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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首届冰雪旅游峰会
开启“冰雪游时代”

本报讯 沈旖旎 日前，第五
届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暨首
届中国（国际）冰雪旅游峰会在
哈尔滨举办。黑龙江省长陆昊、
副省长孙尧、国家旅游局副局长
杜江等各界领导出席了本次峰
会，共同探讨以 2022 北京张家
口冬奥会为契机，推动中国冰雪
文化、冰雪产业和冰雪旅游品牌
的长足发展。

作为中国冰雪旅游资源、冰
雪运动和冰雪旅游品牌第一大
省，黑龙江毫不掩饰对于冰雪经
济的雄心。黑龙江省长陆昊指
出：“我认为中国成功申办冬奥
会之后，必然会对国人，特别是
年轻人的冰雪娱乐活动和冰雪
的体育活动，产生心里兴趣的
巨大冲击。所有的冰雪旅游线
路，除了景观之外，特别强调策
划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冰雪旅
游的娱乐活动和体育活动，努
力把旅游资源转化为高水平旅
游产品。”

据了解，在“冰雪之冠·黑龙
江”的核心品牌之下，黑龙江精
心推出了“大美雪乡：哈尔滨-亚
布力-雪乡冰雪经典游”、“鹤舞
雪原：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
冰雪休闲游”、“北极圣诞：哈尔
滨-漠河北极村冰雪探秘游”、

“秘境冰湖：哈尔滨-牡丹江镜泊
湖冰雪民俗游”、“冰雪森林：哈
尔滨-铁力-伊春冰雪户外游”
等五大精品线路，为爱好冰雪的
游客提供更多个性化的选择和
更丰富的体验。

福元国旅
推九大徒步线路

本报讯 沈旖旎 如今都市
的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加之雾
霾加剧，大多数城市居民都处在
亚健康的状态。为此，上海天格
投资联手锦江旅游、福元国旅向
上海市民推出大型徒步旅游活
动“古道侠客行”，此活动旨在引
导都市人走进自然、领略文化、
净化身心。

此次活动主办方福元国旅
将在2016年度为消费者倾力打
造九条各具特色的中华古道徒
步旅游线路。这些线路不但都
拥有壮美景色，同时也具有深
厚的文化底蕴。据了解，其中
有以美丽景色著称的徽杭古
道、拥有“浙西天池”的吴越古
道、以“南山秋色”闻名遐迩的
南黄古道；也有“浙南最浪漫风
景线”美誉的文成红枫古道、古
代文人墨客钟爱之所仙霞古
道、拥有古仙居八景之一的仙
缙古道，以及独有“江南最后的
秘境”小乡村的徽开古道；此
外，地处浙皖边境的白际山脉
休龙古道、赫赫有名天姥山所在
地的新昌天姥山古驿道也颇受
旅游爱好者青睐。

速食暴饮已成社会常态

细品肴、缓斟酒 慢生活并不难

慢享一餐饭 活在这一秒
美食家欧阳应霁表示：“当

代都市社会已经进入速食状态，
许多人步履匆匆，变得没有耐
性、情绪紧张。但在这个快节奏
的社会里，人们只要还渴望享受
慢生活，就会有机会感受到这种
生活。所以他建议在忙碌中适
时慢下来，“让每天归零”，方能

“以一种豁达和欣赏的心态来品
味美食乃至生活”。“慢享一餐
饭，活在这一秒”其实就是发现
生活之美的一种实践。

近日，国内知名高端白酒品
牌水井坊在全国六城逐一开展

“匠心所至·生活之美”美学品鉴
会，意在以水井街酒坊600多年
的历史传承及匠心雕琢的精神，
鼓励生活在高速发展时代的人
们，不忘慢下来关注内心，在工
作和生活中适当地放慢脚步，体
验生活中的美丽。水井坊这一
倡导获得了香港知名美食家欧
阳应霁的认同，他表示，放慢脚
步才能对生活中的美丽有更敏
锐的察觉与感知。

水井坊首席市场运营官柯
睿博表示：“水井坊之所以呼吁
慢下来发现生活之美，与水井坊
600多年传承经典的历史渊源、
艺蕴匠心的品牌理念密不可

分。水井街酒坊一代又一代卓
越的酿酒大师、技艺精湛的工匠
们，在数百年如一日的时光中，
专注于每一道酿酒工序，一点一
滴淬炼精华，方酿制出一坛坛美酒。”

欧阳应霁认为在工业化时
代，大家都处于一种急功近利的
状态，快速化、模式化生产愈演
愈烈，而水井坊却依旧保留着老
匠人“慢工出细活”的传统，其水
井街酒坊六百年传承的古方心
法来酿酒，这本身就可以看作是
一种以慢为名的态度体现。

此外，欧阳应霁也说：“他用
了很长的时间让自己成为一个
有效率的人，却花了更长的时间
让自己慢下来，这个效率与慢之
间并不是对立的，当我们不断拓
展生命的广度，也就能更加从容
地应对生活，在工作的效率与生
活的舒缓中，找到自己的节奏，
收放自如。”

在一个合适的时间，邀约三
五知己，关上手机，慢享一顿美
食，慢品一杯的美酒，不谈名利，
无关工作，这已然是一种幸福。
这是欧阳应霁对于简单生活的
期许，或许，也是大多数人此刻
定义幸福的标准。

美酒配佳肴 合适才最好
常言道，生活中不是缺少

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双眼。
古有兰亭集会，亦有欧阳修

“醉翁之意在乎山水之间”，皆
是 相 聚 甚 欢 引 发 的 宴 会 之
趣。志同道合的知己友人小
聚小酌一杯，即便一餐简单的
饭食，亦能让人开怀，何尝不
是生活之美？

然而饮用白酒对菜肴也是
有要求的。总的原则是冬热夏
凉、荤素搭配。不同香型的酒，
对配菜有不同的要求。如：清
香型白酒清雅、爽净，所以喝这
种香型酒时，一般不宜吃太油
腻、味道太重的菜肴，而以食用
一些味道清淡的菜肴为宜，如
凉拌菜等；浓香型酒则相反，其
风格是暴烈，香气大，入口就有
一股浓香，所以在饮用此种香
型的酒时，应食用一些味道重
的菜肴；酱香型白酒的特色是
协调、甘美、回味悠长，所以应
吃一些味道鲜美、丰富的菜肴；

而兼香型兼具浓香和酱香的香
味，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搭配菜式。

作为一名跨界美食家，欧阳
应霁品尝、制作过无数滋味曼妙
的美食。因此，在早前与水井坊
的合作中，他还分享了一份特别
的水井坊配搭美食菜单——各
种新式菜肴佐水井坊白酒，在舌
尖激荡出另一番风味。

欧阳应霁推荐表示，红烧肉
美味多汁，但吃多也很容易发
腻，而水井坊旗下臻酿八号因其
醇正净爽的口感，为舌尖冲淡油
腻，且酒香与肉的焦香升腾起更
馥郁的滋味，令人回味无穷。而
最令他感到味觉惊艳的莫过于
鸭肉，中国人擅长清炖、红烧鸭
肉，但他发现将鸭肉煎烤过后、
浇以香橙蜜汁，便成极富趣味的
菜式，再佐以水井坊·井台装，果
味的酸甜和甘冽的酒香交相辉
映、相得益彰。

“慢生活”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在纷繁复杂的
社会环境中，许多上班族们正在被快节奏的生活
吞噬着原本积极健康的心灵，因此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追求慢生活。如何慢下来，如何在生活中发
现更多的美？也许要从慢享一餐饭慢品一杯酒开
始。 青年报 王娟

青年报 姜卓

本报讯 12 月 28 日，中国
海南海花岛开盘。据悉，海花
岛 此 次 开 盘 总 成 交 金 额 达
122.05亿元，开盘销售面积136
万平方米，恒大再次创造了一
项新的纪录。

据介绍，海花岛地处海南
省儋州市的西部海岸，位于海
岛旅游黄金纬度，享有“东方夏
威夷”之美誉。海花岛拥有40
公里长黄金海岸线，超长的海
岸线资源令海花岛成为中国独
一无二的海上马拉松天然场
地。原生态岛屿大铲礁距离海

花岛仅8公里，大铲礁珊瑚丛中
有上千种热带鱼类、软体动物，
未来将进行生态保护，开发海
钓、潜水等休闲项目。

海南省省长刘赐贵考察海
花岛时表示，当前，国家正全面
推进“一带一路”重大战略部
署，发展旅游业已成为这项工
程的重要切入点。今年3月，国
务院授权三部委联合发布《推
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明确提出要加大海南国际
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

而目前，中国海岛游市场
刚刚起步，尚处于“阳光+沙滩”

的初级阶段。2014年，胡润研
究院、亚洲国际豪华旅游博览
发布《中国奢华旅游白皮书》，
针对中国高端旅游者的调查结
果显示，其人均旅游年花费高
达15万元。但目前国内企业在
高端海岛游产品的开拓上鲜
有作为，产品功能、层次结构、
发展理念、组织经营形式，以
及许多海岛景观资源的合力
开发利用这方面，还不能满足
高端游客的需求，海花岛问世
填补中国高端海岛游的市场
空缺。

据介绍，海花岛项目1600
亿，并在项目筹划之初，就纵观

世界各大海岛特色，错位发
展。业内人士分析，与迪拜棕
榈岛、夏威夷、黄金海岸、爱琴
海、马尔代夫五大知名海岛相
比，海花岛总占地8平方公里，
是迪拜棕榈岛的1.5倍，汇聚了
600位国际设计大师的智慧，规
划了旅游、文化、会议、会展、商
务等28大业态，创下了多项世
界纪录。而海花岛作为世界级
的文旅项目，投入巨大、定位高
端、业态丰富、规模宏大，将创
造世界文化旅游领域的奇迹。
不仅推动了海南国际旅游岛的
发展，也在世界文化旅游领域
提升了国家形象、民族形象。

中国海南海花岛开盘

恒大填补中国高端海岛游市场空缺

一：量的拿捏
喝白酒要小口慢喝，才能

细 细 品 味 各 种 的 千 百 滋 味 。

喝到微醉不醉的时候是最理

想 的 状 态 ，正 所 谓 ，花 要 半

开，酒要半醉，喝到接近自己

酒量的 2/3 时，才能获得心情

舒 畅 的 享 受 ，多 了 则 只 会 带

来痛苦。

饮适量的白酒，能使循环

系统发生兴奋效能。有失眠症

者睡前饮少量白酒，有利于睡

眠，并能刺激胃液分泌与唾液

分泌，起到健胃作用。另外白

酒有通风、散寒、舒筋、活血作

用。但一定要适量，如果多了

就会造成酒精中毒，伤害身体。

二：“度”的把握
香型上全看个人的喜好，但

是度数上还是有讲究的。如果

更追求酒的口感享受就要喝高

度酒，即 50 多度的酒。而如果

是需要喝多一点，那就选择低

度酒。

[相关链接] 白酒品鉴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