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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套餐

For bookings from China, look at webside www.icelandairholidayschina.com  
For more Day Tours, look at our website www.airceland.is
一日游更多详情，请登录我们的官网 www.airceland.is
tel. +354 570 3030 

预订请联系冰岛航空或旅行社

一日游

米湖/ LAKE MÝVATN

 ⊲ 米湖/ Mývatn

一日游

西峡湾区/ WESTFJORDS 渔夫文化节一日游

 ⊲  伊萨菲厄泽市/ Ísafjörður

8小时徒步旅行一日游

魅力非凡的格陵兰/ GREENLAND

 ⊲ 格陵兰---库鲁苏克岛/ Kulusuk

一日游

冰岛北部主要景点

 ⊲ 米湖/ Mývatn 胡萨维克/ Húsavík

冰岛航空/ Air Iceland公司拥有覆盖北欧西部/ West Nordic的航线，可为您提供冰岛国内定期航班以及由
冰岛飞往法罗群岛/ Faroe Islands和格陵兰/ Greenland的国际定期航班。该航空公司推出了各色冰岛国内
以及冰岛至格陵兰/ Greenland的一日游套餐，包括飞机，汽车换乘以及导游。

冰岛及格陵兰特色项目旅行套餐



www.icelandictimes.com4

冰岛时代：旅游、文化和商业 二零一五年•第三期

今年，来冰岛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急速增长，我们只能
用“繁荣”二字来形容。与2014年同期相比，今年来冰岛

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其增长超过了80%，2014年则比2013年
增长了50%。2015年，中国成为冰岛第八大客源输出国。

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朋友对来冰岛旅游感兴趣，我们非
常高兴，也深感荣幸。我们希望，这本集多种专题于一体的杂
志，是我们为确保中国客人在冰岛旅游期间获得最大快乐而努
力的象征。《冰岛时代》是冰岛著名的旅游杂志，2007年开始
出版发行。目前，该杂志已发行了四个语种的版本，即英语版、
法语版、德语版以及刚刚开始发行的中文版。每一种版本都考
虑了相应读者群体的需求，中文版的内容更是精挑细选，为中
国读者量身定制，因此，可以说，这本杂志汇聚了大量对您有用

的产品和服务的信息，这些信息必将能够满足您的需要。冰岛
各种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公司也正在使用《冰岛杂志》这个
平台，希望通过它让您了解他们为提供新的旅游产品所付出的
努力，同时让您相信，他们能够藉此让您的冰岛之旅更加印象
深刻。

如果您曾经在冬季来过冰岛，并已感受了冰岛冬季的浪漫
和平静，领略了北极光的绚烂多姿；或者，您曾经在夏季来过冰
岛，亲眼目睹了冰岛夏日24小时不夜的日光，饱览了冰岛郁郁葱
葱的自然景色，您会发现，这本杂志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这
些信息将让您的冰岛之行如您所愿，甚至超出您之所愿！

– Edda Snorradóttir
爱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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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House），其屋顶融合了中国
龙的文化。雷克雅未克的地标性建筑哈
帕（Harpa）音乐厅蜂窝式玻璃幕墙是由中
国武汉公司施工建造的，材料来自中国青
岛。冰中文化协会乌娜·古斯约斯多蒂尔女
士的住宅装饰了中国传统风格的门檐，外
墙还悬挂着一排中国结，很是醒目。在
这座房子里，她开办了乌娜中国博物馆

（Kinasafn Unnur），展示她30多年来购
买和收藏的百余件中国古文物及工艺品。 

看到冰岛独特的建筑，我自然会联
想到我的家乡中国首都北京的传统建筑。
想到2000多年历史的万里长城，想到雄

伟的天安门城楼，想到占地面积超过1平
方公里的故宫庭院，想到颐和园、雍和
宫、天坛、北海公园，还想到北京的“四
合院”民居。它们或红墙金瓦，气势恢宏，
彰显皇室威权；或亭台楼阁，湖光山色，
景色怡人；或舒适美观、独特隐居。

建筑艺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文
化的载体，都包涵厚重的历史。今天，它
已成为旅游业重要的依托。我相信，冰
岛独特的自然景色和建筑风韵将吸引
越来越多的游客，必将促进冰岛旅游
业的持续发展，极大造福于冰岛人民。

中冰两国拥有不同的建筑历史、文
化和技术，可互补借鉴。两国文化交流
潜力巨大，旅游业合作前景广阔。作为
中国驻冰大使，我愿为此做出不懈努力。

到冰岛不久的一天，我应邀参加一个
居住在首都雷克雅未克市中心的朋

友家聚会。我从楼上不经意地向窗外瞭望，
即被窗外的景色所吸引：窗边伸展着翠绿
的枝叶，湖面波光粼粼，有几只海鸥和野
鸭在戏水，金色的阳光洒在鳞次栉比、多
彩别致的楼群，美不胜收！我禁不住对这
个城市独特的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那以后，周末闲余之时，我常漫步在
雷克雅未克街区，走进大街小巷，不仅去
欣赏多姿多彩的建筑，也是在阅读冰岛曲
折坎坷的历史，了解冰岛人民丰富的人文
艺术。

雷克雅未克是9世纪冰岛最先定居者
的登陆之地，但在约1750年后才逐渐形成
人居较集中的都市，从当时仅有18座零散
的简易房屋发展到今天有成千上万错落有
序的建筑群，在蜿蜒起伏的地势上诞生了
世界最北部的首都。这些在丘陵地貌上的
建筑犹如跳跃的五线谱，弹奏着古城新曲，
传播着这片土地的生机与活力。

这里现代高楼不多，主要是矮层老式
楼房，有可追溯到18世纪的木质房屋，有
始建于19世纪末的波纹铁皮屋，也有20
世纪初的钢筋水泥别墅。据说在1915年，
老城区的很多木质房屋被火烧毁，因此用
波纹铁皮包裹的建筑逐渐增多，既防火，又

可抵挡暴风严寒。二战后，不少老房子被
拆除改建。1970年，市民们发起保护古老
建筑的运动，市区的古建筑得以保留。随着
旅游业的兴旺，这些老房子旧貌换新颜。

这里的建筑风格独特，千姿百态，多受
欧洲文化影响。有的是丹麦式的建筑，有的
是挪威、瑞士、罗马式风格，有的代表德国包
豪斯建筑学派，有的体现皇室的威权，有的

则庄重简约。屋顶形状有三角形，也有尖塔
顶；有单斜面，也有平台顶；有城堡状，也有
波浪形。有些墙面呈突出半弧形，有些建筑
轮廓和窗框由鲜艳的颜色装饰，格外漂亮。

这里的房顶和墙面绚丽多彩。红、黄、
橙、绿、青、蓝、紫，有深有浅，色调超过十
几种，看似彩虹，胜过彩虹，赋予人们无限
遐想。其中那整体翠绿、粉红、深紫色的
楼房，世界其他地方少见，在中国更是不可
思议，人们会以为是娱乐场或幼稚园，而不
是办公楼或普通公寓。

不管你站在哪里，从哪个角度看，这
些建筑在周围自然风光的衬托下，都是一
幅美丽的画面。怪不得人们说，在这里，你
举着相机闭上眼随便按下快门都可拍摄出
美丽图片。这真是名符其实的童话世界！ 

这里不少古建筑都有非凡的典故。谁
能想到，如今的冰岛总理府曾是监狱；雷
克雅未克小学楼曾是警察总部，其地下室
是当时关押犯人的；在老城区漂亮的红色
餐馆和旅游商店小楼，曾是专门向丹麦输
送冰岛猎鹰的地方；作为雷克雅未克市旧
城中心标志的雷克雅未克饭店曾是海上来
访者登陆进入市区的大门通道。

有 些 建 筑 还 包 含 了 中 国 元
素。坐落 在 T j ö r n i n湖边的“夏日亭”

冰岛迷人的建筑
-----中国驻冰岛大使张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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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格里泽. 埃尔法. 斯格里多蒂尔/
Sigríður Elfa Sigurðardóttir将

她的SES设计公司/SES Design设在了博加
顿/Borgartún一个新奇有趣的工作坊内，
游客可以在这里选购她设计的各种漂亮
的作品。斯格里泽/ Sigríður是一位心灵手
巧的手工艺人，同时一直潜心钻研绘画艺
术。SES 公司的设计不仅包括成人及儿童
时尚设计，还包括家居配饰以及珠宝、帽
子设计等。 

斯格里泽/Sigríður多年以来一直对
设计充满激情。2006年，在她的另一家设
计公司成立几年后，斯格里泽/Sigríður又
创立了SES设计公司。斯格里泽/Sigríður
没有批量生产的生产线，每件商品从头到
尾都是纯手工制成，每一件她都用心的制

作。起初这个概念只是针对童装生产，但
是很快扩展到成人服装、包括连衣裙的
制作。SES设计公司设计的产品色彩艳
丽，图案活泼有趣、与众不同。部分服饰
的衣料产自非洲。SES设计公司的工作室
得到了到到网/TripAdvisor的推荐，SES
设计公司设计的作品游客除了可在工作
室直接购买外，还能在雷克雅未克的阿
拉弗斯/Álafoss 酒店、哈帕的伊波/EPAL
酒店、冰岛手工针织协会、冰岛国家画廊、

维京酒店、埃伊尔斯塔济/Egilsstaðir的
手印主题屋以及远离黄金圈的加尔弗斯卡
非/Gullfosskaffi酒店买到。                     -JG

布达设计公司/Budda-Design幻彩系
列——来自北极光的灵感,布达设计

公司/Budda-Design由阿扎尔布耶格.埃伦
斯多蒂尔/Aðalbjörg Erlendsdóttir创建。
她是一位时装和纺织品设计师，住在雷克
雅未克市中心。布达公司/Budda-Design
以华丽的手绘丝绸时尚系列作为其主打产
品，包括围巾、女装、枕头和艺术品等。阿
扎尔布耶格/Aðalbjörg的设计图案精美，
色彩艳丽，将传统的庄重和现代的活泼结
合得恰到好处。 

冰岛的自然风光
冰岛纯朴以及无与伦比的自然
之美一直影响着阿扎尔布耶格/
Aðalbjörg的设计风格。每到夏天，阿扎尔
布耶格/Aðalbjörg总会安排时间，到冰岛
各地旅游，她对自然风光的眷恋和欣赏反
映到了她的设计作品中。在阿扎尔布耶格/
Aðalbjörg最新推出的设计作品中，北极光
系列占据了主要比例。每年冬季冰岛天空
绚烂的极光带给了她创作的启发。除此之
外，火山和熔岩同样也带给她设计的灵感。 

职业生涯的转变
阿 扎 尔 布 耶 格 /
Aðalbjörg的职业生
涯之路非常有趣。她

早年在冰岛大学学习生物和地质，之后
的很多年里一直是一位生物学家。大约
23年前，阿扎尔布耶格/Aðalbjörg想
在艺术领域有所发展，因而赴丹麦深
造，最后毕业于丹麦科隆比纳时装和设
计学院。 

冰岛本地人和游客们可以在雷克
雅未克很多地方买到布达设计公司/

Budda-Design的产品，这些地方包括斯
基福特9号/Skipholt 9的阿扎尔布耶格/
Aðalbjörg工作室、冰岛国家美术馆、奥
菲格尔.古尔斯米扎/Ófeigur Gullsmiðja、
希尔顿雷克雅未克诺帝卡酒店和佐贺丽
笙酒店，以及冰岛黄金圈的古尔福斯卡
菲/Gullfosskaffi。  -JG

冰岛的设计行业风头正劲。从时尚设计到家具产品到
手工艺品，包罗万象。在冰岛，从事创意设计的个人设

计师数量惊人，使得这个小岛成了创造活力的摇篮。很多设
计师将冰岛的自然环境和如画的风景融入其作品，带给人们

一种独特的美感。冰岛一望无垠的冰川、让人叹为观止的瀑
布、高耸的火山、开阔的熔岩原总能不断激发设计师们的灵
感。有些设计师喜欢用冰岛本地出产的东西作为设计作品的

原材料，比如用冰岛羊毛制作时尚制品，用鱼皮制作手提包
和配饰，用当地桦木制作手工艺品。

冰岛设计师们的背景各不相同，有的拥有留学海外
的经历，有的毕业于雷克雅未克一流的冰岛艺术学院/
Listaháskóli Íslands，也有的则是自学成才。无论是自学成才，
还是科班出身，他们都具有同样的创作动力，对创作一腔热
血，充满渴望。 -JG

冰岛蓬勃发展的设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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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a-Design is the creation of Aðalbjörg 
Erlendsdóttir, a fashion and textile 

designer based in the heart of Reykjavik. 
Buddá s line is based around gorgeous designs 
she hand-paints on silk, including scarves, 
dresses, pillows and artwork. Aðalbjörg ś 
designs are delicate and colourful, while being 
classic and playful at the same time. 

Icelandic Nature
Iceland ś stark nature and 
unrivaled beauty is a consistent 
influence on Aðalbjörg. She 
spends her summer travelling widely across 
Iceland and her deep love and appreciation 
for the natural surroundings is reflected in her 
designs. For her current collection, northern 
lights take centre stage with pieces inspired by 
the dancing green lights that adorn Iceland’s 
skies every winter. Mountains, volcanoes and 
lava fields are also an inspiration. 

Career Switch
Aðalbjörg has had an interesting 
professional path as she studied 

biology and ge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Iceland and worked for many years as a 
biologist. About 23 years ago, she wanted 
to further explore her artistic side and 
graduated from the Columbine School of 
Fashion and Design in Denmark.  

Locals and tourists can buy Budda-
Design pieces at a number of places around 

Reykjavik including her studio at Skipholt 
9, National Gallery of Iceland, Ófeigur 
Gullsmiðja, Icelandair Hotels Reykjavik 
Natura, Hilton Reykjavik Nordica and 
Radisson Blu Saga Hotel, and Gullfosskaffi 
along the Golden Circle.  -JG

Icelandic design is having a moment. From fashion to home 
products to handcrafts,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producing 
innovative design projects in Iceland is staggering, making 
this tiny island a hotbed of creative energy.  Many Icelandic 
designers have developed an aesthetic that incorporates the 
natural surroundings and picturesque landscape into their work. 
Iceland’s boundless glaciers, wondrous waterfalls, towering 
volcanoes and vast lava fields never fail to inspire. Some 
designers favour working with local materials like Icelandic wool 
for fashion pieces, fish leather for handbags and accessories, and 
local birch wood for handcrafts.  

Designers in Iceland come from various backgrounds. Some 
have studied abroad or attended the top-notch Iceland Academy 

of the Arts (Listaháskóli Íslands) in Reykjavik, while others 
have honed their craft through self-study. Those with advanced 
degrees and those that have learned on their own share the same 
drive, with the desire to create coursing through their blood. 

The close-knit design community in Iceland is often supportive 
and proud of one another, and thrilled to show off their original 
creations. To get a glimpse of some of Iceland’s talented designers, 
check out the annual “Handverk og hönnun” exhibition, which 
will take place November 5-9 at Reykjavik City Hall. Scores of 
designers will be on hand displaying and selling their inventive 
goods. Locals love to support local designers and it’s also a great 
place for tourists to pick up a unique handmade treasure from 
their unforgettable visit to Iceland. -JG

Iceland’s dynamIc 
desIgn scene

PHOTO: NORDEN.ORG

Dragháls 10 • 110 Reykjavík

+354 551 5533
  arkgunna@simnet.is
  www.facebook.com/pages/Arkart-leather-design/376432965741825

Skipholt 9 • 105 Reykjavik

+354 699 0490
  adalbjorg@budda.is
  www.budda.is

Quality Icelandic design and leather 
handcraft is much sought after. “My 

first leather design was a handbag painted 
with colourful artwork and patterns,” 
says Guðrún Stefánsdóttir, a successful 
independent architect who found a second 
career in creative leather designs. Guðrún 
designs leather handbags and now she’s 
added necklaces and earrings to her Ark Art 
accessory collection. “I wanted to use the 
leather cut-offs for something useful, when 
I came up with the idea to use them to make 
jewellery—earrings and necklaces.”

Guðrún’s Ark Art leather jewellery is 
recognisable by her use of thin leather 
rings or squares and use of colours. It is a 
sophisticated yet simple design, skilfully 
using geometric shapes and colours. 

Guðrún graduated from the Royal School 
of Architecture in Denmark in 1986. After 

working at an architect’s office, she started 
her own business.

“I’ve worked on some amazing projects, 
ranging from large buildings to single family 
homes. My favourite projects are those where 
I design everything from A-Z for private 
homes. Those projects would typically 
involve the house and interior design, the 
landscaping around the house and the 
furniture inside.”

The Ark Art collection is available at 
the National Art Gallery, Snorrastofa in 
Reykholt and directly from Guðrún. 

More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on 
Facebook: Ark.art leather design.  -NHH

Arkart Budda Design

Leather Designer
Ladies handbags, earrings and necklaces

Delicate Hand-Painted Silk Designs
Budda-Design Offers Whimsical Fashion Pieces Featuring Northern Lights Inspiration 

精美的手绘丝绸设计
精美的手绘丝绸设计

SES的设计作品，大胆而有趣 
色彩艳丽、风格活泼的设计作品

SES Design Ísland
Borgartún 23 • 105 Reykjavik

+354 571 1250
  sesdesign.iceland@gmail.com
  www.facebook.com/sesdesign.island

恩吉尔贝兹/Engilberts是一家富有活力的
设计公司，该公司十分珍视乔.恩吉尔贝兹/
Jón Engilberts的作品。乔.恩吉尔贝兹/Jón 
Engilberts 是冰岛最受欢迎的艺术家之一，
他艺术造诣深厚，出类拔萃。继1939年
获得梵高奖之后，1961年，他又获得了冰
岛总统授予的猎鹰勋章/the Order of the 
Falcon。恩吉尔贝兹/Engilberts公司的所
有者格里塔. 恩吉尔贝兹/Greta Engilberts
是乔. 恩吉尔贝兹/Jón Engilbert的孙女，也
是其作品的版权拥有者。她给大师的作品
赋予了新的生命，使乔的艺术得以传承。

丰富的产品系列
恩吉尔贝兹公司/Engi lber t s的网址是 
www.engilberts-honnun.is，丰富的
产品系列以及齐全的款式，不会让任何
客人失望。公司设计生产的产品包括擦
拭眼镜的眼镜布，印有乔作品的精美围
巾、软皮革制品、枕头，以及男女皆宜的
T恤衫。此外，公司还设计生产时尚衣

领，这种衣领由冰岛山羊皮以及手工制
作并缀以鸵鸟及乌鸦羽毛的现代首饰制
成。欢迎您来参观恩吉尔贝兹公司的生
产车间，它对公众开放，所有产品均可
在这里买到。除了恩吉尔贝兹公司生产车
间外，您还可以在以下各处买到恩吉尔
贝兹公司的产品，包括蓝泻湖、拉姆吉尔
辛/Rammagerðin羊毛制品店、冰岛国家
美术馆/Listasafn Íslands、哈帕/Harpa 
的厄浦里芬/Upplifun花店、Wow Air航

空公司的航班、阿库雷里/Akureyri的西
尔卡/Sirka服装店以及冰岛北部的思佳
达维克旅馆/Skjaldarvík Guesthouse等。
 -JG

 

将艺术带给人们
乔.恩吉尔贝兹/Jón Engilberts艺术作品的传承及创新

Engilberts
Fjarðarás 19 • 110 Reykjavik

+354 694 6592
  greta@engilberts-honnun.is
  www.engilberts-honnu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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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市场/Farmers Market是冰岛的
一家设计公司和服装品牌，以冰岛

传统和现代元素的结合作为其设计特
点。该公司的每款产品均采用天然面料
制作，色彩柔和，工艺十分精湛。 

创 立 于 2 0 0 5 年 ，农 夫 市 场 /
Farmers Market的创建者是一对艺术
家夫妇，一个是设计师，一个是音乐
家。目前该品牌已经成为冰岛时装界
的领导品牌。受到艺术家、音乐家、大
众以及旅游达人的追捧。因为它既具
备了都市的时尚元素，又具有户外穿
着时保暖实用的特质，设计近乎完美。
农夫市场/Farmers Market公司设计
师贝格弗拉.古兹纳多蒂尔/Bergþóra 
Guðnadóttir称，“我们在设计上追求
融合，我们努力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国内与国际的融合，以及自然与城市的
融合，我们认为探索如何融合是非常
有意思的一件事。” 

农夫市场/Farmers Market注重
品牌的可持续性，注重环保和天然面

料的使用。农夫市场/Farmers Market
服装面料选用冰岛本地产羊毛，英
国Millerain公司生产的防水蜡棉，以

及印度生丝等,几乎不使用合成材料。 
豪华羊毛衫、卫衣和连衣裙等针织类
产品是农夫市场/Farmers Market的主

打女装产品，此外，还生产高档女式
长裤、裙子、上装和内衣。农夫市场/
Farmers Market的男装系列包括针织
衫、衬衫、长裤、背心和内衣。同时还有
男女款的围巾和帽子。此外，该品牌还
推出了可爱的儿童毛衣和连体裤系列。 

农夫市场/Farmers Market旗舰店
农夫&朋友/Farmers & Friends位于格
兰迪/Grandi新兴的Fishpacking区。格
兰迪/Grandi距离市中心步行只需20
分钟，该区正在集聚越来越多的商业
企业，包括一家小啤酒厂、一家冰激凌
店，多家餐馆和一家肉铺。农夫&朋
友/Farmers & Friends是您购买服装
和配饰的最佳去处，除此之外，您还可
以在这里买到各种精美的CD唱片、LP
唱片、书籍以及其他商品。在店内购物
的同时，您还可以领略古老的港区风情。
商店的营业时间是周一至周五上午10
点到晚上6点；周六上午11点至下午4
点。 -JG

北欧时尚名品
冰岛现代时装品牌农夫市场/Farmers Market热销格兰迪/Gra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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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armers Market is an Icelandic design 
company and clothing brand that 

features designs that mix modernity with 
classic Icelandic heritage. Natural fibres, 
muted colours and unrivaled craftsmanship 
are at the centre of each piece of the 
collection. 

Founded in 2005 by a young artist 
couple - a designer and a musician, 
Farmers Market has become a staple 
in Icelandic fashion, found in the 
closets of artists, musicians, everyday 
Icelanders and hip tourists.  The clothes 
are impeccably styled with pieces 
suitable for city life while sustaining the 
outdoor elements. “We place ourselves 
at a junction,” said Farmers Market 
designer Bergþóra Guðnadóttir. “A place 
where heritage meets modernity, the 
national meets the international, and the 
countryside meets the city. We find this 
an exciting place to explore.” 

The brand focuses on sustainability, 

respect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use 
of natural fabrics. Farmers Market works 
with materials including local Icelandic 
wool to waxed cotton fabrics from British 

Millerain to raw Indian silk. The use of 
synthetic materials is kept to a minimum. 

While knitwear is at the core of the 
brand with luxurious cardigans, sweaters 

and dresses; Farmers Market also creates 
quality pants, skirts, tops and underwear 
for women. For men, the brand offers 
knitwear along with shirts, pants, vests 
and underwear. Scarves and hats are also 
a must for men and women. Adorable 
sweaters and jumpsuits are on offer for 
children. 

Farmers Market’s flagship shop, 
Farmers & Friends, is situated in the 
up-and-coming Fishpacking District in 
Grandi. Just a 20-minute walk from the 
city centre, Grandi is home to a growing 
number of businesses including a 
microbrewery, ice cream shop, restaurants 
and gourmet butcher. Farmers & Friends 
is the perfect place to purchase clothing 
and accessories, while browsing a 
perfectly curated selection of CDs and 
LPs, books, and other goods. It’s a fun 
shop to spend some time while exploring 
the charming old harbour district.  The 
shop is open Monday-Friday 10 a.m.-6 
p.m. and Saturdays 11 a.m.-4 p.m.  - JG

nordIc 
chIc 
aT ITs besT
Modern Icelandic Fashion Brand Farmers Market Makes Waves in Grandi

Hólmaslóð 2 • 101 Reykjavik

+354 5521960
  info@farmersmarket.is
  www.farmersmarket.is

Farmers Market | Farmers & Friends



www.icelandictimes.com www.icelandictimes.com 13

冰岛时代：旅游、文化和商业 二零一五年•第三期

www.icelandictimes.com 12

在距 离 冰 岛 首 都
雷 克 雅 未 克 /

Reykjav ik15分钟车
程的莫斯费德斯拜尔/
Mosfellsbær小镇上，制
刀大 师 鲍 尔 •里 斯 坦
森/Páll Kristjánsson 

（又名鲍利/Palli）和他
的合伙创始人索菲亚•
坦西古泽多蒂/Sof fía 
Sigurðardóttir正在他们
的乡间制刀坊紧张地忙碌着，这间制刀
坊生产的各式精美刀具，皆因其精湛的
工艺得到了大厨，收藏家和大批刀艺崇尚
者的追捧。

工艺大师，技艺高超
坚固、刃利的大马士革钢及产自丹麦、德
国和瑞典的不锈钢是鲍利/Palli和索菲亚/
Soffía制作刀具的首选原材料。许多刀片
都按照维京时代的风格仿制，刀片上蚀
刻着精美的图案，并配以鲍利/Palli亲手
雕刻的刀柄。为了制作出精美的刀柄，鲍
利/Palli几乎使用了冰岛所有传统的原材
料，包括桦木、花楸、马蹄、驯鹿角、山羊
和绵羊角，甚至还有化石木。鲍利/Palli生
产的刀具流传到了全球85个国家，成为收
藏家的宠儿、花收藏家们有时为了竞得鲍

利/Palli生产的某款刀具，不惜在互联网
上“血腥厮杀”。 

女工匠的别具一格
在鲍利/Palli持续数年的悉心指导下，他的女
搭档索菲亚/Soffía制作出了一系列漂亮的厨
房专用刀具，以及风格独特、广受欢迎的特
色牛排刀叉。这些刀具的刀片形状各异，用
料也不尽相同（日本钢、大马士革钢，或高
碳钢），再搭配一把平衡良好的刀柄，厨房
的切、削、剔、剁，顿时乐趣无穷。这些独一
无二的手工厨刀不仅成了厨师、烹饪学校和
厨艺爱好者的炫耀之物，也成为极受游客欢
迎的冰岛旅游纪念品。 

量身定制
如果您对刀具的设计以及用料有您自己的

创意，鲍利/Palli和索菲
亚/Soffía非常乐意按照
您的要求为您量身定制
您想要的刀具。更多信
息，请登陆下文所列网站
了解www.knifemaker.is 

欢迎来访
鲍利/ P a l l i和索菲亚 /
S o f f í a 的 制 刀 坊 位
于 莫 斯 费 德 斯 拜 尔 /

Mosfellsbær镇，奥拉弗斯维谷路29号/
Álafossvegur 29，邮政编码:270。营业时
间为周一到周五早九点至晚六点（周六为
早九点至晚四点）。如果您在附近，欢迎随
时到访。

亲自来鲍利/Palli和索菲亚/Soffía的
制刀坊看一看，绝对不虚此行！当然，您
也可在雷克雅未克/Reykjavik市中心劳格
夫古尔29号/Laugavegur 29的不莱恩加/
Brynja五金店觅得他们的刀具。 -EMV

精湛的刀具制作工艺
古老维京传统工艺的传承

www.icelandictimes.com

Álafossvegur 29 • 270 Mosfellsbæ

+354 899 6903
  palli@knifemaker.is
  soffia@knifemaker.is 

  www.knifemaker.is
  www.kitchenkniv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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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雷克雅未克/Reykjavik101的斯科
拉夫提古尔/Skólavörðustígur街是雷

克雅未克最具时尚品味的去处，巴卡里艺
术画廊/Gallery Bakarí就在这条大街的中心。
舒适的画廊里汇聚了大量展出和待售的当
地艺术作品。画廊时常更换展出画作，以确
保来客每次来此总能得到新鲜的感受。巴
卡里艺术画廊/Gallery Bakarí展出了许多艺
术家的作品，包括卡尔瓦/Kjarval、卡罗琳
娜.劳瑞思多蒂尔/Karólína Lárusdóttir、奥
斯荣.克里斯汀多蒂尔/Ásrún Kristjánsdóttir、
艾博 格.古 兹木德 斯多蒂尔 / E y b o r g 
Guðmundsdóttir以及塞门杜.瓦尔迪马尔
逊/Sæmundur Valdimarsson等的作品。画
廊工作人员奥尼.托尔/Árni Thor说，“我们
的画廊是收藏艺术品最多的画廊之一，我们
不仅收藏了早期绘画大师以及当代画家的作
品，还收藏了许多新秀的画作。”“虽然我们
的画廊不大，但我们经常更换不同画家的作
品，让人们总有新东西可看。” 

画廊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
开放，周六下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开放，周
日闭馆。闭馆期间，如有参观需求，欢迎与

画廊工作人员联系。联系人：斯温.瑟霍森/
Sveinn Thorhallsson, 联系电话：+354/690-
0931。在雷克雅未克观看传统与现代艺术，
请到巴卡里艺术画廊/Gallery Bakarí。  -JG

领略艺术大师们的风采
雷克雅未克巴卡里艺术画廊/Gallery Bakarí, 冰岛艺术大师及当代艺术家作品一瞥

Skólavörðustígur 40 • 101 Reykjavik

+354 551 0161
  sveinn.thorhallsson@gmail.com

  www.facebook.com/gallerybakari

Gallery Bakar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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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百冰岛羊毛制品商店
冰岛羊随着维京定居者来到冰岛，

并迅速证明了其价值，冰岛羊不
仅提供肉食，而且贡献羊毛和皮革。
在生活条件苛刻，漆黑寒冷的冬季生
存尤其艰难。冰岛羊帮助定居者活命。

冰岛羊毛分两种类型—防风防寒
防水的外层羊毛和紧贴皮肤柔软温暖的
里层羊绒。两种羊毛纺到一起，几百年
里为农民，渔民，大人小孩以及婴儿提
供温暖的衣物。整个岛上千家万户都把
织毛衣作为一个传统。

从家用到市场化
冰岛手工编织协会成立于1977年，用
来帮助编制者把手工产品推向市场。

一群妇女建立起协会并制定标准，为
产品做导向，手工编织对很多家庭来
说，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家庭收入的重
要补充。协会成立不久，这群妇女便
开店出售会员编织的毛制品，商店地
址在斯拉沃斯廷19号，是沿着俯瞰城
市的Hallgrímskirkja大教堂向下走的那
条主要商业街。

货真价实
当今社会全球化，越来越难保证买到
货真价实的东西，那些产自几千里之
外的羊毛, 根本不具备冰岛世代传承
的羊毛与众不同的特点。为手工编织
协会商店供货的手工编织者，都富有
经验，编织真正的冰岛羊毛及毛衣，
确保您买的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商
品都带有防伪标识。她们的理念从
头到尾都是：“从编织者手中直接购
买”。走进商店，顾客禁不住被这些
编织妇女的技巧和创造力吸引--其中
也有些懂编织的男士，这些人来自各
行各业，分散在全国各地。每件织品
都带着个性特点，这些特点只有手工
制品才会有。

传统和现代风格
自协会成立以来，手工编织行业发

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几十年前，设计
采用传统“lopapeysa”毛衣的图案，
圆齿形是其突出特点，它风靡世界，
很多年轻的冰岛设计者也开始把羊毛
作为时尚设计的载体，制作出新的产
品，新的风格和色彩。

今天，大批量的毛衣，手套，
帽子，围巾，袜子，提包和其他各式
各样的产品，满足各类人群的需要，
当中既有维京武士（或者农夫）喜欢
的传统款式，也有新生婴儿的时髦款
式。

商店是个中心，不仅出售成品，
同时供应羊毛和所有编织羊毛制品的
原材料。如果把编织作为爱好，这里
就是供人驻足暖心的工作室。

冰岛羊毛穿起来舒适，对很多人
来说，穿毛衣已是习以为常，但把冰
岛毛衣穿上身的感觉还是很新鲜。

有意购买者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收
到货物，只需在网上订货。除了成衣，还
可以订购样式，羊毛，棒针和配饰。 - ASF

冰岛手工编织协会出售冰岛羊毛及羊毛制品

www.icelandictimes.com

Skólavörðustígur 19 • 101 Reykjavík

+354 552 1890
  handknit@handknit.is
  www.handknit.is

The Handknitting Association of Iceland

优质的冰岛设计和皮革手工艺品备
受青睐。“我的第一个皮革设计

品是一个手提包，上面绘制了生动活泼
的图片和花样，”Guðrún Stefánsdóttir 说
到，她是一位成功、有主见的建筑师，
在创意皮革设计领域找到了事业的第二
春。她设计皮革手提包，目前项链和耳
环也被加入她的 Ark Art（诺亚方舟艺
术）配饰收藏系列。“我想利用皮革裁
剪下来的剩余部分做些有用的东西，我
想到了一个主意，用它们做珠宝——耳
环和项链。”

Guðrún 的 Ark Art 皮革珠宝非常有特

点，纤薄的皮圈，皮块和各种颜色的运
用。这些设计看似简单却十分精致，巧
妙地利用了几何形状和多彩的颜色。

Guðrún 于 1986 年毕业于丹麦 Royal 
School of Architecture皇家建筑学院。在一
家建筑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她开始了
创业。

“我做过一些很了不起的项目，从
大型建筑到单一的家庭住宅都有涉及。
我最喜欢的项目是对每个细节都能亲力
亲为的私人家居设计。这样的项目通常
包括房屋建筑和内部设计、房屋周边景
观的美化和室内家具装饰。”

Ark Art 收藏系列可在国家艺术
馆、全国连锁的Rammagerðin商店、
凯夫拉维克国际机场、雷克霍特的 
Snorra stofa 购买，也可以直接从 Guðrún 
本人那里购得。更多信息请参见
Facebook：Ark.art.leather design。 - NHH

皮革设计
女士手提包、耳环和项链

Arkart
Síðumúli 1 • 108 Reykjavík

+354 551 5533
  arkgunna@simnet.is
  facebook: Ark.art leather design

14



www.icelandictimes.com 17

冰岛时代：旅游、文化和商业 二零一五年•第三期

www.icelandictimes.com16

到雷克雅未克，您可在格陵兰中心/ 
The Greenland Centre一站购齐所

有您想在格陵兰买的东西。该旅游商店位
于劳格夫古尔大街/ Laugavegur，交通便
利。购物中心以出售格陵兰和冰岛特色产
品为主，并设有旅游信息中心以及以展示
北极相关艺术品为特色的展览区。购物中
心的业主是生活在格陵兰的一对夫妻，他
们开办这家购物中心的目的是加强格陵兰
与冰岛的关系。格陵兰和冰岛尽管地理位
置接近，但两地的文化却完全不同，这对
夫妻希望创建一个场所，供人们去探索
和发现格陵兰和冰岛这两个北极文化的
异同。

优质商品
在格陵兰中心的店铺购买富有当地特色的
产品以及由店主精心挑选的最能体现两
地文化特色的商品，实在是一种感官的享
受。海豹、驯鹿、冰岛绵羊华丽的皮毛，让
您忍不住伸手触摸；手工编织的毛衣、围
巾和帽子能为您抵御各种风寒，纵使天寒
地冻，依然让您感到温暖如春；毛皮衬包
和纯皮皮包不仅外观时尚，还能保护你的
财物安全；温暖的毛毯则带给您无比舒适

的享受。除此之外，中心还出售手工制作
的木雕配饰和珠宝。

旅游服务
格陵兰中心也提供旅游服务。在这里，人
们可以发现更多有关冰岛和格陵兰两地
的旅游信息。目前已有多种旅游方案可供
选择，从一日游到几周游可供选择 。游客
不仅可以选择徒步、打猎和休闲游各种产
品，也可体验专为年长者定制的特别游览
项目。

格陵兰中心还承接私人聚会和会议
服务，每月一次邀请人们在此展示或出售
他们与北极相关的艺术作品。格陵兰中心，
是您从冰岛进入格陵兰的大门。 - JG

很久以前人们就懂得大自然的富
饶。他们知道如何巧妙利用大

自然赋予的一切，比如采摘来的树叶
和青苔，还有在海边寻来海藻。海岸
就如同天然园地，你只需要知
道去哪收获。

食品先锋
生 物 学 家 E y j ó l f u r 
Fr íðgei rsson熟知大自
然，而且热衷于从中
得 到 收 获 。 在 他 眼
中 ， 大 自 然 就 是 个
美 食 宝 盒 ， 蕴 藏 着
佳肴瑰宝。Ey jó l fur 
Fríðgeirsson于2005
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Íslensk hollusta(冰岛
益康食品公司)，其宗
旨是把冰岛的天然食
材加工成新鲜原味的食
品。因此，他们的产品在生产
过程中力求保持原有味道，回归食材
本质，绝不添加任何添加剂。

Eyjólfur可以说是冰岛原生态健康
食品业的先锋。他首先沿用传统工艺
把海藻制成干货零食，还将冰岛当地
的青苔、当归、桦木叶融入到奶酪生
产中，而且还以地热盐、海草和Hekla

山的浮岩为原材料创造了一种新
的沐浴盐。这些营养丰富的食材在冰
岛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成
功的关键就在于唤起人们利用大自然
财富的本能。事实证明他这个想法非
常成功，如今人们可以在冰岛各处纪
念品商店购买到他的产品。其中北极
光香料盐礼包（独家配方调味盐），

已经在冰岛航空公司的班机上和
Saga免税店开始销售。

全人工采摘，健康无污染
Íslensk hollusta(冰岛益康食品
公司)产品种类很多。全人工采
摘的冰岛青苔可用于泡茶和煮
粥。很久以前人们只有在饥荒

时才会吃的海藻早已被证实含有很
高的营养价值，可与之媲美的食材其
实很少。冰岛海藻含有纯净冰岛水中
的所有营养成分，可以添加于日常饮
食中，易于吸收。这家公司还根据传
统配方自制各种调料、果汁和果酱，
这些产品都非常美味可口。他们自制
的沐浴盐矿物质含量很高，可以用于
滋润皮肤。精心制作的草药茶和百里
香茶可以让您放松心情，馈劳自己。
传统方法制作的维京盐也非常值得一
试。所有这些优质原生态产品，一
个“七色礼包”轻松搞定。礼包小巧
而且轻便，包括茶叶、盐和海草等，
可以让您的佳肴锦上添花。

Eyjólfur说：“大自然知道什么是最
好的，我们已为您采摘，就只等您把它
带回家了。” - DT

源于祖先智慧
原生态健康食品

Íslensk hollusta
Skútahraun 7 • 220 Hafnarfjörður

+354 571 2512
  islenskhollusta@islenskhollusta.is
  www.islenskhollusta.is

通往格陵兰的大门
在格陵兰中心预定旅游行程，购买手工艺品

Greenland Centre
Laugavegur 96 • 101 Reykjavik

+354 564 5555
  info@igdlo.com
   www.glc.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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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语中“纪念品”这个词，也
有 “ 记 住 ” ， “ 回 忆 ” 的 意

思。近六十多年里，旅游者一直在“
维京”商店购买礼品和纪念品。

北边来的裁缝
西古都.古姆森五十年代在北部城市阿
库雷里开了第一家商店。刚开始，商
店在夏天出售纪念品，冬天主要出售
木制玩具。

西古都曾是一位裁缝，他的商店
开始出售当地特产，这个传统一直延
续至今。蒂娜.伯格林.古姆森多蒂尔，
是西古都的孙女，也是商店经理，从
7岁起就在店里帮忙。

冰岛符号
冰，维京人和火山。这些是冰岛主要
的标志。“我们拥有冰岛最大的礼
品和纪念品收藏”店主西古都.古姆
森说。

分布全国的六家店面供应超值礼
品，符合每位购物者的预算：关于维
京人和其传奇故事的图画册及书籍；
传统保暖披风（羊毛衣）；圣诞小子
和巨魔雕塑；“维京”牌的体恤衫。
其他精美礼品，包括银饰熔岩配饰以
及在冰岛设计的精美全套葡萄酒杯。
孩子们喜欢玩耍海雀造型毛绒玩具。
所有商品都是冰岛制造。

感受冰岛的温暖
传统编织毛衣在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开始流行。
使用的毛线，来自百分
之百天然冰岛羊毛，它
的特点就是保暖，让皮
肤透气，同时还防水。
据说“毛衣 (peysa)”一
词最早起源法语“农民 
(peasant)”。在法国水
手到冰岛时，他们指着
农民说“农民”，而冰岛人以为他们
在指毛衣外套。“维京”商店由当地
手工编织者供货，拥有大批不同型号
和颜色的毛衣货品，同时还有颇受欢
迎的帽子和蓬松毛线手套。

六家店遍布全国
五年前，家族企业决定扩张店面，
现在有三家在雷克雅未克。哈福斯
提（Hafnarstræti)有一家，城里主街
雷格威路（Laugavegur 1号)还有一
家。2012年6月在雷格威路4号新开了

另 一 家 。 在 他
们 的 家 乡 阿 库
雷 里 ， 沿 着 老
港 下 去 ， 在 那
里 的 哈 福 斯 提

还能发现它们，
在西部峡湾( West Fjörds)，伊萨峡湾
镇(Ísafjörður)也有。

家族生意绕了一圈又回到阿奎雷
利。2012年6月初， 在城里最美丽的
地方植物园, 他们的比约克咖啡屋开业
了。它带有一个露台并由鲜花环绕，
来阿库雷里的人们一定会去那里。

别计较税费
不要忘了在机场，或者在客轮停靠的最
后一个港口退税。顾客会得到百分之十
五的退税额。还有另一个建议：游客可

以凭旅游购物指南的优惠券拿到维京商
店的折扣。 - 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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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维京人的礼物
把冰岛的精华带回家

The Viking
Hafnarstræti 1-3 • 101 Reykjavík

+354 551 1250
  www.theviking.is
  info@thevikin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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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火之城”即是冰岛西部著名火山口的
名字。这个大厅能够容纳1800位听众，可
以为各类演出或活动提供生动的背景。

空气厅——绚烂的北极光
诺斯雷沃斯/Norðurljó或者“北极之光”厅
代表空气，尽管这是一个小演奏厅，但碧
蓝色的装饰照样引人注目。演奏厅的色彩
可以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配置以营造最
适宜的气氛及氛围。无论是举办会议、室
内乐团的音乐会、爵士乐队或者其他类似
的表演，还是举办招待会或者其他的活
动，“北极之光”厅都能与会议厅巧妙地
结合起来以供更大的活动使用。

大地厅——剔透的水晶
希尔弗博格/Silfurberg厅，代表大地。这
是哈帕/Harpa音乐厅和会议中心的会议
厅。它的名字来自于一种透明的方解石晶
体，这种方解石除了冰岛外，世界其他地
方很难找到。这个大厅一次能够容纳750
位听众，舞台可以移动和扩展。通过可伸
缩的隔离屏，大厅可以分割成两个小厅，每
个小厅可以容纳325位听众。希尔弗博格/
Silfurberg厅非常适合举办各种类型的会
议、招待会或音乐会，尤其是这一类的大
型活动。大厅专门设计为会议厅的功能，
所采用的是目前最先进的技术。音响效果
可根据发言者的话语进行调整和配置。

水之厅——可变的元素
卡尔达隆/Kaldalón或“泻湖”厅，代表水，
它的名字来自于西峡湾区美丽的蓝色海湾。
西峡湾区是冰岛最著名的作曲家西瓦尔迪. 
卡尔达隆/Sigvaldi Kaldalóns的出生地。卡
尔达隆/Kaldalón厅是哈帕/Harpa音乐
厅和会议中心中最小的一个厅，仅能容纳
200位听众。尽管厅的主色调采用的是黄
色，但还是能够根据所举办的活动类型进
行调整。这个厅非常适合各种类型的音乐
会、会议、电影以及讲座使用，厅内配有可
折叠写字桌以及笔记本电脑电源插座。

体验哈帕/Harpa 
哈帕/Harpa的艾尔博格/Eldborg大厅，其
装修采用的是鲜艳夺目的富贵红，四周饰
以黑色镶边。这个大厅的音响效果一流，
即使在较高的楼座，音质也丝毫不受影响，
台上演讲者的每一个词都能清脆可辨。为
了这套先进的音质控制系统，音乐厅竭尽了
投入。此外，厅内的座位也非常舒适。
然而，其亮点不只限于各音乐厅。哈帕/ 
Harpa音乐厅和会议中心的每一楼层都
设有宽敞开放的公共区域，供人们休憩交
谈。不同楼层楼道口巧妙设置有小休息

室，坐在休息室看熙来攘往的人群，犹如
欣赏另一番风景。哈帕/Harpa音乐厅和
会议中心的部分建筑建在了雷克雅未克
港口内，因而这部分玻璃外墙不受任何阻
挡，通过这些玻璃幕墙，可以放眼雷克雅
未克港湾，即便是远处的埃斯亚山/Esja山
脉，也一览无余。

顶尖艺术家激情挥洒哈帕/Harpa
很多活动在哈帕/Harpa举行，演艺圈的各
路名流都曾来过这里，其中包括英国流行
爵士乐歌手杰米·卡伦/Jamie Cullum，德
国男高音乔纳.考夫曼/Jonas Kaufmann，
世界著名的钢琴家玛丽亚.若昂.皮雷斯/
Maria Joao Pires，著名小提琴家及指挥
家马克西姆.文格罗夫/Maxim Vengerov，
指挥家古斯塔沃.多达梅尔/Gus tavo 
Dudamel，以及高登堡交响乐乐团。世界
前四大管弦乐乐团都曾造访过哈帕/Harpa
中心，它们是西蒙.拉特尔爵士/Sir Simon 
Rat t le率领的柏林爱乐乐团，多伦多交响
乐团，伦敦爱乐乐团，以及最近来访的爱
乐管弦乐团。比约克/Björk和小野洋子/
Yoko Ono在哈帕/Harpa中心举办的演唱
会赢得如潮好评。一些定期的会议，如星
战网游玩家大会/Eve Online Fanfest，北极
圈论坛等也在这里举行。中心自2011年5月
开业以来，接待的来宾已超过500万。

一流的设施
哈帕/Harpa中心设有地下停车场，您无
须担心天气的无常。在这个国际化的场所，
所有服务设施都是顶级配置，一流的商务
中心，高速互联网接入，同传厢以及接听耳
麦等等，一应俱全。

在哈帕/Harpa中心设有两个高档餐厅，
餐厅提供改良的传统冰岛菜肴。中心周边
更是分布着雷克雅未克各色美食餐厅。根
据设计者的初衷，哈帕/Harpa活动中心经
常举办各种主题活动。包括冰岛电波音乐
节/Iceland Airwaves在内的很多音乐节也
在这里举办。事实上，这里已成为冰岛交
响乐团、冰岛歌剧团/Icelandic Opera以及
雷克雅未克大乐队/Reykjavik Big Band
的“主场”。

北方的新地标
就如当您想起悉尼歌剧院就能想起澳大
利亚一样，哈帕/Harpa中心已经成为冰岛
最大的标志性建筑以及冰岛文化的标志。
 - ASF

哈帕/Harpa音乐厅和会议中心这栋宏
伟的玻璃幕墙建筑，可能在世界的某

些大城市不足为奇，而对于只有12万人口的
冰岛首都来说，则是引人注目。它从另一个
侧面向人们证明了冰岛对于文化生活的重
视。哈帕/Harpa音乐厅和会议中心独特的
玻璃外立面是由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
松/Ólafur Elíasson和亨宁.拉森建筑事务所/
Henning Larsen Architects共同设计完成
的，它由若干块玻璃砖块构成，这些砖块的
灵感来自于玄武岩结晶体，就如在史克卡瀑
布/Skógarfoss发现的那种。自然采光是音乐
厅和会议中心设计的关键，因为随着日光的
变化，玻璃外墙的反射率和颜色也会随着变
化。每当夜幕降临，玻璃幕墙华灯初上之时，

整栋建筑在海港的夜色映衬下熠熠生辉，照
亮了海湾，照亮了埃斯亚山/the mountains 
of Esja。哈帕的这座宏伟建筑一直备受关
注，2013年，该建筑荣获密斯·凡·德罗欧
洲当代建筑奖/Mies van der Rohe Award。

火之厅
哈帕/Harpa音乐厅和会议中心的四个厅
都风格强烈，设计得迥然不同。这四个厅
的名字分别对应空气、大地、火焰、水源
四种元素。演奏大厅艾尔博格/Eldborg

文化庆典
哈帕/Harpa音乐厅和会议中心迎来开业第五年

Harpa
Main office +354 528 5000
Box office  +354 528 5050

  concerts@harpa.is 
  conferences@harpa.is
   www.harp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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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鱼是一种可爱的动物。蓝鲸、座头
鲸、抹香鲸，当然还有那些亲切友

善的海豚们，它们总能让人着迷。有谁能
忘记朱蒂·考林斯演唱的经典苏格兰捕
鲸歌《最后的海鲸》中，座头鲸那哀伤的
伴声？

冰岛第一个鲸鱼展厅
鉴于世界范围内人们对鲸鱼兴趣的日渐
浓厚，加上冰岛旅游热的兴起，几年前就
有人萌生了举办鲸鱼展的想法。建设计划
在私人投资者的资助下制定而出，最终人
们为这些感人的神秘海洋哺乳动物建立一

个礼赞的场所。2015年2月，1700平方米
的“冰岛鲸鱼”展厅正式落成向公众开放
我们对此感到非常激动和骄傲。

舒缓的环绕立体声音响
“冰岛鲸鱼”展厅是欧洲（可能也是全球）

最大的鲸鱼展厅，展厅展出了冰岛沿海水
域23种常见鲸鱼原尺寸复制品模型。置身
在展厅，您会沉浸在另一个世界，也许会
浑然忘却（至少有片刻时间会如此）“海面
之上”现实世界的一切。聆听着通过环绕
立体声传出的鲸鱼美妙的“歌声”、吸气声，
以及波涛涌动的声音，一定会让您拥有一
份独特的观展体验。

与鲸鱼亲密接触
看到与实际大小如此接近的鲸鱼模型，游
客对这些庞然大物有了全新的了解，现场
信息展板详细介绍了对每种鲸鱼的研究信
息。每个鲸鱼模型都是钢铁和泡沫结构， 

“皮肤”由手工缝合而成。展厅内最重的鲸
鱼模型达两吨之重。

免费咖啡
参观完这个神奇的展览后，你可以在
主展厅休憩片刻，享受一杯免费的热咖
啡或香茗。

在展厅大堂您可预订门票观看鲸鱼
表演，礼品店则能选购各种造型可爱、兼
具装饰性和实用的鲸鱼以及其他海洋生物
的礼品。

如果您喜欢鲸鱼，你会发现，前往位
于格兰迪/Grandi区、毗邻雷克雅未克港
的“冰岛鲸鱼”展厅观看鲸鱼展，不只是一
次魅力体验，而且也是让您全家接受教育
的一次绝好机会。

鲸鱼们一定会满意！
除圣诞节和新年外，“冰岛鲸鱼”展厅
全年开放。冬季开放时间为上午十点至
下午五点。 -EMV

冰岛鲸鱼礼赞
与深海中巨鲸亲密接触

Tour ism, CulT ur e a nd Business issue 28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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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bute to these impressive marine mammals 
and it was with great excitement and fanfare 
that Whales of Iceland’s 1,700 square metre 
exhibition hall opened its doors to the 
public in February 2015. 

Soothing Surround-Sounds
Whales of Iceland is the largest whale 
exhibition in Europe (and quite possibly 
the planet), with 23 full-scale replicas of 
the whales that frequent Icelandic coastal 
waters. Here you can immerse yourself 
in another realm and forget your cares 
(for awhile at least) of the world ‘up top’. 
Beautiful, soothing surround-sounds of 
whale songs, clicks, as well as the gentle 

sound of pulsating waves adds an extra 
dimension to this unique experience. 

Close Encounters of a Cetacean Kind
Being in such close proximity to the life-
size models gives many visitors a new 
appreciation of their grandeur and scale, 
while meticulously researched information 
panels give you the low-down on the details 
of each magnificent animal. Made of steel 
and foam, each model’s ‘skin’ is hand stitched 
together and when finished the largest among 
them weighs up to two tonnes. 

Free Coffee!
After you have had time to soak up the 
magic, take a moment to enjoy a hot coffee 
or tea in the main hall - it’s on the house. 

Whale watching tours can be booked in 

the lobby and  the gift shop is where you 
will find many lovely whale and marine life-
related items, both decorative and practical. 

If you love whales, you’ll find the Whales 
of Iceland exhibition, located near Reykjavik 
Harbour in the Grandi District, to be not 
only an enchanting experience, but also an 
educational one that the whole family will enjoy. 

The whales would certainly approve!
Whales of Iceland is open year round, except 
over Christmas and New Year’s Day. Winter 
opening times are from 10.00 a.m. to 5.00 
p.m.  - EMV

P ersonally, I have always loved whales. 
Blue whales, humpbacks, sperm 

whales, and of course those oh-so-friendly 
dolphins have always fascinated me. Who 
can forget the plaintive sounds of the 
humpback whales that accompanied Judy 
Collins in her rendition of the old Scottish 
whaling song ‘Farewell to Tarwathie’?

A First for Iceland 
The idea for the exhibition came about a few 
years ago in response to mounting interest 
in whales worldwide, coupled with the rise 
in tourism to Iceland. With the help of 
private investors, plans were laid to create a 

               celebraTIng    
          Iceland’s Whales
A Close Encounter with Those Majestic Giants of the Deep

Fiskislóð 23-25  • Reykjavik 101 

+354 571 0077 
  info@whalesoficeland.is
  www.whalesoficeland.is

Whales of Ic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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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凯夫拉维克国际机场仅五分钟
路程处坐落着冰岛唯一的摇滚乐

博物馆。它位于有着冰岛“甲壳虫小
镇”昵称的凯夫拉维克，因为冰岛最
具“甲壳虫”风格的乐队 Hljómar 就
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音乐之旅。由于
小镇离前美军军事基地（在机场旁）
不远，所以这个小镇的居民是冰岛
最先接触摇滚乐的群体。由此说来，
在凯夫拉维克建这座博物馆再适合不
过。博物馆位于一幢叫做 Hljómahöllin 
新建成的楼内，这个名字既涵盖了对
乐队的敬意，同时一语双关，有声音
与和弦两个意思。

该博物馆为对冰岛音乐感兴趣的
人而建造，它包含了从1830年到现在

的冰岛音乐史。此博物馆不同于传统
博物馆，你不必购买一本宣传册获取
每件展物的详细信息，当您抵达时，
博物馆会借给您一部含有摇滚乐应用
软件的Ipad。这会让您更深入地了解
每位艺术家的历史、聆听他们的音乐
和观看他们的视频。

博物馆提供的内容繁多。例如，
您能看到Sugarcube乐队的 Regina 音乐
影片中鼓手Sigtryggur Baldursson穿过的
飞行员服；曾属于Of Monsters and Men
乐队中Brynjar Leifsson的电吉他，Brynjar 
在乐队第一次巡演时曾使用过；还有
Páll Óskar的LED灯套装。博物馆经理
Tómas Young说，您还可以亲手试试一
整套电子鼓乐器、吉他、低音吉他和

键盘。“我们还有一个声音试验室，
您可以尝试不同的乐器，”Tómas 
说。“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
非常有意思。成人和孩子都能享受音
乐的魅力。就在最近，我们新添加了
一部混声器，人们可以使用多轨录音
设备体验录制Of Monsters and Men的热
曲 Little Talks 的乐趣。比如，您想放
大吉他的声音，那么把吉他轨道上的
音量调大就行。再者，我们还有一间
舒适的小型电影院，全天放映关于冰
岛音乐的纪录片，比如由 Sigur Rós 制
作的 Heima 和Rokk í Reykjavík。”

每个好的博物馆都有出售纪念品的
商店，冰岛摇滚乐博物馆也不例外。您可
以买到当下音乐人的最新专辑和以前的
专辑。针对想更多地了解冰岛音乐和艺术
家的人们，商店还出售各种不同的书和纪
录片。.这里还有一个由冰岛最好的咖啡
制造商之一Kaffitár经营的咖啡店。这是
一家当地烘焙咖啡店，专门从事进口、烘
烤、提供阿拉伯咖啡中最好的咖啡豆。

 - HDB

冰岛最好的摇滚乐
Iceland’s only Rock ’n’ Roll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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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celandic Museum of Rock ’n’ Roll
Hjallavegur 2  •  230 Reykjanesbær

+354 420 1030
  info@hljomaholl.is
  www.rokksaf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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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一生中，没有什么能比欣赏
到魔幻绚丽的北极光跟让人难忘

的体验了。很多来冰岛旅游的人都梦想
对它一饱眼福，可惜的是，北极光变幻
莫测，难以捕捉，出现前从来没有任何
预兆。因此极光-雷克雅未克北极光中
心的建成，是件让人欣慰的事情。在
那里北极光永远都会出现。

独一无二的体验
这个中心是由四个有独特创新意识的
冰岛年轻人创建的，他们提供一站式
服务，以满足游客对观看北极光的需
求。中心坐落于雷克雅未克老港口的边

上，服务内容包括科学启发与普及。来
到这里，人们可以浏览世界各地关于极
光的故事和传奇，了解这种惊人现象背
后的科学原理，饱览冰岛顶尖摄影师拍
摄的瑰丽的极光作品。还有一个特殊设
置的“摄影站”，让游客学习如何调节
相机设置，让人们亲自动手来捕捉极光
的画面。

抚慰心灵的音像
同时，雷克雅未克极光中心的真正看家
本领是现阶段极光活动的高清延时影像
技术。呈现在7米宽的银幕上，人们可
以坐下来，享受13分钟的影像，随着

令人松弛和缓的音乐，令人目眩神迷的
极光活动图片展示在您的眼前。这种如
参禅般的体验只能用两个词来形容，那
就是治愈与安宁。

热咖啡和精选礼品
离开前，可以在该中心的礼品店品尝免
费为您提供的咖啡，看一看冰岛最富创
造力的设计师的出品。那些精美的服
饰，玻璃器皿，画作和羊毛编织物会
让您印象深刻。主题？您随意。

更正概念
在冰岛，可能有人告诉您，户外温度到
零度左右，或低于零度，才能看到北极
光。这是经常被引用但却是错误的概
念。我们特此声明，的确北极光经常会
在寒冷气温和明朗天气情况下出现，但
它们的出现和外界的实际温度却没有任
何关系。 - EMV

全年寻猎北极光
雷克雅未克北极光中心

Grandagarður 2 • 101 Reykjavík

+354 780 4500
  info@aurorareykjavik.is
  www.aurorareykjavik.is

Aurora Reykjaví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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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中，慢慢消磨时间；到了夏季，午夜的
太阳非常适合游客在乡间或山上静静远
足、放松身心、缓解快节奏城市生活的压
力。冰岛人口密度极低，每平方公里不到
1人，在冰岛的偏远地区，有时几天都见不
到一个人影。

您曾目睹过彩虹吗？
冰岛是彩虹之岛。象征幸福、欢乐的彩虹
着实是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线。冰岛夏季
每天的日照时间都在20小时左右，看到彩
虹并非难事。由于冰岛四面临海，天气多
变---常常是早晨还是阳光明媚，一会儿便
阵雨如泻，到了午后又是白云朵朵，阳光万

里。正是这种多变的天气导致了各种神奇
彩虹的形成。在西方，很多人将彩虹视为上
帝的祝福在陆地留下的标志。

逛街购物
在离开冰岛之前，想必您一定想花点时
间为您的亲朋好友选购一份礼物带回家
去。雷克雅未克/Reykjavik有许多国际知名
品牌，包括劳力士手表/Rolex Watches、
潘朵拉珠宝/Pandora Jewellery、皇家哥
本哈根瓷器/Royal Copenhagen、爱步男
鞋/Ecco  shoes、雨果.波士服装/Hugo 
Boss、添柏岚户外品牌/Timberland以及
全色彩的贝纳通服装/United Colours of 
Benetton等等。
汪蓓将面面具到的为您介绍冰岛商业、文
化、购物、旅游的各个方面信息。 - EMV

汪蓓是一位优雅美丽的年轻企业
家。她每天都忙忙碌碌。自从八
年前来到冰岛开始，她似乎就没

有闲着的时候。冰岛原生态的壮美深深折
服了她，由此，她迈出了人生最重大的一步，
在冰岛定居了下来。

汪蓓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她在新
加坡学习生活了六年，取得了酒店管理的
学位。来冰岛之前，她还先后在新加坡和
中国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担任近五年管理
职位。

面向中国游客的冰岛冰岛纵横旅行社
2007年，汪蓓来到冰岛，正好赶上一个
好时机。当时冰岛旅游热刚刚兴起，汪蓓
在旅游和酒店管理方面所接受的教育，在
帮助她发现面向中国游客应该提供什么样
的旅游产品及服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如今，她的旅行社已成为冰岛创办时
间最久，规模最大的旅行社之一。这家正
规经营的大型旅行社，专门从事旅游目的
地管理，在组织旅游团、奖励旅游、公司
商务旅行和休闲旅游等冰岛旅游项目方
面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规模迅速扩大的2015年
冰岛正在迅速成为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
旅游目的地之一。冰岛纵横旅行社96%的
客户来自中国，公司业务的迅速发展，使
其成为中国游客赴冰岛旅游的首选旅行
社。去年，公司业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爆
发式增长，今年通过旅行社预订2016年
冰岛游的中国游客数已经翻番，因而公司
业务必将继续快速增长。 汪蓓

冰岛纵横旅行社及竹苑亚洲美
食餐厅的经营和所有者

确保您的冰岛游畅通无阻
汪蓓的成功有部分原因取决于她不知
疲倦的人际沟通技巧，这些技巧帮助她
与当地供应商建立起了独家合作伙伴关
系，这些供应商包括酒店业主、旅游公
司、旅行客车公司等等。正是这些独家合
作伙伴，确保了冰岛纵横旅行社的客户能
够在冰岛获得顺畅的、环环相扣的旅游
体验。

冰岛纵横旅行社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
汪蓓和其丈夫王大卫/David Wang是冰岛
旅游局/Íslandsstofa的咨询顾问。夫妻倆广
泛的人脉关系，为那些有意在冰岛经商的
企业家提供必要的会议安排。

竹苑餐厅，回家的感觉
一天的观光结束后，你一定想放松身心、享
受晚餐，并与同伴们一起共度美好时光，
那么，竹苑餐厅正好适合您。竹苑餐厅是
冰岛最大的中餐馆，餐厅的美食既能满
足亚洲人的口味，又能迎合西方人的偏好。
餐厅毗邻雷克雅未克/ Reykjavik商业区，
提供各式亚洲菜。在这里，你既能遇到当
地的居民，又能邂逅外国的游客。

享受宁静
冰岛的壮丽景色即便不是世界独一份，也
称得上欧洲仅有。在冬季，你可以置身于
宁静的冰岛乡村，或沐浴在北极光温暖的

Bambus Asian Cuisine & Lounge
Borgartún 16  • 105 Reykjavik

+354 517 0123
  betty@bambusrestaurant.is
   www.bambusrestauran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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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家常菜馆是权贤清和王文丽
夫妇共同经营的餐馆。15年前

他们带着儿子权威，从中国安徽省移
居到冰岛。夫妻二人在雷克雅未克多
家餐馆打工多年，梦想着能开家自己
的餐馆，把中国的饮食文化推向冰
岛。冰岛那时虽已经有中餐馆，但都
被西式化了，没有正宗家常口味的中
国菜。

终于在2012年他们实现了经营
中餐馆的梦想。现在他们全家每天都
在为自家的餐馆忙碌着。餐馆的菜式
以川菜为主，但也可根据顾客的不同
要求，改变菜的口味。饺子、麻婆豆
腐、鱼香茄子、回锅肉、烤鸭、宫爆
鸡丁、火锅，还有冰岛的海鲜等等，
都普遍受到冰岛本地客人的欢迎，更
受到了中国游客的好评。凤凰餐馆还

曾接待过商务部部长和阿里巴巴总裁
马云，他们都对这里的家常菜赞不绝
口，让他们有一种在家吃饭的感觉。

凤凰餐馆一直都采用最优质的食
材。鱼、肉都是使用最新鲜的，每道
菜都是单独烹饪。他们还专门为中国
游客准备了中文菜谱，每位顾客可以
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菜肴。无
论是预定团餐还是订外卖，让您可以
随时随地享用中国美食。

餐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不
论是个人还是团体用餐，还是生日宴
请。人们可以把想要的菜谱和价格说
出来，他们可以根据价格提供相应菜
品。

凤凰餐馆将以优质的服务，美味
的菜肴和优惠的价格迎接八方来客!

 - SJ

Skólabrú是冰岛最受推崇的餐厅之
一。它位于雷克雅维克市中心最有

象征意义的一幢老房子内。这家有着
将近120年历史的老餐厅紧邻特约宁湖
和近220岁的雷克雅维克Dómkirkjan老
教堂，环境非常轻松优雅。

Skólabrú为喜欢美食美酒的您，提
供优质的服务，并且价格公道。这家
餐厅可以为有较高需求的客户举办聚会
和会议，包括当地的外国使团、陪同外
国电影制作的大队人员（冰岛近些年吸
引了很多电影团队在此取景）。餐厅还
甚至打造了一个专用的移动餐厅，以
保证电影工作人员在远离雷克雅维克
的荒野拍摄时，也能享用美食。

Skólabrú可以轻松容纳150人，
二楼可以容纳80人举行私人聚会。 
主楼层有一间小单间，可以容纳14 
人。房间内的墙壁装有大屏电视，特
别适合举办私人会议或小型研讨会。
二楼有宽敞的场地，屋顶极高，可以
设置大型投影屏幕和所有必要设备以
举办专业会议或大型私人会议。餐厅
还经常改变其装饰以应对特殊要求，
包括举办公司聚会、婚礼和私人生日
聚会。团体预订可以享受免费接站服
务。两层楼都提供互联网服务。

餐厅在1992年开始营业，于2009 
年由新业主接管，有稳固的供应商
网，可以保证随时供应质量最好的

原材料。厨师们可以烹制精美绝伦
的菜品，有对传统鱼肉菜肴进行改良
后获得现代口感的菜肴，有美味的素
食菜，以及多种具有异域风格的招牌
菜。

Skólabrú传统的羊肉颈脊和盐渍
鳕鱼（咸鳕鱼干）非常出名。对于想
吃到更具异国情调美食的顾客，厨师
们提供如海狼（大西洋狼鱼）和野鹅
生肉片等精致招牌菜。甜点菜单会令
人垂涎三尺，高档的红葡萄酒、白葡
萄酒和含汽葡萄酒，为美食和甜点锦
上添花。餐厅也供应各种啤酒和烈性
酒。

Skólabrú是喜欢在优雅环境中享用
美食者的首选餐厅，它也同样对团体
顾客提供无与伦比的服务。 - SF

Skólabrú美食餐厅
冰岛招牌菜之家

Skólabrú Fönix veitingahús
Pósthússtræti 17 • 101 Reykjavík

+354 511 1690
  booking@skolabru.is
   www.skolabru.is

Bíldshöfði 12 • 108 Reykjavík

+354  567 7888
   www.fonixveitingahus.is

凤凰家常菜馆
中国美味家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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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有许多“与众不同”的食物，其来
源都与航海历史有关。为了保存食

物，维京人想出了各种别出心裁的方法，
这些方法代代相传，延续至今。对很多人
来说，虽然其中的一些食物听起来似乎
让人倒胃口，但它们却吸引着许多喜欢冒
险的人们前来尝试。冰岛是一个崇尚冒险
的国家，勇者可以在这里大饱口福，而胆
小的就只能吃汉堡了！

海上男爵其人
卡尔坦.赫尔多森/Kjartan Halldórsson, 人
们都叫管他叫“海上男爵“，他曾有海上捕
捞和担任海岸警卫队主厨的经历。有一手
烹制海鲜绝活的他，制作的龙虾汤闻名于
世，曾赢得“世界最佳龙虾汤”的称号。尽
管他从未公开过制作秘方，但这并没有影
响餐厅的生意，忠实的食客们每天都趋之
若鹜。海上男爵进入餐饮这一行，纯属偶
然。一天，他正站在他鱼店的几箱鱼边，几
个外国游客路过，问他能不能为他们做点
鱼吃，他马上灵光一现，立即跑到最近的
五金店，买来了一个烧烤架，为这些游客做
起烤鱼来。他的生意也从此开始。那时
候，他经常邀请到他店里的
客人在他这个看似不适
合做餐厅的“鱼店餐
厅”就餐。口碑很快
传开了，不久，他挪走
了店里的所有鱼箱，
全部摆上了餐座椅，正
式开始了餐厅的经营。他
烹制的饭菜美味而特别，无
人能够想象。他所采用的旧食谱，有些听
起来甚至让人“反胃”，但正是这些稀奇古
怪的食物，让他名扬海外。

海上男爵的辞世
虽然卡尔坦/Kjartan，这个真正的海上
男爵，不久前辞别了人世。但他的餐厅却
将持续稳定地得以经营。几年前，应海
上男爵的请求，一位精力充沛，充满活力
的年轻女士伊莉莎贝.珍.斯古拉多蒂尔/
Elísabet Jean Skúladóttir买下了餐厅。海
上男爵也因此将他的经营管理之道以及
独门技艺传授给了伊莉莎贝/Elísabet。卡
尔坦/Kjartan生前希望他的餐厅能够在他
离世后继续得到很好的照料，他常常开玩

笑说，伊莉莎贝/Elísabet不仅收购
了他的餐厅，更买下了

他已创立起的这一
块金字招牌。今
天，当游客来到
餐厅时，依然能
够明显感受到卡
尔坦/Kjartan的

精神，他的蜡像栩
栩如生，依然象往常一

样，微笑着迎接每一位来的客人。

在就餐中体验航海
雷克雅未克/Reykjavik航海多年的海上捕
捞者非常喜欢卡尔坦/Kjartan餐厅。老船
长们以及他们家庭捐赠的各种富有个性的
纪念品在餐厅内随处可见。手工制作的各
种帆船模型、老式海船照片以及鸟类标本
挂满了餐厅二层的墙壁，这里适合35人以
下的团餐。坐在由鱼桶改造的椅子上，眼前
是擦得锃亮的桌子，四周布满了各种航海
用品，在这样的环境中用餐，不仅让您大
饱口福，而且一定会让您留下美好的记忆！
这还不算，也许留给您最深印象的是在这
里品尝发酵的海鱼，它的味道竟然是那么

的棒！白鲸串（小须鲸串）、以及各种鳕鱼、
蓝灵、三文鱼、鳟鱼、小龙虾和大龙虾串等
等，鲜美无比。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只在每周
四中午才有供应的冰岛特色餐---各种发酵
海鱼。在每月的第一个周六，餐厅还供应油
渣鳐鱼配土豆黄油黑面包，这道美食只在
每年的9月1日到次年的4月30日才有供应。
餐厅的甜点—各种各样的香米布丁，通常
搭配葡萄干和肉桂糖，正宗的冰岛口味，有
机会可一定要品尝哦。 

一帆风顺，海上男爵鱼餐厅！
海上男爵，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深深将
他怀念。他的餐厅将持续口碑载道，他所
创造的食谱也将会世代相传，继续满足
冰岛和世界各地拥趸者的胃口。卡尔坦/ 
Kjartan对冰岛餐饮业的影响毋庸置疑，
他让人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盛大的就餐
体验。 – ASF

Geirsgata 8 • 101 Reykjavík 

+354 553 1500 
  seabaron8@gmail.com 
  www.saegreifinn.is

Sea Baron 

勇者得其食
海上男爵海鲜餐厅 吸引八方游客

终于让我找到了租车如此便宜的汽
车租赁服务公司！您知道即便是

一辆双开门普通小客车在冰岛每天标
准的租车费通常要高达100欧元（这是
冬天的价格，夏天收费更高些），眼前
的这个超值价格让我感觉非常不解。不
会在合同的附属条款里潜藏着什么隐
含性费用或者额外收费吧？我决定直
奔这家租车公司弄个明白（因为这是

一个小型家族企业，所以这样做并不困
难）。

爱租公司的老板卑尔根.塞瓦尔逊/
Björgvin Sævarsson和蔼可亲，他向我
保证客户所见即所得，爱租公司出租的
汽车不限公里数，租车费中包含了所有
的税费，所出租的车辆种类较多，其中
部分是新车，大部分都在八九成新，租
赁费最低为每天39欧元。在爱租公司，
您还能租到自行车、越野车甚至凯迪
拉克凯雷德、悍马H2这类顶级豪华车。
知道租费最便宜的是哪种车吗？它是5

座现代i10，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5
月31日期间，每天租车费为39欧元。看
看这价格，今年冬天去冰岛旅游，费用
不是问题了吧？ -EMV

爱租/iRent
汽车租赁公司
冰岛旅游，玩得起!

Tour ism, CulT ur e a nd Business issue 28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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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nally a car rental company with 
affordable prices! Knowing that the 

standard price for even a small 2-door, no 
frills passenger car can cost upwards of €100 
a day in Iceland (in winter, and even more 
in summer), I was intrigued. Surely there 
was a catch - hidden fees or extra charges 
somewhere in the fine print? I decided to go 
straight to the top and find out for myself. 
(Ok it’s a small family-run company so this 
was not difficult.) 

I spoke to iRent’s affable owner Björgvin 
Sævarsson who assured me that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Unlimited miles, all taxes 
and fees included in the price, and a very 
nice selection of new and almost new cars to 
choose from, starting at €39.00 a day. You 
can even rent a bicycle or an all-terrain vehicle, 
or opt for their high-end luxury cars such as 
the Cadillac Escalade or the Hummer H2. 

The least expensive car? It’s the 5-passenger 
Hyundai i10, priced at €39.00 a day from 
September 1st 2015 to May 31st 2016. At 
these prices how can you NOT afford to visit 
Iceland this winter?  -EMV

IrenT 
car renTal 
company
Affordable Iceland

iRent Car Rental
Hólmbergsbraut 1 • 231 Keflavik

+354 544 5868 / +354 844 5868

  irent@irent.is
  www.irent.is

Two Icelandic themed villages

The Fisherman's village, our newest 
accommodation is Hlið in Álftanes only few 
minutes drive from the Viking Village. 
Like a country home by the seaside. 
Such an idyllic place to visit. 
The restaurant is open for groups in the 
evenings. Close to the President's residence.

Viking feasts - Souvenirs - Live entertainment most nights

“You haven't  been in Iceland
   if you haven't been to us“

Don’t miss it!

www.vikingvillage.is | +354 565 1213Booking:

HLIÐ ÁLFTANESI

Restaurant & 
Lodging

15 m
inutes drive 

to the city centre

The Viking Village is a unique place. It is the 
only Viking theme Hotel and restaurant in 
Iceland. We have step by step been developing 
our facilities over the last 24 years and will 
hopefully continue to do so in the future. We 
offer Hotel accommodation and Viking 
houses. Good for families and groups.

www.lagooncarrental.is 
 tel. +354-517-1221

New cars, friendly service and great prices.

iRent Car Rental
Hólmbergsbraut 1 • 231 Keflavík

+354 544 5868 / +354 844 5868

  irent@irent.is
  www.iren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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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直升机宽大的舷窗，在空
中从不同的角度鸟瞰冰岛
独特的景观，着实是一次激

动人心的体验！坐在最新款的直升机
内，遨游在美丽的景色之上，您可以
真正全景观看冰岛壮丽的景色，领略
冰岛奇异的景观。

摄影专家
由于乘坐直升机观光不受路况的限
制，您可以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您
可以到达即使是越野四驱车也到不了
的地方，捕捉在地面上即便是做梦也
想不到的摄影的好机会。不同的视野
和角度，独特的光影变化，让您能够
获得地面摄影师们永远也无法得到的
全新的构图效果。

“Big Bell ”直升机
新款Bell 407GX 直升机是冰岛仅有的
专用于观光摄影的直升机，内置高级
象牙白纯皮座椅和博士/Bose防噪音
耳机，配有改进型圆形落地舷窗，宽
大的舷窗为摄影师们提供了一个极好
的角度。“Big Bell”直升机以其卓越
的性能及可靠的安全性而著称，驾乘
体验舒适，最多可容纳6名乘客。

终生难忘的旅行
在您时间有限的冰岛游中，您一定希
望充分利用每一分每一秒！那么，坐
直升飞机观光绝对是最好的选择。地
面需要整整一天的行程，坐直升飞机
只需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您可以省
出更多的时间在景点逗留。

到目前为止，最受欢迎的项目是
乘机“黄金圈体验”之旅，从雷克雅
维克/Reykjavik出发，飞越鲸鱼峡湾霍
尔夫约泽/Hvalfjörður，再到冰岛海拔
最高的格莱姆/Glymur瀑布，之后降
落到朗格/Langjökull 冰川、360度全
景观看乡野景色。接着，再来到“黄
金瀑布”，从飞鸟的角度，观看瀑布
的壮观景象；然后继续乘机前行，去
盖歇尔/Geysir间歇泉，观赏史托克/
Strokkur间歇喷泉氤氲的巨大水柱。
在这里稍作停留，到附近的地热区走
一走，吃一点可口的小点心，然后乘
机前往世界上最早的议会所在地—辛
格韦德利。

从空中俯瞰，地表景观形态万
千，您可以看到被挤压错开的美洲

地壳板块和欧洲地壳板；您还可以看
到，在辛格瓦德拉/Þingvallavatn湖南
岸，一座座热气腾腾的地热发电站伫
立于湖岸，煞是壮观。这些发电站通
过地表深处炙热的火山岩为雷克雅未
克提供绿色的地热热能和热水。

冰岛的地壳运动非常活跃，“狂野
地热”之旅将带您领略鲜活壮观的景
象，观看引人注目、热气腾腾的巨大
水柱从奈斯亚威里尔/Nesjavellir以及 赫
利舍兹/Hellisheiði乡间的地热发电站喷
涌而出。您还可以目睹格莱姆/Glymur
瀑布的独特风采，体验飞越辛格韦德
利国家公园/Þingvellir National Park 的美
妙。飞行员还会将飞机降落到某个地热
点，让您置身于如诗如画的情景之中、
与冰岛独有的自然景观亲密接触。

离 开 地 热 带 转 而 进 入 冰 的 世
界，“奇异幻彩冰河湖”/Jökulsárlón 
Exotic Palette之旅带您欣赏传说中冰岛
的冰。在著名的冰川泻湖冰河湖，您
可以有幸目睹大块冰块浮游于平静水
面、冰河湖水冲涮湖岸的壮观情景；此
外，“奇异幻彩冰河湖”/Jökulsárlón 
Exotic Palette之旅还能让您享受一路
缤纷，从冰崖的“蓝”，到苔藓的“
绿”，再到黑沙滩极致的“黑”，让
您大饱眼福！

直升机之旅的标准行程从45分钟
到5个小时不等，也可以根据游客的
需求为游客量身定制，行程从几分钟
到几天均可。无论是想去野外郊游或
找寻合适的婚礼地点的小型家庭团，
还是想坐上飞机到近处景点快乐游览

一番的大型旅游团，都可以找到适合
您的方案。

绿色旅游
乘坐直升机游览，不在冰岛脆弱的自
然景致中留下车痕。此外，由于直升
机几乎能够在所有的地方着陆，游客
可以乘机前往人迹罕至的冰川和熔岩
区，体验探险的乐趣。           - JG/-ASF

摄影： OZZO Photography

Mörkin 3 • 104 Reykjavík

+354 561 6100
  info@helo.is
  www.helo.is

Helo - Helicopter Service of Iceland

体验冰岛最舒适的直升机
坐直升机游览，独赏一番风景

www.icelandictimes.com 33www.icelandictimes.com32



冰岛时代：旅游、文化和商业 二零一五年•第三期

独一无二的冰岛旅游摄影服务
有经验丰富的摄影师陪伴，让您一路旅行
惊喜不断！摄影师将为您创造极好的机
会，教您如何捕捉那独特光线下的美景，
帮助您提升摄影技巧。专业摄影师们对一
天中的不同时间，哪里才是最佳的摄影地
点如数家珍！不过请放心，他们会把机会
留给您，让您亲手拍出绝美的照片！

乘机飞往冰岛南部的赫本/Höfn小
镇，领略小镇的无限魅力！触目所及，风
景绝佳。黑色的沙滩衬着晶莹剔透的特
纳/Vatnajökull冰原，相映成趣，别具美
姿；火山岩及冻冰姿态万千，让人浮想联
翩，此情此景，犹胜画境！如果幸运，您还

可在夜晚时分，欣赏到绚烂的北极光呢！
冰湖/Jökulsárlón是冰川泻湖，此地无处不
是摄影的绝佳地点。这里的瀑布四季竞
秀，美态各异。而间歇泉温泉区/Geysir hot 
spring area则水汽氤氲，雾气缭绕。两者对
比鲜明，各擅胜场。

按照地质研究，构造板块之间的不
断张拉，形成了辛格韦德利/Thingvellir独
有的奇观。而雷克亚内斯半岛/Reykjanes 
peninsula则是另一番景致。从艳丽的地热
山到凝然一碧的湖泊、再到各色泥塘、断
层和裂缝、休眠火山、熔岩锥和陨石坑以
及闻名遐迩的蓝湖/Blue Lagoon，气象万
千，应有尽有。大自然的壮观与附近的田园

风光及自然渔村交相辉映，美轮美奂，良
机无尽。您该大显身手，留住绝美画面！

四季更迭，周而复始，一年甚至一日
间光线时明时暗，变换不断。这一切都为
您提供了无穷的光影空间！

按照日程，接下来就该前往冰岛北部
和西部，西部和北部景色迥异，如果您去
过南部，您会发现这里的拍摄机会和光线
条件与南部完全不同，光影之旅竟是如此
充满期待！

享受美食！
这里的羊羔肉和鱼肉口感鲜嫩无比，是举
世无双的美味，您尽可大快朵颐。此外，
您还可以学着自己烹调，尽情享受这奇特
的美食之旅。

海边垂 钓，乐趣 无限 ，上钩的新
鲜海鱼，可以聊当午餐。福来吉斐斯卡/
Fylgifiskar餐厅的大厨早已静候于此，为您
悉心讲解—如何利用当地香草、调料和
蔬菜烹制鲜鱼。食足饭饱后，向蓝湖/Blue 
Lagoon进发，欣赏引人入胜的美丽蓝湖/
Blue Lagoon。

先往田园乡野，游览辛格韦德利/
Thingvellir—中世纪维京人的议会旧址，再
到贝嘉特加桑/Bjarteyjarsandur农场，美味
羊羔肉即产自于此。农场主非常健谈，对当
地的迷人历史、农作物耕种方法以及当下

四大特色—摄影、美食、编织及瑜伽
艾雅旅行社提供专业旅游服务，满足您的独特兴趣！

生态可持续生活方式，娓娓道来，令人忘
倦。品尝各色农场美食之后，再返回歌瑞
乐/Grill天台烤肉餐厅，学一节烹调课，之后
享用丰盛的晚餐，别提有多美了！

从羊毛到毛衣
这趟编织之旅，意在让您尽情游览、体
验并实践！从染色、纺纱到编织，各个环
节，都有专家指导。博尔加内斯/Borgarnes
海湾的家庭小旅馆，美丽而又独特，编织
之旅，从此开始。在这里，您可以领略羊
毛编织的一切奥秘！您可以进入当地半日
制编织车间，观察人们如何利用冰岛植物
和地衣对毛纱染色，也能参观尤拉赛利/
Ullarselið羊毛中心。总之，都会让您大开
眼界，增长见闻！

随后参观移民文化博物馆/Settlement 
Centre，感受冰岛历史，发思古之幽情。
您还可以领略冰岛西部的自然风光，参
观贝嘉特加桑农场，了解冰岛羊毛的来
龙去脉，参观冰岛山羊中心/Icelandic Goat 
Centre，品尝羊奶咖啡和薄饼，参观乐琼玛
林德/Ljómalind农贸市场售卖的各种羊毛
织品、工艺品和食品。

接着，不妨可以先到博尔加内斯海
湾，在极可意/Jacuzzis浴缸里泡个热水
澡，恣意享受，随后再去埃达世界/Edda’s 
World享用晚餐并观看工艺师们现场献
艺。当然，您也可选择参观北欧神话展
览，感受北欧神话的魔力！

专家一路指导，您不仅可以了解编织
这些美丽的羊毛毛织品的知识，还能将亲
手制作的羊毛织品并带回家哦！

热瑜伽，北极瑜伽静修地
冰岛自然风光美不胜收，来到这里，喧嚣
烦扰，一扫而空。这里，就是您洗涤灵魂
的圣地！热情的瑜伽师艾娃·索吉尔斯多
蒂尔/Eva Thorgeirsdóttir会给您悉心指导，
她的瑜伽课程开心有趣，动静结合，玄奥
神圣。修炼瑜伽这段时日，虽然面临巨大
挑战，但却能让人精神焕发，洞察天地外
的精神世界。

蓝湖/Blue Lagoon地热温泉就在惠拉
盖尔济/Hveragerdi地热村，您亦可乘机前
往那里并在此慢慢游玩，缓释身心。这个
美丽村庄坐落在山脚下，四周温泉环绕，
水汽缭绕，沄沄冉冉，别具魅力。

频繁的瑜伽训练，间或穿插向温泉
区乃至峡谷深处的徒步旅行，再在37℃的
温泉池中泡个热水澡，随后再去游览间歇
泉/Geysir，观赏古尔佛斯/Gullfoss瀑布，在

冰川上远足或骑马前往由于构造板块不
断运动所形成的大裂谷内的冰岛旅游圣
地之一的辛格韦德利国家公园/Thingvellir 
National Park，种种体验，妙不可言！

在您返家前，仍有些许闲暇，不妨逛
一逛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Reykjavik的街
市，挑选一些精巧别致的纪念品和小礼物，
让这次冰岛之旅刻骨铭心，永世不忘。

纵然游玩结束，您大可再待上一段时
日，享受冰岛这个极北国度的更多美景！
艾雅旅行社/Esja Travel可为您妥善安排，
包您满意！ - ASF

Lyngháls 11 • 110 Reykjavík

+354 560 2020
  info@esjatravel.is
  www.esjatravel.is

Esja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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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西部

 摄影师Ágúst Atlason
照片由西峡市场部提供
Marketing Office of the Westfjords
 www.west.is.

壮观的斯奈菲尔火山(Snæfellsjökull) 
因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而闻

名世界，它在阳光的照射下雪白晶
莹，而它只是冰岛西部美丽风光的冰
山一角。冰岛自然环境的美丽和多样
性体现在各个方面。山脉和冰川、肥
沃的土地、各种各样的鸟类、数不清
的河流湖泊、峡湾和港湾，还有不
甘寂寞的地热活动，正是这些因素
形成了其宏伟壮丽的景象。

而冰岛西部不仅有壮美的自然
风光。土地和历史相互交融，成
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片土地
之上，涌现着多位风云人物，如 
Sturlunga 传奇、Egil 传奇、Eyrbyggja 
传奇、Laxdaela 传奇，更不用说丰
富多彩的民间传说和冒险故事了。
博物馆和历史遗址遍布各处，让历
史辉煌重现。

对于户外爱好者来说，西部足
够让他们一夏天都有得忙。骑马
游、徒步、钓鱼、高尔夫都十分受
欢迎。结束一天的活动后，许许多
多的游泳池和热水浴池可供您放松
休息。住宿条件十分完善，从睡袋
到酒店，应有尽有。

无数岛屿组成的神秘布雷扎湾
(Breiða fjörður), 是种类繁多的海洋生
物的家园。海湾外的岛屿栖息着各
种各样的鸟类。一些岛屿特别适合
海钓。

位于博尔加内斯(Borgarnes)的旅
游信息中心提供大量有帮助的材料。

Map © Ólafur Valsson

具备历史风韵的自然风光 – 
发掘冰岛西部丰富的文化和自然风光

维京寿司冒险之旅- 海上奇遇      

Seatours - Smidjustigur 3 - 340 Stykkisholmur  
Iceland - seatours@seatours.is - Tel: +354 433 2254

    全年开放- 具体时间表请登陆www.seatours.is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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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莫林德/Ljómalind农贸市场是一家
专营特色手工制品和农产品的集贸市

场。在这里，本地奶油厂生产的传统脱脂
酸牛奶、农场新鲜的鸡蛋、鱼干、草饲牛肉
以及本地生产的熏制鲑鱼等都是小批量生
产，以确保上乘的品质。无糖巧克力、脱脂
牛奶糖、自制果酱、冰淇淋，以及各式各样
的手工艺品和羊毛织品，您可在旅途中享
用也是赠送亲朋的佳品。与大型连锁超市
不同，这里销售的都是数量有限的时令产品，
应季上架的商品，一定让您有意想不到的收
获。市场全年营业，包括节假日在内。 农贸市场每天的营业时间如下： 

冬季营业时间：下午1点到晚上6点

夏季营业时间：上午11点到晚上6点
地点—博尔加内斯旅游信息办公室旁边 

 -EMV

拉莫林德/LjómaLind农贸市场
正宗冰岛农产品—千万不要错过！

Vatnshellir CaveLjómalind Farmers Market
Brúartorg 4 • 310 Borgarnes

+354 437 1400
  www.ljomalind.is
  ljomalind@ljomalin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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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和图片©
Björn Rúriksson

Grundarfjörður镇的Stöðin山及 Kirkjufell火山

Snæfellsnes半岛南部的Længufjærur沙滩

雄伟壮丽，被冰川覆盖的
Snæfellsjökull山 (海拔1446m)。

想要真正了解一个国家，也许需要穷
极一生。尽管大多数来冰岛旅游的

游客对这个国家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庄严
雄伟，但今天，他们对冰岛的印象，已不
再只是这一刻板的印象了。他们可以借
助飞行员同时也是摄影师的比约恩•路里
克森/Björn Rúriksson的航拍，体验另一
番别样的冰岛。比约恩•路里克森/Björn 
Rúriksson在他的摄影集《空中看冰岛》
中，记录了他无数次驾着飞机翱翔在冰岛
上空，手持像机，惊险抓拍到的最美的冰
岛。 

比约恩/Björn从事航拍这一行已有
几十年了，他很骄傲地告诉人们，他执行
航拍任务所飞行的距离可以环绕地球15
圈。想抓拍到一张完美的照片，往往需要
反反复复多次接近拍摄地点，寻找最佳
的拍摄条件。也就是说，为了拍到一张理
想的照片，比约恩/Björn有时需要飞往同

一地点多达40次。不过，在比约恩/Björn
看来，每一分钟的飞行都是值得的,因为
这是真正了解冰岛构成的最好的方式。
冰岛的景色千变万化，冬季的漫漫长夜
和夏日的朗朗白昼形成鲜明对比；冰雪消
融及火山喷发各具千秋。比约恩/Björn
深有体会地说，一次又一次地飞往同一

个地点拍摄，感觉自
己越来越接近领略
冰岛构成的真谛了。

比约恩/Björn
说：“你只有在空中
才能俯瞰全景，才
能真正领略到在陆
地上发现不了的美，
因此我试着通过摄

影集把这种体验分享给大家”。

一件艺术品
火山活动是冰岛的一大特色，而且一直在
改变和塑造着冰岛。比约恩/Björn的航拍
影集当然也少不了火山活动的照片，在他
的影集中，共收集了他在冰岛全境航拍到
的16个不同的火山爆发场景。 

比约恩/Björn的航拍影集按地区划
分为不同的章节，每章开头都简要介绍了
本地区的地理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和冰
岛不断变迁的地质史的关系。因此，《空
中看冰岛》摄影集具有三种用途：一是作
为游客们来冰岛旅游的工具书；二是作为
冰岛旅游的纪念品；三是纯粹作为一件艺
术品加以珍藏。 

六语种版本
《空中看冰岛》摄影集有六个语言的版本
可供选择，分别是中文、冰岛语、英语、法
语、德语，以及最新的俄语版本。影集有
标准版和袖珍版两种版式，都采用优质
纸张印刷，增加画面的景深和质感。

www.icelandictimes.com38

空中看冰岛
一位冰岛摄影师航拍的冰岛

www.icelandictimes.com

位于赫利社兹/Hellisheiði的地热能源展
览馆常年展出比约恩/Björn的航拍作品。 

1783年广为人知的火山裂缝喷发所形成的LAKI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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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北部夏季的特点是夜半太阳。您可以打高尔
夫、观看海豹鲸鱼、骑马、徒步旅行、游泳、

钓鱼、江上泛舟、观鸟、露营或简简单单地享受大自
然中形态各异的事物。北部地区在冬天则有一番不同
的景象，您可在北极光绚丽的映射下在冰冻的米湖上
骑马，或是在阿库雷里市中心不远处的坡道滑雪。阿
库雷里被称为冰岛冬季运动之都。

从各个方面看，冰岛北部可能是冰岛最多元化的
地区了。自然景观包罗万象，从观鸟天堂米湖神秘的
周边地区到 Ásbyrgi 令人啧啧称奇的马蹄峡谷，从雷
霆之势的上帝瀑布和黛提瀑布到阿斯恰火山口，还有
德朗盖岛，不胜枚举。

在夏天去Askja这样的高原地区会让您终生难
忘。北部区域的鲜活历史也会令您尽享其中。几乎
在每个城镇都能找到博物馆，为您呈现各个领域不
可思议的视野，比如Hvammstangi的 Selasetur 海豹、
胡萨维克的鲸鱼博物馆和斯卡加峡湾 Glaumbær 农
场的草皮房子。Museum of Prophecies（预言博物
馆）坐落于Skagafjöður，这座城市被誉为冰岛音乐
之都。Skagafjöður Hjaltadal 山谷中的侯拉尔从前是
主教教座所在地，也是冰岛第一部印刷机的引进
地。Siglufjörður拥有民间音乐和鲱鱼博物馆。Blönduós
也有几座博物馆，而北部最大的城镇阿库雷里除了拥
有博物馆外，还有艺术画廊和丰富的文化。

Map © Ólafur Valsson

照片由冰岛北部办公室市场部提供
Marketing Office of North Iceland

www.northicelan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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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昼不懂夜的黑– 冰岛北部的多彩生活

冰岛北部

米湖天然浴场
在天然浴场尽情放松休闲。首先感受一下从地面裂缝深处升腾的一团团蒸汽
带来的放松之感，然后在地下2500 米涌上的地热水形成的泳池里享受奢华的
沐浴。如果您喜欢与自然亲密接触、在温暖的天然水里放松身体、洗涤灵魂， 
远眺米湖和惠尔山火山口的景观，那么米湖天然浴场绝对是您的完美选择。
 
Kaffi Kvika 餐厅
欢迎来到位于米湖天然浴场的 Kaffi Kvika，又称“岩浆咖啡馆”。在这里，
客人们可以在优美的环境中，观赏着此地区绝美的景色，同时享用一顿便餐、
喝点酒水、品尝甜点。
 
营业时间：
旺季（六月、七月、八月）  09:00-23:30
淡季（九月 – 五月）     12:00-21:30
 
米湖地区
米湖（Mývatn的音译）地区是欧洲最宝贵的自然宝藏之一。由于火山 喷
发和自古至今地震活动的反复作用，这片37 平方公里的 湖区地貌拥有难
以想象的熔岩、火山口和洞穴景观，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全景图。米
湖周边的湿地生长、栖息着各种植物和鸟类，夏天，这里也是大批摇蚊
的聚集地，这些摇蚊（冰岛语Mý)即是此地区名字的由来。
 
我们全体员工非常乐于为您提供在此地区观光游玩的信息。

米湖天然浴场 / Mývatn Nature Baths / Jarðböðin við Mývatn
冰岛米湖 660 号 Jarðbaðshólar
电话: (+354) 464 4411, 电子邮件: info@naturebath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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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和图片©
Björn Rúriksson

海豹的天堂；Húnavatns区的Hópið湖径流以及Sigríðastaðaós河口在此汇合。

冰岛北部最长的Eyjafjörður峡湾湾口景色。 
右方远处的Hrísey岛。

上面的两张图片是从Blönduós镇上空拍照的Blanda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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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tnshellir CaveKeahotels ehf (head office)

Skipagata 18 • 600 Akureyri

+354 460 2050
  keahotels@keahotels.is

  www.keahotels.is

阿库雷里基亚酒店/Hotel Kea Akureyri
在迷人的阿库雷里/Akureyri小镇上分布着五颜六色
的小商店、咖啡馆和餐厅。一家顶级的基亚酒店/Hotel 
Kea也坐落于此，该酒店是冰岛北部唯一的四星级酒店。
基亚酒店/Hotel Kea位于小镇中心，在酒店可以很方便
地观赏埃亚峡湾/Eyjafjörður Fjord的壮观景色。这里
也是前往上帝瀑布/Goðafoss、米湖/Lake Mývatn和
阿斯匹吉峡谷/Ásbyrgi等多个神奇的自然景观探奇的绝
佳住所。

舒适的客房都配有独立卫生间，确保游客在整日
的徒步或观光游后，能舒舒服服的休息一夜。酒店有各
种房型可供选择，包括标准间、豪华间、高档客及套房。
在冰岛自然风光的映衬下，基亚酒店/Keahotels尽显高
雅奢华之美，和优雅高贵的您可谓天作之合！

冰岛酒店住宿全新体验
多家豪华基亚酒店/Keahotels
格调高雅的博格酒店/Hotel Borg
格调优雅、设计考究的博格酒店/Hotel Borg刚刚修整一新。目前酒店拥有
各种客房，从标准间、到高档套间再到豪华套房，应有尽有。从豪华套房里
可欣赏到城市的全景，白雪覆盖的远山一览无余。酒店装修细致考究，保留
了传统的冰岛装饰艺术风格。酒店高雅的建筑外观和精美的定制家具再现
了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辉煌。
 
地热温泉及健身房带给您额外的享受
博格餐厅/Borg Restaurant位于酒店一层，冰岛著名的艺术家和政界人物
经常在此用餐。餐厅为客人提供雷克雅未克/Reykjavik顶级餐厅的用餐的
豪华体验。

雷克雅未克阿波特精品酒店/Apotek Boutique Hotel
阿波特酒店/Apotek Hotel距博格酒店/Hotel Borg仅几步之遥。酒
店的五层大楼于1917年建成，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大楼曾是雷克
雅未克/Reykjavik的“大药房”。酒店明亮、时尚的客房，加上二十世
纪冰岛建筑的优美线条，为这家广受欢迎的精品酒店平添了几分魅
力。酒店顶楼三层的客房面积都为57平米，均为精致迷人的塔楼套
房。 阿波特餐厅/Apotek Restaurant提供时尚休闲餐，招牌菜为阿
根廷烤肉以及冰岛、欧洲各地的佳肴。酒店吧台的各色鸡尾酒品种
繁多，获奖调酒大师们的现场表演更是生动有趣。酒店位于市中心，
方便游客体验雷克雅未克/Reykjavik充满律动的夜生活。 -EMV

米湖/Lake Mývatn位于冰岛北部，是冰
岛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前不久，这

里一家新建成的三星级酒店正式开张营业，
为来冰岛北部猎奇的游客提供了一个时尚
的好去处。

品质至上
拉克绍酒店/Hotel Laxá坐落于米湖/Lake 
Mývatn西南部的一处山脊上，居高临下，视
野开阔，俯视四周，壮美景色尽收眼底。酒
店共有八十套客房，每个房间都遵循极简
主义的装饰风格，目的是和周围的景致相
呼应；酒店提供各种便利的设施，比如每
个房间都免费提供Wi-Fi无线上网, 宽屏幕
卫星电视。客房里的独立浴室配有洗浴套
件、毛巾、吹风机等。

走向绿色
本着成为“绿色清洁认证”酒店的目标。最
近，拉克绍酒店/Hotel Laxá申请了北欧白天
鹅/SWAN环保认证。该认证是由北欧部长
理事会/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引进，北
欧国家官方认可的生态可持续性标志。

拉克绍酒店/Hotel Laxá地理位置优
越，驾车去米湖自然浴场/Lake Mývatn需二

十分钟左右，胡萨维克镇/Húsavík四十五分
钟，上帝瀑布/Goðafoss Waterfall和克拉夫
拉火山口/Krafla Crater只需三十分钟，即使
到黛提瀑布/Dettifoss Waterfall，也只需五十
分钟的车程。

从2015年5月起，拉克绍酒店/Hotel 
Laxá将开始全年营业，为每年冬天大批
涌入这里渴望观赏北极光的游客提供住宿，
成为他们追寻北极光的大本营。 -EMV

Vatnshellir CaveHotel Laxá
við Olnbogaás, 660 Mývatn

+354 464 1900
  hotellaxa@hotellaxa.is

  www.hotellaxa.is

拉克绍酒店/Hotel Laxá
全新的三星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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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湖/Lake Mývatn周边地区是冰岛东
北部越来越受欢迎的景点之一，成

为冬季旅游的必看景点。独特的自然风光、
有趣的环米湖/Lake Mývatn冬季旅游项目，
让人身心放松的米湖天然浴场/Mývatn 
Nature Baths以及观赏北极光不同寻常的
体验，都深深地吸引着游客的到来。多年
来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形成了这一地区独
特的地容地貌。游客来此旅游，完全置身
在一个“崎岖不平的世界”—一望无垠的
熔岩原、巨大的火山口、巍峨的群山，方圆
36.5平方公里的米湖是多种鸟类和鱼类的
寄居地。当地民风淳朴，热情好客，为您提
供不同规模的酒店住宿和冰岛及世界各地
的风味美食。

寻找北极光
每年九月中旬到次年四月，米湖/Lake 
Mývatn风景区是观赏北极光最理想的地
点，源于它独有的天时地利条件。在晴朗
的夜空，游客极有可能欣赏到北极光舞动
的“身影”。这里地域辽阔，近乎为零的光
污染，摄影师们有机会捕捉极光在空中呈
现的完美画面。飞流直下的瀑布、雄伟的
惠尔山/Mt. Hverfjal、水平如镜的湖面、有
趣的熔岩地貌，都可成为您照片中的背
景，让您的照片更为生动！在晴朗的寒夜里

静静等候北极光的出现，看那绚烂的极光
在空中闪烁、消失、然后再出现、之后逐渐
变强变亮，这将是您终生难忘的独特体验。
没有哪个地方比米湖/Lake Mývatn更合适
观赏这一自然现象了。从一号线环路到米
湖/Lake Mývatn风景区非常方便。

独特体验
除了观看绚烂的北极光，游客还可在米
湖/Lake Mývatn风景区体验各种户外旅
游项目。寻求刺激的游客可选择雪上摩托
车项目、或过一把吉普车雪地行的瘾，也可
以体验一下狗拉雪橇的乐趣。在户外徒步
旅行一整天以后，很多游客喜欢到著名的
米湖天然浴场/Mývatn Nature Baths休
憩放松。这里的浴场与冰岛南部凯夫拉维
克/Keflavík附近的蓝泻湖/Blue Lagoon天

然浴场明显不同，米湖/Mývatn风景区的
浴场有其自身的特色和氛围。尽管近年来
米湖/Lake Mývatn风景区的旅游业有较快
发展，但是与蓝泻湖浴场相比，米湖天然
浴场相对比较冷清，湖边可涉水的区域更
宽，更衣室和蒸汽浴室也显得清闲。米湖
天然浴场及蓝泻湖天然浴场总的储水量达
250万公升左右。

蓝泻湖天然 浴场 位于雷恰利 兹 /
Reykjahlíð村以东三公里处，湖底覆盖着
沙子和砾石。湖水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其所含的化学成分能有效地去除湖水中的
藻类和细菌。湖水中的硫磺，对湿疹、牛皮
癣等皮肤病以及呼吸系统疾病具有一定
疗效。到此一浴，可让您的每一寸肌肤都
充分得到放松，体验由内而外的畅快。这
里的景色引人入胜，远远望去，惠尔山/

神奇的米湖/Lake Mývatn
冰岛北极光之都，欢迎您的到来

Mt. Hverfjal火山口和米湖/Mývatn的边缘
清晰可见。如果您正在此地，可千万不要
错过体验天然浴场的机会！

特色景点
白天，游客可以游览米湖景区的一些特
色自然景观，以感受冰岛的冬日之美。蒂
姆堡戈尔/Dimmuborgir，即“黑色城
市”或“黑色城堡”，是一片突出地面的
有趣的岩石层，就像是古代边疆城市的一
座城堡。黑色的熔岩柱由2000多年前一
次大型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熔岩管倒塌而
成。惠尔山/Mt. Hverfjall是米湖景区/Lake 

Mývatn region最大的火山灰火山口，由
米湖地区的火山灰堆积而成。该火山口几
近正圆形，让人难以相信。火山口深约
140米，直径约1000米，非常震撼！科学
家宣称这个火山口由2500多年前火山的
多次喷发所形成。冰岛最知名的火山口之
一维提/Víti—冰岛语“地狱”的意思—
位于克拉夫拉/Krafla火山。维提/Víti是
个大型火山口，直径约300米，过去漫漫
岁月中熔岩流和水的不断侵蚀使它呈现出
独特有趣的地貌。这个地区的地貌不时
的在提醒您，冰岛的地壳运动曾经是多么
活跃，今后仍将继续，壮观的火山喷发将
不断改变冰岛的地形地貌。盛大的上帝
瀑布/Godafoss距米湖/Lake Mývatn仅
30分钟车程；欧洲最高、最汹涌的黛提
瀑布/Dettifoss也距此不远。游客们都喜
欢在悬崖边拍摄瀑布飞流直下，奔腾咆哮
的壮观景象。

对于喜欢自己安排行程的自由行游客
而言，米湖景区/Lake Mývatn region绝对
是一个完美的选择。跳上租来的汽车，细
细发掘米湖/Lake Mývatn北岸迷人的雷恰
利兹/Reykjahlí小镇所有的美，观看飞流直
下汹涌咆哮的瀑布、探秘火山口和黑色火山
岩柱，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此外，景区内
的狗拉雪橇、雪上摩托车及吉普车雪地行
特色项目，刺激而又有趣。景区还增添了一
个新的特色项目，就是穿上雪地鞋随导游一
起游览观光，这是目前最热门的一个项目 。

下次来冰岛北部旅游时一定要记得来米湖/
Lake Mývatn，强烈建议您安排足够的时间，
细细体会这个神奇景区的魅力。很多游客
计划在米湖/Lake Mývatn待2-3天时间，以
便从容游览。米湖/Lake Mývatn会让您看
不完也玩不够！ -JG

Photo: Helgi Héðinsson

Vatnshellir CaveMývatnsstofa ehf
Hraunvegi 8 • 660 Mývatn

+354 464 4390
  elisabet@visitmyvatn.is

  www.visitmyvat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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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皮塔诺酒店/Hotel Capitano不是一个
简单的客栈，而是一家名副其实的

酒店。
酒 店 位 于 东 海 岸 峡 湾 地 带 一 个

典 型的冰岛小渔镇内斯克伊斯 塔泽/ 
Neskaupstaðir镇上，尽管酒店的外墙刷上了

涂料，但酒店内部的装潢却非常正宗，入住
酒店，即有温暖如家的感觉。

酒店的主人和经理马尼/Magni一直住
在这个镇上，他太熟悉这个地方了，对这
里的每个角落都了然于心。

这个退休的船长是您最好的私人导游。
今夏，马尼/Magni将为游客提供附近峡湾
的船艇观光服务。

“欢迎你们在乘船观光的同时，体验
船上垂钓的乐趣，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能
钓上鱼来”马尼/Magni咧着嘴笑着说。当
游客观光回到卡皮塔诺酒店/Hotel Capitano
时，即可品尝到新鲜出炉原则汁原味的冰岛
特色鲜鱼，您肯定吃不到比这里更新鲜的
鱼了！酒店到底怎么样？这里引用最近入住
过卡皮塔诺酒店/Hotel Capitano的一位客人

的话来评价可能是最恰当不过了。“ 温暖热
情、整洁明亮以及宽敞舒适的房间，加上峡
湾观景的独特视角，一旦入住，您已别无所
求。船长宽宏大量，代表了冰岛人的慷慨和
冰岛精神，非常值得尊敬”。 - EMV

冰岛是北欧的旅游胜地，游客纷
至沓来，然其东部知者甚少，

游客无几。纵目所及，一派原生态风
光。徒步游客旅行至此，深深吸一口
大自然的清新空气，顿觉心旷神怡；
摄影师寻幽探胜，咔嚓咔嚓，将美景
化作永恒的光影记忆；观察野鸟的人
呢—或伫立，或潜行，只为观察鸟儿
的一举一动，一饮一啄，深得妙趣，
留连忘返。而人文历史迷和地理发烧
友顶礼膜拜，心神俱醉，更不用说！
这里 群山嵯峨，峡湾处处，高原辽

阔，峡谷幽深，瀑布溅玉，河流潺
湲,居民热情友好，一旦游玩，终生无
憾！若想远离城市喧嚣，释放压力，
不妨来这里一游！这里不但让您愿望
成真，而且还有无尽惊喜！地势起
伏不平，变化多端，海湾水湾随处可
见，令人叹为观止。

布拉波杰格宾馆/Blábjörg Guesthouse 
坐落在冰岛东部偏北的峡湾处，旷野环
绕，野鸟众多，鸟语阵阵，令人心驰神往。
宾馆由厂房改造后焕然一新，您根本想不
到它之前竟然是个鱼厂！宾馆坐落在海湾

边，无论是欣赏峡湾风光还是观看鸟儿
成群结队翩然而至，都是绝佳的去处。奇
特的是，这些鸟儿一点也不怕人！您大可
与它们来个亲密接触，要知道这可是一点
儿都不困难的！宾馆虽只有11个双人间，
但宽敞舒适，若来冰岛东部探奇，这里无
疑是下榻休憩的理想选择！2间现代装修
风格，私人设施齐全的小型公寓，设有室
内室外两个热水浴缸供您放松身心。除
此之外，宾馆还设有3间公共浴室和1间厨
房，您可以亲手烹制美味佳肴。而且，从友
好邻人那里还能借到许多故事书，翻开书
卷，步入传奇魔幻，恍惚间，精灵和隐藏人
出没。 - ASF

绝美天地，乐而忘返
布拉波杰格宾馆/Blábjörg Guesthouse，让您尽情领略冰岛东
部的绝美风光！

冰岛东部的卡皮塔诺酒店
Hotel Capitano
诚信是金的小酒店，有着“大胸怀”

Map © Ólafur Valsson

微小紧凑的东部社区欢迎八方来客。东部地区基
础设施建设良好，从雷克雅维克到冰岛东部的

枢纽Egilsstaðir有固定航班，可以让游客尽享此区的美
丽风光。从欧洲来的渡船停靠在始建于 19 世纪的小
镇Seyðisfjörður，这里是您启程的地方。

游客有多种旅行方式来到欧洲最大的冰川、鸟无
人烟的高原山区和香气四溢的荒野。若要进行垂钓和
皮划艇运动，则可以去平滑如镜的峡湾地区。喜欢大
自然徒步旅行的人可以发现无数条领略壮美景色的路
线，会有频繁出现的瀑布和驯鹿群与您不期而遇。

很多艺术家和设计师慕名来到这些小镇，由此创
造了它们富有欧洲风格的文化，特别是受到法国或挪
威文化的影响。

东 部 地 区 流 传 着 历 史 久 远 的 民 间 传 说 。 
Borgarfjörður eystri 被认为是小精灵们的都城。这

也 是 一 条 绝 佳 徒 步 旅 游 路 线 和 观 鸟 地 区 。 这 里
的海雀尤其多。大量五彩缤纷的半宝石从山中开
采。Stöðvarfjörður 的 Petra’s Stone Museum（石头博物
馆）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石类私人收藏。 此区域
越来越受游客的欢迎，出现了众多的酒店、宾馆和
露营地。

摄影师Ingi R
照片由冰岛东部办公室市场部提供

Marketing Office of the Visit East Iceland 
www.eas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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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Capitano

Blábjörg Guesthouse

Hafnarbraut 50, 740 Neskaupstaður

+354 477 1800
  islandia@island.is
  www.hotelcapitano.is

Brautarholt • 720 Borgarfjörður eystra

+354 861 1792
  helgisig@simnet.is
  www.blabjorg.is

冰岛东部
梦幻峡湾 – 冰岛东部带给您感官盛宴

梦幻峡湾畔
的酒店

S KÓ L AV E G  4 9,75 0  FÁ S K RÚ Ð S F J Ö R Ð U R    电话： +3 5 4  475-14 6 6    WWW.HOTELB JARG. 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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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Álftafjörður峡湾可清楚看到Búlandstindur山(海拔1069m)

Berufjörður峡湾宁静早晨的美丽河流

Kambanes岬角、Stöðvarfjörður 
峡湾两岸景色以及Stöðvarfjörður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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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的室内装饰，都是从印度进口而来。床
垫宽大舒适，质地细密的床单以及豪华
羽绒被让您得以充分休息。酒店全年营业，
深得冰岛当地人和游客的喜爱。此外，对
于影迷们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是，酒店在
本·斯蒂勒2013年出演的电影《白日梦想
家》中，曾作为一个重要的外景地。

风味各异的餐厅
在小镇游玩了一天之后，别忘了到阿尔
丹酒店/Hótel Aldan的三个餐厅看一看。

斯卡夫塔费德酒吧/Skaftafell Bistro，位
于斯卡夫塔费德视觉艺术中心/Skaftfell 
Visual Arts Center 的地下室，提供多种
美味菜肴，包括地方特色菜、新鲜羔羊
肉、鲜鱼以及龙虾披萨等，餐厅全年开
放。北欧餐厅/Nordic Restaurant，格调
雅致，服务友好，提供地方特色菜、鲜鱼
及诸如山羊奶酪沙拉等特色菜品，让您
获得全镇最好的美食体验，餐厅全年供
应早餐和午餐，每年5~9月，除早、午餐
外，还供应晚餐。诺斯·奥斯图尔/Norð 
Austur餐厅，是一个夏季（5月至9月）营
业的寿司吧，餐厅所选用的鱼超级新
鲜，寿司师傅训练有素。餐厅所提供的可
口的开胃菜、美味的寿司，以及各种酒水
饮料让您一饱口福。您夏季来此，千万不
要错过。如果您计划来塞济斯菲厄泽/ 
Seyðisfjörður小镇旅游，您可一定要记得
阿尔丹酒店/Hótel Aldan会为您提供的
顶级美食和舒适雅致的就餐环境！ -JG

塞济斯菲厄泽/Seyðisfjörður是冰岛东
部一个小渔镇，人口只有700人，但

它留给人们的印象远不止这些。19世纪末
以来，它一直是一个文化中心，随着一所美
术学校的建立及各种夏季节日的举办，这
里成了现代艺术家的天堂。各色达人也把
这里视为心中的乐土。小镇周围群峰林立，
美丽的瀑布和沉淀着历史的古老的房子随
处可见。在冬日平静的夜晚，您可以一睹清
冷的月光下雪压群峰的壮丽景观，如果运气
好，您还可以看到天际绚烂的“极光之舞”。
阿尔丹酒店/Hótel Aldan坐落在三栋古老
建筑的中央，约一百年前，这三栋建筑曾经
是小镇的银行、邮局及商店所在地。酒店设
有23套舒适的客房，两套家庭公寓，公寓
所在的位置是小镇最古老的校舍所在地。

雅致的客房
阿尔丹酒店/Hótel Aldan的客房古朴雅
致，房间内的老式家俱、古风灯具以及柔

东部峡湾的一颗明珠
塞济斯菲厄泽/SeyðiSfjörður 

Vatnshellir CaveHótel Aldan
Norðurgata 2 • 710 Seyðisfjörður

+354 472 1277
  info@hotelaldan.is
  www.hotelaldan.is 

阿尔丹酒店/Hótel Aldan服务体贴周到，美食就地取材，住宿环境雅致

在到达冰岛之前就选好住宿地点，是
您旅行计划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

在长长一天的观光旅游后，有一张温暖舒
适的床供您休憩放松，那您的这趟旅行就
成功大半啦。

萨科萨家庭旅馆/Saxa Guesthouse可
以满足您的全部要求。该旅馆位于冰岛东
部海岸斯特兹瓦菲厄泽村/Stöðvarfjörður，
这里峡湾遍布。旅馆拥有16间设计时尚的
客房，每间客房都配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淋

浴、旅馆同时还设有公共电视休息室，并
免费提供顺畅的无线上网服务。

夏季，萨科萨/Saxa咖啡馆可提供便
餐、精致的咖啡和酒水。每天早上，咖啡馆
还供应系列诱人的自制蛋糕、三明治、各色
靓汤，以及欧式早餐。旅馆老板海伦娜/
Helena和她的员工们花费了不少时间和心
思为游客提供服务，以确保每位客人都能
在这里住得舒适愉快。

在斯特兹瓦菲厄泽/Stöðvarfjörður
这个小村子，不仅能欣赏峡湾和苏卢尔山/
Mt. Súlur的壮观景色，还能参观当地的斯
奈洛尔美术馆/Gallery Snærós、佩特拉岩
石/Petra’s Rock展和矿物展。如果赶上夏
天，您还能逛逛当地的手工艺品市场。

 萨科萨旅馆/Saxa Guesthouse整洁
明亮，设计时尚，保证游客能在冰岛神奇
的东海岸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 -EMV

冰岛东部峡湾的萨科萨旅馆
Saxa GueSthouSe
意想不到的旅游套餐带给您意想不到的惊喜

Vatnshellir CaveSaxa Guesthouse 
Fjarðarbraut 41 • 755 Stöðvarfjörður

+354 511 3055
  saxa@saxa.is
  www.saxa.is

Saxa Guesthouse
Fjarðarbraut 41, 755 Stöðvafjörður

+3545113055
 saxa@saxa.is
www.saxa.is

东部峡湾位于冰岛最偏远的地区，自然
环境保持完好。这里分布着大小不同

魅力各异的14个峡湾，每个峡湾都人迹罕
至。埃斯基菲约泽/Eskifjörður小镇尽管规
模不大，却拥有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和户外
景点。 

在这里，旅行者可以体验骑马、垂钓、
打高尔夫及划船的乐趣。此外，985米高的
霍姆马丁德山/Mount Holmatindur俯瞰着
小镇对面的峡湾，它位于小镇以东3.5公里处，
交通十分便捷，是游客们轻松徒步的绝佳去
处。登上山顶，小镇东部美景一览无余。  

优越的地理位置
埃斯基菲约泽/Eskifjörður海鹦酒店位于小
镇中心，拥有16间客房，是游客们东部峡湾
探奇的理想休憩之地。酒店经理比约恩•豪
克森/Björn Hauksson说：“我们酒店地处
小镇黄金地段，毗邻一家滑雪场、一座私人
奇石公园和港口，夏天，从港口出发，游客
可选择不同线路观看壮观的海鹦群。” 

海洋博物馆
小镇的加姆拉波/Gamlabúð海洋博物馆
专为纪念小镇悠久的渔业历史而建，展品
不仅包括小镇历史上与渔业和航海业相关

的物件，还包括与当地贸易、工业以及医学
有关的文物。所有这些藏品都收藏在一栋
1816年建造的黑色木制建筑内。 

东部峡湾这片神奇的土地，其壮观的
自然景色以及数目远远超过人类的野生动
物，值得您前来旅行探索。 -JG

迷人的东部峡湾
埃斯基菲约泽/Eskifjörður海鹦酒店欢迎您！

Vatnshellir CavePuffin Hotel Eskifjordur
Strandgata 47 • 735 Eskifjörður

+354 476-0099
   info@puffinhotel.is
  www.puffinhote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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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酒店/Örk 
和凯乐特酒店/klettur
尽享惠拉盖尔济/Hveragerði之舒适，品鉴雷克雅末克之奢华

如果您决定来冰岛旅游、体验冰岛独
特的自然景观，您大概不会希望在

某个喧闹的地方歇脚，因为拥挤繁忙是您
在国内每天都在经历的。惠拉盖尔济镇的
奥克酒店，不仅拥有顶级饭店的完美设施，
更为您提供了一份宁静的安逸，是您在冰
岛旅游住宿的理想选择。

酒店的服务和特色
奥克酒店交通便利，酒店与冰岛首都雷克
雅未克相距只有35公里。从酒店到国家博
物馆及购物中心只需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
到凯夫拉维克/Keflavík国际机场也不过两
个小时的车程。

入住酒店，您还可以享受到冰岛乡村
独有的与世无争和宁静。酒店的88间客房
舒适温馨，每间客房都配有带浴缸的浴室，
并提供免费Wi-Fi无线网络、电视和冰箱。
无论是散客，还是团体，客人的所有需求
几乎都可以得到满足。

酒店各餐厅提供的各色美食，品种丰
富，味道极佳，您只管挑选便是，总有一
款适合您！客房内舒适的浴缸或私密的
温泉池是您沐浴放松的好去处，在一天
激动人心的自然之旅之后，还有什么比泡

一个轻松惬意的澡更美的事呢？
在极夜的几个月中，酒店设专人为您

守望北极光，并及时提供叫醒服务，让您
有机会一睹这神奇的自然现象。

奥克酒店经验丰富的员工乐于为您
提供您所需要的各种服务，包括安排旅行，

接送服务，预定酒店康体中心专业技师提
供的按摩、美容及普拉提培训服务。

惠拉盖尔济，值得驻留的“热”镇
惠拉盖尔济这座小镇以地热和温泉而
著名。从酒店徒步不远便可到达惠拉

戈泽尔/Hveragarður，这是位于镇中心一
个专门设计的温泉公园，里面的温泉让
人印象深刻。出了镇便是雷克雅达勒/
Reykjadalur地热区，一个适合您慢步的美
丽山谷。这里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和出
租马匹的马场。

奥克酒店位置是进行著名的“黄金
旅游环线”/Golden Circle Tour和冰岛南
部瀑布游的最佳出发点。

城中之奢华: 凯乐特酒店/Hotel Klettur
奥克酒店的姐妹酒店凯乐特酒店位于充
满律动的雷克雅末克中心，酒店166套现
代化的客房，提供一流的住宿服务。酒店
豪华间具有独立阳台，凭台远眺，雷克雅
末克附近美丽的海湾景色和埃斯加山/
Esja山景尽收眼底。大堂前台可以协助您
预订出租车，参观游览以及兑换外币。酒
店一层穿墙而过的巨大精灵石庇护着每一
位住店的客人，让您尽情享受酒店清新的
冰岛氛围。从凯乐特酒店可轻松步行至雷
克雅末克的购物中心及夜生活俱乐部集中
区。

欢迎选择凯乐特酒店，适合您的酒店
将使您的冰岛之行更加完美。 -DT

Hotel Örk

Hotel Örk

Hotel Klettur

Hotel Klettur

Breiðumörk 1c • 810 Hveragerði

+354 483 4700 
  info@hotelork.is
  www.hotelork.is

Hotel Örk

冰岛南部的财富在于其地理、历史和自然景观的多样性，还有数不
胜数可以体验的活动。南部地区的地理奇观多不胜数，比如间歇

泉；古佛斯瀑布、Háifoss 瀑布、斯科加瀑布、Systra 瀑布和塞里雅兰瀑
布；构造板块在地球造成裂缝的辛格韦德利；欧洲最大的冰川瓦特纳冰
原；Kerið 火山口；世界著名火山如地狱之门的赫克拉火山、拉基火山、
声名狼藉的埃亚菲亚德拉冰盖和卡特拉地质公园；以及像 Þórsmörk 和冰
河湖这样美妙的地方。这里拥有许多历史遗迹，如在辛格韦德利有世界
最悠久的议会；博物馆、教堂、 Stöng 定居地、Saga Center（传奇中心）
和像埃拉巴基的村庄。 南部的旅程会带您到达众多景观，活动丰富多
彩，包括冰川和骑马旅行都非常受欢迎。试试水上快艇、泛舟之旅或皮
划艇运动；在清水中浮潜、垂钓或洞穴探险。个人游旅行者可以尝试徒
步或骑自行车、露营或乘旅行拖车外出。冬季的活动更让人热血沸腾。

这里还可以满足您不同的住宿需求，包括露营、高档酒店和多种风
味的特色餐厅。南部发达的基础设施将使您最大限度的享受这次旅行。

冰岛南部
Map © Ólafur Valsson

冰岛南部的景观和活动不胜枚举

照片由冰岛南部办公室提供
Marketing Office of South Iceland
www.sou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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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llfos瀑布南部Hreppar的田园风光 

Hekla火山(海拔1491m)及其千百年来多次喷发所形成的熔岩原

Höfn镇东部的Vestrahorn山，成为冰岛东部和南部的分界。这座
山的山体由涌入的岩浆岩以及之前被掩埋后所留下岩浆库构成。

冰岛南部富饶的Fljótshlíð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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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安静的教堂镇恭候您的到来。
许多游客充满深情地把它重新命

名为：冰岛的珍宝。
不管是驱车，徒步还是随团穿越

冰岛南部，到冰航克劳斯酒店用餐都
是一次地道的冰岛美食体验。

这家现代酒店矗立在两大秀美
冰川之间，靠近多处冰岛风景名胜，
如：冰湖，斯卡法特国家公园，拉卡
火山区以及国人谷。冰航克劳斯酒店
被称为“冰岛珍宝”的原因，是因
为餐馆内供应美味佳肴，顶尖冰岛食
材，包括珍稀淡水鱼，红点鲑。

它是冰航克劳斯酒店鲑鱼汤和其
他招牌菜的主要食材 。

北极红点鲑是冷水鱼，非常近似
于三文鱼和湖鳟。它属于世界上最珍
稀的物种之一，只见于深冷的冰川湖
中。在教堂镇，适合捕捞红点鲑流淌
的溪流中，是含氧丰富的冰川春季雪
水，发源于瓦特纳冰川，穿过自然熔
岩的石缝而来。

给红点鲑投放的饲料是高品质的

小海鱼，拌上大豆蛋白，不饱和脂肪
酸及矿物质添加剂。在冰航克劳斯酒
店，由经验丰富的大厨每天准备新鲜
材料，既作为主菜，也作为开胃菜。

冰与火
餐馆有一个超赞的观景台能欣赏瓦特纳
冰川的无敌景观。依偎在舒适的休息室
椅子里，美景尽收眼底，游客在观景台

在冰岛航空旗下的克劳斯酒店享用珍稀的北极红点鲑

冰岛的珍宝

可体验到万籁俱寂的宁静，不论温暖夏
日还是和煦冬日都是一种享受。

甜点也独具匠心，综合了冰岛两
个极端的元素，冰与火，把热的酸芹
汤搭配冷香草冰淇淋，使之完美融合，
加上新鲜的野浆果。一酸一甜，一冷一
热，用最完美的方法唤醒您的味蕾。

餐厅可以同时容纳150位客人就
餐，营业时间：中午11:30-14:00 晚餐：
夏季 19:00-21:30 

当地的娱乐活动有游泳池，高尔
夫球场，徒步，冰川行程和赏景等等。
此外，冰航克劳斯酒店共有57间舒适的
现代客房，对单人，双人，团队都是绝
佳选择。

有关克劳斯红点鲑的更多讯息请
访问官方网站www.klausturbleikja.is - ÓB

Klausturvegi 6 • 880 Kirkjubæjarklaustur

+354 487 4900
  klaustur@icehotels.is
  www.icehotels.is

Icelandair Hotel Klaus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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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客达酒店，位于冰岛南部宁静的海
德拉/Hella镇，该酒店是冰岛最新的

一批酒店之一。酒店不同价位的客房，让所
有客人都可在这里适得其所。拓客达酒店
建于2014年，其欢快时尚的外观，充分体
现了酒店极致的设计理念和设计风格。

不同价位，多种选择
酒店有多种客房可供客人选择，从带私人
浴盆及备货充足的迷你吧的高端豪华套间，
到共享公用设施的经济型客房，应有尽有。
此外，酒店还可提供小型公寓及宽敞的别
墅，配有简单的自助设施，非常适合有孩
子的家庭使用。无论您选择什么样的客房，
您都可以享受到客房内松软舒适的卧床，
以及酒店免费提供的按摩浴、桑拿及wi-fi.

观赏北极光的黄金时段
拓客达酒店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游客不
必担心遭受大城镇的光污染。每年十月到
次年四月，这里是观看北极光的极好地点。
想像一下，如果您此刻躺在舒适的热水浴
缸中，手上是一杯甘醇的红酒，天空中绚烂
的北极光漩涡通过，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一
件事啊！为了避免您因入睡而错过观赏北
极光，酒店还专门提供叫醒服务，确保您
不会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健康美食，品种丰富
拓客达酒店有各色美食可供选择，在酒店一
楼的酒吧和小吃店，您可以买到健康的三明
治、沙拉、蛋糕和甜点、咖啡、茶以及各式各
样的红酒及烈酒。二楼餐厅每晚供应自助风
格的晚餐，客人可在这里一览酒店周围的田园
景色。天气晴朗的日子，您可以将食物带到露
台或庭院，一边享受漫漫的夏日之夜，一边享
用您喜爱的美食。想出去玩一整天吗？那就先
到小吃店买个新鲜制作的盒饭再出发吧！

健康理疗及各种活动
酒店前台可帮您安排一系列“体验冰岛”
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骑马游，当地农场
游，埃亚菲亚德拉火山超级吉普车游或者

激动人心直升机游，俯瞰冰岛南部绝大部
分著名景点。

如果您有按摩或康复治疗的意愿，拓
客达酒店将联系当地治疗师们随时为酒店
的客人提供按摩、冥想疗法、灵气疗法以
及颅骶疗法等各种服务。

拓客达酒店欢迎您的到来。 - EMV

拓客达酒店/Stracta Hotel Hella
冰岛南部海岸新落成的酒店

Stracta Hotels
Rangárflötum 4• 850 Hella

+354 531 8000
  info@stractahotels.is

  www.stractahotel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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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瀑布/Gullfoss Waterfall气势恢宏，
蔚为壮观，但因地处郊区乡野，因

而早先有幸目睹其风采者寥寥。随着冰
岛旅游景点的开发，许多奇迹逐渐为世界
各地的游客所了解，吸引他们来此观光、
旅游。黄金瀑布便是其中的一个。

不过从雷克雅维克/Reykjavik到这里
路途仍很遥远，当您舟车劳顿到达此地
时，您一定非常渴望能得片刻小憩，点几
份可口的点心，来一杯钟爱的饮料先犒劳
一下自己，然后再前往黄金瀑布。这是一
个商机，最先发现这个商机的是当地一
家颇有经济头脑的农户，1994年，这家农
家就地支起帐篷，向游人售卖可口的冰
岛传统美食。

大约三年后，那顶大帐篷已变成了一

座度假屋，游客可以获得更多的舒适和便
利；又过了三年，这里再次大变样，建成了
现在的游客中心，向游客提供更加全面的
服务。2004年，这里又扩建了一个宽大的座
位间。黄金瀑布咖啡馆自开张之日起即迅
速赢得了游客的青睐，每天都有整车整车
的游客纷至沓来。这里可容纳450人就餐，
游客们可以一边舒适地享用美餐，一边尽
情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此外还可以享受咖
啡馆温馨快捷的服务。来过此地的游客无
不都是乘兴而来，满意而去！

饥者有其食
这家咖啡馆紧邻冰岛最负盛名的黄金瀑
布，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但这并非是其顾
客盈门的唯一原因。这里不仅供应各种风

格各异、口味不同的优质咖啡，还有从附
近选取新鲜食材，精心烹制的正宗冰岛羊
肉汤。当游客们长途跋涉到达黄金瀑布饥
肠辘辘之时，还有什么比一碗鲜美的冰岛
羊肉汤更让人过瘾的呢？羊肉汤大概是这
家咖啡馆的招牌菜了，此外，这里还有分
类菜单，上面列有用羔羊和新鲜三文鱼做
成的各类菜品。如果喝咖啡的时候还想搭
配一些点心的话，这里还有现场烘烤的各
种甜点和蛋糕，味道不是一般的好哦！

保暖衣和纪念品
黄金瀑布恰巧位于一条贯穿高地内部的主干
道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这条线路前
往冰岛北部，而黄金瀑布也就自然成了游客
中途理想的歇脚之地。高地的温度自然更低
一些，有鉴于此，咖啡馆也提供各种各样的
衣物，包括手工制作的冰岛羊毛衫，帽子，手
套，围巾以及其他御寒衣物，游客们可以前往
咖啡馆的手工艺品部选择、购买；此外，手工
艺品部还有各种各样的纪念品和当地的手工
艺品。透过这些手工艺品，您可以再次领会
到维京人精湛的制作手艺。 - ASF

瀑布脚下歇歇脚
黄金瀑布咖啡馆/Gullfoss Café，休憩餐饮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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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生活的信息。鸟屋里还配有一台望远
镜，方便游客在现场观察附近各种鸟类的
生活。游客还可以在这里购买钓鱼许可。

距酒店500米处有个神秘的去处，很
多人相信这里是精灵的居所。不少人声称
曾在现场见到各种精灵藏匿其间。如果您
想弄清楚这些神秘精灵的情况，可以读一
读专为他们撰写的生动的碑文。

同在附近的还有冰岛火山喷发的历史
遗址。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看到一层层

有着千年历史的火山灰，还能找到有关火
山喷发的大量信息。

著名的天然明珠- -瓦特纳冰川国
家公园/Skaftafell National Park、冰
河湖/Jökulsár lón、因戈尔夫豪夫兹/
Ingólfshöfði及拉基火山/Laki都在酒店附
近，如果您计划在冰岛旅游期间做一些徒
步旅行，拉基酒店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距酒店最近的城区就是科克拜亚克
劳斯特/Kirkjubæjarklaustur，这里提供您

生活必需的服务和娱乐设施，如游泳池、
邮局、银行、超市、医疗保健中心和信息中
心等。

拉基酒店/Hotel Laki 全年开放。 -KB

Efri-Vík • 880 Kirkjubæjarklaustri

+354 412 4600
  hotellaki@hotellaki.is
  www.hotellaki.is

位于冰岛南部地区的拉基酒店/Hotel 
Laki，让游客拥有一次难忘的住宿

体验。酒店宽大的落地式全景窗，通透明
亮，使您在宽敞的用餐区和其他区域都能
沐浴在自然光里。临窗远眺，巨大的瓦特
纳/Vatnajökull Glacier冰川矗立在地平线
上，带给游客心灵的震撼和视觉的享受。

极光
酒店绝佳的地理位置，使您免于在城市中
的光污染。在夏季，您能观赏到那永不落
的太阳。在冬季，您将有幸目睹那璀璨的
星空和舞动的极光。拉基酒店/Hotel Laki
最近在酒店配楼的顶层玻璃穹顶增设了一
个观景平台，游客可以在这里观看奇妙的
北极光。裹着毯子、喝着一杯热腾腾的巧
克力奶、在酒店温暖舒适的房间内悠闲地
欣赏着周边景色，您能想象到这幸福的一
刻吗？摄影师和好奇的游客可以走到宽
敞的露台上，饱览周围的景色。如果怕睡
过头，您可以请酒店服务员在北极光出现
的那一精彩时刻叫醒你。

拉基酒店/Hotel Laki是一家由家庭经
营的酒店。酒店所有者从1968年开始就
住在艾夫里-维克/Efri-Vík这个地方。他
们起初是传统的农场主，1973年开始从
事旅游服务业。从2005年开始，酒店所
有者在他们艾夫里-维克/Efri-Vík的家旁边
修建了拉基酒店/Hotel Laki，此后不断对
酒店进行翻修和扩建，以便让客人住得更

舒适。目前，酒店已拥有64套不同类型的
客房，还有15套夏季别墅。酒店所有者一
家正在新建一套冰岛风格的草皮农舍，以
供客人使用。

观鸟屋与望远镜
让爱鸟人士极度兴奋的是附近湖边的观
鸟屋，在这里，您可以发现大量有关冰岛

Hotel Laki

极光，精灵与火山

神秘的拉基酒店 
Hotel L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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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赫本霍纳菲斯/Höfn í Hornafirði
的卡菲霍尼兹/Kaffi Hornið餐厅环

境友好舒适，一进门便有宾至如归的感
觉。芬兰木制内饰以及桌上灯影婆娑的茶
烛让人感到温馨而又惬意。已经13年了，
殷格13年感到Ingólfur Einarsson/和克里
斯汀/Kristin Óladóttir夫妇一直经营着这
家餐厅 。

餐厅选用瓦特纳冰川/Vatnajökull地
区出产的上等原料，首推堪称镇店之宝的
海螯虾。海螯虾与北美龙虾外形极似，又
被称作都柏林湾大对虾、挪威龙虾或挪威
海螯虾，但与北美龙虾相比，它的口感更
好，肉质更鲜美。 

招牌菜
大厨殷格/Ingólfur为游客们准备了各色鲜
美无比的海螯虾菜，有白兰地奶油沙司海
螯虾意面、蔬菜蒜蓉酱烤海螯虾、烤海螯
虾色拉，以及诱人的海螯虾比萨等。很多
菜品都会配上一盘正宗超脆瑞士土豆丝
煎饼螯虾证明了殷格/Ingólfur大厨在瑞士
策马特2年的厨艺学习成果。 

特色汉堡
请您品尝一下餐厅精心制作的汉堡，普通
的汉堡没有这里的厚而多汁。餐厅广受欢
迎的招牌汉堡，每份选用120克产自附近
农场的冰岛纯牛肉，加入起司、培根、洋葱

和蘑菇等精制而成，再配上一大份法式炸
薯条，着实过瘾。传奇俱乐部的三明治很
受当地人的喜爱，也是一个不错的午餐选
择哦！

蔬菜套餐
如果你再旅途中没有摄取足够的新鲜蔬
菜，卡菲霍尼兹/Kaffi Hornið餐厅将为您
提供一份午餐例汤、自制面包以及可在沙
拉台自选的蔬菜套餐。套餐每天供应到下
午四点。餐后，餐厅还为客人提供精美的自
制蛋糕和甜点，包括附近阿波尔/Árbær奶
牛场生产的有机冰淇淋。冰岛甘草、巧克
力、香草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口味，让有机
冰淇淋成为冰岛的特色乳制品，美味难以
抵挡。 

机会不容错过
卡菲霍尼兹餐厅/Kaffi Hornið位于横贯赫
本/Höfn中心的主干道上，殷格/Ingólfur
和Kristin/克里斯汀随时欢迎您的光临。
 -EMV

赫本/Höfn美食推荐
来卡菲霍尼兹餐厅/Kaffi Hornið尽情享受美食吧！

Hafnarbraut 42 • 780 Höfn

+354 478 2600

  kaffihornid@eldhorn.is
  www.kaffihornid.is 

Kaffi Hornið

冰岛盛产世界上最优质的鲜鱼。这些
鲜鱼大部分产自东南沿海的赫本

霍纳菲斯/Höfn í Hornafirði地区。赫本/
Höfn（发音听起来像“Hup”，意思是港
口）也被称为冰岛的海螯虾之都，每年六月，
总会有数千名游客慕名而来，参加一年一
度的海螯虾节/Humarhátið 。 

也许您很期待能在这里找到一家高
档餐厅，品尝原汁原味的海螯虾。这样的
餐厅非赫本海螯虾/Humarhöfn海鲜餐
厅莫属！7年前，安娜•索斯坦多蒂/Anna 
Þorsteinsdóttir和她的弟弟阿瑞•索斯坦
森Ari Þorsteinsson，以及他们各自的配偶

一起开设了这家餐厅。7年来，餐厅经营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被人们誉为最正宗的海
螯虾餐厅。 

极致的美食诱惑
赫本海螯虾/Humarhöfnin海鲜餐厅在冰
岛率先推出了全海螯虾料理大餐，这道菜
是地中海国家游客的最爱，目前也深受冰

岛本地人的欢迎。 
由于食用整只海螯虾的概念在冰岛刚

推出不久，餐厅为点这道菜的食客们提供
了配图说明，介绍随餐使用的虾夹和虾叉
的使用要领。 

全海螯虾料理是由法国名厨雅克/
Jacques DuPont首创和研制的。雅克推
出的许多菜品，诸如精心制作的克推出全
虾及虾尾虾如Jacques DuPont著名的ques 
DuPo深受食客喜爱。全海螯虾料理再搭
配上餐厅特供的酒品，绝对让您大快朵颐。

餐厅的北极红点鲑同样美味无比，您可千
万不要错过哦！还有，本地鸡蛋及马达加
斯加进口香草制作的法式焦糖蛋奶冻也会
让您味蕾大开，您可能会忍不住再来一份。 

 赫本海螯虾/Humarhöfnin餐厅休闲、
欢快、跃动的风格，与餐厅所在的港口相
得益彰。餐厅员工会很热心地告诉您当日
餐厅所精选的海鲜来自不远处停泊在港口
的哪条船。餐厅所在的大楼原是小镇合作
社，后经过改建而成。餐厅二楼设有陈列
室，讲述了大楼的历史。 

如果您超级喜爱海螯虾，请您搭乘飞
机、驱车、或坐巴士前来赫本/Höfn，这个
海鲜天堂随时恭候您的光临！ -EMV

来海螯虾
之都品尝美味
在赫本海螯虾/Humarhöfnin餐厅享用饕餮美食

Humarhöfnin
Hafnarbraut 4 • 780 Höfn

+354 478 1200
  info@humarhofnin.is
  www.humarhofni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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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冰岛顶级餐厅新开了一家舒适的咖
啡厅和酒吧，对光顾餐厅的客人们

来说真是个大好消息。整个夏季，咖啡厅
每天从上午八点营业至下午四点，客人们
可以在这里点一份可口的早餐和午餐，悠
闲地享用，或简单点一份咖啡配蛋糕或松
饼，轻饮慢酌。

酒吧每天从上午十一点开始营业，供
应各色色拉、汤、三明治、汉堡和比萨饼，
还供应各种素食及素餐—包括无麦质、素
食蛋糕以及各色烘焙点心。如果您路经此
地，可以捎上这些美食和饮品。

埃拉巴基/Eyrarbakki这个美丽的海滨
村庄一度曾是冰岛最重要的贸易中心，村庄
的很多房子建于20世纪初，目前整个村庄
依然保持着世纪之交那种独有的魅力及氛
围。也正是在这里，冰岛的龙虾捕捞业应
运而生。

夏季每天上午十一点到下午十点，其
他季节每天上午十一点到晚上九点，您可
以在红房子餐厅/Rauða Húsið美美地享用
龙虾大餐。中午时分，如您来这里喝上一碗
让您味蕾大开、极富营养的龙虾汤，酣畅淋
漓之余，一定会让您顿觉浑身充满了能量！

红房子餐厅/Rauða húsið 出品的各种
山珍海味，结合了国际和冰岛本地的烹饪
方法，所有食材均为当地自产。如果您想在
某个晚上大快朵颐，来红房子餐厅吧！您
可以在这里享用“今日新捕”的各种海鲜，
包括两款特色海鲜菜品。您也可以尝一尝
餐厅烹制的诱人的羔羊肉。美味的菜品配
上一瓶上好的红酒，再来一份红房子餐厅
的特色餐后甜点，满足感大满贯！ - ASF

当我们到达弗约乌布斯/Fjöruborðið 
餐厅时，主厨埃里库尔•弗•埃里克

森/Eiríkur Þór Eiríksson正忙着倒饮料。
柔和的背景音乐播放的是人们熟悉的《
雷克雅未克春日的傍晚》。跟随导游结
束冰川一日探奇之后来此就餐的一桌游
客，在前厅谈兴正浓。餐厅采用低层平
房设计，木地板随着人们的走动发出欢
快的“吱嘎”声。这里曾是斯托克塞里/ 
Stokkseyri的搜救大本营，如今已成为冰
岛最受欢迎的龙虾餐厅之一。2014年，有
45000多名食客光顾餐厅。

一年吃掉15吨龙虾，只多不少！
从弗约乌布斯/ Fjöruborðið 餐厅的网站了
解到，餐厅每年为烹制其著名的阿卡/aka 
龙虾汤，就要消耗十五吨龙虾。这么大的
消耗量果真与弗约乌布斯/Fjöruborðið餐
厅的名声相符吗？雷克雅未克有很多不
错的餐厅，这个餐厅的龙虾汤真的有这么
大的魔力，值得您驱车45分钟，“翻山越
岭”，不管山里变化多端的天气，前来品
尝吗？没错！我敢说这个餐厅的龙虾汤绝
对不是简单的“汤”，它鲜美之极，独此一
份！主厨埃里库尔/Eiríkur告诉我，事实
上，这是一款经典的法式龙虾浓汤。

餐厅的每一道菜都让人垂涎欲滴，
要不是已有上品龙虾尾、自制面包加各式

果酱等着我们，真想什么都来一份。如果
您不喜欢海鲜，鲜嫩的烤羊排搭配土豆
仔，辅以红葡萄酒调味汁，味道好极了！
本地新鲜蔬菜沙拉就着海鲜、肉食同食，

色味俱佳，营养丰富。餐厅的服务细致而
周到，当我们吃完龙虾尾时，细心的服务
员随即给我们递上一块温暖的湿毛巾擦
手，体贴极啦！ 

从外面看，弗约乌布斯/Fjöruborðið 
餐厅似乎很小，但实际上，餐厅能够同时
接纳数百人就餐。那些在主楼中坐着交谈
的人们，很难想象得到如此盛大的场面。
餐厅面朝大海，入口处的巨大拱顶遮蓬可
容纳100位左右的客人就餐。总之，餐厅
非常欢迎预订团餐。

在结束了一天完美的观光旅游之后，
导游们总是喜欢将客人带到这里，为一
天的行程划上圆满的句号。弗约乌布斯/ 
Fjöruborðið 餐厅接待过很多大名鼎鼎的
人物，如，丹麦王储弗雷德里克、洛克菲
勒家族、美国著名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
德、玛莎·斯图尔特、贝蒂·米德勒，以及
托尼·布莱尔夫人切丽·布莱尔。 -EMV

斯托克塞里
Stokkseyri 的欢乐时光
《冰岛时代》弗约乌布斯/Fjöruborðið餐厅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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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öruborðið
Eyrarbraut 3a • 825 Stokkseyri

+354 483 1550
  info@fjorubordid.is
  www.fjorubordid.is

顾客一走进哈客多咖啡馆，热气腾腾
的汤以及新鲜出炉的烤面包散发出

的香味扑鼻而来。维克镇的海岸沿线布满
了黑沙滩，哈客多咖啡馆就在这些沙滩的
对面。这家咖啡馆只提供由当地的绿色天
然食材烹饪出的菜肴，有令人垂涎欲滴的
新鲜捕捞的三文鱼，有入口即化的肉排，来
自邻近山坡上散养的牛羊，配上产自当地
的绿色无污染的时蔬。除此之外，这家店

还供应每日例汤、各式沙拉。对于喜爱甜
品的客人，咖啡馆还供应自家烘焙的面包
和当地农场制作的冰激凌等甜品。哈客多
咖啡馆的前身是一家开设于1831年的杂货
店，为维克镇居民供应各种生活必需品。如
今，这家咖啡馆依然像往常一样，使用当地
土特产烹制各种口味的佳肴，尽可能满足
每位老顾客的胃口。

哈客多咖啡馆倍加推崇本地艺术家，
咖啡馆设有专门的展示墙，循环展出本地
艺术家的作品。这里还供应热气腾腾的
咖啡和香甜可口的蛋糕，是老友聚会或新
朋结交的理想场所。哈客多咖啡馆全年开
放，夏天每天营业时间为11:00至22:00或
23:00，冬季营业时间为11:00至21:00。如果
您在美丽的维克小镇驻足，一定要来拜访
这家迷人的咖啡厅，等待您的是满面的笑
容和诱人的菜肴！ -KB

神清气爽维克镇
人见人爱的哈客多咖啡馆/Halldór’s Café

8小时的享受
埃拉巴基红房子餐厅 
Eyrarbakki’s Rauða Húsið
咖啡厅和酒吧开业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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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西人群岛令人窒息的别致
美景时，别忘了入住舒适放松的 

Hotel Vestmannaeyjar/西人群岛酒店。最近
升级改造的酒店拥有 43 间装饰完备的客
房，均配有卫浴、电视和无线网络。酒
店还可为您灵活安排房间，使个人游、
情侣游和家庭游都有适合的选择。徒步
路径和观鸟地区步行就可以到达，酒店
也为寻求刺激的游客提供令人兴奋的活
动和旅游项目，保证每一位顾客都能找

到中意的活动。值得一提的是酒店的休
闲温泉浴场、美容和按摩厅（有涡流浴
缸和桑拿浴）。

酒吧和餐厅为顾客提供愉悦的社交

环境，精致地道的美食让客人一品西人
群岛的真正味道。

低预算选择Sunnuhóll宾馆
Guesthouse Sunnuhóll/太阳坡宾馆由
Hotel Vestmannaeyjar/西人酒店管理，
是临近的经济型酒店。每间客房可容
纳二到五人，太阳坡酒店的客人可在
西人酒店的餐厅享用早餐，也可以使
用其设施。

Sunnuhóll给您合理优惠的价格，
让您享受不折不扣的舒适。

Hotel Vestmannaeyjar 
西人群岛酒店
西人群岛上的合家欢绿洲

Landeyjarhöfn  改造
后，到西人群岛的交
通格外便捷。Herjólfur 
渡 船 往 返 于 西 人 群
岛，夏季每天 5 次，
冬季每天 4 次。

Vestmannabraut 28 • 900 Vestmannaeyjar

+354 481 2900
  booking@hotelvestmannaeyjar.is
  www.hotelvestmannaeyjar.is

Hotel Vestmannaeyjar

1973年1月23日，赫马岛/Heimaey上
5300名居民从未想到, 一场火山爆

发会让他们无家可归，罪魁祸首就是
那场冰岛南部岛屿的地震。仅仅几小
时后，在城外教堂附近，大地裂开了
一条长达2000米的裂缝，熔岩和火山
灰喷薄而出，席卷了赫马岛的房屋和
街道。所有居民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
里全部撤离，根本无暇挽救任何财
产。有些人再也没回到这座小岛上。

英雄们拯救家园
两百位勇士留在危险区对抗这场灾
难，他们通过使用海水冷却的方法最
终减缓了熔岩流动，挽救了港口。然
而当五个月之后，喷发终于停止时，
还是有大约400所房屋被彻底摧毁。
这次火山喷发登上了世界各大媒体的
头条，人们不禁想起了意大利庞贝古
城：公元 73 年维苏威火山爆发，厚
厚的火山灰和熔岩埋葬了这个城市。

庞贝古城的绝大部分都已经被挖掘出
来，西人岛的人们也挽起袖子开始这
样做。

“北边的庞贝”名副其实：灾难
发生40年后，大约10所房屋在废墟中
建起，最终在挖掘现场一座令人瞩目
的博物馆拔地而起，从竣工剪彩后就
对外开放。

博物馆重现灾难
Eldheimar的设计相当独特，凝重而简
朴。博物馆是由火山石建成的建筑杰
作，完美地反映出大自然的冷酷无
情。它就坐落在Gerðisbraut 10号大楼
的中心，大楼位于喷发熔岩火山的山
坡上。此处已经被全部挖掘，展示复
原了火山喷发当日的生活，作为对逝
去家园的纪念。

在Eldheimar一千多平方米的展厅
里，参观者可以看到关于西人岛火山
作用的多媒体展示和展览。Eldfjall火

山在1973年突然升高到220米，在其
喷发前也毫无先兆。同样在1963年，
一处海底火山喷发持续了四年，由此
形成了赫马岛南边的小岛叙尔特塞
岛/Surtsey。叙尔特塞岛受到自然保护
法的保护，只允许科学家上岛进行调
研。自2008年起，此岛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Eldheimar博物馆的展览厅、咖啡
馆和商店是开放式设计风格。这样有
足够的空间让参观者四处参观，沉思
这场自然灾难以及它对西人岛经济和
文化生活造成的影响。无畏的岛民至
今生活于此，让人不禁敬重他们的坚
定勇敢。 - EMV

拜访消失的房子

西人岛的Eldheimar火山博物馆

Suðurvegur • 900 Vestmannaeyjum 

+354 488 2000
  eldheimar@vestmannaeyjar.is

  www.eldheimar.is

Eldheimar

Come and join 
us for a day 

to remember

Come and j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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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661 1810
info@ribsafari.is

来吧︐让我们一起︐
度过这难忘的一天︕



邻房子/Húsið，这是冰岛最古老的木
屋，现在是一所遗产博物馆，其中各
个房间的摆设都与过去一样，展示着
当时的家具和埃拉巴基最显赫村民的
趣事。餐厅仅在9月15日至次年5月15 
日间营业，需提前预约。

埃拉巴基村庄在1765年至1925年
间为冰岛主要的港口和贸易地。它
是艺术、音乐、时尚和欧洲文化中
心。“红房子”商业综合体在当时还
为规定冰岛资产阶级标准发挥了主要
作用。

斯托克塞里村庄
从塞尔福斯驾车10分钟便可轻松到
达这个小渔村。斯托克塞里有一家 
Fjöruborðið餐厅，这是一家正宗海鲜餐
厅，距海滩仅几步之遥。千万别让这
随意的氛围让您误以为餐厅的食物不
怎么好。Fjöruborðið的招牌菜是一桶
桶满登登的海螯虾尾和龙虾汤，最适
合在这种充满乐趣的就餐氛围中慢慢
品尝。

用完餐后，沿着海滨漫步，从斯
托克塞里和埃拉巴基都可轻松到达海
滨。在塞尔福斯，您也可以沿着Ölfusá
河散步或在Helliskógar森林畅游。

正宗的文化体验
自斯诺里•斯图鲁逊于13世纪在雷克霍
特打造了自己的热水浴缸后，热水浴
缸就成为冰岛文化的一部分。热水浴
缸名为Snorralaug，是至今仍在使用的
四大古代浴池之一。在塞尔福斯或其
附近，您可以尝试位于塞尔福斯或斯
托克塞里由Sundhöll市政游泳池改成的

热水浴缸，以体验冰岛文化。这些地
热游泳池全年开放，是冰岛人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欢乐至极的冰岛式圣诞节
11月13日，塞尔福斯圣诞季盛大开
启，市中心的图书馆外将亮起巨大
的圣诞树。这个时间也是圣诞市场的
开放期，市场在圣诞季的每周末开
放。多姿多彩的小摊上摆满了手工制
品和当地正宗的特产，既可以买下送
给朋友，也可以当作纪念品。12月13 
日，13个被称为“圣诞节小伙子”的
疯狂家伙们会下山，按照惯例在这个
独特、传统的冰岛圣诞节里与当地百
姓共享欢乐。

无论什么季节，冰岛都魅力无穷！
 - EMV

当夏季渐渐步入金秋、开始了迈
向冬季的缓慢脚步，就到了冰

岛一年之中最精彩的时节。冰岛的脚
步明显放慢，拥挤的交通高峰期也已
结束，您可以放心度过一个轻松的假
期。冰岛南海岸令人赞叹的旖旎风光
尤其让人沉醉。

取道塞尔福斯向南出发
塞尔福斯是冰岛南部最大、全国第三
大城市。走进位于桥边的塞尔福斯酒
店一楼的旅游信息中心，开始您的旅
程吧。这里有很多免费地图、杂志和
手册，以及计划旅程,帮助您去发现其
不为人知的精彩。

Icebook近在咫尺
旅游信息中心所在走廊的正对面，是
塞尔福斯不断为游客打造的便利设施
中最新加入的一项。这是一家以服
务为理念的公司，叫做Icebook，提供 
Europcar汽车出租服务、活动规划和到
冰岛南部著名地区的短途旅行，比如

蓝湖和黄金旅游环线，服务于两至四
人的小团体。您可以在Facebook上找
到这家公司，或直接在营业时间前去
咨询。

外出就餐
塞尔福斯的Tryggvaskáli餐厅位于Ölfusá 
河畔，一幢建于1890年最古老的大楼
内。餐厅装饰风格为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到五十年代冰岛特有的经典风格，

高贵典雅，且富有现代感。厨师长
Fannar在冰岛学习烹饪技艺，2007 年在
伦敦Texture餐厅工作，师从冰岛唯一
一位米其林星级厨师Agnar Sverrisson。

埃拉巴基/Rauða Husið餐厅
Rauða Husið意为“红房子”，这幢建
筑也是埃拉巴基村庄最古老的建筑之
一。这家高档餐厅提供完美服务和经
典美食，是您的不二之选。餐厅紧

Árborg 
自治区的季节变化
塞尔福斯、斯托克塞里和埃拉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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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利斯豪勒度假区/Hellishólar位于冰
岛南部最美的田园风光地带，这里

远离喧嚣，大自然独有的宁静以及酒店舒
适的客房，可为在旅途奔波了一天的游客
提供理想的休息之处。

度假区离冰岛国道1号线仅需17分
钟的路程，邻近美丽的农场区弗约茨
里兹/Fljótslíð中心的霍尔斯沃德吕尔/ 
Hvolsvöllur村，附近还有三大著名的冰川
米达尔斯冰川/Mýrdalsjökull、埃亚菲亚
德拉冰川/Eyjafjallajökull及蒂恩菲亚德拉
冰川/Tindfjallajökull。

舒适的别墅
为什么不在海利斯豪勒度假区/Hellishólar
过夜？它拥有25套标准的、配套齐全的
别墅套房，每套别墅套房可住3~6位客
人，套房内设有一个小厨房，可供客人自
制餐食。如果您愿意，您也可以在别墅
区的公共餐厅享用早、中、晚餐。

多种选择
在海利斯豪勒度假区/Hellishólar，还有一
个全新的埃亚菲亚德拉冰川酒店/Hotel 
Eyjafjallajökull，拥有18套宽敞舒适的卧
室，每间卧室都配有独立卫生间。

壮美秀丽的自然景观
在海利斯豪勒度假区/Hellishólar，无论从
哪个角度，您所看到的都是无与伦比的绝
色美景！冬季北极光活跃之时，您只需走出
户外仰视天空即可轻易看到极光。由于没
有光污染，海利斯豪勒度假区/Hellishólar

成为冬季观看北极光的理想之地。夏季，
这里长长的极昼为您提供了享受户外活动
的最佳时机，您可以在湖上垂钓鳟鱼，也可
在流经度假区的河中等待鲑鱼上钩，您还
可以在18洞高尔夫球场挥杆尽兴！海利斯
豪勒度假区/Hellishólar是您全年探秘冰岛
南部的理想之地，期待您的到来！ -EMV

海利斯豪勒度假区/Hellishólar的别墅、宾馆及酒店

冰岛诗画般的天堂

861 Hvolsvöllur

+354 487 8360
  hellisholar@hellisholar.is
  www.hellisholar.is
  www.hoteleyjafjallajokull.is

Hellishólar ehf

什么样的旅游目的地最能吸引游客？
每个游客心中自有的答案。有人热爱

自然风光，有人喜欢特色美食，有人对体
验异域历史文化心向往之，还有人则对结
交新朋友乐此不彼。苏泽尔•维克/Suður-
Vík餐厅能满足您上述种种愿望。餐厅位
于维克/Vík í Mýrdal小镇,装修富丽堂皇，
在这里，您不仅可以俯瞰如画般的海上岩
柱，品尝当地的各种美味佳肴，还能体验
充满历史气息的建筑以及餐厅给您带来的
宾至如归的感觉。

餐厅建在一座小山上，视野独特，万
千美景皆可尽收眼底。餐厅所在的建筑始
建于1902年，是维克镇/Vík最古老的建筑
物之一。餐厅的内部设计将建筑物的历史
遗风与罗曼蒂克的家俱和装修风格融为一
体，营造出一种宁静、温馨的氛围。

这个由家庭所经营的餐厅，创造性地
将过去、现在和不同文化的烹饪方法结合
在一起。餐厅选用当地食材，在传统烹调
工艺中加入了目前广受食客欢迎的泰式制
作方法。餐厅所采用的食材，几乎竭尽了当

地所有，包括当地捕捞的鲜鱼、本地制作
的冰淇淋，以及用以制作冰岛特色大黄粥
的本地产大黄。

苏泽尔•维克/Suður-Vík餐厅的比萨
饼堪称一绝，餐厅自称是当地最好吃的比

萨，食客对此亦赞不绝口。餐厅提供的其
他主食包括一直以来都广受欢迎的牛排三
明治，本/Ben打趣说餐厅大厨们已将这
道主食发挥到了极致。此外，当然还有各
式各样上品的泰国菜—这些美味佳肴为
这个冰岛小镇带来了更多为人们所喜爱的
美食。

苏泽尔•维克/Suður-Vík餐厅营业时
间是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中午，您可在
此随意点一份简单的午餐，傍晚时分，您可
在此慢慢享用精致的晚餐。 -VAG

Vatnshellir CaveSuður-Vík Restaurant
Suðurvíkurvegur 1 • 870 Vík

+354 487 1515  
  sudurvik@gmail.com
  none

苏泽尔•维克/Suður-Vík餐厅
饮食、文化、自然和历史的完美融合

新 车 ， 服 务 好 ， 价 格 赞 ！

电话:+354-51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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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和中国曾
共患难的那一夏
1783年夏天，一场可怕的天灾，袭击了

冰岛、中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大批
民众罹受了这场灾难，很多人因此丧

生，所造成的影响历时数年。截止1786年，
北半球已有600万人因此失去了生命，其中
有100万是日本人，数百万的中国人、数百
万欧洲人以及北美人。在这场自然灾害中， 
冰岛失去了1/5的人口。

1783年6月8日，冰岛南部天气晴朗、
阳光普照，却不料祸从天降。神父琼.斯泰
因雷姆森/Jón Steingrímsson在日记中写
道：“黑压压的一大片浓烟像一堵墙一样，
从山间升腾起来向北蔓延，岩浆很快吞
噬了我们的农场区，所到之处，室内漆黑一
片，在室外，人们几乎无法呼吸。”熔岩不
断从裂缝中向外喷涌流淌，持续了将近一
周，135个火山口喷发的熔岩，流经的区域

距离总长约27公里（约17英里），是有史以
来最大的单一熔岩流。

在那些日子里，各地的日志、年报和
新闻都清晰地描述了这一自然灾害以及由
此而造成的气候变化。6月10日，火山灰
云飘到了挪威、苏格兰和法罗群岛，22日
飘到英国。到了24日，灰雾一路蔓延到亚
德里亚海以东，弥漫了整个欧洲。7月，灰
雾又开始向俄罗斯、西伯利亚和中国扩散。
据当时的报道，中国的长江流域和印度遭
受了严重干旱，1783年夏，中国各地普遍
出现了极度低温。随后的几个星期，叙利
亚和埃及也饱受灰雾之苦。由于季风周期
遭到破坏，尼罗河的降雨量下降了近20%
，造成庄稼欠收，进而引发饥荒。据史料记
载：“到1785年1月，埃及有1/6的人口或
死于饥荒，或背井离乡。”

1784年冬天，美国东部的平均气温
比以往低了5°C。南卡莱罗纳州的查尔斯
顿/Charleston—在今天即使是一场小小
的降雪也会导致交通突然中断的地方—当
年却冻成了一片大冰场。大块浮冰沿着密
西西比河顺流而下，流入墨西哥湾。密西
西比河一度千里冰封，连新奥尔良段都上
冻了。

更为严重的是，火山灰云覆盖了1/4的
地表面积，殃及到北纬30°以北的整个北
半球。由于地心引力的作用，灰云呈螺旋
状降落到地表。灰云对所经地区环境和气
候的严重影响在此后至少持续了两年。在
灰雾持续不散的欧洲和其他地区，火山爆
发的前五个月内，每立方千米火山灰的硫
酸含量竟高达1000公斤。

这些灾害导致作物多年减产，由减产
引发的饥荒最终导致了饥民暴乱。法国因
暴乱而死亡的人数超过100万。人们普遍
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根源是由于冰岛拉基
火山/Laki的爆发促使的。

与230年前自然界毁灭性的“狂怒”形
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我们今天再次经过这里
时，看到的却是大自然的的宁静优美。200
多年后，拉基火山/Laki口已经由岁月雕琢成
了一件自然的艺术品。那些过去形成的粗糙
而又毫无生气的火山岩如今已形成了大小不
同，形态各异的洼地，这些洼地被苔藓覆盖，
成了动植物的庇护所。火山口展示并传达着自
然的瑰丽，山间点缀着的蓝绿色溪湖，火山坑
壁上茁壮成长的低矮灌木。自然之力曾大施
淫威的地方，如今却成了这些娇弱生命的乐园，
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巧夺天工。 -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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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1日至8月31日，格德巴肯公寓酒店/ 
Gedebakken Residence的四套公寓对游
客开放，那些喜欢清静，希望拥有个人空间
的游客，可在这里找到绝对的宁静。在公
寓临窗眺望，小镇美景让人叹为观止，远
处的峡湾和冰盖尽收眼底。每套公寓都配
有带淋浴的卫生间，一个小厨房一台电视
机。在公寓住宿的客人可以享受免费早餐。

用餐
克拉拉餐厅/Restaurant Klara采用欧洲传统
的烹饪方法加工当地的新鲜食材，带给客人
难忘的美食体验。这家餐厅位于纳萨克酒
店/Narsaqc内，供应各种格陵兰新鲜鱼肉
菜品，以及多种国际品牌红酒。如果想随意
用个便餐或吃点小吃，可去同在纳萨克酒店/ 
Narsaqc内的伊格德罗咖啡馆/Café Igdlo，
那里环境舒适，游客可以享用各种美味的三
明治和小吃、诱人的蛋糕、上品咖啡、茶，以
及各种冷饮。游客还可以坐在咖啡馆或室外
平台欣赏峡湾壮观的景色。此外，伊格德罗
旅游公司/ Igdlo Travel新近还投资了一家小
型手工酿酒厂，可为游客提供更多的服务。

精彩纷呈的旅游项目
伊格德罗旅游公司/Igdlo Travel推出各种
趣味旅游项目，从减压游到格陵兰岛历险
游，丰富多彩。夏季，游客几乎可以尝试各

种旅游项目，从租用水上摩托车到租船服
务，从租用自行车远足到操控爱斯基摩小
艇，精彩纷呈。泛舟于清亮的碧波间，大块
浮冰不时擦“船”而过，这种感觉，真是妙
极啦！伊格德罗旅游公司/Igdlo Travel可为

一日游到数周游行程的游客提供导游服务，
还提供适合独立旅行者的旅游项目。

冰岛的商业
格林兰中心/The Greenland Centre位
于雷克雅未克市中心的劳格夫古尔大街/ 
Laugavegur。到雷克雅维未克，您可在格
陵兰中心一站购齐所有您想在格陵兰买的
东西。购物中心的旅游商店以出售格陵兰和
冰岛特色产品为主，旅游信息中心以及展览
区主要展示与北极相关的艺术品。该商店出
售的商品包括毛衣、夹克、手提包、围巾、珠
宝、手工制作的木制品以及海豹、驯鹿、冰岛
绵羊华丽的皮毛。

格林兰中心/The Greenland Centre的业
主在雷克雅未克还经营着伊格德罗客栈/ 
Igdlo Guesthouse和一家汽车租赁公司。客
栈设有单人间、大床房、双人房、家庭套房
多种房型，可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汽车
租赁公司可向游客提供从小型车到四驱车的
各种车型。不管游客选择去冰岛还是格陵兰，
抑或两者，伊格德罗旅游公司/Igdlo Trave
都能让您如愿以偿。一流的服务、舒适的房
间、美味的餐厅以及独特的旅游项目期待您
前来体验。有了解当地文化，热爱当地自然
风景，又视两国为家的人相伴，您的冰岛和
格陵兰之旅一定非常难忘。格陵兰购物中心
正在缩小冰岛和格陵兰两国的差异。 - JG

前往格陵兰旅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热
门。格陵兰是世界最大的岛屿，游客

们来此旅游，看一看这里如茵的草甸，游
览长长的峡湾，体验独特的格陵兰文化，品
尝当地的美食，享受当地的温泉并参观维
京时代的遗迹。一年四季都有各色旅游项
目。伊格德罗旅游公司/Igdlo Travel可为游
客提供多条旅游线路、安排食宿，提供各种
特殊的活动安排。

伊格德罗旅游公司/Igdlo Travel是一家
充满活力的公司，公司创办者是一对分别来
自冰岛和格陵兰的夫妻，他们创办公司的初
衷是为了促进冰岛与格陵兰之间的交流。伊
格德罗旅游公司/Igdlo Travel由劳格夫古尔
大街/Laugavegur格陵兰中心的业主经营，
该公司在格陵兰经营着一家酒店，可为游
客安排各种旅游活动。伊格德罗旅游公司/ 

Igdlo把为游客提供一体化的旅游服务、满
足客户的全部旅游需求为使命。这对业主
夫妻非常热爱他们的公司，他们和他们的孩
子们频繁来往于格陵兰和冰岛，与他们在两
地的大家庭一起欢度快乐的时光。 

住宿
伊格德罗旅游公司/Igdlo Travel格陵兰南
部经营着一家叫纳萨克/Narsaqc的酒店。

酒店非常漂亮，客房温馨舒适、色彩鲜艳
明快，服务质量一流。所有客房都配有电
视、冰箱和保险箱，亲切友善的服务生殷
勤周到。酒店内设有酒吧，方便客人休憩
小酌。早餐包含在房费中。此外，6月初至7
月末营业，伊努伊丽酒店/Hotel Inuili为游
客提供公寓式住宿。最近建造的几栋大楼
内设有八套公寓，这些公寓共用一个休息
区、厨房和餐厅，非常适合旅行团使用。每

Photos: Mads Pihl

通往格陵兰的大门
格陵兰中心，架起冰岛和格陵兰沟通的桥梁

Laugavegur 96 • 101 Reykjavik

+354 564 5555
  info@glc.gl
  www.glc.gl

Igdlo Travel/Greenland Centre



几千年来，格陵兰以无数肥沃的港
湾和无尽的海产吸引着来此定居

的人。绝大多数移民从阿拉斯加穿越
北极冰盖，定居在这个世界最大岛屿
的西岸。最早西岸移民是红头发埃里
克及他的随从在公元982年从冰岛到达
这里的。他和他的后裔建立起独立的
维京社会，延续到1450年。对历史学
家而言，格陵兰维京人的消失还是个
谜。沉寂的废墟代表着一个被遗忘年
代的全部，让人们去思考驾驭人类的
自然能量。

残缺的美
在格陵兰，自然似乎率性而为。人
类能到手的任何东西都会被冰霜，
暴风雪和融水轻易破坏。格陵兰蛮
荒之美铺天盖地；傲慢地从任何胆
敢挑战它的人那里索取敬意。因纽
特人学会适应了严酷的荒原，通过
谦卑地妥协成为其一部分而存活下
来。沿着他们的足迹行走并以他们
为榜样是探索这个奇妙世界最安全
的方法。

在17和18世纪, 当斯堪的纳维亚
狩猎者来到这里，开始和当地因纽
特人进行贸易时，发现鲸鱼肉和海
豹肉是当时的“黄金”。现在仍然
是众多收入的来源之一。格陵兰人
依靠狗拉雪橇，皮划艇和传统狩猎
武器，来不断获取他们的基本食物。

传统遭遇现代
格陵兰南岸得益于暖湿的气候，这种
气候带给人们浆果，草甸和羊群需要
的充足食物, 从20世纪初就开始有羊

群在这里放养。以芬芳的苔原草场为
食，确保格陵兰的羊肉不需要额外的
调味品。

这个国度里的每件事都显得纯
净，同时又充满异国情调。在繁华的
首都努克，展现出的是一个令人惊讶
的现代化城镇，具有当代城市的所有
舒适，旅游设施发展完善，遍及全
国。只有57000人口生活在这个巨大的
岛上，这里海岸线无边无尽，联结着
传统和现代。艺术，音乐和时尚在这
块巨大土地上扮演重要角色，并且寻
求着自己特有的风格。

从努克向北一探究竟，周围地
区的植被明显变得稀疏，迫使当地居
民保留传统游牧生活方式，以狩猎驯
鹿，麝香牛和北极熊活动为生。北极
的风雪让这里非常不适合居住，由于
冰川融化，造成冰缝暗藏，也是危险
的因素。

夏季王国
在夏天，这是植物的王国—超过4千种
不同植物，花卉和草本植物现于沿岸
地区和无数岛屿之上。短暂的夏季带
来某种生长狂潮，植物竞相在阳光下

争得一席之地，几乎每块被土壤覆盖
的地方都有众多花朵在争奇斗艳。长
达两个月之久的自然节日，欢庆着短
暂的北极夏季，气温在六七月实际能达
到20度。尽管天气不断变化，干燥的北
极空气确保壮美景色一览无余。即使遥
远的山峦看起来也比实际上近了很多，
完全的宁静让人心生敬畏。

从海上可以欣赏色彩绚丽的南岸，
雄伟灰色的群山保护着绿色的草场，而深
蓝色的北极海水轻轻摇动峡湾里那些震撼
人心的冰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头发埃里
克对这个“绿色土地”如此着迷。

无处不在的冰山
没有什么事情比泡在乌纳图温泉，观
看冰山漂移更神奇的事情了。格陵兰
温泉水温达到60度，冰山随处可见。
然而，没有地方比西格陵兰堪格鲁苏
(Kangerlussuaq), 更适合体验奇异内陆
冰川景观。这里有格陵兰国际机场，
小镇也被称为“格陵兰的大门”。
从这里您很容易通过步行，狗拉雪橇
或者直升飞机到达如赛尔冰川Russel 
Glacier，或者选择卡亚克线路让自己
迷失在风景如画的国王弗德克领地峡

湾(fjords of King Frederik’s Land)。在堪格
鲁苏(Kangerlussuaq)，近乎空灵的宁静
和纯净的空气让它成为理想的冬季目
的地—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地方能象这
个小镇一样，让你一年有如此之多，
接近300个晴空夜晚来欣赏北极光。

通向荒野之门
对于那些寻求冒险和与世隔绝的人
们，通往荒野的大门可以从东岸进
入。直到上个世纪，由于坚不可摧的
岩石和冰块阻挡，东岸从文字记载上
一直和其他地区以及外部世界隔绝。
在这个与世隔绝地区生活的居民被迫
发展出自己的文化，语言和口头传
统。直到今天，当地人仍然深深地植
根于自然当中。在伊特夸米特，从文
明中游离片刻，在拥有丰富野生动物
的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和上溯1千年的
因纽特人文化遗址的边界处探索。国
家公园受到巡护员和科学家的保护，
但它的外围对游艇和短线游览线路开
发。探访人类最后一块不毛之地的经
历是震撼人心的，有助于提醒人们细
心呵护地球最北端的这个宝藏。 - DT 

 摄影师 Stefan Gimpl

格陵兰—
北极圈里的乐土
北部荒野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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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陵兰拥有许多世界独一无二的
美景。在这里，游客们随处可见
宁静峡湾边高耸的冰川，一望

无垠的冰原与土地。若您对格陵兰丰富的
文化感兴趣，您可以去看一看小镇迷人的
博物馆、品一品当地正宗的美食、或报名
参加为游客量身定制的各种短途旅行项目，
如休闲观光游以及体能恢复游等等。虽然
所到之处让您有与世隔绝之感，但通往格
林兰岛的航线从没有如此便利过，它对游
客的开放程度前所未有。

格陵兰新航线
2016年夏天，格陵兰航空公司开通了从凯
夫拉维克国际机场/Keflavik International 
A i rpor t到伊卢利萨特/I lulissat的新航
线，使该公司的航班数再次得到了扩充。夏
季，格陵兰航空公司每周共有15架次航
班从凯夫拉维克/Kef lavik和哥本哈根/ 
Copenhagen飞往格陵兰。

令人兴奋的冰雪之旅
伊卢利萨特/Ilulissat有很多令人兴奋的短
途旅行项目，游客们在饱览风光的同时，可
以尽情体验旅游的乐趣。游客可以选择一
个半小时的直升机高空峡湾游项目，从空
中俯瞰峡湾和冰川的壮美。坐直升机飞抵
内陆冰原，行走在洁白的冰原上，这种感
觉，想必一定终生难忘！游客们还可选择
两个半小时的帆船之旅，在夏日午夜低悬
的太阳散发出的暖红色的阳光中，从世界
遗产地伊卢利萨特冰湾/Ilulissat Icefjord
扬帆起航，与擦船而过、飘流入海的巨大
冰山近距离接触，此番情景，令人难以
想象。选择帆船之旅，游客还有机会在
旅途中看到鲸鱼。格陵兰世界/World of 
Greenland旅游公司将会为你安排这些短
途旅行项目的所有细节。目前，公司正在设
计适合夏季出行的新的短途旅游项目，如
徒步、乘雪橇等，以满足爱好运动的旅行
者的需要。 

壮丽的冰川
在爱吉冰川旅馆/Glacier Lodge Egi豪华
小屋里住一夜，观赏冰川全景，机会难得。
巨大的冰川漂浮在海面，露出高高的冰川
脊，好一派壮美景象！运气好的游客还能
看到冰川崩裂时大块浮冰隆隆跌入海中
的壮观场面。旅馆共有15套客房，其中11
套为只提供基本住宿条件的标间，4套为
舒适型客房，提供热水、专用盥洗室，并配
有220v电源插座。旅馆的维克多咖啡厅
和餐厅/Café Victor提供可口的早餐，餐费
包含在房费内。供应的午餐和晚餐，费用
另计。这家咖啡厅和餐厅大厨采用新鲜的
本地食材，如鲜鱼、新鲜羊羔肉等烹制菜
肴，让游客始终味蕾大开。爱吉冰川旅馆/ 
Glacier Lodge Egi距小镇大约50英里，全
程游览均有导游带队。

格陵兰观鲸之旅
游客可以乘坐快艇前往迪斯科湾/Disko 
Bay欣赏鲸鱼，全程仅需4小时。在格陵兰

一带，生活着15种鲸鱼。夏天，游客将很有
可能看到抹香鲸、小须鲸和鳍鲸，而看到
蓝鲸、逆戟鲸、白鲸和独角鲸的机会则相
对较小。鲸鱼在冰山映衬下浮出海面，这一
刻是您终生难忘的。

北极小镇文化
伊卢利萨特/Ilulissat是冰山的意思，这里
不光风景如画，还是格陵兰北部的文化中

心。伊卢利萨特/Ilulissat有一个繁忙的港
口，几家博物馆、咖啡馆和餐馆，还有一家
夜总会。塞梅米尤特/Sermermiut文化艺
术交流中心适合放映电影和戏剧演出。当
地艺术家和国际大师经常来此演出。在伊
卢利萨特/Ilulissat，您同时还能欣赏和购
买当地做工精良的手工艺品。伊卢利萨特/
Ilulissat是北极探险家库纳德·罗姆森级/
Knud Rasmussen的出生地 。镇里的展览，
定让您体会到这位探险家勇于探险的勇气
和决心。我们推荐您徒步前往塞梅米尤
特/Sermermiut定居点或在傍晚时分到库
纳德·罗姆森级/Knud Rasmussen纪念碑
附近漫步，这里是欣赏海湾美景以及远眺
75公里以外迪斯科岛/Disko Island的绝佳
地点。如果天气晴朗，游客或许还能看到
绝妙的日落美景。

舒适的住宿
北极酒店/Hotel Arctic是一家深受游客喜爱
的四星级酒店，其会议设施已达到五星级
标准。酒店的客房舒适，格调高雅，采用了
斯堪迪纳维亚的设计装修风格。客房内装
饰着格陵兰当地艺术家的作品。现代圆顶
建筑小屋，非常适合观赏远处如诗如画的冰
山美景。酒店所有设施均使用环保材料，还
配有专为残障旅客设计的客房。酒店的美
食也非常有名，获奖大厨们亲自操刀，采用
本地新鲜食材烹制菜肴。游客们可在这里一
边享用美食，一边观赏夏季极昼阳光下冰山
漂移的壮观景象。来格陵兰旅游千万别错
过伊卢利萨特/Ilulissat。在这个迷人的小镇，
您可以体验充满异国情调的各种短途旅行
项目。享受温暖舒适的客房，结识热情友善
的导游，见识灿烂的午夜阳光。 - JG

伊卢利萨特/IlulIssat冰川探奇
游格林兰切莫错过伊卢利萨特/Ilulissat

Air Greenland
Phone:  +299 34 34 34

   reservation@airgreenland.gl
   www.airgreenland.gl

World of Greenland
Phone: +299 94 43 00

   info@wog.gl
   www.worldofgreenland.com

CHotel Arctic
Phone: +299 94 41 53

   booking@hotel-arctic.gl
   www.hotelarct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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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 越 多 前 往 冰 岛 旅 游 的 中
国 游 客 都 会 借 机 去 格 陵 兰

岛 旅 行 。 丹 麦 驻 冰 岛 领 事 E r n s t 
Hemmingsen（恩斯特·汉米斯）说
到，根据目的地的不同，从冰岛到格
陵兰坐飞机只要2-4个小时，冰岛有
许多固定的或季节性的到达格陵兰多
地的航线。

游览格陵兰是一生难忘的经历
伊卢利萨特是格陵兰最受欢迎的旅游胜
地，也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最美丽的
地方之一。据说此地的地理风貌气势磅
礴，有一个长达56千米的冰川峡湾，遍
布了来自雅各布港冰川的巨大冰山。
冰川带来的巨大的视觉震撼。冰块从冰
山脱落时发出的声音使人惊心动魄。努
克是格陵兰的首府和最古老的城市，同
时也是旅游胜地，特别适合想在格陵兰
逗留时间更久的人。纳萨尔苏瓦克也非
常有趣，从这里可以很容易到达古老的
维京人定居地。所有这些地点都在西海
岸，而在东岸有一个叫库卢苏克角的
村庄，从雷克雅维克坐飞机不到两个
小时即可到达。那里巨大的冰山在岸
边漂浮着，小巧多彩的房屋看起来像
是点缀在偌大自然中的微小盒子。恩
斯特说，在格陵兰，不管人们去哪游
览都会令人难忘。

在冰岛的丹麦大使馆可以
很容易获得到格陵兰的签证
获得到格陵兰的签证很容易。在中国
申请普通申根签证时，可以在北京的
丹麦大使馆获得格陵兰和法罗岛的签
证。想去冰岛和格陵兰的人可以用邮
件把护照和申根的副本邮寄到冰岛的
丹麦大使馆，然后在到达冰岛时就可
以获得格陵兰的签证。

对于到达冰岛后才想去游览格陵兰
的人，在递交申请24 小时后方能获得
去格陵兰的签证。团体或个人皆适用。

夏季没有北极光
我们确实经常有许多中国游客去格陵兰
旅游。一些个人和团体甚至年复一年地
申请去格陵兰的签证。恩斯特说就在昨
天有两名中国学生申请去格陵兰的签
证，但我们注意到，他们夏天来这里申
请去格陵兰的签证，因为他们想看北极

光。他们觉得在格陵兰比在冰岛更容易
看见北极光。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因
为格陵兰的一些目的地要比冰岛北部大
部分的地区还要靠北，而越往北白昼更
长夜晚更短，甚至没有夜晚。夏季是观
赏极昼、岸边嬉水的鲸鱼、断裂冰山流
动的季节。此时格陵兰的气候大体上温
和，天气通常晴好。而到了冬季则是乘
坐狗拉雪橇、观赏北极光、滑雪和观星
的季节。

从雷克雅维克的
国内机场到达格陵兰
从冰岛去往格陵兰要比从丹麦出发更
容易，因为从哥本哈根只能飞去康克
鲁斯瓦格 (Syðra Straumfjarða)。冰岛航
空全年有从雷克雅维克国内机场飞到
格陵兰东部库卢苏克角和位于格陵兰
西部的首府努克的航班。冰岛航空也
有季节性的航班飞往格陵兰南部的纳
萨尔苏瓦克、首府努克、迪斯科湾的
伊卢利萨特和格陵兰东北部的斯科斯
比松。

冰岛是格陵兰的大门，丹麦驻冰
岛领事恩斯特·汉米斯说，我们大使
馆的工作人员将为中国游客打开这道
大门，用热情和效率诚挚地欢迎您们。
 - SJ

摄影师Mads Pihl

许多中国人从冰岛去格陵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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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ureyri

Reykjavík

纪念品商店

2012年年度最佳店铺

五十年家族经营

  维京商店:  信息
雷克雅未克 Laugavegur 街1号 

雷克雅未克 Hafnarstræti街 1-3号

阿库雷里 Hafnarstræti街 104号

邮箱：info@theviking.is
网址：www.thevikin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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