流行起单车旅游。
尤其在杭州，游客只需使用公交卡就可以租车游西湖了。下一次旅行不妨先了解一下当地
的租车业务，这样由自己掌握的游览，既省下了高昂的交通费，也享受了难得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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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 DECO家居廊官方微博：weibo.com/elledecoration

你有过什么样奇妙的旅行体验？你最期待
一次怎样的新奇旅行？盛夏的八月，让我们
一起上路，来一场你想得到或想不到，做得
到或做不到的——DECO之旅吧！
泰纶麦克

weibo.com/chinesekongfu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那次旅行，应该是2008年五一假期，我和朋友
“扛”着自行车走过徽杭古道。 我记得在山脚下，一个老农跟我们
说，那条路非常难走，骑自行车过去根本不可能。结果我们还是爬
了过去。 一路上我们经过水库、山谷，还有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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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说唐 weibo.com/shuotang
好多年前，跟着美术系去川藏线写生。途中拜见了一位大活佛，白
须童颜，光风霁月。一行人中，活佛只和我说了一句话，问的是：从
哪里来？到哪里去？再好多年后，我一边奶孩子，一边翻译藏传佛
教的书，觉得人生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圆圈又一个圆圈。
羊毛占家 weibo.com/1568772642
我经历过的非一般旅行事件是：和老公纽约出差，一工作日约好下
午5点在古根海姆门口见，然后他上班，我闲逛……在高岛屋发呆
到6点，我溜达溜达直接往博物馆去，老公在馆里找了我一小时，决
定走横街去附近的MOMA找我。我们在街角撞到对方。呵呵，我们
还都没戴表。

YiuWong王瑤 weibo.com/yiuwong

2

一直向往高更画里那些健硕的大溪地女郎。有一个叫做Bora Bora
的小岛，蓝天碧海白沙遍地珊瑚处处，岛上的人都不愿意离开，我
明白，他们已经生活在天堂里，还有比天堂更美好的地方吗？我也
有着跟高更一样的梦想：在蛮荒乐园终老，在棕榈树间漫步。

3

民宿之旅：
设计沙发客
旅行成本：***
旅行难度：****
推荐度：*****

TIPS:

✱ 在 Airbnb上 挑 选 房屋前 可以 先 看 看
他们去特色房屋拍的视频：tv.airbnb.
com。✱ 和网络购物一样，选择网络订
房风险较高，预订前建议从实景图片、
用 户点评 等 不 同 侧 面 角度 了解 屋 主 的
信用。✱Airbnb最热门的租住城市分别
是纽约、巴黎、旧金山、伦敦和洛杉矶。
也正是它的成功，在欧洲有了不少效仿
者，其中，9Flats（www.9flats.com）和
Wimdu（www.wimdu.de）是新近较受
欢迎的网站。

沙

发客（Couch Surfing）已经流行了很多年，去异乡旅行，租住当地人家里一张沙发，

TonyYet weibo.com/tonyyet

无疑可以节约不少开支。此外，在澳洲、新西兰、欧美等地还广为流行一种叫做

第一次去美国的第二天晚上就被人拉到郊外去，在几近零度的气
温下露营，这算不算？那是我多年来第一次露营，跟一班德州的朋
友在一起，露营地离奥斯汀城有半小时的车程，周围是庄稼，晚上
大家围着篝火在聊天和吃东西，还去观星了，第一次看到夜幕上有
那么多璀璨的星星，美极了……也冷极了，因为我没有穿足够的衣
服……

B&B（Bed and Breakfast）的旅行方式，大致就是租住当地民宿，并包含主人家做的早
餐，价格视提供的不同旅行体验而不同。
而Airbnb（www.airbnb.com）的出现，则让这种沙发客和B&B的旅行方式上升到了
更有趣的层面。这个2008年成立于旧金山的网站，起初只是设计师Brian Chesky和好友
Joe Gebbia将自己工作室多余的房间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租给前去参加一次设计会议

IM_CHOCOLATE

weibo.com/1711641887
3 年前，一个陌生的地址和一个从未拨过的电话号码，在千里之外
的库尔勒留下了与外公生平第一次见面的合照；关于三亚，四个懵
懂少年参加一场设计大赛而开启的人生追梦之旅历历在目，如今各
自的职业人生在那里埋下伏笔；对于北京，在陈老师首次大陆演唱
会的后台与她未曾期盼的聊天。

的陌生人，赚点外快又能认识一些设计师朋友，没想到因此吸引来了17个人！于是他们
索性将外快变成了一项事业。
如今，在网站上出租自家多余房屋的，已有184个国家超过1.5万座城市的十三万户
人家！有单人房也有多人房，不论是背包客还是举家出游，都能找到合适的房间。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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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意料的是，除了普通公寓，你还可以在Airbnb上租到树屋、船屋、灯塔甚至城堡等各
类富有设计感的房子！Brian自己最喜欢的是肯尼亚的“长颈鹿庄园”
（Giraffe Manor），
这也是网站上相当受欢迎的一处住所。
相比只是为了租住一个廉价住所，以便白天观光或购物回来后有个歇脚儿地的普通
沙发客或B&B，这类富有设计感的住所，让入住本身也成了旅程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
些屋主大多也从事设计工作，或具有开阔视野，不仅能让你零距离体验当地人的生活与
文化，有的还能为你设计一条时髦的旅行路线，为旅行带来了许多不可预知的奇妙！

1、从树丛探出头来的飞机，竟然是一间房子，
颇为别开生面。2、去海边度假，找一艘游艇
住，别有一番风情。3、肯尼亚内罗毕的“长颈
鹿庄园”是Airbnb上最受欢迎的住所。这一占
地140英亩的房子有六间独立卧室。住户可以
亲自喂养和拍摄长颈鹿，此外这里还是鸟儿、
非洲野猪、南非大羚羊的家。4、住在迷你房车
里，随时都可以上路冒险！

雷发林 V weibo.com/leifalin
凌晨5点半起床，就为了赶一场海豚之约。和之前在加勒比海和马
尔代夫看海豚相比，这次毛里求斯看到的数量更多。一方发现海
豚，大家便快速聚集。更有意思的是，不少人专门穿好了脚蹼等浮
潜装备，待一发现海豚，便纷纷跳下深海追着海豚游，这比看海豚
来得更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