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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游同里，刻画最温暖动心的年末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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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Story in White Season



当冬天的步伐踏入我们的生活，代表岁月的齿轮又绕完了一圈。

冬，承载着一年的终结与开始，这是个回顾与展望、聚首与问

候、祈愿与祝福的时节，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冬天看似万物静止，但却也是节庆最多的季节，同里湖大饭店

陪伴您每一个美好时光，刻印每一段珍贵记忆。这一连串的节

庆从冬至开始，在苏州「冬至大如年」，您可以在雅集坊寻到

苏州特供的限量冬酿酒，只在冬至前上市，错过要再等一年。

我们还邀请您到达观园在「九九消寒图」画上一笔，与来自各

地的朋友共同绘制这个冬天的美丽风景。

接踵而来的圣诞节，平安夜熟悉的银铃声在同里湖大饭店再次

唱响，圣诞树、姜饼屋、胡桃夹子士兵、圣诞铃铛、圣诞蛋糕

妆点着饭店各个角落，圣诞老人为孩子发送礼物，来自四面八

方的客人共同庆祝这个西方国家最重要的节日，表达心中的爱

意和感恩。

当12月31日凌晨的指针再度合而为一，2018年如期而至。在同

里湖有多少种方式来度过这岁末跨年时分呢？聆听罗星洲上

1 0 8 响暮鼓晨钟，以一碗越年面迎接崭新的到来；泡在热呼呼

的泉水中，慵懒的释放一整年的疲惫；或是在见龙亭等候湖心

升起的的第一道曙光，足以记得一辈子的黄金回忆。

进入二月，西洋情人节是恋人及伴侣之间表达心意的最佳时机。

同里湖大饭店的各个餐厅各出绝招的浪漫套餐必定让你的另一

半满意舒心，还有花房精心包装的玫瑰大花束，以极致的浪漫

情怀为美食佐料，为这个特别的日子添加特别的惊喜。

最后，我们将迎来中国人千年来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在同里

湖的春节是温馨的、趣味的、欢乐的。主厨诚心准备的年夜饭

让您的团聚时光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在许愿墙上留下的美好

祝福、趣味小游戏过后的精美礼品、或者是生动喜庆的古装照，

都让您的春节假期充满了浓浓的年味。别忘了走一趟同里三桥，

道声吉利太平长庆，许下祝福心愿，预告一年如意。

The Ending and Beginning of Year

辞旧布新
共度岁末节庆



Celebrating the 
Reunion Time

收获、团聚
的时刻

春酒尾牙宴（2018/1/1-3/31）

随着新年钟声的响起，又到一年收获时，细数过去一年的

辛勤与汗水，让我们在春酒尾牙宴上举杯为2017画上一个

圆满的句号。

同里湖大饭店特设多款精致尾牙宴，让您在这个冬日感受

满满诚意，大小各异设施齐全的宴会厅满足您对宴会的多

种需求，多款冬令进补菜品为您送去冬日里的温暖。

桌宴价格：周一至周四 1388元/桌起

         周五至周日 1588元/桌起

2018/2/15-2/21期间不适用

年夜饭（2018/2/15）

岁末团圆，今年的年夜饭您想好在哪里吃了吗？年夜饭是

一年中最隆重的一顿饭，也代表着一家团聚，和和美美。

同里湖大饭店温情年夜饭火爆预定进行中，温馨的服务，

精致的菜品，只为让您在大年夜里吃的开心，吃的放心，

带给您宾至如归，家的味道。

桌宴价格：大厅 2888元/桌起    包厢 3888元/桌起

预订洽询：0512-63337888-5857
慢炖松茸鲜鲍土鸡汤慢炖松茸鲜鲍土鸡汤 女儿红蒸河鳗女儿红蒸河鳗 同里元宝状元蹄同里元宝状元蹄 鲍汁扣三宝鲍汁扣三宝



卡夫卡火锅季
Kafka - Not only Hotpot
特别推荐：番茄泡菜锅
冬日里吃上一份暖暖的火锅，感觉整个人都温暖起来了，

精选小火熬制整整一天的大骨汤以及腌制三天以上的老泡菜，

配上富含维C的番茄，打造出酸甜香嫩的独特锅底。

暖暖的火锅，浓厚的汤汁，温暖一整天，好吃不上火。

番茄泡菜锅锅底售价18元/份

火锅伴侣：双酱礼盒
一瓶好酱料有多重要？

分分钟能把平淡无奇的白饭白面变成让人大快朵颐的美味，

当酱料遇到火锅，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美味口感？

同里湖大饭店精选优质食材，打造出让人吃过就不愿放下的健康美味酱料。

XO酱 78元/瓶（200ml/瓶） 菌菇酱 48元/瓶（200ml/瓶）

双酱礼盒 108元/盒 (XO酱及菌菇酱各1瓶）

预订洽询：0512-63337888-5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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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狂欢晚宴（2017/12/24  17：00-21：00）

当熟悉的银铃声响起，圣诞树、美食与灯光为我们营造出一个完美的圣诞之夜。

意旋西餐厅、彩屋日本料理和卡夫卡餐厅，都已备好多款不同风格的圣诞晚餐。

现场还有圣诞老人与大家互动游戏，伴您度过一个难忘的圣诞节。

意旋西餐圣诞自助晚餐      成人268元/位   儿童100元/位（1.2—1.4米）

彩屋日式随意点圣诞晚餐   成人268元/位   儿童100元/位（1.2—1.4米）

卡夫卡圣诞火锅套餐  188元/套         彩屋铁板烧圣诞晚餐  388元/套起售

姜饼屋系列产品：圣诞姜饼屋、巧克力圣诞老人、巧克力圣诞树、圣诞姜饼、

糖粉圣诞老人、圣诞铃铛、圣诞蛋糕、圣诞礼篮等

现场活动：

1、圣诞节目表演

2、圣诞老人发糖果、气球

3、免费拍立得拍照

预订洽询：意旋西餐厅 0512-63337888-5810

          卡夫卡餐厅 0512-63337888-5942

         彩屋日本料理/铁板烧   0512-63337888-5850



New Arrival - the Chef and his Dishes of Japanese Restaurant 

匠心主厨的日料新品

每一道日本料理的背后
都是日本料理厨师匠心的凝聚
每一个成功的日本料理厨师
都有一颗追求原汁原味精益求精的匠心

彩屋日本料理主厨陈金池先生
自1989年投身日本料理行业
至今已是第29个年头
在接近30年的时间内
辗转台湾、东莞、昆山等地
潜心钻研日料精髓
尤以寿司和怀石料理最为擅长
对季节性食材的处理和制作更是得心应手
而对有「急性子派」寿司之称的江户前寿司
陈主厨亦能当场呈现极致美味
2017年年末陈主厨与同里湖大饭店结缘
共同谱写彩屋日本料理新篇章

焗烤荔浦芋头鸡
其主要材料为马苏里拉奶酪
荔浦芋头和新鲜鸡腿肉
荔浦芋头质感软嫩细腻
入口化香   粉而不腻
新鲜鸡腿肉经过腌制烧烤
肉质细嫩滋味鲜美
再铺上一层满满的马苏里拉奶酪
焗烤至表面呈金黄色   口感浓郁鲜美

樱花虾蔬菜饼
来自台湾东港的樱花虾   加入洋葱丝
紫苏叶与少许日本天妇罗粉
经过高温油炸  会有樱花虾独有的香气
以及洋葱的甜味
口感外酥内软叫人回味

预订洽询：0512-63337888-5850



冬季养生特惠套餐
促进足部血液循环， 疏通经络气血，提高身体免疫能力

活络养生套餐             318元/110分钟
姜汁足疗课程50分钟 + 身体按摩40分钟 + 足部护理20分钟

青春在线SPA护理套餐      
单人 500元/90分钟     双人 960元/90分钟 
巴厘岛全身精油按摩60分钟 + 全身去角质护理30分钟

活力再生滋养套餐     418元/90分钟
养颜补水保湿面部护理 60分钟 + 背部精油按摩 30分钟

儿童游乐室
焕然一新的儿童游乐室即将和各位小朋友们见面啦~~
我们特别设计了儿童DIY区（各种课程）、欢乐大型海洋球池区、
亲子阅读区、泳衣/玩具销售区和家长休息区以供大家休闲娱乐，
户外还有滑滑梯和沙地可以让小朋友们放松活动。

星辰KTV午间欢唱
下午时段（14:00~17:00）3小时欢唱超值优惠套餐小包(6~8人) 300－600元酒水套餐，
小包(8~14人) 600－1200元酒水套餐，中包(14~19人) 1200－1900元酒水套餐

瑜伽会员卡
瑜伽月卡  580元
瑜伽季卡  1180元（赠送价值750元LIZI入场券，价值150元瑜伽周卡1张）
瑜伽年卡  2680元（赠送价值750元LIZI入场券，价值580元瑜伽月卡1张）
2018年2月28日前购瑜伽年卡，可再加赠送价值1050元LIZI周卡1张

开课时间：每周一/周三/周六19：30－20：30（含法定假日）

运动年卡
个人年卡 6800元  赠送价值3982元有价赠券
2018年2月28日前购个人年卡，可赠送LIZI会籍一个月
无限次免费使用：恒温游泳池、健身房、三温暖、
                            温泉池、羽毛球、乒乓球、桌球。
按摩/用餐/住房享优惠折扣，带朋友体验享受优惠折扣

SPA/足疗按摩卡
购15次SPA/足疗，赠送2次        购30次SPA/足疗，赠送5次
购40次SPA/足疗，赠送7次        购50次SPA/足疗，赠送10次
LIZI会员畅享折上折，足疗最低85元起（多买多送）

预订洽询：0512-63337888-5500

Winter Activities 
& Recreations 
in LIZI Club

        俱乐部
冬日特辑
LIZI



在同里湖见证，生命中最甜蜜的时刻
We Accompany your most Romantic Moment in Life

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许许多多的重要时刻，

但婚礼无疑是其中最甜蜜的时刻。

英俊的新郎携手美丽的新娘，

同里湖为您见证美好的爱情。

再多的甜言蜜语，都不及一场浪漫的婚礼。

在同里湖绿草茵茵的湖畔、布置精美的宴会厅、

即将落成的玻璃殿堂，都是您记录甜蜜的首选！

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的婚礼，同里湖大饭店都能为您提供最理想的场地与最贴心的服务~

无论是容纳千人宴会的桂冠厅，或是湖畔绿茵草坪上的户外婚礼，都是您一生的最佳选择。

预订洽询：0512-63337888-5856

一起期待，苏州第一座玻璃殿堂
The First Glass Church in Suzhou is Coming! 

每个人对自己的婚礼都有着美好的憧憬

洁白的婚纱  亲友的祝福

美满的新人  携手走向婚礼的殿堂

苏州第一座湖畔玻璃殿堂

即将于2018年落成

就在美丽的同里湖畔  让你我一同期待

所有在这里结婚的新人 

都将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婚礼体验

晶莹剔透的玻璃殿堂

将作为爱情最佳的见证

为每一对佳偶留下珍贵的回忆

湖畔的微风轻拂面庞

郁郁青翠的草坪  百花齐放的园内

新娘在亲友的祝福声中缓缓走向新郎

在代表爱情与纯洁的玻璃殿堂内  许下一生的承诺

这样的美妙经历  让我们一起期待  苏州第一座玻璃殿堂



苏州时令特供，冬至要喝冬酿酒
苏州自古就有「冬至大如年」的习俗，本地特供的「冬酿酒」采集秋天新鲜的桂花晒干，
和以糯米酒鞠，又甜又香又不会醉，只在冬至前一个月上市，错过要再等一年。
同里湖大饭店雅集坊与苏州好风光合作，推出限时限量的冬酿酒礼盒，快来把苏州冬日醉甜的故事带回家！

暖手暖心，汤婆子的复古情怀
旧时姑苏人家，每逢寒夜来临，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将汤婆子灌好热水放进被窝，暖暖地一直可焐到第二天清早。
以黄铜精制，再以精美的麻布包覆，美观、环保、保暖效果绝佳。
在雅集坊挑选一只你喜爱的汤婆子陪你过冬，亲身体会一次苏州人的老情怀吧。

九九消寒图，在达观园记数冬去春来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或许您自小就会唱九九歌，

但可见过「九九消寒图」？这种中国自古以来特有的记历习俗，
从冬至开始，一天画一笔计数着春天的到来。
每年冬天，在达观园都准备了九九消寒图，等候您留下当天的那一笔，
与来自各地的朋友共同绘制这个冬天的美丽风景。

偶有槑，冬天的特有风景
达观园里有一匾上写的「偶有槑」，你可念得出来? 

只有在冬天来到此处，你才能恍然大悟古人造字的神来之笔。
与此景对应的，是同里湖八景之一的「溪畔赏梅」，
寒冬里满园暗香的腊梅、迎春之际四色绽放的梅林，宣示着冬日一样生机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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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近半年的整修之后，达观园内的浣碧阁茶书苑将于冬至（12月22日）重新开放，
在2018年2月15日之前，凭入住同里湖大饭店的有效房卡，
及LIZI俱乐部的有效会员卡，
即可在浣碧阁茶书苑免费品茶及抄经。

此外，达观园与苏州海德文化合作，
每周举办各种系列文化课程，由专业老师带领指导，
包括陶艺制作、香氛DIY、英语绘本朗读、
国学读经讲堂、茶艺入门课程等。 

达观园，这处专属于同里湖的江南秘境，
无须昂贵的门票、没有纷扰的游客，在日夜流转之间，
在四季变换之间，宁静地、优雅地自我展现着万种风情。

达观园里现有浣碧阁茶书苑、暗香烧陶作坊、达观楼文会宴等，
在这里可以体验各种类型的手作工艺、
具有吴地特色的专题展览、具有文化逸趣的小商品、
当令点心及茶饮、藏书千册的读书室等，
为您的同里湖之旅添上浓厚的文化气息。

冬令营业时间：10:00-17:00 (周一休馆)
免费品茶—法定节假日除外，文化课程采小班制，请事先预约
洽询专线：0512-63337888 转5551、5563 / 13795291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