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山源岭南东方温泉酒店：巴厘岛特色 瑶乡文化

蓝山源岭南东方温泉酒

店位于“世界过山瑶之乡”

———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

酒店滨蓝山湖之畔，临温汤天

然温泉水， 环抱千亩翠绿竹

林，是湖光山色之间富含富氧

离子的天然氧吧，洋溢着巴厘

岛风情的温泉， 兼具瑶乡、客

家的文化特色。

大象喷水池、巴厘岛善恶

之门舞台、苏门答腊原生态水

疗、一座座茅草屋外表的能量

房，度假村内弥漫着浓郁的印

尼巴厘岛风格建筑，令人仿佛

置身异国他乡。温泉中心以巴

厘岛风格建造，45 个不同主

题的温泉泡汤池，顺山势错落

有致。

在这里， 可享受到各种功

效的中药养生温泉，感受百花

香草一亲泽肌肤的美妙，还能

体验热辐射能量房的原始魅

力、瀑布浴的淋漓畅快。此外，

欢乐天地儿童池、半山无边界

泳池、 美容功效的鱼疗池、纳

米池……应有尽有，温泉体验

丰富多样。

Tips:

交通 ：广州 、佛山出发走

机场 高 速

/

沈海 高 速 广州 支

线

-

大广高速

-

乐广高速

-

京

港澳高速

-

大桥出口

-

蓝山源

岭南东方温泉酒店。

美食：酒店中餐厅以特色

地方菜为主打，同时精心提供

各式潮州菜、客家菜以及瑶乡

特色美食。

森林海温泉度假酒店：亲子主题 家庭欢聚

森林海温泉度假酒店位

于广州增城区旅游名镇派潭，

毗邻白水寨国家级4A景区，周

边森林环绕，空气清新，四面

遥望白水仙瀑，酒店按照五星

级标准建造，将时尚休闲的东

南亚建筑理念与湖山瀑景相

结合，所有客房皆可享受开阔

景致，超大观景阳台让你更贴

近自然，放松身心灵。

酒店内的亲子主题复式

套房备受欢迎，家长可以带领

小朋友一起探索奇趣妙想世

界，包括森林、星空、海洋、嬉

水四大主题，并配有独立的温

泉池，池水引入偏硅酸含氡真

温泉，让大人小孩畅享森林里

的惬意度假时光。户外温泉区

域还有有趣好玩的玩乐设施

如旋转滑梯，可享受离心加速

的美妙体验；网红水幕秋千荡

飞烦恼；绳网步道进行智力与

勇气相结合的冒险……温泉

乐园的众多玩乐设施和温泉

动静结合、相得益彰。 酒店还

提供户外亲子拓展、森林骑行

等项目，是亲子家庭享受家庭

欢聚时光的不错选择。

Tips

：

交通：酒店距离白水寨景

区约

2

公里，地理位置优越，周

边道路网络便捷， 直线

100

公

里可通达广州、深圳、东莞、惠

州、佛山等珠三角主要城市。

美食：酒店雅荔轩中餐厅

以粤菜 、中西融合菜 、原生态

健康菜为主。

乳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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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温泉行业评选

寒假带娃出游去哪儿？

省内温泉乡村游“安全又惬意”

□

专题策划 黄洁儿 李伟 专题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叶佳茵

受疫情影响，省内游成为众多家庭出游的选择，其中，温泉乡村游是不少亲子家庭的首选。 寒假将至，省内各

大温泉酒店配备了不少亲子游玩的项目设施，遛娃的同时也可亲亲自然，呼吸新鲜空气，感受假期的闲情逸致。

南昆山温德姆温泉酒店：

私家泡池 古朴典雅

温德姆温泉酒店位于惠州

南昆山森林公园区域走进酒店

大堂， 令人印象深刻的纸鹤吊

灯映入眼帘， 而大堂内精美的

古典绘画以及造型独特的楼梯

栏杆， 让人感受到大堂空间的

古朴典雅、 顶面星星闪烁的灯

光， 犹如身临星空， 乐趣无

穷。

特别的是酒店每间客房阳

台都带独立私家泡池， 在疫情

期间可以更好满足客人的需

求，也更具私密性。 泡泉同时还

能欣赏窗外美景， 呼吸南昆山

的清新氧气，悠享度假。 带小朋

友的家庭可以前往儿童乐园与

孩子共度乐享时光， 乐园提供

各式各样的儿童娱乐玩具，以

及波波池、滑梯等娱乐设施，让

小朋友尽情玩耍， 带来一次难

忘的度假。

Tips

：

交通：广州走华南快速

-

春

岗立交转广河高速

-

永汉出口

全程约

1

小时。

美食： 新煮意西餐厅推出

特色驴肉小火锅， 四季轩中餐

厅则专注于新派粤菜、 地道客

家菜及本地特色菜肴。

康桥温泉度假村：侨乡风情 生态温泉

康桥温泉度假村坐落在风

光旖丽、 美丽富饶的广东台山

白沙镇朗南铜锣地村。 康桥温

泉度假村的开发以“健康、悠

闲、浪漫”为主题，整个度假村

位于丘陵地带的山谷中， 内有

自然水体和湿地资源， 在设计

上充分利用水体、 湿地以及山

地资源， 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

的生态环境。 酒店客房分为豪

华房、 湖畔别墅和半山木屋别

墅 3 种不同风格的主题， 并提

供卡拉 OK、棋牌室、桌球、乒乓

球等休闲娱乐项目。

康桥温泉水资源丰富，蕴

藏量大，属弱碱性、软水含硫温

泉，其水质晶莹剔透、无异味，

并且含有三十多种对人体健康

有益的微量矿物质元素。 温泉

中心占地面积 60,000 平方米，

设有巴厘岛风情区、 欧陆悠闲

区、康桥养生区、浪漫情侣区等

四大主题温泉区。 同时，酒店主

楼后山为依据的生态谷， 以自

然田园风格建造， 在泡汤之余

还能亲亲自然，感受田园风光。

Tips:

交通：广州、佛山出发前往

康桥温泉全程约

2.5

小时。

美食：鸣泉居以经营健康、

养生农家菜为主， 如台山生蚝

炆猪手、山坑螺炆农家鸡等。

惠州海滨温泉旅游度假区：海洋文化 滨海风情

惠州海滨温泉旅游度假

区是一所集温泉养生、休闲度

假、餐饮住宿、商务会议、户外

拓展、休闲（竞技）垂钓、生态

果园为一体的综合型国家

AAAA 级旅游度假区，坐落在

美丽的稔平半岛南端，毗邻平

海古城、双月湾、巽寮湾、海龟

湾等著名景点。

这里的温泉水量丰富，水

温适中，水质呈无色透明状，微

咸， 水中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

的化学成分，如偏硅酸、氡、氟

等。 度假区内的海滨温泉露天

温泉池区以海洋文化为主题，

池区内分布着数十个大小、功

能不同的温泉池， 或掩于园林

之中，或藏于假山之内，或造于

亭台之下。 度假区内拥有各类

不同主题特色的商务客房 ：田

野风光的稻香观景楼、 温馨别

致的温泉宾馆、 隐身于自然氧

吧中的半山豪苑、 欧式现代风

格的温泉别墅、 独具滨海风情

的香山雅居、 掩映于山林之间

的山顶木屋……

Tips

：

交通：广州出发至海滨温

泉全程约

120

分钟，走济广高

速

→

广惠高速

→

海湾大桥

→

巽寮湾后到达海滨温泉。

美食：海滨温泉倡导健康

与养生，区内拥有专人培育和

管理的有机蔬菜园和生态果

园， 并设有半岛渔村中餐厅、

宴会厅 、海鲜大排档 、花园式

BBQ

自助烧烤园。

广州四季酒店推出艺术驭风之旅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叶佳茵）

近日，

广州四季酒店首度携手奥迪8家族与和

美术馆推出“艺启·驭风” 专属住宿礼

遇，活动将持续到1月31日。 该住宿套餐

可入住豪华江景客房一晚，含意珍餐厅

自助早餐两份， 并由奥迪A8L豪华专车

提供单程送乘服务，从酒店出发至和美

术馆参观。

据悉，和美术馆位于距离广州约一

小时车程的顺德北滘，是由日本知名建

筑设计师安藤忠雄设计的非营利民营

美术馆。 其关注从近代文化艺术思潮到

国际视野下的当代艺术进程，为公众呈

现独具魅力的展览和多元开放的文化

活动， 自开馆以来即成为热门艺术地，

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至。

惠 州

台 山

增 城

惠 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