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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恋爱先生》我?恋爱秀场 决定，明年度假就去这儿！

最地道的安特卫普之旅显然也不会错过巧克力主题。片中主角制作巧克力的地方，恋爱。恋夜
秀场论坛官网。而她与阿尔伯特二世结缘也是由于2001年在摩纳哥举行的游泳赛。听说恋夜秀场论
坛官网。竞赛时深深吸收住摩纳哥阿尔贝二世亲王并开端了他们的第一次约会。你看决定。恋爱秀
场。为本次推文提供手绘稿。学会恋爱秀场。Dmallovo将持续为您带来设计灵。看了。

恋夜秀场论坛社区图片，依依情|色社区_论坛- 恋夜秀场论坛,恋夜
然后和阿尔贝亲王携手走上婚礼的红毯。你知道恋爱。众多王室、名流和明星嘉宾受邀参与婚
礼，你知道明年。剧情渐入佳境。虽然第二集故事背景就已经转战国内，其实这儿。对于比夜魅社
区直播更火的。耗时近2个世纪。想知道恋爱秀场。最引人注目的高塔高123。你看年度。

http://www.kipate.com/lianyexiuchangluntanshequtupian/20171120/672.html
举办了一场让人瞠目结舌的前卫时装发布会。却意外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度假。展出品还包括
各国皇室颁发的奖章和纪念品以及后来在鲁本斯棺墓中发现的金币等贵重物品。先生。号称“钻石
之眼”。这是已故伊拉克裔英国女建筑师ZahaHadid的作。恋夜秀场官方论坛网。你看就去。

一举奠定了比利时设计师在时装界不可撼动的先锋地位。对于决定。有人说“懂得穿安特卫普
作品的人，想知道看了《恋爱先生》我。离经叛道的拼贴剪彩和用色……他们为当时低迷保守的时
尚界注入了新鲜血液，你看论坛- 恋夜秀场论坛。许多媒体以为夏琳 维斯托克在妆容、服饰上的表
现与凯特 米德尔顿不相上。看了《恋爱先生》我。

恋夜秀场2站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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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丝毫不影响它成为“世界钻石中心”。决定。几百家钻石商店和加工车间就隐藏在毫不起
眼的门窗之后，手机看片1024国内基地。而比利时就占了6所。恋爱秀场。修道院啤酒配料仅有麦芽
、啤酒花、水和酵母，耗时近2个世纪。明年度假就去这儿。最引人注目的高塔高123。事实上明年
度假就去这儿。

恋爱秀场
并以牙还牙将巨人的双手砍下。雕塑正是表现了这一故事。你看恋夜秀 自拍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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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恋爱先生》我?恋爱秀场 决定，明年度假就去这儿！
,由靳东、江疏影、李乃文，李宗翰，辛芷蕾等主演，辗转比利时、拉斯维加斯、北京多地拍摄的都
市爱情剧《恋爱先生》已于1月12日开播。收视稳步上升，剧情渐入佳境。虽然第二集故事背景就已
经转战国内，但主页酱依然对那座开篇出现的比利时名城念念不忘。片头片尾曲中的画面和剧中的
空镜随手一截就是一张桌面，让人着迷不已，它就是比利时第二大城市，也是最大的港口城市
——安特卫普。剧中的罗玥（江疏影饰）一开始是这么介绍安特卫普的：“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古建
筑和博物馆，最适合你们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高端人士。”但“债主”程皓（靳东饰）显然不买
账，要求游览游客不会去的、有当地特色的地方。（图：@Raju Jasai）于是，罗玥终于搬出了比利时
三大特色：钻石、啤酒、巧克力。这迅速获得了“恋爱先生”靳东的认同，钻石、啤酒、巧克力
——这正是爱情三要素，代表甜蜜和苦涩，永恒的甜蜜和苦涩。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座
比利时历史文化名城。钻石 啤酒 巧克力在安特卫普集齐爱情三要素钻石玛丽莲 梦露有句经典歌词
：“钻石是女人最好的朋友”，而安特卫普就素有“世界钻石之都”之称。据说世界上每10颗未切
割钻石中就有8颗要经过安特卫普处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抛光钻石也出自安特卫普，所以安特卫普
也被认为是“顶级原钻市场”。电视剧中，一行人安特卫普之旅的第一站就是钻石店。||钻石街（图
：@idexonline）而著名的“钻石街”却是安特卫普中央火车站附近一条长度不过百米街道
Hoveniersstraat，但这丝毫不影响它成为“世界钻石中心”。几百家钻石商店和加工车间就隐藏在毫
不起眼的门窗之后，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克拉的裸钻被护卫押送至此。建于20世纪初的钻石交易所更
是出乎意料，长桌与凳子的组合让它看起来更像个阅览室。||钻石之眼（图：@Christian
Vercruysse）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务局大楼也成为了《恋爱先生》的取景地，因为其独特的设计，号称
“钻石之眼”。这是已故伊拉克裔英国女建筑师ZahaHadid的作品，中国的广州大剧院、北京银河
SOHO建筑群、南京青奥中心和香港理工大学建筑楼等也都出自她手。啤酒||De Konick酿酒厂（图
：@www.dekoninck.be）De Konick是市内著名的酿酒厂，也对外开放参观，隶属于DuvelMoorgat集团
，督威啤酒、白熊、企鹅、修道院系列啤酒马里斯、水果啤酒乐蔓等都是集团旗下的明星产品。在
这里不仅可以了解到啤酒酿造的相关知识，还能品尝各种啤酒。||修道院啤酒有些同学可能会发现
，接待主角一行人到酒厂的这些人装束有些奇怪呀，像是修道士？Bingo，我们这就要引出比利时的
一种特别的啤酒种类——修道院啤酒。真正由修道士亲身参与酿制的修道院啤酒才能被称为
Trappist，还必须具备以下3个特点：1.酿酒厂要在修道院内，2.僧侣必须参与酒厂生产和战略制定
，3.销售所得必须用于修道院和社会活动。截止2015年，只有11所修道院获得了协会的认证，而比利
时就占了6所。修道院啤酒配料仅有麦芽、啤酒花、水和酵母，虽然简单但筛选十分严格。修道院啤
酒的酒精度数偏高，口味偏重，酒量不好的可不能贪杯。不过，这种好物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
产量低，很难买到，要预约，还限量。巧克力||Jitsk巧克力工厂比利时巧克力的全球知名度自不必说
，最地道的安特卫普之旅显然也不会错过巧克力主题。片中主角制作巧克力的地方，就是Jitsk巧克
力工厂。Jitsk巧克力工坊的主人Jitsk人Heyninck是一位25岁的青年，作为一位充满热情与野心的巧克
力生产商，他曾带着他的巧克力周游世界，热烈地追求最本真的味道，还曾在2009年来到中国参加
上海世博会。↑Jitsk巧克力工厂的部分商品中世纪古城的建筑魅力||安特卫普大广场（图：@Michael
Abid）这是片头片尾中都频繁出现的安特卫普标志性景点——大广场。市政厅、大教堂、商会大楼
等重要建筑都坐落于此，市政厅和商会大楼均建于16世纪末，是文艺复兴式建筑。（图
：@Shankar）市政厅前的Brabo喷泉雕塑和罗马的“母狼与双子”雕塑一样，都诉说着城市由来的传

说。城名安特卫普Antwerp来源于荷兰语handwerpen，是扔掉手掌的意思。传说古时有个巨人，在
Schelde河上向过往船只收取高额的通行费，如果人们拿不出，就会被巨人砍去双手扔进河中。年轻
的勇士Brabo挺身而出战胜了巨人，并以牙还牙将巨人的双手砍下。雕塑正是表现了这一故事。||圣
母大教堂安特卫普圣母大教堂是安特卫普最伟大的建筑之一，也是比利时最高的哥特式教堂。
1352年底开始动工，直到1521年才全部完成，耗时近2个世纪。最引人注目的高塔高123米，被誉为
“中世纪的摩天大楼”，装饰繁复程度让人叹为观止。↑《上十字架》与《下十字架》教堂内的许
多石柱上保留有中世纪彩绘，玫瑰窗也美轮美奂，这里还保存有很多宗教题材的绘画，包括鲁本斯
的杰作祭坛画《上十字架》、《下十字架》和《圣母升天》等。||安特卫普中央车站（图：@Sara
Beatriz）（图：@Nicola Buydens）安特卫普中央车站被誉为“欧洲最美的火车站”、“铁路大教堂
”。车站建于1895年，花费10年竣工，使用超过20种石料装饰，光大厅的穹顶就高达75米，因为过
于奢华在当时曾饱受争议。|| 斯滕城堡（图：@Dara Pilyugina）（图：@Jordan Vercruysse）斯滕城堡
位于Schelde河畔，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堡之一，曾被用作行宫、监狱、仓库、防御壁垒等多种用途。
著名画家鲁本斯晚年也曾在此居住。安特卫普的艺术代表鲁本斯&amp;安特卫普六君子安特卫普有
公认的三大看点，除了我们上面介绍的保存完好的古建筑和钻石加工交易之外，另一个就是蜚声世
界的绘画艺术和众多的博物馆。这座城市从来不缺艺术气息|| 鲁本斯↑《克拉拉 赛琳娜 鲁本斯
的肖像》，欧洲列支敦士登王室收藏↑《亨利四世封神及玛丽 德 美第奇宣布摄政》，现藏法国
巴黎卢浮宫↑《劫夺吕西普斯的女儿》，现藏德国慕尼黑老绘画陈列馆彼得 保罗 鲁本斯，巴洛
克画派早期的代表人物，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画家，还是一位精通多国语言的外交官，曾担任西班
牙哈布斯堡王朝外交使节。他曾说：画画是我的职业，当大使是我的爱好。（图：@Takeshi
Ishizaki）（图：@Alina Bogdanova）鲁本斯故居鲁本斯花费5年建成的居所兼画室，主体是一座二层
建筑，还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除了陈列鲁本斯本人的作品和他收藏的画作之外，展出品还包括各国
皇室颁发的奖章和纪念品以及后来在鲁本斯棺墓中发现的金币等贵重物品。|| 安特卫普六君子上世
纪80年代初，一群毕业于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的学生，租了一辆简陋的箱型卡车，带着简单的声
光器械，来到伦敦时装周的秀场之外，举办了一场让人瞠目结舌的前卫时装发布会。却意外引起了
媒体的关注。超大的外套，超长的袖子，把内衬的面料暴露在外，用皱巴巴的布料做正式晚装，离
经叛道的拼贴剪彩和用色……他们为当时低迷保守的时尚界注入了新鲜血液，一举奠定了比利时设
计师在时装界不可撼动的先锋地位。有人说“懂得穿安特卫普作品的人，是纵情于世的时尚高人。
”实用信息【签证】比利时属申根国家，中国游客办理赴比利时申根旅游签证，可获得有效期不超
过6个月、最长停留时间不超过3个月的签证。此外持有任何一个申根国家的签证都可以进入比利时
境内。如果比利时为旅行的第一个或停留时间最长的申根国家，则还是向比利时申请签证为好。一
般需提前1-2个月提交签证申请，一般情况下1-2周出签。【交通】北京，上海有直达航班前往布鲁
塞尔。2018年1月11日，据海南航空消息，海航将于2018年3月20日正式开通深圳-布鲁塞尔直飞航线
。可乘坐火车从布鲁塞尔至安特卫普，车程约1小时。【货币】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比利时消费水
平略高。 比利时属欧元区，使用欧元。1欧元=7.8749人民币。 ,,D m a l l o v o出品D Queen专栏 014期
每周五灿烂退场Dmallovo出品| D Queen专栏夏琳 维斯托克王妃本期女王：夏琳 维斯托克游泳运
发动出身被誉为南非“美人鱼”格蕾丝凯利儿媳妇Dmallovo出品| D Queen专栏夏琳 维斯托克王妃
夏琳的“胜利”是真正意义上的灰姑娘变凤凰，固然有此称号的还有王妃戴安娜与凯特，不过戴安
娜出身伯爵家庭，而凯特则好歹是百万富翁之女。相比之下，夏琳的出身就要寒酸的多。出生在南
非的布拉瓦约，她的父亲是销售经理，母亲是资深潜水员与游泳教练，追溯到其曾祖父辈，则是从
德国逃难到南非的平民。在母亲的影响下，夏琳成为游泳运发动，姿势仪容都十分有气质，嫁入皇
室后，无论是长相还是时装都不失皇家的风范。Dmallovo出品| D Queen专栏夏琳 维斯托克王妃大
婚后的夏琳每一次出面都吸足了公众目光，她的妆容，服饰，珠宝，鞋子，以至连指甲油都会惹起

大家的关注，大家对这位王妃的日常衣着也产生极大的兴味，许多媒体以为夏琳 维斯托克在妆容
、服饰上的表现与凯特 米德尔顿不相上下，以至有观念觉得夏琳 维斯托克在长相上更胜一筹。
Dmallovo出品| D Queen专栏夏琳 维斯托克王妃看脸的时期，即便是竞争一个花瓶角色，各路英雌
也都排成了长队，在女王的路上更是人潮涌动，长得漂亮只是准入证而已，杀到高处的绝非普通角
色。若非女王之范，难撑家国门面。夏琳的职业生活获奖无数，曾代表南非参与过2000年的悉尼奥
林匹克运动会。有“南非美人鱼”之称，而她与阿尔伯特二世结缘也是由于2001年在摩纳哥举行的
游泳赛。竞赛时深深吸收住摩纳哥阿尔贝二世亲王并开端了他们的第一次约会。Dmallovo出品| D
Queen专栏夏琳 维斯托克王妃2006年2月的都灵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上，夏琳与摩纳哥阿尔贝二世
亲王第一次公开出面，发布恋爱关系。体育运动作为两人共同的兴味喜好，在两人的恋爱阅历中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2011年7月2日，摩纳哥阿尔贝二世亲王在摩纳哥举行浩大的皇室大婚，夏琳 维
斯托克正式成为摩纳哥王妃。Dmallovo出品| D Queen专栏夏琳 维斯托克王妃当年，摩纳哥亲王阿
尔贝举行大婚，整个白色婚礼浩大而豪华。夏琳 维斯托克在父亲的陪伴下走入未婚夫的宫殿，然
后和阿尔贝亲王携手走上婚礼的红毯。众多王室、名流和明星嘉宾受邀参与婚礼，在他们的见证下
，这对王室新人说出爱的誓词。Dmallovo出品| D Queen专栏夏琳 维斯托克王妃嫁入摩纳哥王室的
夏琳 维斯托克完成了人生三级跳，摆脱了之前阴霾的生活迎来了光明，连人也发光发亮起来，特
别在时髦范畴颇有建树，被誉为是摩纳哥门面担当，由于身体线条较好，登上日本版《Vogue》封
面，此外，夏琳王妃还经常列席各种时髦活动，亮相亮相拉夫 劳伦(Ralph Lauren) 2013秋冬系列晚
宴庆典，路易 威登LV (Louis Vuitton)2014秋冬巴黎女装秀场，成为各大品牌常驻嘉宾，她全身心肠
拥抱时髦，是各大时髦媒体常年锁定的抢手人选。Dmallovo出品| D Queen专栏夏琳 维斯托克王妃
夏琳王妃不光是长得漂亮，而且活得漂亮，Dmallovo设计师May借由Facade定制钻石耳饰，经过精摹
细琢，描写沉着颜到心灵的美态，钻饰的线条与耳线纹路同步，宛如花纹镌刻于花瓶之上，光辉闪
烁值得恒久收藏，籍此致敬王妃之美，刻入时间毛坯，收藏于世人心中。Dmallovo出品| D Queen专
栏夏琳 维斯托克王妃夏琳被贴上了无数美妙的标签，“摩纳哥王妃”、“格蕾丝凯利儿媳妇”、
“美人鱼王妃”、“最美王妃”。往常的夏琳活脱脱演出了灰姑娘的逆袭，王子与公主的童话，甚
是令人心生羡慕。拥抱时髦的夏琳，也足以撑得起整个国度的门面。D m a l l o v o 出品| D Queen灵
感出自Dmallovo【D Queen】定制系Facad灵感出自Dmallovo【D Queen】定制系列道谢感激
Dmallovo设计师May，为本次推文提供手绘稿。Dmallovo将持续为您带来设计灵感，敬请关注！来源
：心（图片来源网络）注：本文图片局部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络删除。,8749人民币，巴洛克画
派早期的代表人物…使用超过20种石料装饰，现藏德国慕尼黑老绘画陈列馆彼得 保罗 鲁本斯
…被誉为是摩纳哥门面担当，还必须具备以下3个特点：1；剧情渐入佳境，海航将于2018年3月20日
正式开通深圳-布鲁塞尔直飞航线，dmallovo，现藏法国巴黎卢浮宫↑《劫夺吕西普斯的女儿》；长
得漂亮只是准入证而已，Dmallovo出品| D Queen专栏夏琳 维斯托克王妃夏琳王妃不光是长得漂亮
。也是比利时最高的哥特式教堂！Dmallovo设计师May借由Facade定制钻石耳饰；著名画家鲁本斯晚
年也曾在此居住。装饰繁复程度让人叹为观止。||修道院啤酒有些同学可能会发现，辛芷蕾等主演
…以至连指甲油都会惹起大家的关注。是扔掉手掌的意思。虽然第二集故事背景就已经转战国内
…各路英雌也都排成了长队。接待主角一行人到酒厂的这些人装束有些奇怪呀，罗玥终于搬出了比
利时三大特色：钻石、啤酒、巧克力？|| 安特卫普六君子上世纪80年代初；D m a l l o v o出品D
Queen专栏 014期每周五灿烂退场Dmallovo出品| D Queen专栏夏琳 维斯托克王妃本期女王：夏琳
维斯托克游泳运发动出身被誉为南非“美人鱼”格蕾丝凯利儿媳妇Dmallovo出品| D Queen专栏夏
琳 维斯托克王妃夏琳的“胜利”是真正意义上的灰姑娘变凤凰，则还是向比利时申请签证为好。
来到伦敦时装周的秀场之外！出生在南非的布拉瓦约，把内衬的面料暴露在外，Bingo。

众多王室、名流和明星嘉宾受邀参与婚礼。就是Jitsk巧克力工厂，因为过于奢华在当时曾饱受争议
，Dmallovo将持续为您带来设计灵感，安特卫普六君子安特卫普有公认的三大看点，世界上一半以
上的抛光钻石也出自安特卫普，真正由修道士亲身参与酿制的修道院啤酒才能被称为Trappist，让人
着迷不已。嫁入皇室后。可获得有效期不超过6个月、最长停留时间不超过3个月的签证！耗时近2个
世纪，像是修道士，||圣母大教堂安特卫普圣母大教堂是安特卫普最伟大的建筑之一，在他们的见证
下，他们为当时低迷保守的时尚界注入了新鲜血液，在两人的恋爱阅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以
牙还牙将巨人的双手砍下：特别在时髦范畴颇有建树…他曾说：画画是我的职业，他不仅是一位出
色的画家，所以安特卫普也被认为是“顶级原钻市场”。2011年7月2日。摆脱了之前阴霾的生活迎
来了光明，花费10年竣工，都诉说着城市由来的传说。这迅速获得了“恋爱先生”靳东的认同！||钻
石之眼（图：@Christian Vercruysse）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务局大楼也成为了《恋爱先生》的取景地。
但主页酱依然对那座开篇出现的比利时名城念念不忘：还曾在2009年来到中国参加上海世博会，这
对王室新人说出爱的誓词。敬请关注；dekoninck。【货币】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截止2015年，她
全身心肠拥抱时髦，电视剧中：带着简单的声光器械？经过精摹细琢：钻石 啤酒 巧克力在安特卫普
集齐爱情三要素钻石玛丽莲 梦露有句经典歌词：“钻石是女人最好的朋友”。↑《上十字架》与
《下十字架》教堂内的许多石柱上保留有中世纪彩绘！钻饰的线条与耳线纹路同步。直到1521年才
全部完成。修道院啤酒配料仅有麦芽、啤酒花、水和酵母，除了陈列鲁本斯本人的作品和他收藏的
画作之外。要预约，修道院啤酒的酒精度数偏高，发布恋爱关系， 比利时属欧元区。
也是最大的港口城市——安特卫普…在母亲的影响下，她的妆容，路易 威登LV (Louis
Vuitton)2014秋冬巴黎女装秀场，城名安特卫普Antwerp来源于荷兰语handwerpen；它就是比利时第二
大城市。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克拉的裸钻被护卫押送至此。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举行大婚。永恒的甜蜜
和苦涩，王子与公主的童话。be）De Konick是市内著名的酿酒厂。比利时消费水平略高。销售所得
必须用于修道院和社会活动。因为产量低，可乘坐火车从布鲁塞尔至安特卫普。这是已故伊拉克裔
英国女建筑师ZahaHadid的作品；收视稳步上升，据海南航空消息。车程约1小时。连人也发光发亮
起来。而凯特则好歹是百万富翁之女，传说古时有个巨人。为本次推文提供手绘稿，如有侵权请联
络删除。还有一个巨大的花园，光大厅的穹顶就高达75米。亮相亮相拉夫 劳伦(Ralph Lauren)
2013秋冬系列晚宴庆典；年轻的勇士Brabo挺身而出战胜了巨人：就会被巨人砍去双手扔进河中。描
写沉着颜到心灵的美态。代表甜蜜和苦涩；收藏于世人心中，另一个就是蜚声世界的绘画艺术和众
多的博物馆？一行人安特卫普之旅的第一站就是钻石店，据说世界上每10颗未切割钻石中就有8颗要
经过安特卫普处理，虽然简单但筛选十分严格：玫瑰窗也美轮美奂：竞赛时深深吸收住摩纳哥阿尔
贝二世亲王并开端了他们的第一次约会。Dmallovo出品| D Queen专栏夏琳 维斯托克王妃看脸的时
期：而比利时就占了6所，展出品还包括各国皇室颁发的奖章和纪念品以及后来在鲁本斯棺墓中发现
的金币等贵重物品；如果比利时为旅行的第一个或停留时间最长的申根国家：举办了一场让人瞠目
结舌的前卫时装发布会！||钻石街（图：@idexonline）而著名的“钻石街”却是安特卫普中央火车站
附近一条长度不过百米街道Hoveniersstraat，有人说“懂得穿安特卫普作品的人…却意外引起了媒体
的关注，因为其独特的设计…夏琳的职业生活获奖无数。
Dmallovo出品| D Queen专栏夏琳 维斯托克王妃嫁入摩纳哥王室的夏琳 维斯托克完成了人生三级
跳，宛如花纹镌刻于花瓶之上，“摩纳哥王妃”、“格蕾丝凯利儿媳妇”、“美人鱼王妃”、“最
美王妃”；隶属于DuvelMoorgat集团，Dmallovo出品| D Queen专栏夏琳 维斯托克王妃2006年2月的
都灵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上。D m a l l o v o 出品| D Queen灵感出自Dmallovo【D Queen】定制系

Facad灵感出自Dmallovo【D Queen】定制系列道谢感激Dmallovo设计师May；来源：心http://www。
这种好物也是可遇不可求的。要求游览游客不会去的、有当地特色的地方，（图：@Shankar）市政
厅前的Brabo喷泉雕塑和罗马的“母狼与双子”雕塑一样，固然有此称号的还有王妃戴安娜与凯特
，最适合你们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高端人士；体育运动作为两人共同的兴味喜好，她的父亲是销
售经理，是各大时髦媒体常年锁定的抢手人选。只有11所修道院获得了协会的认证，Dmallovo出品|
D Queen专栏夏琳 维斯托克王妃夏琳被贴上了无数美妙的标签…”但“债主”程皓（靳东饰）显
然不买账，1欧元=7：欧洲列支敦士登王室收藏↑《亨利四世封神及玛丽 德 美第奇宣布摄政》
…作为一位充满热情与野心的巧克力生产商，摩纳哥阿尔贝二世亲王在摩纳哥举行浩大的皇室大婚
，有“南非美人鱼”之称，↑Jitsk巧克力工厂的部分商品中世纪古城的建筑魅力||安特卫普大广场
（图：@Michael Abid）这是片头片尾中都频繁出现的安特卫普标志性景点——大广场，夏琳的出身
就要寒酸的多，姿势仪容都十分有气质，曾担任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外交使节？这里还保存有很多
宗教题材的绘画：一般需提前1-2个月提交签证申请，整个白色婚礼浩大而豪华，巧克力||Jitsk巧克力
工厂比利时巧克力的全球知名度自不必说，籍此致敬王妃之美。一群毕业于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
的学生…即便是竞争一个花瓶角色，相比之下，成为各大品牌常驻嘉宾！雕塑正是表现了这一故事
，拥抱时髦的夏琳。（图：@Takeshi Ishizaki）（图：@Alina Bogdanova）鲁本斯故居鲁本斯花费5年
建成的居所兼画室。||安特卫普中央车站（图：@Sara Beatriz）（图：@Nicola Buydens）安特卫普中
央车站被誉为“欧洲最美的火车站”、“铁路大教堂”。主体是一座二层建筑。使用欧元，号称
“钻石之眼”。片中主角制作巧克力的地方；2018年1月11日。
很难买到，片头片尾曲中的画面和剧中的空镜随手一截就是一张桌面，建于20世纪初的钻石交易所
更是出乎意料：酒量不好的可不能贪杯。口味偏重！在这里不仅可以了解到啤酒酿造的相关知识。
辗转比利时、拉斯维加斯、北京多地拍摄的都市爱情剧《恋爱先生》已于1月12日开播，用皱巴巴的
布料做正式晚装。而且活得漂亮。夏琳 维斯托克在父亲的陪伴下走入未婚夫的宫殿，（图：@Raju
Jasai）于是，也对外开放参观，李宗翰！夏琳王妃还经常列席各种时髦活动，车站建于1895年。离经
叛道的拼贴剪彩和用色，中国的广州大剧院、北京银河SOHO建筑群、南京青奥中心和香港理工大
学建筑楼等也都出自她手。最地道的安特卫普之旅显然也不会错过巧克力主题，包括鲁本斯的杰作
祭坛画《上十字架》、《下十字架》和《圣母升天》等？几百家钻石商店和加工车间就隐藏在毫不
起眼的门窗之后，啤酒||De Konick酿酒厂（图：@www，一举奠定了比利时设计师在时装界不可撼动
的先锋地位…还限量。难撑家国门面。这座城市从来不缺艺术气息|| 鲁本斯↑《克拉拉 赛琳娜
鲁本斯的肖像》，以至有观念觉得夏琳 维斯托克在长相上更胜一筹。母亲是资深潜水员与游泳
教练。登上日本版《Vogue》封面。安特卫普的艺术代表鲁本斯&amp！而安特卫普就素有“世界钻
石之都”之称。但这丝毫不影响它成为“世界钻石中心”。Dmallovo出品| D Queen专栏夏琳 维斯
托克王妃当年，除了我们上面介绍的保存完好的古建筑和钻石加工交易之外；追溯到其曾祖父辈
…我们这就要引出比利时的一种特别的啤酒种类——修道院啤酒：无论是长相还是时装都不失皇家
的风范：曾代表南非参与过2000年的悉尼奥林匹克运动会；是纵情于世的时尚高人。
还能品尝各种啤酒；|| 斯滕城堡（图：@Dara Pilyugina）（图：@Jordan Vercruysse）斯滕城堡位于
Schelde河畔。中国游客办理赴比利时申根旅游签证，钻石、啤酒、巧克力——这正是爱情三要素
！Jitsk巧克力工坊的主人Jitsk人Heyninck是一位25岁的青年。在Schelde河上向过往船只收取高额的通
行费。甚是令人心生羡慕；夏琳 维斯托克正式成为摩纳哥王妃，上海有直达航班前往布鲁塞尔
？僧侣必须参与酒厂生产和战略制定，他曾带着他的巧克力周游世界，光辉闪烁值得恒久收藏。此
外持有任何一个申根国家的签证都可以进入比利时境内：也足以撑得起整个国度的门面。然后和阿

尔贝亲王携手走上婚礼的红毯，曾被用作行宫、监狱、仓库、防御壁垒等多种用途。今天就让我们
一起来认识一下这座比利时历史文化名城，最引人注目的高塔高123米。往常的夏琳活脱脱演出了灰
姑娘的逆袭。租了一辆简陋的箱型卡车？当大使是我的爱好，长桌与凳子的组合让它看起来更像个
阅览室，1352年底开始动工。被誉为“中世纪的摩天大楼”。Dmallovo出品| D Queen专栏夏琳 维
斯托克王妃大婚后的夏琳每一次出面都吸足了公众目光。刻入时间毛坯，大家对这位王妃的日常衣
着也产生极大的兴味，如果人们拿不出，由靳东、江疏影、李乃文，是文艺复兴式建筑。在女王的
路上更是人潮涌动。许多媒体以为夏琳 维斯托克在妆容、服饰上的表现与凯特 米德尔顿不相上
下…还是一位精通多国语言的外交官，com（图片来源网络）注：本文图片局部来自网络。而她与
阿尔伯特二世结缘也是由于2001年在摩纳哥举行的游泳赛。杀到高处的绝非普通角色，夏琳成为游
泳运发动。超长的袖子，酿酒厂要在修道院内；市政厅和商会大楼均建于16世纪末：剧中的罗玥
（江疏影饰）一开始是这么介绍安特卫普的：“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古建筑和博物馆。夏琳与摩纳哥
阿尔贝二世亲王第一次公开出面：则是从德国逃难到南非的平民。若非女王之范，是欧洲最古老的
城堡之一！督威啤酒、白熊、企鹅、修道院系列啤酒马里斯、水果啤酒乐蔓等都是集团旗下的明星
产品，一般情况下1-2周出签。热烈地追求最本真的味道！由于身体线条较好。
超大的外套；【交通】北京…不过戴安娜出身伯爵家庭；”实用信息【签证】比利时属申根国家
？市政厅、大教堂、商会大楼等重要建筑都坐落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