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 人 忍 不 住 发 朋 友 圈 的 游 轮 之 旅





本册子记录了作者在 8 天 7 晚的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中

有感而发的微信朋友圈图文。

内容创作：龚岳峰



每当旅程行至终点，

重要的其实不是到过了哪里，

而是收获了什么。

招商维京游轮希望宾客收获的，

是“不虚此行”的感受。只 为 不 虚 此 行

不 为 到 此 一 游



中科院博士，2014 年进入新媒体及高端旅行行业，HA 创始人，

微信公众号 HotelAdvisor、TravelNews 商旅资讯、约克和芮

尔大爆炸首席内容及创意官。

擅长手机图片拍摄，善于发掘和提炼细节。对酒店及目的地的人文、

历史和文化具备较深的理解。凭借对行业敏锐的触觉和洞察力，曾

炮制过多篇 10 万 + 爆贴，创新了高端酒店内容的选题方向。

飞猪“超级推荐官”、携程“签约囤货情报官”、携程口碑榜“媒

体大 V 评审团”成员。在酒店的产品设计及销售策略建议，尤其是

奢华酒店和目的地及其高端产品的打造及销售领域，拥有丰富的实

战经验。擅长社群运营，其粉丝极具粘性和消费能力，并拥有一定

的品味及鉴赏能力。

龚岳峰

York GONG, Ph.D.

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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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疫情时期的大环境下，我仍然会选择一次游轮旅行的理由只有一

个：招商维京游轮。

这六个字代表了品质和安心。而且作为中国第一艘自己的游轮，首次

亮相的表现可圈可点。去过维京欧洲河轮的粉丝们，能在这里找到熟

悉的感觉。

把一周的时间交付给招商维京游轮，“无脑出行”，我也找到了“酒店控”

孵酒店的感觉。而在游轮上的体验甚至赢过很多高端酒店。

严格细致的防疫政策住得安心，亲切热情的员工服务让人宾至如归。

由衷地赞叹这个品牌的魅力。

这是一趟动静皆宜的旅程。

作者自序

 “这样的旅行会上瘾：

招商维京游轮如何征服酒店控” 

— 龚岳峰 HA创始人

在拐角处的书吧，在船头的沙发上，翻阅海上图书馆有关中国沿海城

市和海洋航海的书籍，配上北欧甜品，安静又私密。

在空间感奢侈的 SPA 区享用按摩泡池，在干蒸桑拿和宛若冰雪童话的

雪屋里来回切换 60 度的温差，也是妙趣横生。

仪式感满满的用餐步骤，基于地道美食的创意口味，还有无微不至的

服务关怀，每一顿饕餮大餐都会以对这艘游轮品质的夸赞作为结尾。

最后再感叹下“一价全包”是真的物超所值。

如果你喜欢打卡各种有特色的酒店，那么这座海上的奢华酒店应该在

你的愿望清单里！

010 011招商维京游轮



8日魅力南海之旅

一路向南，穿梭三亚，在特有的热带自然风物、少数民族传统文

化与当代文明繁华之间自如切换，纵享南海的秀丽风光。

作者体验的航线

广东深圳  海南三亚  广东深圳

 “魅力南海之旅”船票已含游览项目：

 “鹿回头”登高远眺三亚全景

 “天涯海角”探寻天涯文化

 “海上看深圳”专享游船体验

 “魅力南海之旅”付费升级游览项目：

  探访槟榔谷黎苗村落（含扎染体验）

  体验黎族农家生活（含农家宴）

  拥抱海洋单体帆船体验

  朝拜南山海上观音（含私享素食宴）

  凤凰岛直升机绕岛巡航

  鹿回头 18 洞高尔夫

  大师厨房当地市场体验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013招商维京游轮

注：作者体验的行程安排仅供参考，最新行程信息请查看官网，行程细节也有可能由于天气、海况等

原因在途中稍作调整，请以船上的日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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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的招商维京游轮之旅就此开始了”



24
十月

广东深圳

登船日 今日行程简介：

今天是登船日，

你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巴士

从深圳北火车站（1 小时车程）

或机场（40 分钟车程）

前往深圳蛇口码头。

登船后，你可以花上点时间，

熟悉一下极具北欧设计感的

招商伊敦号，

也可以下船自行探索城市。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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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坐船看看哦，

游轮的终极 wifi 考验开始。

感觉像之前的秋游，

出门前下好多电影和歌。

招商维京游轮。

HA 即刻出发

2021年 10月 24日 上午 11:52

2021年 10月 24日 下午 5:58

招商维京游轮

第一天

招商维京游轮

开启无脑慢生活。

接机同行里还有坐轮椅的阿姨。

人员配的多啊！

接机前后照顾就有三四个小红人。

服务语言除了普通话还有上海话。

到了游轮码头登船，

10 米一个小红人。

有点尊贵哦！

然鹅还在披头散发写双 11，

想慢慢不下来啊。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上海市 ·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018 019招商维京游轮



测试了下船上网速，

船上的卫星 wifi 网速感觉

还可以！

那这几天写双十一不会耽误了！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登船比之前的出国的大游轮快好多！

3 点半从深圳宝安机场出发，

开车 45 分钟，4 点半进入邮轮港，

然后就是 10-20 米一个招商维京小红人引路，到

前台提交 72 小时核酸 + 健康码 + 行程码

就拿到房卡。

不到 5 点登船→欢迎起泡酒 / 无酒精鸡尾酒→换全

HA 即刻出发

HA 即刻出发

第一天

招商维京游轮

新的口罩→安检→湿毛巾→救生衣演示→礼宾台

约火锅，参观后厨 + 船长驾驶室→到客房。

路上是一路招商维京小红人，船里感觉到处都有员

工等待提供服务，我这个楼层有两个专属人员。

打听了下，这条招商伊敦号，

住客 100+ 人，船员 400+。

住满的状态来算，配比应该也超过 2：1。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4日 下午 6:01

2021年 10月 24日 下午 6:15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020 021招商维京游轮



金色阳光。

提前感受下我的老年生活。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路过港珠澳大桥，

对面就是香港机场吧。

天上好大的月亮，

黑的泛光的海面。

好大一只飞机

从头顶轰轰轰飞过，

好长的集装箱船开进珠三角。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HA 即刻出发

第一天

招商维京游轮
这就是〖月光海〗吧。

好安静。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4日 下午 9:59

深圳市 · 内伶仃岛

2021年 10月 24日 下午 10:41

珠海市 · 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

2021年 10月 24日 下午 11:42

022 023招商维京游轮



惬意海上巡游

航海日

25
十月

今日行程简介：

今天我们将开启惬意的海上巡游。船上也早已

准备好丰富的文娱活动：游轮北欧传承导览讲

解、参观后厨或驾驶台、“茶艺时刻”、剧场表演、

影片放映、“人文讲堂”等。

你也可以在图书馆挑选几本好书，静静地享受

海上时光，或是点上一杯饮料，远眺一望无际

的大海。

你还可以通过“招商维京之旅”小程序，提前

预约水疗护理项目和美甲美发沙龙，宠宠自己。

此外，船上还设有健身中心与运动甲板，让你

放松身心。

D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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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控的 2022 年跨年元旦方案里，

招商维京游轮是我要拿来仔细考虑的！

我先把结论放到这里：

没做双十一，但确实是双十一期间里我看到的最

值得买的货之一。

昨天莫名其妙过起了老年生活，

节奏都慢下来了。

我先把这 24 小时的见闻简单记录下

就写今天晚上发的小猪了吼。

腾冲石头纪的最优选择，

我已经盘出来了的。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第二天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5日 上午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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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8 天写双 11 的工作台。

住的这个〖豪华阳台房〗，

比基础房的沙发区大。

这是昨天登船 +刚才有同学要看卫生间实拍。

每天免费的 minibar 补一次，包括两瓶小酒和干果。

( 其实这些都可以去餐厅免费吃，补不补也无所谓，

就是图个方便 )。

很多细节到位的。水压足，出热水快，吹风机风力大，

拖鞋感觉和半岛是同一个供应商，也是胶底棉拖鞋。

床品和浴袍亲肤感好的。

电视有实时信号，包括中央台好几个频道。

还有咖啡机 ( 虽然也是大概率不会用，因为要喝咖

啡就直接去餐厅了 )。

最猛的是插座和 5v 的 usb 充电口超级多。扫了一

眼就有 6 个地方可以充电，我要来专门数一数。

所以没必要带接线板，当然也不转带。

贴心的是来之前打了好多次电话。还有一次问要不

要防疫包，还说多准备些口罩吧，就都放在红包包

里了。

窗帘遮光很好！

黑布隆冬睡到 9 点多才起来。

这个船的灯光设计都很好。晚上很温馨，又安静。

房间里开了夜床后也是同样的感觉。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第二天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5日 上午 11:55

028 029招商维京游轮



昨天的晚餐。主厨的餐桌。

菜单会换。昨天是日韩，今天是新加坡。

默认是海景一线位置，都不用提醒和提前打招呼。

登船前在小程序里预约好用餐时间段即可。

摆盘和氛围是可以配正装的，穿旗袍戴珍珠项链不

为过。口味是延吉的熟悉口味。

苏子叶，韩式酱都有。

茶碗蒸里有鲍鱼。沙拉最好吃。

包括前菜都有配酒。

一道菜配一杯酒，一道菜换一套餐具，

餐盘端上来是热的。服务员察言观色很机灵。

侍酒师和上菜的各司其职，道道菜，款款酒都有介绍。

这些都是一价全包里的，免费！

好吃，好享受，和在上海外滩高级餐厅用餐的体验

差不多的，很可以。

如果要更好更丰富的酒，登船前买个 999 的畅饮酒

水套餐即可。本来在犹豫，现在看，基础的一价全

包差不多也够了。

东北的朝鲜口味牛肉配西北宁夏的迦南美地，两个

重口味的冲击，还可以吼。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第二天

HA 即刻出发

2021年 10月 25日 下午 12:31

招商维京游轮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030 031招商维京游轮



招商伊敦号上我的 6 个心动时刻。

1.我在餐厅用餐，每桌人都在拍拍拍，中国人刚需。

和侍酒师聊了聊酒，他看我要拍照，还问，是要拍

倒酒的姿势吗？虽然我记录都是【不摆拍流】，但

也确实感受到额外的关心。

2. 我路过精品店，看到住厦门安达仕时认识到的见

南花，就要举起手机拍照。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橱窗

反光的问题，店员主动说，要不要把射灯关了，这

样拍清晰些。

3. 买买提去上厕所，要我在 2 楼大堂那里坐一会等

他。我就坐着搞手机，员工主动端过来一杯茶水。

其实我大概率喝不了几口，但是真的有被【重视】

和【关照】到的感觉。

4. 我吃完晚餐又逛到 7 楼的自助餐厅。一进来就是

热情的介绍：【我不敢说我们 7 楼餐厅的员工是最

优秀的，但景色肯定是最好的】。感觉员工的精气

神都好饱满，充满了工作的自豪感。感受到了朝气

和活力，就是等着要为你服务的感觉！

5. 这条船上海客人比较多。接机小红人里有和阿姨

用上海话做引导的小朋友。餐厅里厨师和客人聊天

也能听到上海话。

6. 吃完晚饭在公区里闲逛，我以为的氛围音乐是现

场弹奏的。而且音源共享，在图书馆躺着看书也能

有很清晰的安静的古琴声。

这是昨天遇到的，

接下来 7 天会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呢？

HA 即刻出发

第二天

其实晚上开始，我已经盘算好了，

别人老了是去迪士尼里找快乐，

我老了，孤独了，想有被照顾感的时候，一定会去的，

肯定是 ClubMed 和招商维京游轮里吧！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2021年 10月 25日 下午 1:07

招商维京游轮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032 033招商维京游轮



第二天

招商伊敦号的图书馆及选书（酒吧也有一个类似的

地方，后面发）。

除了成套的系列书，有超重的放家里做装饰的，也

有巴掌大随手翻的。

椅子上备好毯子，贵妇阿姨可以用用。

从户外甲板进入酒吧区这些地方，也有毯子。

这条船感觉哦，

踩的很多地方都是厚地毯，就很安静。

触手可及的都是皮革，

包括门把手和楼梯扶手。

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体现吧。

所以我觉得现在一万块一个人 8 天很划算的原因是

这么来的。（这才是算账的开始）。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路过理发店。感觉还可以的，卡诗啥的。

剪头不在一价全包里了，入门级是三百多加加。

这是买买提跟我说的，我心思都在双十一货表，这

次行程完全跟着他走。看他怎么用好这条船的免费

权益。#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5日 下午 1:21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2021年 10月 25日 下午 1:21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034 035招商维京游轮



招商伊敦号的健身房是真心动的感觉！

我赶紧把双十一作业写完吧！

这些设备很好啊！

早 8 到晚上 10 点开，

我想天天做 keep ！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因为写双十一。我的肚子又大了。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二天

招商伊敦号晚上的灯光和氛围就是【安静】。

也能看到很多之前欧洲维京游轮的老客人。耳边

风听到【我就把钱都花在这里了】

莫非还要买珠宝？

阿姨们也有鄙视链啊。

【我就说了这个游轮好的。之前的咧，人多的来。

里好，人少，服务也好】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5日 下午 1:29 2021年 10月 25日 下午 1:38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036 037招商维京游轮



有冰块的自助餐厅。

昨天吃完晚餐逛到 7 楼环球餐厅，员工太热情

了，而且来都来了，烤全羊都吃完烤到第二只了，

还说第二天这个菜就换成别的了哦，那我也吃点

吧，试试味道。

还有绿豆沙，不是绿豆水，是有沙的，冷的和热

的两种选择。还有一个红豆奶什么的，是有奶皮

子的。蘸水可以的，不需要我自己带那个去 cm
必备的单山蘸水了。

这里的中国员工，之前就有在维京工作的。酒吧

小姐姐之前在维京海轮的加勒比航线工作的。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第二天

招商维京游轮

这个酒吧蛮喜欢的，这几天应该会常去。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昨天晚上莫名其妙就 11 点多了，然后回房间倒头

就睡了。出来旅游，虽然精神很足，但是体力确实

疲乏了。

然后完整的餐厅和活动安排都在小程序【招商维京

游轮之旅】里都可以找到的。今天晚上试试半夜客

房送餐吧！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5日 下午 1:54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2021年 10月 25日 下午 1:54

2021年 10月 25日 下午 2:06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038 039招商维京游轮



今天的早餐这样子。

出门的时候看到遇到一位上海爷叔，说你们去二楼

吃早茶伐，现做广东点心，好的。7 楼那个就是星

级酒店一样了，都是大路货，没啥意思了。

因为我起的晚了，10点后只能吃 7楼环球餐厅了。

下面这就是爷叔说的大路货的餐饮出品。现做蔓越莓

夹心华夫饼，班尼迪克蛋要明天开始做，今天做的

是水波蛋，一刀流黄。气泡水，热巧克力，可以的。

感觉这个餐厅全天都开啊，10 点半早餐结束，11
点半中餐又开始了。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第二天

招商维京游轮

早饭还没吃完，中饭又开始了。

甜点分无糖。适合老年人。

一价全包里吃吃喝喝，最大的好处就是人少，

比酒店里的行政酒廊还安静。

和员工聊聊，他们自信能把客人都能照顾到。因

为四百多员工呢！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5日 下午 3:01

深圳市 · 太子湾邮轮母港

2021年 10月 25日 下午 3:10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040 041招商维京游轮



下午 2 点船长操作室参观。

发现一个特别好的望远镜！我要买！

指到了黄岩岛。

驾驶室是 4 个小时轮班制。

南海南海，希望这条船未来可以开得更远点。

这条航线没有看到动物了。

鲸鱼去北部湾不路过这里，

海豚追小船，不追这种大船。

今天船有点摇，说是季风的影像，到半夜就好了。

上一趟三亚台风那会，是先避开一段距离，再靠岸。

这个参观船长操作室的活动要在小程序里先预约。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第二天

招商维京游轮

游轮依赖症。

游轮在国内算新兴度假模式，

但是在欧美已经很成熟了。

之前在皇家加勒比上班的同学说，有客人是把自己

的养老金和游轮公司账户绑定的。定期每周打钱，

自己就在船上不下去了。

有人在船上住了两年！比员工在船上时间还长！最

后变成主人翁，给新上船的做引导。

维京游轮的船品类不复杂，小的河轮，这个是小的

海轮，走加勒比的再大点。其他就没了。招商伊敦

号在维京游轮时期于 2018 年还到过上海吴淞口码

头。当时要做环球旅行的，200 多天。船票 20 天

内售罄。买票的都是游轮依赖症吧。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这些牌子就是去一个港口就收一个牌子。

还有各国国旗。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5日 下午 3:25 2021年 10月 25日 下午 3:50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042 043招商维京游轮



然后一口气把后厨参观也搞了。

前台预约即可。

24 小时客房送餐是 30 分钟内送达。

话说他们家冰激凌自己做的吼，说不加水来着。然后

23个洗碗工，一天估计洗 4000个盘子，额，这不

才 100多个人吗？人均一天用掉 400个盘子！？我

有这么奢侈吗。

我是被平均了吧。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第二天

招商维京游轮

招商维京游轮

然后就是下午茶，又是免费。

服务生还提醒自调的英式茶变色了就可以取出来

了。司康是单独上热的，配三种酱。

我也没吃了，打了杯冰拿铁带回客房写今天小猪双

11 的货了。

一价全包的就是好，和 cm 一样自由。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船上的其他活动。我没空搞了。看看咯。

然后把雪屋和桑拿房约了。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5日 下午 4:04 2021年 10月 25日 下午 4:19

2021年 10月 25日 下午 4:16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深圳市 · 中国邮政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044 045招商维京游轮



吃碗饱饭。

感谢招商维京保住了我的体面。

我这不在写双 11 嘛，写的披头散发，

晚上约的 7 点吃饭，最后 9 点多才来中餐厅。

 
买买提先吃了，还有一些残羹冷炙和温的广味腊

肠饭。买买提等到我就先去看表演去了，我就一

个人哐吃哐吃起来。

服务员提醒我要不要换一份热的，我想说就是吃

个饭，有下饭的就不错了，而且这个海参汤也是

等我来了才上热乎的。就这样吧，XO酱也很下饭。

不过，服务员说后厨准备也很快的，你看想吃什么，

再准备一份热的，口味好很多。9 点以后例汤没

有了，换成椰子鸡汤行不行？哎，我一个搬砖工人，

着急起来就是在全家里吃关东煮，半夜就蹲垃圾

桶边吃烧烤的人。还是感觉很受打动的。

我说〖谢谢你啊！〗

服务员说〖能帮一点是一点〗

暖暖的感觉，暖暖的汤，

暖暖的胃，暖暖的心。

这是在招商维京的第二天，再这么下去，

招商维京真的会捞光我的养老金的。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第二天

招商维京游轮

买买提提前走的要看的表演就是这个，

他说这趟行程就这一次。

一定不要错过，所以我扒完饭就过来了。

表演是 8 点半到 9 点半，我能看到个尾巴。

是真唱，因为《listen》的时候唱岔气了。

其实发现这条船上很多退休老干部，还有各种艺术

背景的专业人士。

我想想我距离 60 岁还有 20 多年，我要抓紧年轻的

尾巴了。

我在想，以后我老了住在船上会不会变成一个孤僻

挑剔的古怪死老头啊。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5日 下午 10:15

2021年 10月 25日 下午 10:26

046 047招商维京游轮



我觉得买买提更容易被骗走养老金的。

又是看戏又是喝酒。

看了表演后又拉来什么 1872 酒吧。

感觉他最好骗。

不过，他把酒水政策研究的透透的。

上船前有 999 元畅饮酒水套餐，但是只能喝一百块

以下的酒。所以他没买。

我就看了下酒单，原来招商伊敦号是这么来的。

从李鸿章到邓爷爷，招商都是官方背景啊。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第二天

招商维京游轮

我不能再听邓丽君了，

赶紧从 1872 酒吧逃出来了。

在中庭坐坐，整理下图片，桌上就莫名其妙多出一

杯黔红茶来。

这个环境好安静，我好喜欢。我感觉到我的养老金

分分钟不保。

想起来今天在船上听来的耳边风

〖让他放心，我来坐船用的不是卖房子的钱，我用

的是现金〗

感觉是谁被惹急了，还真能做出卖了房子，全部消

费掉，死不带走，

坐游轮过完余生的样子。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2021年 10月 25日 下午 10:48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5日 下午 10:36

048 049招商维京游轮



海南三亚

热情浪漫的

“东方夏威夷”

26
十月

今日行程简介：

这一天，你可以选择搭乘招商维京游轮专享接驳巴士，

自行探索美丽富有热情的三亚。或是选择付费升级游

览项目，跟随招商维京的导游深入体验当地文化。

若你想像我一样继续留在船上体验，可以来中餐厅

品尝由充满古早味的“推车仔”提供的地道广式点

心和早茶，试吃以三亚为灵感的目的地创意菜；或在

Manfredi's 意大利餐厅感受托斯卡纳式的热情服务

及浓浓的意式风味。

从早餐时间到晚餐前，大厅酒吧都提供美味的欧式糕

点，并定时有古典音乐现场演奏，是悠享闲暇时刻的

好去处。全船共有 7 间餐厅、4 个特色酒吧及多个吧

台，足够你尝遍中西美食，轻品种类丰富的美酒佳饮。Day 3

051第三天



搞完事了，肚子又饿了。

那就点个客房送餐吧，

说是 30 分钟内送到，实际 15 分钟送到。

馄饨很可以，秋葵脆，红豆沙里有陈皮品质都很

可以。感觉可以再来一份。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第三天

2021年 10月 26日 凌晨 1:54

招商维京游轮

拖鞋是真的可以。

然后牙膏和洗发水沐浴露这些。

今天才知道书桌打开是个化妆镜。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2021年 10月 26日 凌晨 2:07

招商维京游轮

052 053招商维京游轮



早鸭！

又是看我养老金怎么被花式掏空的一天。

到三亚了，靠近西岛了。

我可以关掉飞行模式了。

对面的船是福熙永乐号邮轮，不知道是干啥的。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今天是到三亚的第一天。

有阿姨要下船的。

招商维京小红人都集结了。

买买提说今天下去的都是付费活动，

明天才是免费的。

那我明天再下去。

今天就玩船。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6日 上午 7:08

三亚市 · 三亚半山半岛洲际度假酒店

第三天

2021年 10月 26日 上午 8:49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054 055招商维京游轮



今天早饭来中餐厅，

7 点半到 9 点的小推车早茶。

每天 6 款，这个每天有些变化，

再加固定的零点。

在船上也能有现点的，是很厉害了，难怪爷叔一大

早就来吃早茶。

我 8 点半才来，流沙包卖完了。

蛋挞好嫩哟！

茶叶蛋的摆盘好看。

餐具好看！手感重！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第三天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6日 上午 9:07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056 057招商维京游轮



这个船上早餐的感觉，

比起三亚很多强要携程好评的早餐厅好太多了。

来吃的爷叔也是挑剔和爱秀【我在酒店从来不吃自

助餐的】，

隔壁的一个同学给他朋友微信语音【你一上船就要

订那个星空火锅，那个火锅很难订的！我这次就没

订上！】

我以为这就完了，给我上菜的服务员也听到了，走

过那个没订到火锅的桌边，很自然的聊起火锅的事，

然后解释星空火锅是新开的，位置比较少，因为她

上一个航程是餐厅门口负责安排大家洗手的，确实

看到说火锅很抢手，因为景色很好，下午四点就有

人过去了。

反正吧，没吃到火锅是个遗憾，但是这么聊聊心情

也好点。

又看到有这个像太空船的小船送人去港口了，服务

员跟着聊了这个船和上一趟在三亚遇到台风没上岸

的事。

总之吧，感觉这里吃的选择够多了，重点的不是怎么

吃回本，而是有放松的心情以及被人照顾到的感觉。

现在停靠三亚，

那这应该就是三亚最悠闲 + 贴心的早餐了！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第三天

招商维京游轮

这就到了三亚了啊。

好热啊！

昨天在文昌的海边还是冷的！

现在到了三亚妥妥可以下水池子！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6日 上午 9:28

2021年 10月 26日 上午 9:28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058 059招商维京游轮



中午简单吃吃，配酒如图二，也是免费的。

还有冰激凌的事。招商伊敦号上吃到的都是现做的

原汁原味的 gelato 哦，都是船上厨师按自己的独家

食谱来做的，不是桶装冰淇淋（强调）。我看这个

冰淇淋是扎实的，刮起来是在练肱二头肌。

然后说椰子口味必尝！不过我看到个无糖香草和南

瓜蛋糕口味的。

服务员问【吃的怎么样？】

阿姨们一致回复【吃太多了】

也有提意见的【你们西餐我吃不惯，我只吃中餐，但

你们把猪肉做的和牛扒一样，吃不来】

船上有纯素人士专用菜单吗？

搞不明无荤无五辛无蛋奶，但是看到有无糖的饼干、

蛋糕这些。

说是到了三亚务必要尝试中餐厅的目的地特色菜：

三亚虾鲊、糟粕醋海鲜、清补凉甜品，再去看看。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第三天

招商维京游轮

我感觉我不能再这么吃下去了。

买买提更夸张，吃了就找个角落的沙发睡着了。我跟

着翻了翻书，这些书都是钟书阁选的啊。

我还是要来健身房的。阿姨爷叔多，就没有人跟我

抢器材诶！

连泳池和户外花园都没人。年轻人来了美滋滋。第

三天了，第一次进健身房。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6日 下午 2:05

2021年 10月 26日 下午 3:03

三亚市 · 椰梦长廊

060 061招商维京游轮



万万没想到健身房的电视还是放吃的。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我的妈呀！

招商伊敦号的 SPA 水疗区也太猛了吧！！

更衣室里的柜子里有拖鞋，很厚实的浴巾和浴袍，

还有放小物件的小盒子。

干蒸是在更衣室里。

雪屋和湿蒸是在公共水疗区，

按摩泡池巨大！巨深！巨给力！

水到胸口了，鼓起来的水花我都怕溅到手机。

边上有 4 个恒温的能量躺椅，两边的椅子也放了毛

巾，无处不在的毛巾。

HA 即刻出发

HA 即刻出发

第三天

招商维京游轮

这哪里敢想是在船上，

这比一些陆地上酒店的按摩泡池和桑拿房都好！还

是阿姨会玩，还点了个咖啡进来躺着。

为什么我第三天才来玩！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6日 下午 3:09

2021年 10月 26日 下午 3:49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062 063招商维京游轮



因为少人，整理很及时，喝咖啡的阿姨走了，工

作人员椅子整理下仿佛阿姨没来过。

还有个冰桶挑战，

这个 spa 区太爽了！

这几天一定把全身练酸然后过来嗷嗷嗷。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第三天

招商维京游轮

HA 即刻出发

真是无聊的冰桶挑战。

买买提还说，

一定要在这里洗澡，

比房间里的水压还要大，

就像按摩淋浴 piu piu piu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6日 下午 4:38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2021年 10月 26日 下午 4:45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064 065招商维京游轮



第三天

HA 即刻出发

泡完澡回来才发现进三亚港了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因为三亚凤凰岛只有一个泊位，招商伊敦号晚上会固

定靠岸，白天会跟其他船公司分时段共享泊位，非靠

岸停泊期间就采用接驳船转运客人上下岸。

今天靠岸，我明天就可以下船玩了。

招商维京游轮

其他就是城里洋人的家常菜随便吃吃啦。

餐盘热乎热乎，

小牛膝多一个小叉子挖小肉。

青口贝边上装壳子的碗碗也好看的。

买买提是不是喝多了，说这个疙瘩汤是奶奶的味道。

意大利餐厅我就逮着奶油芝士青口贝吃了。

意面部分我觉得也还行啊。

软硬是这样的。船里的意大利员工说硬的正宗的，其

他中国人试吃喜欢吃软的。最后改成软一点的了。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6日 下午 6:22

2021年 10月 26日 下午 7:50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066 067招商维京游轮



下船真是浪费时间！在船上美滋滋。

〖整个菜单全部免费〗

〖不限次和量〗

我觉得大家风评一般的意大利餐厅自己感觉还蛮可

以的啊！

进门小姑凉刮帕玛森奶酪扒得好勤快。

然后餐前面包篮叽里呱啦各种名字和样子就很意大

利啊。配的酒都是西西里的，但是也可以和侍酒师

聊着聊着换不同口味的酒。

今天就都试试口味，奶油青口贝很好诶！

我可以吃一桶！

吃小龙虾什么大闸蟹我都能用筷子就用筷子，吃青

口贝就是特别乐意上手。

想起了美好时光！

下次我就来点三份青口贝！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第三天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6日 下午 8:03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择日不如撞日。来都来了，再一人一盘奶油青口贝吧！

我觉得这家是定位 fine dining 的意大利餐厅吧，

被我吃出小龙虾馆子的味道。

有种小龙虾畅吃的爽，

而且是品质和口味很好的小龙虾。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6日 下午 8:20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068 069招商维京游轮



第三天

最后吃个甜点咯。

一楼意大利餐厅的甜品和 7楼的自助餐的不一样的。

然后买买提发疯了，一个人点了仨。

提拉米苏是想测试下意大利餐厅口味，就像湘菜馆

点手撕包菜。

泡芙是上面没有，那要试试。

最后加个奶油布丁。

隔壁盛装出席的阿姨说甜品蛮好的。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数了下客房里 10 个插口和 9 个 USB 充电口。

除去英式，给台灯和导游发射器充电的插口，实际

能手边用到的插口有 4 个国内插口 ( 床头两边各一

个，书桌两个 )。

给各种电子设备充电够用的。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6日 下午 8:50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2021年 10月 26日 下午 8:29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070 071招商维京游轮



吃完饭出来在大堂的吧台坐坐，

刚好有弹琴的，点个咖啡。

不止我一个人称赞服务员哦。

〖五星酒店我也住过，没见过你们这么服务好的〗

〖谢谢～〗

吧台小姐姐很开心呢！

45 分钟弹一段的钢琴，最后响起了《月光》。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第三天

招商维京游轮

酒水套餐是这么回事。

上船前买 999，上船后买 1316，包 7 天的酒单上

90 元以下的酒水。

超过的也要额外付的。

然后每次用餐都有红白葡萄酒，所以我觉得还好。

没必要买。

就看你咯。

然后也可以中途再买酒水套餐的，就是 188 一天，

然后往后算。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6日 下午 9:15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2021年 10月 26日 下午 9:20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072 073招商维京游轮



两个顶级游轮大佬之间的交情。

意大利餐厅墙壁上的照片懂行的可以多看看。

图三。

图一 . 左边是银海游轮创始人Manfredi Lefebvre 

d'Ovidio，意大利人。维京游轮里的意大利餐厅

就以此命名 Manfredi's。图 1-5。

右边是维京游轮创始人 Torstein Hagen，挪威

人。银海游轮里的图书馆以他名字命名 Tor's 

Observation Library。图 6-7。

意大利喜欢吃家常菜，挪威人喜欢读书。

招商伊敦号上的选书确实可以的。

出自钟书阁。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第三天

上次把我搞到酒吧里写作业的

还是长沙 W 酒店。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6日 下午 10:08

2021年 10月 26日 下午 10:32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074 075招商维京游轮



今日行程简介：

这一天，你可以选择船票已含游览项目，前往「鹿

回头」登高远眺三亚全景。或是选择付费升级游

览项目，跟随招商维京的导游深入体验当地文化。

若你想像我一样离船去三亚自由游览，可以继续

搭乘招商维京游轮专享接驳巴士探索三亚。如果

你留在船上，不妨逛一逛 3 间精品店，这里云集

多个优质小众品牌的特色产品，定可收获富有文

化底蕴的购物体验。

在船上的星空剧场，我欣赏到了一场诙谐幽默的

魔术脱口秀。每个航次都有不同嘉宾带来丰富多

彩的娱乐惊喜，值得欣赏。

海南三亚

热情浪漫的

“东方夏威夷”

27
十月

Day 4

077第四天



这确定是坐了 180+ 客人的船吗？

数数餐厅门口站了多少人。

登记房号，引导照脸，递新口罩，

提醒洗手，引位的都是不同的人。

边上还有两位要陪阿姨聊天的。

感受下真正的 8：1。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我出船去三亚逛一逛。

一艘船，

5 个招商维京小红人，2 个蓝衣服，1 个白衣服。

然后全船只有 2 个乘客。这又是几比几的服务？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四天

码头上的准备很足啊！

就差冰毛巾就是东方快车了。

不过也没必要浪费了。

船长的问候就很开心了！

很好，很好，登岛的手续只是刷一下房卡和看下健

康码而已。很方便！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7日 上午 8:53

2021年 10月 27日 上午 10:52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2021年 10月 27日 上午 11:20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078 079招商维京游轮



司机【你们是去酒店？】

我【不，我们住在船上】

司机【住在船上。。。。你们是当兵的？】

额

我还疍家人呢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我的天，回船这么方便啊！

比坐上鼓浪屿的船还方便！

回来刷房卡 + 安检即可。

然后进船马上就有对接的，我没约餐厅，直接让服

务员帮我订位操作，从踏上船甲板到走进笛音悠扬

的中餐厅，不到 100 步！

这种切换太美妙了！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四天

餐厅用餐也就五六桌，但是员工端菜的姿势有模子

的，走路生风，这真是三亚现在最好的度假体验！

隔壁的阿姨又在唱歌了

感觉他们很开心的样子，我也很开心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7日 下午 6:40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2021年 10月 27日 下午 8:11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080 081招商维京游轮



吃碗饱饭。

端上来还提醒我碗有点烫手。

看我拍照，还问，要不要一次性都把菜端上来？

我说哎呀随便啦。我就记录下，一道道来没事。

我跟你讲，接下来我对招商维京的所有描述都不是

客观的了，因为已经自带滤镜，感觉就好好好。

真的觉得一个人一万出头这样在天堂待 8 天好划得

来啊！

即是一个人一间房补差价，也就多个两三千，我觉

得要这么搞的好。

之前还说莱茵河内河路线我也都知道的，而且有很

多平替游轮啊，我自己都可以搞个穷游版。我现在

已经被洗了心智了，我就等以后开关了，挪威峡湾

和莱茵河的路线我要冲！

额，

何止养老金不保，

我现在手里的余钱都要不保了。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四天

最后的甜品。搞了个清补凉，

诶？这不是果冻 + 冰激凌么。

但是陈皮红豆沙可以！我要了第二杯！

这边的服务不是那种电视剧里的水温端到桌上就要

50℃，49.9℃都要写差评那种婆婆动不动就打儿媳

妇耳光那种夸张戏码哈，就是豆沙本来是凉的，旁

边的奶奶说要喝热的。

那对应的回答是【温一点】，

还是【烫一点】。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7日 下午 8:30 2021年 10月 27日 下午 8:51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082 083招商维京游轮



船上精品店里有游轮上第一家周大福。

额，

我想起刚上船时候阿姨说的

【我要把去年赚的钱都花在这条船上】

我还纳闷，才一万块！？

现在看那是远远不止的。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四天

这是乘客 180+ 人状态下的剧场，

跨年春节满房也就两倍而已吧。

体验下看戏的富裕状态。

第一天看表演，想着要占个座，卡 C 位。

第二天晚上又有表演，诶？后面很多空位诶，很宽

松诶，可以靠得更安逸。换到后面去呗。

第三天晚上是魔术脱口秀。我已经感觉像回家躺沙

发一样了，忘记挑哪里位置了。

话说今天表演很精彩啊！

魔术师火娃应该是专程从上海飞过来的？

很亲切，很好笑！

很赞！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7日 下午 9:02

2021年 10月 27日 下午 9:51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084 085招商维京游轮



海南三亚

热情浪漫的

“东方夏威夷”

28
十月

今日行程简介：

这一天，你可以选择船票已含游览项目，前往「天

涯海角」探寻天涯文化。或是选择付费升级游览

项目，跟随招商维京的导游深入体验当地文化。

若你想像我一样继续留在船上体验，推荐来

Mamsen's 北欧点心或冬季花园尝尝地道的北

欧和英式下午茶，在这里寻一方安静的角落，品

读一本好书，待上一个下午。行程第 1、3、5

天开放的星空火锅体验也非常热门，可以和朋

友在户外甲板上吹着海风，享用繁星之下的火

锅盛宴。

不容错过的精彩文娱和完善的健身与运动设施，

也将继续为你的旅途提供放松身心的丰富选择。

Day 5

087第五天



在三亚的最后一天。

有个登岛的免费行程，本来就不想去，但是为了考察，

还是要勉为其难去看看招商维京的天涯海角和我自

己去的天涯海角有啥区别。

现在下大雨，那我刚好有理由不去了。就在安静舒

服的船里待着多好。

但是又问了他们行程是按照计划照旧的，我 8 点去

看看是不是真有人去。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五天

下这么大雨还有人出去！

逻辑是坐车到景区 45 分钟，

看天气预报说 9 点钟天晴。

问了招商维京小红人，还出去了三四十个人。

没带伞的就在登船的出入口拿把伞就好了。

昨天我算登船口到中餐厅距离算夸张了，不是不到

一百步，是不到二十步。图一。

然后有拍照需求的同学，船上有摄影师的，还能跟

着下船随团拍那种。云相册里的照片免费拿。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2021年 10月 28日 上午 7:57

2021年 10月 28日 上午 8:40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088 089招商维京游轮



不看云相册前，

我其实是对这条船上有一百多乘客这件事，

有点疑问的。

就和三亚嘉佩乐一样，除了早餐厅和卡位置的下午

茶，其他时间走哪里哪都没啥人。

这条船更猛，下午茶都感觉没啥人，

一线海景位随到随有。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五天

我在云相册上看看这次航程的热闹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这是第一天在蛇口游轮码头的。

登船前的起泡酒。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8日 上午 8:51

2021年 10月 28日 上午 9:09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2021年 10月 28日 上午 9:07

090 091招商维京游轮



两件事。

1，航行全程中的免费 wifi。网速比不了陆地，但是

我这几天双十一的稿子就在船上出的，你看我图片

那么多，这个对网速算是终极考验了。OK 的。其

他的虽然不能看流媒体，但是我朋友圈发小视频其

实也能成功的。

2，全员中国服务员。很多都是维京国外工作的回国

的，很多湖北人，东北人也多，然后之前也说了厨

师和阿姨用上海话嘎嘎嘎聊天的。

以上两点，让我真的觉得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游轮！

【第一艘挂中国国旗的游轮】

给我这个普通乘客的意义就在这里。

特别是第一条，这个网速，我用船上卫星信号下载

云相册的原图，感觉比我自己的联通 4G 在船里的

表现要快。

第二条的话，还是中国话聊得来天的。外国话嘎嘎嘎

也就 social一下的，前天吃青口贝，和一个大连的服

务员聊聊聊，说起小时候吃海虹 blablabla，就没有

像和老外服务员那样有时候是尬聊的感觉，很好！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五天

前两天的天气很好。

图 8 图 9 是尊享套房，还行吧。

我觉得我住的第二级就可以了。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8日 上午 9:15

2021年 10月 28日 上午 9:46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092 093招商维京游轮



这个 7 楼的冬季花园真心美的。

而且边上的角落超安静，我很喜欢在那里看书。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五天

前几天天气好的哟。

摄影师拍了图，都省了我的事了！

第一艘挂中国国旗的海上游轮嘛，

未来网速应该更快吧！

我觉得如果一价全包高端游轮这种度假方式和住奢华

酒店 staycation 一样普及后，硬件提升不是问题。

5G的高速网络游轮，未来也只有中国的游轮能做了。

这边船员也说，习惯了船上有 wifi 网络了，以后去

别的邮轮不习惯了。

招商伊敦号里的员工也有一些外国人，他们是负责

电气设备的，因为这是中国第一艘自己做的客运大

型游轮，够好的技术人才还没有，目前就是之前维

京游轮的人来维护，设备也是 ABB，以后中国要牛，

把这些设备也换成国产的吧。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8日 上午 9:50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2021年 10月 28日 上午 10:27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094 095招商维京游轮



阳光好的时候，这个泳池（泡池）好看的。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前几天他们在船上剧场搞免费互动活动《厨艺展示》，

我就没参加了。

图 2 也是免费的。

图 3 是我第一天就说最喜欢的酒吧，这几天我还没

时间去呢！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五天

第二天的晚上表演这样子。

我那时候应该在房间里披头散发写小猪。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8日 上午 10:28

2021年 10月 28日 上午 10:33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2021年 10月 28日 上午 10:35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096 097招商维京游轮



第三天我看有人参加额外付费团去了

南海观音菩萨那边。

还有植物园什么的。

我那时候应该在房间里披头散发写融创吧。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五天

为什么摄影师傅走到南海观音菩萨跟前

要用这个滤镜。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8日 上午 10:38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2021年 10月 28日 上午 10:39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098 099招商维京游轮



昨天有个免费团，登船前提前在小程序里约的。

感觉是什么【我爱你你爱我我们永远在一起】

这类标题口号之旅。

还可以登高望远看国际邮轮港边的这个招商伊敦号。

游轮给我打电话提醒什么紧急联系人，预约什么行

程的时候，我应该是在九寨沟考察鲁能胜地被那些

个【不能说的人】气得要死。。。

人都被气死了，所以就没约了。

反正上次在山海天 jw 万豪的时候就去过了咧！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五天

昨天雨下了又丁达尔射天光。

图二那个从图一里裁大的船就是这个船。

还是来的第一天天气好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8日 上午 10:56 2021年 10月 28日 上午 10:59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100 101招商维京游轮



第五天

这个厕所真香！

我跟你讲！

这条船的厕所超级好上！

其实很多时候住套房的最大刚需是早上起来上厕所

不会【看人窝屎喉咙痒】，客厅蹲一个，卧室蹲一个，

完美。

在船上是 31 平相比陆地上很简朴的空间，但是我

出门走几步就能在各层找到公区的厕所，而且这条

船小，公区的厕所就像套房 living room 里的厕所

一样，走几步就到！真是想起了第一代的柏悦酒店，

A home from home ！

然后公区的厕所氛围也是极好的！还有鸟叫的背景

音乐，用的人少吧，整理得很好，香氛可以的，这

个厕所真香！

还有哦，这些个木纹和白色的篓子，以及擦手布搭

配也好看。

有些地方，譬如一楼大堂公区的厕所出来还有一个

皮凳子可以坐，可能是为了等人设计的？

然后我这不搞了一上午的摄影师官图图片嘛，坐着

喝了红茶喝绿茶，绿茶端上来的时候提醒这个茶不

要泡久了，待会要把茶拿出来。

我现在才注意到，这个茶已经被拿出来了，什么时

候！？什么人做的！？

唉，搞了一上午图片，拿了这边敦煌的书还没怎么看，

厕所倒是上了三四回了。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8日 上午 11:15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102 103招商维京游轮



第五天

可惜有些同学有钱没时间。

这才是没有做双十一的真双 11 ！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招商维京游轮客房里的伞很大，本来想出去的时候

一人一把，这么看两个人一把就可以了。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8日 下午 1:56

2021年 10月 28日 下午 2:20

摄影师拍的这条船的一些北欧和维京人文化元素。

其实这条船有很多很多，我后续拍拍。

我的妈呀，这都第五天了！？

我要开始倒数我的行程了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8日 上午 11:29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104 105招商维京游轮



环绕立体声的欢迎。

第五天了我才有时间来船头的最爱的酒吧坐坐，

问了下下午的点心除了上次的下午茶，

还有一个北欧点心。

然后门口的工作人员，一边一位，同时说出：

〖北欧点心在这边〗，

就真·环绕立体声。船头的景观又是长条 IMAX 的。

虽然下雨，但是安静地坐着看雨和海，就感觉很好。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五天

三亚的下雨天，

感觉也很美。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等进了 11 月，就彻底天天都是晴天了吧！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8日 下午 2:37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2021年 10月 28日 下午 3:15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106 107招商维京游轮



看官图里的皮草，我始终打个疑问。

我也是见过冲着官图的皮草过去，结果发现只是打

印的图片做墙纸的

这个船头餐厅的糕点甜品是船上最好吃的，环境也

是最贵妇的。

〖竟然不是仿真的，是北欧的Reindeer驯鹿真皮。〗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五天

外面突然多了好多游艇。

感觉是美团那种三百块的都在游轮码头周边放风？

三亚凤凰岛邮轮码头的拆建工程是现在三亚海上唯

一的合法工地吧。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今天三亚就是这种灰蒙蒙天哦。

手机没调色的。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8日 下午 3:29

2021年 10月 28日 下午 3:52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2021年 10月 28日 下午 3:58

108 109招商维京游轮



这艘船到处都是书，而且选书选的蛮新鲜的。因为

是和钟书阁的合作吧。

有时候想上网对着名字下单买几本，后来一想买回

家我不会看，还是下次再来坐船吧。

下午茶冬季花园那里有点人多了，

北欧点心这里还是人少。

还有古琴现场弹弹弹。

过不久要去青岛瑞吉一趟，翻翻青岛相关的书吧！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还是要带个国际旅行转换头哦，虽然客房里是国内

的插座，但是公区的都是英式的，我这种电脑手机

不能离手加班到半夜的，必带。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五天

今天下午的一些收获。

忍冬纹的忍冬，

青岛的海滨旅馆和花石楼要去的，

温州平阳古建比较多？

西部东缘的雪峰山真是秘境，

香港维多利亚港改成第一港试试。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8日 下午 5:01 2021年 10月 28日 下午 5:22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110 111招商维京游轮



第五天

同学说，

我们和他们玩的不是同一个三亚。

我又有什么办法。

看书看到天黑了就来吃海上火锅吧！

名字叫星空火锅，

今天这天气就是黑咕隆咚天黑吹大风火锅。

还好我们选了个看里面的位置。

这条船里所有的餐厅都是资源充足，

唯独这个火锅的位置很紧张，最好提前上船，一上

来就去约火锅！

1 人即可预约，先到先得。

如已订满会安排在预订等候名单中，开餐时如有空

位会安排。

船开始漂了，对望文华东方。

服务员也会解释和安慰乘客，座位太少的原因是这

条船造的时候就没想到过会卖给招商做火锅，所以

这边甲板通电线路不好改。

这边是新的餐饮区，餐厅里面的服务员多，外面的

少了，所以我觉得员工要多配些了。

因为风大，最外面的一桌已经拍完照就撤了。

HA 即刻出发 这个清汤好喝的，加的汤也是原汤。说是煮的这个

汤的锅比他人还高。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所以建议下午还没天黑的时候来，可以拍蓝色的海

上火锅的照片，然后坐在角落里的位置，这样可以

避风头。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8日 下午 7:41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112 113招商维京游轮



第五天

笑薯。

风大到第一排最外面的火锅桌翻台超快！

老太太羽绒服都穿上了！

最后阿姨扶着老太太送回室内，说接着回来吃。

菜都是免费加的，已经叫到第三盘鱼片了。

风和日丽的时候我这个角落的位置是最差的，

今天风大天黑的时候，我这里就是最好的！

然后我跟服务员说，你们意大利餐厅那么多员工空

着，应该分些到火锅来。

员工提示我可以写小程序上的用户反馈表。管理层

是真的在看的。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笑薯。

风有多大，

我吃块虾滑烫嘴巴就赶紧往船边走走吹吹。

最后只有三桌在坚持吃火锅。

其中一位阿姨穿着羽绒服在吃火锅

这是在三亚鸭！

这份坚持杠杠的！

我们这桌鱼肉已经吃到第四盘了。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8日 下午 7:56

2021年 10月 28日 下午 8:19

三亚市 · 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

三亚市 · 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

114 115招商维京游轮



第五天

服务员问今天火锅吃的怎么样，

我们说〖啥都好，就是风太大〗

服务员『这个。。我已经尽量去祈祷天气好了』

然后走进室内餐厅，经理样子的员工在跟我们比心。

心情好多了。

然后无缝连接来 2 楼看演出。

和同桌的同学聊这趟旅行，

两点我很认同，

一，睡得很好。因为遮光特别好。

二，睁眼就是吃。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所以这艘船就是空间和场地看着不大的，

但是活动是多的。

也主要是有几个地方很舒服。

我就反复去，很多地方和活动就没参加了。

听说还有甲板电影啥的，配的耳机也挺好的。

我就不知道了。

我现在知道的玩法已经很舒服了。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8日 下午 8:45 2021年 10月 28日 下午 9:39

三亚市 · 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 三亚市 · 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

116 117招商维京游轮



笑薯。

KTV 显得有些清净。

姐妹们给我燥起来鸭！我要不要点个凤凰传奇。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第五天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8日 下午 9:40

三亚市 ·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名言名句原来出自《感恩的心》，

我今天才知道，学习到新知识点！

哈哈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8日 下午 10:01

晚上 11 点半的安静祥和。

声音部分就来现场吧。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8日 下午 10:42

118 119招商维京游轮



慢享海上悠闲时光

航海日

29 
十月

今日行程简介：

今天，你和上一个航海日一样，

可以尽情享用船上的休闲设施，

或参与多样的文娱活动，慢享海上时光。

Day 6

121第六天



小妹妹给我做了个有表情包的华夫饼，

不过要倒数几天就下船了，

我要继续社恐和孤独的一天。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六天

可能我这辈子去了这么多地方，

最后会以一场游轮的环球旅行谢幕？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9日 上午 9:43

2021年 10月 29日 上午 11:03

122 123招商维京游轮



说待会搞椰子派对。

反正不花钱，搞完今天稿子过来看看。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六天

在三亚进了一些新鲜的食材。

譬如这个青衣鱼还有椰子。

椰子汁是单独倒出来放杯子里了。

今天海况很好，但还是晃。

船头晃船尾晃最后很多人回房间的小空间里了。

我也明白每个楼梯口都放纸袋子的原因了。

这算避雷针么？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9日 上午 11:24

2021年 10月 29日 下午 12:55

124 125招商维京游轮



平平淡淡又一天。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今天其实也有很多好玩的事，如果放在其他行程考

察，我肯定当时就发了，今天我在游轮旅行的第六

天了，我就没发了。

因为我在担心，这么一直说一直说好好好，你的预

期超级高，真的来了会不会有落差呢？

所以我还是过好自己的日子吧。

不是所有的活动我都去参观，

也不是所有场地我都去，

就是早上吃个热乎脆的华夫饼，

上午参加了一个维京人文化的艺术之旅确认了爱德

华蒙克的版画，

HA 即刻出发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六天

中午吃几个椰子写了下作业，

下午在不晃的二楼看了一套考古向的神话书，然后

闲逛到电影院，听了下边上的海南渔业文化 NGO
的分享，

回到客房，客房送洗也送回来了。整理下，天也黑了。

员工就是那么热情，也不是在取悦你，但就是以获

得你的反馈为荣。我想起CM的G.O也是这种感觉。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种？社恐的人想象不到。

空间还是这么安静，拒绝了四五次〖先生要喝点什

么吗〗后，就是一本电脑一个人一个手机的干活，

很好很专注，也很有收获。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9日 下午 6:02

2021年 10月 29日 下午 6:25

126 127招商维京游轮



船上洗衣服是这样的。

有自助洗衣机免费用。客房送洗也可以，收费很便宜，

袜子 5 块钱。

送回来是乳白色的皮盒子，里面装着包好的内衣内

裤袜子这种小件。

可以按照要求把不同颜色衣服分开洗。

羡慕买买提哦，住的是我上一级的套房。但其实也

就浴室比我的〖豪华阳台房〗大一点，多个地暖，

多个加热毛巾的架子，单面盆变成双面盆，一个电

视变成两个电视，空间总共大了 10 平，阳台也跟

着大了，沙发区和床多了个拉帘。其他都一样。

套房服务多一个，洗衣免费不限件数。目前是。想

起春城高尔夫，之前也是洗衣服不限件数的，后来

好像量太大了，就不重点提这个福利了。反正服务

这个事，根本就是人多人少和资源配置的事。就看

招商维京游轮未来在中国的走势了。

这几天才注意到书桌打开来是个化妆镜。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第六天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9日 下午 6:50

128 129招商维京游轮



这样住 7 晚，把三个特色餐厅都滚两遍了。

主厨的餐桌简单吃吃咯。

出来坐船还是要一两套勒肚子的正装的。

预约时间其实 6 点蛮好的，天蓝蓝。

我现在 7 点回来天就黑了。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六天

羡慕在船上过生日的人！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29日 下午 7:40 2021年 10月 29日 下午 8:15

130 131招商维京游轮



广东深圳

朝气蓬勃的滨海新城

30
十月

今日行程简介：

今天，我们将回到朝气蓬勃的滨海新城深圳。

你可以选择船票已含游览项目——「海上看深

圳」专享游船体验，登上专享招商维京整租游船，

体验海上观赏港珠澳大桥全新视角；或是自行探

索城市，搭乘由招商维京游轮提供的专享巴士接

驳服务，轻松从邮轮码头前往深圳主要景点区和

购物广场。

Day 7

133第七天



前海后海这样子啊。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七天

看了下世界上最厉害的港珠澳大桥上的

飞机和边上的船。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30日 上午 9:24

2021年 10月 30日 上午 10:02

香港特别行政区 · 香港国际机场

珠海市 · 港珠澳大桥

134 135招商维京游轮



今年看到的第一个万圣节装扮是在珠江口。

突然多了好多这几天从没见过的人，

在船上我就是固定看到几个人，

还有这么多人的轨迹和我完全不重合。

其实每个人的行动轨迹和生活习惯都是固定的，最

终还是躺平，差别只是躺在哪里区别而已。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七天

穿越港珠澳大桥。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30日 上午 10:15

2021年 10月 30日 上午 10:25

珠海市 · 港珠澳大桥

珠海市 · 港珠澳大桥西人工岛

136 137招商维京游轮



说是什么中国最美书店的【钟书阁】10 月 30 日终

于要在深圳开业了！

可是，以蛇口邮轮中心码头为母港的招商伊敦号 10
月 1 日就开了啊。

船上的选书都是和钟书阁合作。

要海景有海景，要私密有私密，

船头酒吧的沙发躺着比客房的床还舒服。

而且全程免费咖啡茶水。

还有，包括爱德华蒙克这种和船上相关的重要艺术

家，还有专题性中文书籍。

船上看书的体验就已经够好了，

不需要管什么最美不美的了。

这个【海上图书馆】是想下次再上船的挂念。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七天

好好好。

华为原图是这样。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2021年 10月 30日 上午 10:41

2021年 10月 30日 上午 10:52

珠海市 · 港珠澳大桥东人工岛

珠海市 · 港珠澳大桥东人工岛

138 139招商维京游轮



船上服务【感觉不像国内】越来越合理了。

今天带队的招商维京小红人中有个小伙，做这个职

业三年了，但是都在美国澳大利亚工作，内河游轮

海轮都做过，这是第一次回国来做这个工作。

咱们东北小孩，说是现在在招商维京游轮了，也是

国企待遇了。

话说哦，这么多年了，也说了这么多国内服务不如

国外的陈词滥调，现在招商维京游轮直接弯道超车，

把之前海外工作的中国人都拉回来了。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这些八卦我是听隔壁阿姨打听的，

还有小伙对象是在欧洲维京内河游轮工作的时候

认识的。接着怎么打听起船上招不招年龄大的？

小伙说年龄大的，超过 40 岁大比较困难。

船上洗碗的都是年轻小伙。

我就说，跟着阿姨爷叔有好吃的，也有瓜吃。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七天

除了这个让所有人都不想走的【欢迎回家】礼，其

实在今天换小船去港珠澳大桥离开码头的时候，船

长还是远远的挥手。

不过我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挥完了。虽然没

拍到，但是觉得这个仪式感是做的真足。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30日 上午 10:59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12:22

珠海市 · 港珠澳大桥东人工岛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140 141招商维京游轮



第 7 天了，我才来吃吃面档。

听了几天的口碑很好担担面也吃到了。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七天

看了下【探享套房】。

感觉多了个浴缸，空间大点，其他和我住的没啥差别。

所以，我心里还蛮好受的。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12:54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2:21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142 143招商维京游轮



没有浴缸的总套。

整船只有一间的【尊享套房】，往返一趟行程两个

人 15 万吧，这个房间存在的逻辑是游轮创始人哈根

先生自己也要来坐游轮，那么他住的就是这间。所

以设计上按照他的个人需求来走。

一，位置，7001，出门就是探享家酒廊，这里有

【Mamsen’s 北欧点心】，本来就是按照他【妈

妈的味道】来做的，所以出门拿东西方便。也难怪，

这边公共空间是我觉得最舒服的，果然是最上心的。

二，没有浴缸，但是有桑拿房。卫生间有 3 个。

134 平空间，最大的是客厅和会议厅。

三，有一个比人还高的酒柜。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所以，没有浴缸就是没有浴缸。奢华的态度就是要

有自己的意见。想起老是拿【自动马桶】来判断一

个酒店是不是高级，没有就没有呗。更搞笑的是有

些说自己是奢牌的酒店为了迎合这个，在有限的预

算内搞了个呲水效果一般，还会反味的马桶。马桶

是自动了，体验是真没好。

我现在觉得这艘船是真 · 奢华级了！

不是从价格和用的品牌来判断，

是从态度和表现来判断的。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3:20

深圳市 · 太子湾邮轮母港

第七天144 145招商维京游轮



【尊享套房】里的细节 1。

哈根先生自己的画像和照片。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七天

【尊享套房】里的细节 2。

这是没有价目表的酒水单。

客厅里就简单分成两个区域，一个是书架沙发区，

另一个就是用餐区。

用餐区有一个比人高的酒柜。里面有 30 款酒，每款

各两瓶。

喝完就补，随便喝。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3:24

深圳市 · 太子湾邮轮母港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3:28

深圳市 · 太子湾邮轮母港

146 147招商维京游轮



总套【尊享套房】细节 3。

其实也是整艘船很多公区的细节。

就是家具。

家具是在意大利船厂的时候就配进来的，所以是整

船意大利原装进口家具啊！这几天觉得好几个地方

的椅子和沙发舒服，是有原因的。

墙壁上的木纹，浴室地板是石材铺了，这些也是讲

究的地方了。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七天

总套【尊享套房】细节 4。

Bang&Olufsen 的电视，ABBA 的 CD，

一整柜的 raynaud 瓷器 blablabla。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3:38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4:03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148 149招商维京游轮



总套【尊享套房】细节 5。选书和画。

其实和公区差不多咧。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七天

总套【尊享套房】细节 6。没有浴缸，但是有海景

落地窗桑拿房。在航海日的效果就是图一和二。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5:10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5:19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150 151招商维京游轮



总套【尊享套房】细节 7。

会议室的电动玻璃，可以选择性看到外面，

外面看不到里面。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七天

总套【尊享客房】里的海景桑拿房是这样子的。

喜欢可以试试。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5:52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5:31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152 153招商维京游轮



如果非要插避雷针。

那这个情况一定要插插。

如果你要体验最纯正的北欧氛围，那真的越早来越好！

真的！

我现在看到船组在和一些设计单位讨论怎么加些灯，

把氛围搞得适合中国人喜欢的热闹一点。

像刚刚就有一组人在船头的探享家酒廊围着这个图

二的柱子转几圈，然后在讨论怎么加点东西。

但是也没有结论，因为发现这个北欧设计的简约就

是很难去改变。

然后临走前惊叹下，这么不起眼的地方的音响竟然

也是用的是 Meyer ！

带设计组过来的船员很骄傲的说，这条船就是什么

都用最好的！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我说我怎么喜欢躺在船头酒廊看书呢！原来是音响

真的加分了。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七天

这个【北欧点心】真的是我想再上船的

又一个牵挂了！

特别是华夫饼上加了几卷山羊奶酪，

奶油也是极好的。

牛油果三明治也做得好看。

以后哪家餐厅的甜品做得不行，我真的会拿招商伊

敦号上的甜品 diss 他们的诶 !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6:03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6:14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154 155招商维京游轮



泳池不大，水深 1.75 米。

anti- 小孩绝佳！

游了下。

上一家类似的是长沙 W 酒店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航海日的时候晃起来我觉得水是不是要被晃出来。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七天

晚上就是感受下安静的灯光。第一部分。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6:57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6:58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156 157招商维京游轮



云相册里的摄影师拍的昨天。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七天

云相册里的摄影师拍的今天。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坐轮椅过来的是真的。

还是和我同一趟从上海飞过来的呢。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7:00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7:02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158 159招商维京游轮



晚上来吃饭，墙上爱德华蒙克的版画。

桌上有本小册子，详细的介绍了维京游轮和这些艺

术品的关系。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七天

【你的养老金已经被锁定】

就是这趟旅行的主题。

本来想着 8 天诶！啥都不急！

现在要走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吃不过来。

晚上第一顿，先来意大利餐厅。

今天的场景从以前的刮帕马森奶酪（图 2）换成剥

石榴了（图 1）。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7:21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7:28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160 161招商维京游轮



今天意大利餐厅的菜单，和前几天一样，就是换了

两个主厨推荐。

但是我看菜单上突然冒出来的【最后的晚餐】五个

字好清楚。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七天

又有人过生日啊。

买买提跟我说，现在船人少，要订是真有优惠的，

特别是三个成人，其中一个免补差价。等到以后运

营平稳了，估计就没有这些优惠了。

反正看咯，要有这个行程，真是要准备出像滇藏线

一样的时间呢。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7:34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7:42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162 163招商维京游轮



今天终于拍到【收盘子】了。

买买提喊我拍【你看你看这是专业的】

服务员【我其实是专业倒酒的，我是从酒吧过来帮

忙的】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第七天

我的娘额。

买买提真的适合上流社会。

我就吃完拉倒赶紧换第二家餐厅鸭！

买买提不一样的。餐厅经理问【吃的怎么样鸭？】

买买提 blablabla，然后提到沙拉和千层面。

然后厨师长出来过来和买买提专门聊。

我的娘惹，

中餐厅晚上9点就收餐了，再不走我就吃不到了惹。

但是大厨说的也是有道理。

1，和之前做大船比。这个小船要做的工作更多。大

船很多是半成品，这边是现做。这个菜单里唯独千

层面不主推，因为现做要做三个小时，所以这个是

下午准备好的，然后在用餐时间再加热的，其他的

都是现做，更有信心。其实我觉得都还好啊。

2，牛肝菌酱是自己买了新鲜的牛肝菌做的，牛小膝

骨为了这个食材跑了三个月，麦德龙都没货的。

3，现在是咱们自己做品牌，就像华为手机一样，把

民族品牌做起来。

好好好，我记下名字了，晚上会去写好评！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8:35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8:48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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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想着拿出闯关东吃延吉的气势，

第一顿吃完吃第二顿吃完第三顿吃完吃甜品。

结果一个意大利餐厅就把我干趴下。

中餐厅的今日特色菜今年没时间吃了，芜湖。

哎呀，

还有什么星空影院放电影我还没体验。

哎呀，

在船上的最后一晚披头撒发，

优雅的钢琴都不管了。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电影院有免费的爆米花。

真的要写好评吗？

请给我你们船上所有员工的花名册好吗？

我住了 7 晚，遇到的每一位员工都好主动，我要挨

个写他们名字吗？

芜湖。

整艘船就是完美啊！

我这种骗吃骗喝的黑心博主，

我死都不会花钱去住那些装模作样的假冒伪劣奢牌

的，再红都不稀罕。

我死都要把钱都花在这些美好体验提供者的！你不

住我来！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9:00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9:09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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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所以咧！

这个游轮行程。八天七晚，平均下来每晚 1429元，

含三餐含宵夜含下午茶，含 24小时送餐，菜色也好。

服务员是生怕你错过了好的喝的，咣咣咣的推荐。

而且，比在星级酒店包吃住还爽的是【自由】。

去不去三亚无所谓，就是为了这个海上酒店的体验

而来的。

这种游轮不仅适合老年人。

安静的游轮放空很好，而且很自由，想躺哪里是哪里。

如果在酒店公区这么做，会被说或者心理有压力的，

游轮不会诶。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能想象这是在船上吗！？

水压好大！

冲背冲脚心，泡完滚蛋咯。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这个李鸿章的 ending 好。

# 招商维京游轮之旅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9:50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11:08

2021年 10月 30日 下午 9:54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深圳市 · 蛇口邮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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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深圳

离船日

31
十月

今日行程简介：

今天是离船日，

招商伊敦号将停靠在深圳蛇口码头。

你可以在船上享用一顿丰盛的早餐，之后由工作

人员带领前往机场或者火车站，踏上返程的旅途。

Day 8

171第八天



第八天

回家开电视看招商维京游轮的广告再也不烦了，

而且美好的回忆。

HA 即刻出发

招商维京游轮

2021年 10月 31日 下午 10:21

上海

172



温度满满的服务

独具巧思的美食

无处不在的文化氛围

启迪思维的人文探索

欢迎登上您的海上之家

开启您所期待的慢旅行

930 人中小型游轮｜雅奢北欧设计｜全船阳台客房｜无赌场｜无 8 周岁以下幼童

只 为 不 虚 此 行



关于招商维京游轮

由百年央企招商局集团旗下的招商蛇口联合屡获殊荣的维京游轮于

2020 年合资设立，致力于为中国高知客群提供中小型奢华游轮旅游

产品。公司旗下首艘五星旗奢华游轮“招商伊敦号”于 2021 年 10

月 1 日启航，旨在带领“探游家”们以新视角“文游”中国海岸——

不为到此一游，而为不虚此行。

悦游金榜 2021

“邮轮突破奖”

2021 界面旅行向往指南

“年度新星奢华游轮

2021 蓝莓大赏

“最佳国内出港高端游轮”

2021 城市旅游 City Traveler

“年度创新奢华游轮”

2021 旅游天地星榜

“最佳奢华游轮”

我们的荣誉

177招商维京游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