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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国庆长假将临，苏
州湾各大酒店都在为这个可以
自由呼吸的长假精心准备。东
太湖大酒店便是其中之一，这
家白金五星级酒店，继续将游
园、赏湖、享泉、品宴四大主
题呈现给广大游客。

东太湖大酒店是东太湖
度假区的地标式建筑，项目
分为两期，一期占地 8万平
方米，有76间客房、多个豪
华湖景包厢和多功能宴会厅
等；二期别墅区，有 170多
间客房，全日制餐厅餐位
150 多个，中餐宴会包厢餐
位260多个。

游 园

酒店拥有3.7万平方米园
林面积，上百种珍贵植物和运
动公园，客人可在酒店花园及
运动公园散步、骑行、品茗休
闲；到小溪抓鱼，回忆童年的
快乐。

身居中式府邸，还能近观
太湖风光，在远离缤纷繁华的
闹市间，享受独特的意犹未尽
之感。

赏 湖

酒店依太湖而建，拥有自己
的游艇俱乐部，包括能容纳150
人的游轮在内，共有9艘游船及
快艇；每周五、周六，酒店会举办
游轮音乐喷泉自助晚餐。

翡翠岛也是酒店的一大亮
点，野鸡、野鸭、野兔子随处
可见。

享 泉

酒店的温泉水取自地下
3100米的天然碳酸温泉。共有
8个户外露天泡池，地热汗蒸、
碳酸盐石蒸房等配套设施齐
全。还有全年开放的室内恒温
泳池及夏季露天户外泳池。专
业、温馨、细致、周到的SPA服
务可以帮助宾客改善体质，缓
解疲劳，舒展筋骨，增进健康。

品 宴

酒店中西餐厨师队伍强

大，名厨领衔，技艺高超；菜
品选料精细，每道菜品经过厨
师的精雕细琢，从色香味形到
营养搭配，都可以称为上品。
餐饮器皿精美华贵，美肴配美
器，令食客尽享口福，心旷神
怡。酒店的“太湖蟹宴”“太
湖鱼宴”被评为“江苏特色名
宴”，酒店围绕太湖水产，就
地取材，做出纯正苏帮菜肴。

客 房

酒店一期拥有 76 间客
房，包括豪华大床/双床房、
豪华湖景大床房、园景露台温

泉套房、湖景露台温泉套房、
全湖景温泉汤池套房、全湖景
温泉汤池二居家庭套房、至尊
全湖景温泉汤池套房。酒店的
每一间客房都本着为旅居于此
的贵宾提供温馨舒适的住宿环
境而精心设计、精心装饰、精
心布置；宾客们在充分享受阳
光沐浴的同时，也能眺望窗
外，尽览太湖风光。客房内的
设施设备、客用物品质量一流，
功能齐全，安全舒适，更是体现
出酒店无微不至的人性化服务
准则。宽敞明亮的房间、舒适
的鹅绒被、热带雨林花洒、豪华
洗浴用品以及顶尖的智能化技
术等，可为宾客带来感官的享

受。酒店客房舒适整洁，房内配
备杜拉维特卫浴设备、斯林百
兰床垫、欧舒丹五件套洗漱品、
3D环绕音响、地暖、lavazza咖
啡机等。绿色通道服务、一键
式服务，方便快捷地为宾客解
决各种问题，使宾客享有似家
胜家的感受。店内的室内外游
泳池和儿童乐园还是孩子们撒
欢的好去处。

会 议 与 宴 会

酒店拥有先进完善的设
备，专业的会议服务团队，满
足各类宴会和高档会议所需，

为您提供个性化服务。会议室宽
大靓丽，阳光通透，设施先进，
功能齐备，适合举办各种发布
会、高端社交会及研讨会、业务
洽谈会等商务会议。吴越厅570
平方米，桃源厅420平方米，1
号会议室140平方米，2号会议
室97平方米。2500平方米的户
外草坪，是举办湖畔草坪婚礼、
西式烧烤等餐饮盛会的首选。

酒店管理团队和全体员工秉
承“用心做、坚持做、做精细”
的服务宗旨，热情迎送国内外尊
贵的宾客，尽心尽力为宾客提供
最优质、最满意的服务，将酒店
打造成具有独特魅力的高品质、
高品位、高品级的旅游目的地。

人间天堂醉太湖

东太湖大酒店：一个抱岛含泉的美丽休闲地
融媒记者 韦利红

在国内疫情
持续好转、旅游
产业复工复产的
当下，又恰逢国
庆节与中秋节重
叠，8 天长假十
分富足。多家旅
游企业发布的十
一黄金周数据显
示，今年国庆、
中秋假期期间，
游客的出游热情
高涨，国庆假期
火车票搜索量同
比增长超八成，
小众玩法备受欢
迎。

去哪儿网数
据显示，8月 31
日至 9月初，国
庆假期火车票搜
索 量 同 比 增 长
83%。比如 9 月
30日、10月1日
出发的北京-哈
尔滨、深圳-长
沙的部分车次已
经暂无余票。受
此影响，10月 1
日出发的北京-
哈尔滨、深圳-
长沙、深圳-武
汉、上海-哈尔
滨等热门航线仅
剩全价经济舱机
票。

马蜂窝数据显示，今年国庆、中秋
期间的第一个出游小高峰将在9月26日
提前开启，请4天假，开启一场长达十
多天的旅行，成为不少年轻游客的选
择。此外，出行峰值将在9月30日和10
月1日到来，也有部分中短途游客选择
在10月3日错峰出游。

中青旅遨游数据显示，80%的受访
者计划在中秋、国庆期间走出家门，以
具有一定经济收入的年轻白领为主，其
中26~45岁“朝九晚五”的白领族群成
为国庆出游主力，占比约为80%，学生
以及老年人群约占比 20%。此外，
47.01%参与调研的客人表示愿意选择
3~5天精巧的短期游，假期前后可以有
些许时间休息调整；37%的受访者更愿
意“拼假”出游，充分利用年假、调休
假等带薪休假制度以延长假期时光，在

“深度”享受旅行的同时最大化提升出游
品质。

实际上，此次中秋、国庆假期是疫情
防控常态化之后今年最后一个法定假期，
民众的出游热情由此释放。途家及斯维登
集团联合创始人罗军表示，相信随着十一
假期游客出游休假，整个行业复苏的脚步
也会加快。斯维登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城
市公寓入住率已经达到90%以上，旅游
地入住率达到50%至60%。另外，同程、
飞猪、携程等也在通过补贴的方式抢占客
流。受旅游复苏影响，酒店、机票的价格出
现明显上涨。飞猪数据显示，国庆期间酒
店均价较8月上涨65%，但比去年国庆期
间低30%。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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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有很多酒，酒的颜色也各有
异彩，白色的白酒，黄色的黄酒，红
色的葡萄酒，这大概是人们对各类酒
颜色的第一印象。

如果要说什么颜色的酒最动人，
那一定是黄酒，否则我们的古人怎会
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
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
乡”的绝美赞叹。

黄酒的“黄”是人文传承。古往
今来，人们皆说凡神物灵品，皆是天
地之造化，万物之神灵。中国黄酒便
是对于这句话最好的佐证。

我们周边的事物，都与“黄”有
不解之缘：中国人文的初祖为“黄
帝”，华夏文化发源于中原，中原以

“黄”土地著称，中华民族的摇篮为
“黄河”，炎黄子孙的肤色为“黄”，
黄颜色自古就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
解之缘。约从五千年的黄帝时期，黄
色便被称为“正色”“上色”。

黄酒的“黄”，色如琥珀，可淡
雅，可浓烈，皆是大自然的馈赠，祖
先留下的辛勤成果与智慧。黄酒之尊
贵，更是她内在表达与展现“黄”之

烙印，刻在人们心间，存有珍贵的诚
意。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黄酒家族
的成员不断扩大，品种琳琅满目。
颜色虽然也有其他颜色，但“黄”
从始至终是酒之上乘。“黄”是我
们对于中华传统文明的表达，尊敬
与复兴。中国黄酒身为世界三大古
酒之一，不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
的。

黄酒的“黄”是技艺铸造。黄酒
采用古老的酿造工艺，黄酒的颜色也
是缘于谷物本身。谷物酿制的酒，尤
其是用麦曲酿造的酒，随着贮藏时间
的延长，酒色自然变“黄”，并逐渐
变成深色的棕“黄”或“黄”褐色。
根据资料记录，用“黄”色表示酒的
名称，出自明代，但若溯其源，最早

出现在《诗经》中的“瑟彼玉瓒，黄流
在中”的“黄流”一词。

据查证考实，黄酒是指酿造时间较
长的老酒，白酒则是指酿造时间较短的
米酒（一般用白曲，即米曲作糖化发酵
剂）。在明代，黄酒这一名称的专一性
还不是很严格。武侠小说及影片中英雄
好汉、侠女剑客们喝的大坛白色的酒，
大多以这类为多。色白、味爽，因为是
糖化酶发酵，酒精度不高，故可豪饮。
如果是现在意义上的白酒，武松喝了几
大碗，是断然过不了景阳冈的，也就没
了武松打虎的故事了。

黄酒的“黄”是养生赋予的。从本
质上讲，黄酒属于酒精饮品，是一种食
品。从中医角度出发，食物“色泽”与
养生的关系也紧密相连。食物中的五色
相对于人体的五脏，即赤色入心、青色

入肝、黄色入脾、白色入肺、黑色入
肾。“黄”色食品在自然界中分布较为
广泛，最为常见的如黄豆、黄米、玉米
等，其营养丰富，在人们饮食中占有很
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现代饮食过于精
细化的年代，这些“黄”粗粮，尤为人
们所重视和喜爱。水产品中也有许多

“黄”色的食品，如干贝、蟹黄、鳝
鱼、黄鱼、黄玉海参等，都含有较丰富
的蛋白质及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也是
人们喜爱的食品原料之一。

世有五行，人有五脏。人体的五脏

配合五行所运行，其中，脾胃主运化，
属土。黄色食物被摄入之后，其营养物
质主要集中在脾胃区域，人体的五脏六
腑都依赖于脾胃的滋养，是能量的主要
来源。

中国“黄”酒作为黄色食品，拥有
众所周知的重要药理、养生功效：黄酒
性温，是天然的药引，其刚柔相济之风
格与中医阴阳相调和之理论脉脉相通、
相得益彰。黄酒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及许
多易被人体消化的营养物质，能促进食
欲、舒筋活血、养颜美容并抗衰老。

当你手捧一杯色如琥珀的黄酒，
或许你会明白这“黄”是华夏民族之
色彩，是先人前辈之智慧结晶，是泱
泱大河之磅礴气势，是厚重的岁月之
韵味……

（作者系苏州同里红酿酒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

解密黄酒颜色的终极含义
乐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