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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夏天，总有许多故事正在发生！

放飞一夏 
2017年夏季
Reading and writing the summer stories.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同里镇崇本路8号 P.C.215217
No.8 Chong Ben Road,Tongli Town,Wujiang District,Suzhou City,Jiangsu Province,P.R.C
Tel  86-512-63337888 Fax  86-512-63322900 www.tonglilakeviewhotel.com

Bonjour, Summer!



在江南，季节的转换有时相当戏剧化。彷佛不久之前，同里湖依
旧在春雨绵绵烟水迷蒙的诗情画意中，一下子就换成了翠绿盈眼、
炎阳高照、热情洋溢的戏水季节到来。

夏天！我们在同里欢迎你～

在这个热情的季节来到同里湖大饭店，何妨摆脱平日的框架，一
起融入这个活力十足的夏日乐园里？十万平米的园区里，处处有
属于您的夏日小惊喜。  

热爱户外活动的您，请别忘了前往LIZI俱乐部预约洽询水上活动
项目，您可以在清早时分划着皮划挺，宁静的同里湖欣赏水上日
出；或是挑战需要一点难度和胆识的立式桨板；如果担心骄阳为
您染上麦色，室内的恒温游泳池，绝对是您消磨夏日时光的好去
处。  

如果您是亲子同游，也别错过了我们所安排的各种亲子课程。 您
和亲爱宝贝可以一起捏陶、制作多肉盆栽、或是当一回小厨师制
作可口的西式点心。

每个周六来到达观园，您将能穿越古代时空——假日文化市集、
亲子国学读经、品茗开卷观赏文物展…江南文化的精髓尽在此，
为您的假期添上浓浓的文化含氧量。

放松您的心情，可以在湖畔的卡夫卡喝个下午茶，看湖乘凉；或
是穿上轻便的鞋子，在园区内来个清新小散步。你会发现可爱的
木制小兔正在等待您和他们来张自拍照好发朋友圈，或是别忘了
找到那面爱的合影墙，和您的另一半或是好朋友，来个闪瞎人的
爱的合照。

和你在夏天相见～
See you in summer Tongli



吹响集结号角 第二期水上夏令营启航！

自由自在的徜徉水上，小水手们各个身手矫健，气定神闲，
这就是去年夏天同里湖大饭店第一期夏令营的小学员们。他
们经过一期既严格又欢乐的夏令营训练，俨然化身为新一代
的航海王。
全程五星级饭店食宿，OP帆船、皮划艇、浆板等多项课程体
验，四天三夜行程 3960元/人，各位家长是否已经心动？赶
快致电联系我们的LIZI俱乐部报名参加吧！ 

夏季必玩活动 单人/双人皮划挺

一人玩很刺激，两人玩很甜蜜！ 无轮是情侣档、亲子档、基
友档、闺蜜档…快快跳到这艘小船上来吧！经由专业教练指
导之后，很快就可以上手，感受一下湖上操舟的乐趣～

水上活动新刺激 立式桨板

桨板冲浪（SUP）近年风靡全球，受到诸多专业冲浪选手、
社会名流及明星的追捧，流行趋势势不可挡。这是一项非常
简单易学，老少咸宜的运动，考验人的力量和协调性，能抓
住任何热爱水上运动的人的心，您也一起试试看！

夏日首选，暑期游泳课开班啦

游泳除了能在夏日让我们获得清凉，于身体也是好处多多哦！
游泳时身体浸泡在水中，水的阻力大，且导热性好，散热很
快，不仅能快速消耗热量，保持良好身材，还能增强人体的
适应能力，从而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各类游泳班及会员卡优惠详情请致电LIZI俱乐部洽询，预交
订金还可赠送俱乐部入场券，单次入场可享免费游泳、健身
房、三温暖、温泉！

LIZI俱乐部洽询热线：0512-63337888-5500

Say Hi! to water spray

夏日特辑：

和水花大声说：嗨!!

~~~



为美食欢呼

在黄昏湖畔，

来一场欢乐BBQ盛宴

Cheering for food

媲美鹅肝的珍馐—安康鱼肝

在日本有「东部吃安康、西部吃河豚」的美名，安
康鱼肝除了低脂肪、低热量，还富含维他命A、D、
E等，营养价值十分丰富。彩屋日本料理选用优质
安康鱼肝，经专业厨师烹调，发挥出食材的最佳口
感与营养价值。

安康鱼肝佐橙醋：将蒸熟的安康鱼肝冷却后搭配我
们独特调制的果醋酱，口感细致，入口回味无穷。
安康鱼肝大根煮：昆布柴鱼汁淋到煎熟的安康鱼肝
上并配以煮熟的萝卜，是一道营养价值非常高的美
食，具有保护视力、预防肝脏疾病等功效。

安康鱼肝与店内清酒搭配更显口感独特，彩屋日本
料理现有稻魂、伝心雪、樱正宗、久保田、月桂冠
等清酒任您搭配，更有月桂冠清酒和朝日生啤无限
畅饮活动。

*两人同行一人免单

 午餐160元/2位   晚餐194元/2位

（仅限周二午、晚餐持苏州地区农行信用卡

 及周四晚餐持吴江农商行银行卡的客人）

*大众、美团、携程网团购

 午餐119元/位    晚餐159元/位

 彩屋日本料理预定热线：0512—63337888-5850

生命中，总有许多重要时刻…

从呱呱坠地的婴儿到长大后的意气风发，每一年的生
日都是值得回忆的成长记录。

岁月如梭，渐行渐远的年少青春，曾经同窗的情谊即
使在毕业后也不愿散场。

相遇人生的另一半，与ta携手谱下爱的篇章，穿上圣
洁的结婚礼服，从此由「我」变为「我们」。

清风作序，回忆为章，50年金婚风雨相伴，平凡的生
活诉说简单，以一场金婚宴歌颂真爱点滴。

同里湖大饭店2017宴会精选，为您提供最为理想的场
地与贴心服务。

无论是可容纳千人宴会的桂冠厅，或是在湖畔茵绿草
坪上的户外宴会，都是您的最佳选择。

星光下的美食与微风 湖畔广场大型BBQ派对

美丽的星光、热情的音乐
各国美食齐聚，欢乐畅享美酒佳肴
您可以来一场专属你们的欢聚时光
也可以和来自天南地北的旅客们
一起共度缤纷之夜

由五星名厨为您准备丰盛的餐点
在美丽的湖边，享受夜风大快朵颐
更有许多精彩有趣的互动游戏等您来挑战
碳烤M5牛小排、烤大漠羊腿、海鲜、果汁等
饮料无限畅饮。

生日宴&同学宴 桌宴价格：1399元/桌起    

金婚宴 桌宴价格：2399元/桌起

优惠政策：1.满10桌以上，每桌赠送现榨自制饮料1扎；

            免费赠送水果蛋糕1个

          2.满20桌以上，每桌赠送现榨自制饮料2扎；

            每桌赠送水果蛋糕1个

          3.满10桌送1桌，赠送现场布置

宴会预订请洽：0512-63337888-5857

•活动时间：4月29日-10月31日

（法定节假日及每周六晚餐17:30-21:00）

•活动地点：户外生态广场

•活动价格：成人238元/位、

          儿童半价（1.1-1.4米）

•预订热线：0512-63337888-5810/5942



Have fun in LIZI Club

中药养生足浴

我们的身体借着新陈代谢的作用，达到排除体内
废物与毒素的功能。足底按摩能显著刺激各部位
反射区，使得血液循环畅通，排除积聚在体内的
废物和毒素，能够使得新陈代谢作用正常运作，
最终达到治疗效果。

中药养生足浴(足+肩颈)    288元/90分钟

SPA活力再生滋养套餐

现代SPA主要透过人体的五大感官功能，即听觉、
味觉、触觉、嗅觉、视觉等达到全方位的放松，
将精、气、神三者合一，实现身、心、灵的放松，
如今SPA逐渐演变成现代美丽补给的代名词。巴
厘岛精油按摩SPA正是从身、心、灵上给人以关
怀和抚慰，呵护你的容颜、关爱你的心灵，让你
由内至外充满生机、神采飞扬。

原价696元/120分钟  

现价500元/120分钟（限18:00前）

（全身精油按摩+养颜补水保湿面部护理各60分钟）

欢乐拓展课程

同里湖大饭店LIZI俱乐部全新规划的各项
拓展课程，巧妙结合饭店本身广大的腹地
以及优美风景，还有独特的亲水特性。皮
划挺拓展、八仙过海扎竹筏、饭店寻宝、
移动背摔台、户外瑜伽和篝火晚会带给你
不一样的夏日拓展体验。

亲子活动

孩子是每一个父母的小棉袄，给孩子一个
健康美满的童年是每一个父母的愿望。儿
童时期是培养孩子思考动手能力的最佳时
期，多肉植物DIY，手创环保布包以及在
户外喂食小兔子都是值得体验的亲子DIY
项目哦！

亲子DIY课程  50元/人

夏天欢乐趣

夏日，LIZI俱乐部

可以找到的那些乐趣!

VR，身临其境的感官体验

VR也称灵境技术或人工环境，是利用电脑模拟
产生一个三度空间的虚拟世界，提供使用者关
于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的模拟，让使用者
如同身历其境一般，可以及时、没有限制地观
察三度空间内的事物。同里湖LIZI俱乐部新推
出VR体验，12款新奇游戏带您领略前所未有感
官享受。

50元/20分钟

星辰KTV欢唱

人生得意时，沮丧失落时，离散重聚时，唱歌
都是我们发泄心中感情的最佳方式。唱歌能够
帮助调节人的情绪，释放压力，美妙动听的歌
声有益于陶冶情操，丰富情感，唱歌是一种自
娱自乐的方式，能使感情畅通，有益于平衡生
活情绪，促进身心健康。LIZI俱乐部KTV午间
最低消费五折起，海量曲库等你来嗨~~~

LIZI俱乐部洽询电话：0512-63337888-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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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达观园活动

10:00-11:30 亲子国学读经活动  

地点：织娘居，150元/组（亲子2人）

14:00-17:00 周末文化市集（7/1起）      

地点：达观园全区，免费参观

19:00-20:30 亲子国学读经活动  

地点：织娘居，150元/组（亲子2人）

同里湖大饭店的私人园林—达观园，自今年夏天七月起展开更多深度且丰富的文化活动。

每周六，达观园里开展文化市集，包括各种类型的工艺体验、具有吴地特色的专题展览、具有文化逸趣的小商品、

手作DIY课程、当令点心及茶饮等，为您的同里湖之旅添上浓厚的文化气息。

「亲子国学读经活动」 ，包含静心描红、唱吟唐诗、国学经典诵读、缠绕画等一系列程序，

为孩子感受中国传统深厚的义理哲学开一扇窗。每周六上午及晚间各一堂，名额有限。

周六以外的时间，来到达观园更能感受其清静雅逸的江南风情。

暗香烧作坊的陶艺体验，由专人指导，捏出属于自己的作品，并经上釉烧制之后寄送到府。

平日活动 (9:00-17:00，周一休馆)

暗香烧陶艺制作  

地点：织娘居，140元/个、180元/两个(含烧制及快递)

预约专线：0512-63337888-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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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的视界—英国当代艺术家的故事》

2017年6月10日-6月25日 石头记展览厅

6月份，同里湖大饭店首度与英国蓝艺(Lan Art)画廊合作，展出《逆向的视界—英国当代艺术家的故事》。

包括辛克莱（Perdita Sinclair）、拉姆奇（Allan Ramsay）、布拉德利（Paige Bradley）、

裴德（Jonathan Purday）等享誉国际的优秀英国艺术家，囊括肖像、人体、雕塑和风景等迥然各异的艺术语言，

这是一个不探寻答案的展览，每件作品除了视觉效果，更深入传达了精神诉求。

同时，同里湖大饭店再次与苏香门艺术馆合作，于达观园盛大展出的《吉州窑精品收藏展》。吉州窑位于

江西吉安，是中国现有保存完好的古代名窑遗址之一，它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与汉民族艺术特色，在中国

宋元时期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之一，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收藏家都拥有吉州窑的名贵藏品。本展集民间

多位资深藏家所珍藏的壶、碗、盏、瓶等数十件精品器形，尽显宋元之韵。

《达观·珍品文玩收藏系列展览五—吉州窑精品收藏展》

2017年6月1日-7月25日达观园 苏香门艺术馆



来自甘肃天水的杜斌弟是兰州城市学院的实习生，来到同里湖才四个多月的时间，却能把酒店里的大小事如数
家珍，若非事先知情，常让人以为他已经在这里工作好长的时间了。
杜斌弟的实习岗位是担任前厅礼宾员的工作。「我喜欢在客人一到店，前往客房途中，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向他
们介绍酒店的特色，传递我们的服务精神，这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的确，杜斌弟的服务热忱，受到许多入住
宾客特别留言赞赏，甚至主动邀请他合照，作为这趟旅行的美好回忆之一。
说起在酒店和在学校学习时的差异，杜斌弟倒是一本正经了起来：「差别很大，在酒店实习最大的感受是：服
务真的没有一定的模式。客人太多元了，有个性好的客人，也有些较为急躁的；有些人特别有礼貌，也有些人
比较自我一点。如何能够服务好个性和需求都不同的客人，挑战难度挺大的。」
问他是否也有过挫折感？他连忙表示完全不会：「我觉得酒店的客人素质都挺高的，而且我们自己部门之间、
或是与别的部门的同事相处都很好，日子还是都很愉快。平常下班有空，就在我们的庭园湖边走走逛逛，心情
非常舒服…」。
短短的采访结束，与杜斌弟一起走过酒店中庭时，柔和的光线穿透玻璃照在展柜上，温润的印石散发着光芒。
他忍不着赞叹：「我真觉得在这里真好～真的！比别的地方的酒店都好！」我看着他脸上真诚的表情，知道他
打心里喜欢这一方江南的水土风情。希望他实习完回到学校完成学业后，有机会重新回到同里湖来，继续这个
美好的江南生活。

Made in Suzhou
Summer Special

江南制造

夏日特荐

实习生侧写：

江南实习初体验！礼宾员杜斌弟～
An intern student in the Hotel

炎炎夏日里的丝丝清凉

—蚕丝被

江南盛产丝绸，自古以来不只是皇室进
贡品，更是与西方贸易交流的最主要产
品，甚至造就了陆上及海上丝路的兴盛。
而苏州蚕丝业的重镇正是此地吴江，有
「衣披天下」的美誉。吴江丝制品中最
受欢迎的蚕丝被，传承太湖流域五千年
的制丝技术，原料质量保证，抗过敏、
贴身、舒适、美容、保健、易收藏。

夏日夜晚入眠，盖不盖被子着实令人纠
结：盖了，即使开着空调还是会热、不
盖却用容易感冒。解决这种困扰的答案，
正是蚕丝夏被，因为相对于棉被来说，
同样厚度的蚕丝被，其重量更轻、透气
性更佳，感受自然清凉许多。

6月1日至8月31日，雅集坊限量推出20套
优质蚕丝被，让您在炎热的夏夜体验舒
适的清凉。

雅集坊蚕丝被促销活动

限量20套7.8折，先抢先赢！

                 原价          特惠价

3斤蚕丝被       1500元         1170元

4斤蚕丝被       1900元         1480元

5斤蚕丝被       2380元         1850元

6斤蚕丝被       2950元         2300元

福字祝福冬被    4380元         1999元

以上商品尺寸：200mm*230mm 

             220mm*240mm

订购专线：0512-63337888-5115



微信号一按可得
度假指南、美景美食、

优惠券、打印照片

The Hotel Wechat – 
getting coupon, print photos 
and vacation guide

如何尽情享受在同里湖的度假时光？

秘笈就在酒店的微信公众号内。

进入苏州同里湖大饭店的微信号之后，下方有酒店概况、优惠专区、度假指南三大区块——

【酒店概况】除了微官网，最大亮点莫过于[360度看同里湖]，能让您以另一种角度感受同里湖各

处的美景，对于尚未踏足的区域也可先睹为快；[一键导航]则可引导您从各处来到同里湖。

【优惠专区】可能是访客最喜欢的一大区块，在这里，你可以事先下载[优惠券]，在饭店的各餐厅、

达观园及雅集坊获得超值的优惠，还可以九折购买同里古镇门票；[免费打印照片]能让您在LIZI俱

乐部及中日餐厅前留下此行的美好；[房客专属]则为您汇整了持房卡可享受的所有好康；另还有不

定期推出的[超值秒杀]、[幸运大转盘]等活动。

【度假指南】则为来宾汇整了[今日推荐]、[亲子活动]、[美景]、[美食]所有度假信息；在[前往同里

古镇]栏目中，您还可以获得如何从饭店前往古镇的路线指引，以及古镇景区介绍、饮食消费指南等。

Tongli Lakeview Hotel 
Photography Competition

抓住瞬间 成就永恒
第二届同里湖大饭店摄影大赛

同里湖的美，一年365天各有不同的丰姿。
无论是美丽的湖景、精致的亭台楼阁、四季不断的
繁花、或是闪耀著时光刻痕的文物馆藏，
在每个人的眼中，都有心中最美的一个风景，各有
不同的角度去诠释他的美丽～
因此，我们邀请所有热爱摄影的同仁们，一起用镜
头呈现出他们心中最美的同里湖。
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他们眼中的同里湖的美景又
是如何？
在您心中，同里湖大饭店最美的角度又是哪一个呢？

360°panorama view of 
Tongli Lakeview Hotel on Wechat

不同角度看看同里湖

3 6 0 度全景微信上线！

如何先睹为快同里湖大饭店的美？现在除了照片及
视频之外，又多了一种新方法，能让您以另一种角
度感受同里湖的样貌——进入「苏州同里湖大饭店」
的微信公众号，点选下方菜单【酒店概况】，即可
看到[360度看同里湖]的选项。
[360度看同里湖] 栏目内共分为六大区块，分别是户
外景观篇、室内空间篇、餐厅篇、休闲篇、会议宴
会篇、客房篇。共计51套环绕360度的全景图，囊括
了饭店大部分的风景及服务区域。游客可以在手机
上任意上下左右翻转，并可以随意放大或缩小，有
时候会发现截然不同的趣味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