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战鹿特丹：UFC 问鼎拳王之战

终极格斗冠军赛激情脉动，风车之国花样之旅

旅行时间:2017年8月30日-2017年9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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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荷兰

什么是荷兰？是漫山遍野的郁金香花海，
还是雾气笼罩中星罗棋布的运河？是乡间
随着低地的大风无言旋转的风车，还是传
统荷兰木鞋上精心绘制的彩色花纹？得天
独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个欧洲繁荣的
门户；从大航海时代到今天，这个大西洋
畔的国度书写了无数灿烂的历史和绚丽的
文化。

郁金香绽放的季节，这里有欧洲最美丽的
春天；藏品丰富的博物馆，纪念着这个国
家伟大的艺术家与厚重的积淀；世世代代
在海洋中求生，这个以橙色为代表的国家
有着最坚毅的品性也有最好客的热情笑容；

来到荷兰，骑着自行车感受“自行车王国”
独特的魅力；乘着一叶扁舟，在阿姆斯特
丹曲折蜿蜒的水道中漂流，感受这个低地
之国最独特的出行方式；穿一双荷兰特制
的木鞋，漫步在荷兰风景如画的乡间，听
风车如泣如诉的低声吟唱，品尝世界上最
古老的奶酪；一次旅行，百样荷兰，万种
风情。

终极格斗冠军赛
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

本次赛事的焦点大战，是荷兰本土名
将“摩天轮”斯提凡-斯特鲁夫(Stefan
Struve)将对决俄罗斯人亚历山大-沃尔
科夫(Alexander Volkov)。

斯提凡-斯特鲁夫目前战绩为28胜8负，
其中8次KO，17次降服获胜。今年29
岁的他是目前UFC身高最高的选手，不

过却拥有相当出色的地面缠斗技术。
在心脏疾病痊愈复出后，斯特鲁夫打
出了3胜2负的战绩，官方排名暂列重
量级第9位。

亚历山大-沃尔科夫目前战绩为28胜6
负，其中18次KO，3次降服获胜。他
已经先后获得了Bellator重量级锦标赛
优胜以及M-1的重量级冠军。去年底，
沃尔科夫签约UFC，并在11月的八角笼
首秀中以分歧判定击败了提姆-约翰逊
(Tim Johnson)。之后，他又在今年4月
的UFC On FOX 24中一致判定拿下了
“大肚佛”罗伊-尼尔森(Roy Nelson)。
如今连胜场数打到了4场的沃尔科夫官
方排名重量级第8位。

关于旅程

您将和迈可慕一起，亲临终
极格斗冠军赛的现场，近距
离体会令人血脉喷张的激情
搏斗；您将和迈可慕一起，
畅游郁金香王国荷兰，把握
这个国家最浪漫的脉搏。地
道的美食品鉴，精美的艺术
与如画的风景，历史之都人
文风情体验……万千精彩，尽
在荷兰花样之旅。



焦点大战

本次赛事的焦点大战，是荷兰本土名将“摩天轮”斯提凡-斯特鲁夫(Stefan Struve)将对决俄罗斯人亚历山大-沃尔科夫(Alexander Volkov)。
斯提凡-斯特鲁夫目前战绩为28胜8负，其中8次KO，17次降服获胜。今年29岁的他是目前UFC身高最高的选手，不过却拥有相当出色的地面缠斗技
术。在心脏疾病痊愈复出后，斯特鲁夫打出了3胜2负的战绩，尽管曾被阿里斯泰-欧沃瑞姆(Alistair Overeem) 首回合KO，但他在去年的两场比赛中
先后战胜了“大脚”安东尼奥-席尔瓦(Antonio Silva)以及丹尼尔-欧姆兰祖克(Daniel Omielanczuk)，并且全部终结了对手，官方排名暂列重量级第
9位。

亚历山大-沃尔科夫目前战绩为28胜6负，其中18次KO，3次降服获胜。今年只有28岁的他已经先后获得了Bellator重量级锦标赛优胜以及M-1的重量
级冠军。去年底，沃尔科夫签约UFC，并在11月的八角笼首秀中以分歧判定击败了提姆-约翰逊(Tim Johnson)。之后，他又在今年4月的UFC On
FOX 24中一致判定拿下了“大肚佛”罗伊-尼尔森(Roy Nelson)。如今连胜场数打到了4场的沃尔科夫官方排名重量级第8位。

9# 斯提凡-“摩天轮”斯特鲁夫
荷兰
32胜8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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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亚历山大-沃尔科夫
俄罗斯

28胜6负
64%
11%
21%

79英尺
250磅

80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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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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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75.68%
0.5



赛事对阵

V

S

V

S

V

S

V

S

V

S

V

S

斯特鲁夫 沃尔克夫 德利马 沙发洛夫 卡哈比洛夫 格林

米哈伊洛维奇 艾迪洛夫 巴罗索 拉基奇 爱德华 巴韦雷纳



行程主要目的地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作为荷兰最著名的城市之一，阿姆斯特
丹仿佛是这个国度最凝练的缩影，是供
世界各地的旅人窥看荷兰风情最好的窗
口。不是法式的浪漫恢宏，也不是意大
利或者西班牙式的热情冲动，在这个与
大海比邻的城市，荷兰人用油画般隽永
的笔触，勾勒出蜿蜒于城中的运河、五
彩斑斓的弗拉芒式建筑、颜色温柔的小
桥和令人不得不放慢脚步的石板路……

来到阿姆斯特丹，骑着自行车漫游，呼
吸着带着海洋气息的咸湿空气，体会最
原汁原味的荷兰生活。

风车村Zaanse Schans

都市之外，荷兰更有风景如画的乡野。来到
风车村，欣赏荷兰特色大风车，品尝最纯正
的荷兰奶酪，观看传统木鞋制作过程，和真
正的荷兰人一起度过有趣的一天。

鹿特丹Rotterdam

比起阿姆斯特丹的温柔与古老，年轻的鹿特
丹是一座坚韧不拔的海港，一座活力四射的
不眠都市。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夜夜笙歌
的不眠港口，鹿特丹，是荷兰现代化都市的
代表之作。

在我们来到鹿特丹的时候，恰逢鹿特丹世界
港口日（Wereldhavendagen）。这是鹿特丹

向全世界展示海港魅力的大型年度盛事，节
日期间活动丰富多彩，从船舶之旅、海军活
动、演示、讲座、游览展览到音乐等，是来
到鹿特丹的客人不可错过的美好体验！



决战鹿特丹
问鼎拳王之战日程安排

 注意---所有行程顺序将根据客人要求/到达时间/协调之
后行程需求等进行调整，更多细节请与定制师联系。

Day 1:
 从中国各地乘航班前往阿姆斯特丹，迈可慕机场接机
 下榻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三星级星级酒店
 自由活动，充分休息
 在迈可慕精选的特色餐厅享用荷兰传统晚餐

Day 2:

 在酒店享用精致早餐
 在专业导游带领下，游览阿姆斯特丹城市美景
 乘坐游船，游览阿姆斯特丹城市运河
 在迈可慕精选特色餐厅享用午餐及晚餐



 注意---所有行程顺序将根据客人要求/到达时间/协调之
后行程需求等进行调整，更多细节请与定制师联系。

Day 3:

 在酒店享用精致早餐

 乘车前往风车村，在专业导游的带领下，参观风车群、奶酪工
厂和传统木鞋制作作坊

 乘车前往鹿特丹并入住酒店

Day 4:

 在酒店享用精致早餐
 在专业导游的带领下，畅游鹿特丹城市风光
 加入鹿特丹“世界港口日”庆祝活动，体验荷兰海洋文化
 在迈可慕精选的特色餐厅享用荷兰晚餐
 乘专车前往UFC战场，观看拳王之战

Day 5
 乘车返回阿姆斯特丹，前往机场，迈可慕分别送机
 结束愉快旅程

决战鹿特丹
问鼎拳王之战日程安排

行程价格：11000元起



可选活动一

迦山钻石工厂参观

作为全世界钻石交易中心之一的阿姆斯特丹，探索这个神秘而又奢华的行业。

和迈可慕一起参观迦山钻石工厂，您将能零距离参观钻石切割过程，了解钻石切割及珠宝制作的具体工艺

并且能优先买到全世界质量最好，最优秀的钻石！



"终极格斗冠军"必须精于所有格斗的各种训练项目，包括：
空手道、柔术、拳击、跆拳道、擒技、摔跤、相扑和其它格
斗项目。

你是否已经热血沸腾，想亲身体验下多样的终极格斗技巧呢？
迈可慕与鹿特丹当地格斗训练中心合作，为您带来综合格斗
体验活动。

在这个训练中心，你可以一次体验多种格斗技巧：

• 自由搏击

• 泰拳

• 拳击

• 身体素质训练

可选项目二：终极格斗体验



迈可慕为您推荐

欧洲首都布鲁塞尔之旅

作为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凭借其
“欧洲十字路口”的优越位置成为了名
副其实的欧洲首都。

精美的建筑，宏伟的广场，高耸的钟楼，
自中世纪便盘旋于此的蜿蜒小道和举世
闻名的撒尿小人……欧盟总部，著名的
原子球。离开荷兰，不妨来布鲁塞尔小
驻，吃一块华夫饼，感受另一个国家的
风情。

德意志风情之旅

来到这个以严谨为标志的国家，探秘她独具
魅力的都市景观和森林古堡，这里有幽美的
乡村，有欧洲典型的古老城堡，有让人目不
暇接的美景与惊喜！

浪漫花都巴黎巡游之旅

“如果你足够幸运，年轻时候在巴黎居住
过，那么此后无论你到哪里，巴黎都将一
直跟着你”

这是一座有着阳光与流水的城市，这是一
场浪漫与爱情的盛宴。徜徉巴黎，漫步于
卢浮宫、圣母院，行走于奥斯曼大道的车
水马龙间；在蒙马特高地与恋人许下永不
分离的誓言……巴黎拥有太多的惊喜，拥
有太多的将来与往昔。

走进巴黎，走进一场浪漫的梦中相遇。



连笑：
xlian@mycommchina.com

+33(0)1 80 87 46 49

www.mycommchina.com

http://www.mycomm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