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鸭城”南京城

南京菜一向被称为京苏大菜，
厨师则自称“京苏帮”。饮食以京
苏菜和清真菜为主。由于南京人
嗜食鸭、鹅，因此制鸭技术久负盛
名，著名的特色小吃有回味鸭血粉
丝汤、狮王府狮子头、尹氏鸡汁汤
包、莲湖糕团店等。南京人饮食的
另一特点是喜食各种野菜，包括芦
蒿、菊花脑、马兰头、枸杞头、荠菜、
马齿苋、鹅儿肠、香椿头。除了在
各大食府，特别推荐您到当地的

“大娘水饺”，用野菜馅制成的水饺
可是在别处品尝不到的。

鸭血粉丝汤
是南京著名的风味小吃，几

乎大街小巷都能找到它的踪影。
可谓是没吃过鸭血粉丝汤就等于
没到过南京。鸭血粉丝汤里面主

要有鸭血、鸭肠、鸭肝、香菜等食
材，加入精制鸭汤和粉丝一同熬
制而成。鲜香美味，可口无比。
鸭血粉丝汤蛋白质含量高，脂肪
含量低，是不可多得的营养美味
佳肴。

盐水鸭
南京被称为“鸭都”可是名副

其实的，盐水鸭就是南京久负盛名
的特产，据说已有一千多年的历
史。南京盐水鸭皮黄肉白，味淡
香，不油腻，肉质酥嫩，一口下去满
口幸福感。来南京就算没时间品
尝这美食，也要买一些真空包装的
盐水鸭回家去细细品味啊。

梅花糕
南京的梅花糕和别的地方不

同，在梅花糕制作的基础上加入
元宵、青红果、松子仁等，是其味

道更加丰富美味。梅花糕造型逼
真如梅花，颜色金黄，松软可口，
里料丰富，老少皆宜。

赤豆元宵
南京的赤豆元宵独具特色。

浓浓稠稠的一大碗，里面满满的赤
豆、元宵和莲子，红白相间，格外诱
人。再用藕粉勾芡，味道更加香甜
浓郁。一碗赤豆元宵下肚，满口的
香甜软糯，甜蜜感倍增。

武 汉

武汉地处华中，占尽九省通
衢的便利。因此，武汉的美食也
变得兼容并包，早已成为全国吃
货聚集的大本营，“过早户部巷，宵
夜吉庆街”成为武汉饮食文化的生
动代表。武汉的传统菜式注重刀
工与火候，对于配色和造型的掌握

炉火纯青，尤其是煨汤的技艺更是
不差分毫。而且武汉河流众多，渔
业发达，对于河鲜的处理更是不在
话下。享誉全国的热干面，极受当
地人欢迎的老城通豆皮，四季美汤
包和煨汤代表小桃园瓦罐鸡汤号
称武汉四大小吃。近两年大热的
周黑鸭和精武鸭脖也逐渐成为武
汉美食的代名词。

热干面
热干面是武汉人“过早”（吃

早饭）不可或缺的品种。据说在
解放初期，汉口长堤街有个卖汤
面的人，有一天面没卖完，他就把
剩下的面摊在案板上，第二天将
熟面条水里烫了几下加上佐料后
香气四溢，引来人们争相购买，于
是渐渐传开了。热干面既不同于
凉面，又不同于汤面，过冷和过油
后，淋上芝麻酱、香油、香醋等配

料，喜辣的还可以添加辣椒红油，
面条爽滑有筋道，酱汁香浓味美，
整个色泽黄而油润。其实每一家
热干面店的风味都略有不同，但
都很实惠。要属蔡林记的热干面
名气最大呢，它采用的芝麻酱是
用黑芝麻磨成的。

豆皮
武汉著名的小吃，常常作为

早餐，在街头巷尾各个摊位供应，
也有一些餐厅会提供。豆皮的

“豆”是脱壳绿豆，豆皮的“皮”是
精制米浆，豆皮的馅是糯米，火力
要刚刚好，煎出的豆皮外脆内软、
油而不腻，形方而薄，色金而黄，
吃起来香酥嫩脆。位于武汉市中
山大道的“老通城”制作的豆皮有
很好的口碑，户部巷小吃街的豆
皮也很不错，但是不能代表豆皮
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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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邵炯 四月醉芳菲，
春间盎然。4月8日至10日，已连
续举办四届的高东樱花节在翘首
期盼中盛装登场。岁岁年年花相
似，年年岁岁人不同。今年的高
东樱花节，今年与往年相比会有
什么不同？

樱花节一直是高东民生文化
的重头戏，是“美丽乡村，文化乡
愁”民间文化队伍展示交流的平
台。对于高东百姓来说，樱花节
是踏青的盛会，是视听的盛筵，更
是高东民生文化的盛典。作为高
东镇文化品牌活动，今年的樱花
节既保留了“百姓舞台”、“樱花婚
典”等传统文化节目，又增添了上
海市文联的上海文艺志愿者专场
演出、浦东新区街镇非遗文艺交
流展演、“百姓健步”“小天使涂
鸦”等创新内容。

四月，融融的春光，无处躲藏
的明媚饮醉了山水，也酣畅了爱
情。4月10日下午，此次樱花节的
压轴大戏——主题樱花婚典在高
东樱花园奏响了。这是由浦东新
区团委和浦东新区高东镇党委指
导，高东镇团委和镇综合党委主办
的，是“牵手樱花下·爱聚东海滨”
主题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镇党委书记莫贞慧在婚礼开
始前发表了贺辞，传达了党委对
这些新人的祝福。随着“婚礼进
行曲”，9对身着西装、婚纱的新人
缓缓依次上台。团区委副书记苏
国林代表团区委致证婚词，向在
场的9对新人送上衷心的祝福和
诚挚的问候。可爱的小天使随即
送上了诗朗诵“什么是家”，新人
代表也有感而发，立下誓言。在
誓言声中，团区委副书记苏国林、
镇党委书记莫贞慧、镇党委副书
记黄启良、镇党委委员陈晖、镇总
工会主席金惠珠、镇妇联主席马
爱玲、上海农商银行高东支行行
长穆晓春为新人们颁发了“高东
樱花小镇”集体婚礼证书。最后
新人们携手放飞了场上的气球，
也放飞了对未来的希望与美好，
婚礼的气氛在此时达到了高潮。

一些团组织领导、区域单位领
导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出席了此
次活动。据了解，今年是樱花婚典
活动开展的第三个年头，镇团委负
责人朱晓玲表示，今后每逢樱花
盛开时节，将继续组织类似的主
题交友及婚典活动，为进一步宣
传高东“樱花小镇”形象、打造相
关旅游品牌做出积极的贡献。

“牵手樱花下·爱聚东海滨”
高东镇樱花婚典圆满落幕

本报讯 邵炯 今年，美国《纽
约时报》公布2016年世界52个最
值得到访旅游目的地，全国上榜
城市有两个，一个是杭州，一个是
贵州。贵州省以其独特的山地旅
游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西
部旅游发展的重点热点地区。3
月25日，遵义市众多旅游项目资
源走进对口帮扶城市（上海），并
举行旅游推介会。

本次大会云集遵义众多老牌
旅游景区，在传承延续贵州老牌
旅游景区创新发展的经验中，不
少新景点、新项目集中亮相。其

中，被誉为“中国旅游的最后一把
匕首”、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
的贵州十二背后旅游风景区，以
其深藏在原始森林内得天独厚的
山地、生态旅游资源，在本次大会
上受到多方关注并大放异彩。

十二背后旅游风景区是近年遵
义市重点打造集生态探险为一体旅
游新地标，景区占地600多平方公
里，不仅有横跨七亿年时光的中国
最长溶洞，同时峡谷绵延，天坑幽
深，地缝神秘，温泉滋润，景区内齐
全的生态组合，各种优质旅游资源
高度密集，属于中国仅有，世界罕见。

五一小长假应该怎么玩？搭飞机太贵、自驾游太堵，在这个扎堆出游的假期里不妨坐着高铁出行。但时
间紧任务重，除了减少途中的时间，景点排队也绝对要摒弃。这三天不如坐着火车唱着歌，去吃好吃的。看
看车程在6小时内的好去处，做一份五一“吃货”出游攻略吧。 青年报 邵炯

咸鲜宁波

宁波人擅长烹制海鲜，制作
多以蒸、烤、烧、炖等手法，爱用雪
里蕻咸菜和苔菜作辅料，因而菜
味大多咸里带鲜，鲜咸合一，注重
原汁原味，讲究鲜嫩香糯软滑。
享誉江南一带，被誉为宁波十大
名菜有冰糖甲鱼、苔菜拖黄鱼、全
虾仁、彩熘黄鱼、苔菜小方烤、网
油包鹅干、黄鱼鱼肚、清蒸河鳗、
火瞳全鸡、虎皮全鸭，令人食之回
味无穷。

宁波风味小吃种类繁多，各
具特色，最著名的十大名点包括：
猪油汤团、龙凤金团、水晶油包、
豆沙八宝饭、猪油洋酥块、三丝宴
面、鲜肉小笼包子、烧卖、鲜肉馄
饨、酒酿圆子。城隍庙小吃城是
品尝当地正宗小吃的好去处。

宁波汤团
宁波人在元宵、大年初一有

吃汤团的传统习俗，象征家庭和
谐、吉祥。古人有诗云：“宁波家
家捣米做汤圆，知足常乐又一
天”，汤团以细腻纯净的绵白糖、
黑芝麻和优质猪板油制成馅，汤
清色白，浑圆有光泽，轻轻咬开皮
子，肥润的芝麻在猪油烘托下，香
甜滑糯，油香四溢。

冰糖甲鱼
老宁波十大名菜之一，别称

又叫“独占鳌头”，很讨口彩，是老
字号状元楼的招牌名菜。甲鱼与
冰糖同炖，吃来软糯润口、香甜酸
咸各味俱全，具有滋阴、调中、补
虚、益气、祛热等功效。

红膏炝蟹
宁波传统冷菜，过年时家家

餐桌上必有。原料要用冬季捕
获的雌蟹，10月到1月份的螃蟹
肉满膏肥，大小最好是500克左
右，以东海野生蟹的味道最鲜

美。螃蟹切开后，红膏满腹，鲜嫩
滑软，原汁原味，鲜咸合一，令人
食指大动。

宁波烤菜
宁波最家常的小菜，几乎是

每个宁波主妇都会，老宁波人在
立冬夜，就有吃烤菜和酒酿圆子
的习俗。这道名菜的原料十分普
遍，只需从乡间田野中取油菜或
大头菜若干即可烧制。烤菜融合
了甜、咸、鲜三味，加酱油和料酒，
煸烤后浓香四溢。一般宁波人在
煮烤菜时，还会顺带放入几块年
糕，烤菜软绵鲜甜，年糕软糯，堪
称绝配。

清淡温州

温州的美食都以鲜美、清淡、
典雅著称，外地人都是冲着温州
人能吃、会吃的噱头去品尝温州
的各类美食。生食海鲜是温州人
饮食的一个重要特点。早在远古
四五千年前，已有吃蛇蛤、喜生吃
海鲜的记述。生食海鲜，最具特
色的是吃江蟹、牡蛎肉，至今仍是
温州的风味菜肴。

此外，在温州还可品尝“幸
福”的温州小吃。韧劲十足的温
州鱼丸、甘醇香浓的温州素面、脆
甜爽口的灯盏糕、甜蜜糯软的矮
人松糕及长人馄饨、县前汤圆、清
汤鱼圆等都让人回味无穷。

温州鱼丸
温州的鱼丸是中华名小吃之

一！它和各地的鱼丸可不太一
样，形状是不规则的条状，呈半透
明的玉白色。以新鲜的鱼肉为主
料，去刺后切成细条，刮成鱼茸用
酒、盐和味精浸渍片刻，加白淀粉
拌入姜丝葱末均匀混合，用手揉
捏直至鱼肉弹性十足。下锅时，
将鱼肉用手指挤成条状放入事先
烹调好的沸水中，烫到透明上浮

便是熟了。吃的时候再配上米
醋、葱花和胡椒粉，汤味微酸辣。

矮人松糕
因其创始人谷进芳矮小而得

名，是温州的名点。矮人松糕；用
料考究，制作精细，选用纯糯米，
过水磨成细粉，拌以腌渍了几天
的猪臀肥肉丁，并配以上等桂花
和白糖拌匀，炊熟成板，切成方块
出售。松糕既松又软，甜中有咸，
清香可口，不粘牙，很是爽口。

酸甜福州

福州菜属于闽菜的一个分
支，以色泽美观、调味清鲜而闻
名。烹调上擅长炒、熘、炖、蒸、
煨；偏重于甜、酸、淡。各种民俗
小吃也是当地一大特色，是老福
州最市井的美味。三坊七巷街区
汇集了琳琅满目的传统小吃，达
明路是接地气的夜宵一条街。

荔枝肉
这是道福州家喻户晓的传统

名菜，至今已经有超过两百年的
历史。以猪瘦肉仿荔枝形烧制而
成，一般会在猪肉上用刀刻上十
字形，经过油炸后猪肉会自然卷
缩，以香醋、白糖、酱油等调料调
制而成。形似荔枝，其口感也和
荔枝有共同之处，酸甜可口，后来
也常用番茄沙司调味。在饭店里
通常会加少量色素使荔枝肉更加
色泽亮丽，但在家里制作时无需
这一步，番茄沙司就能做到。

肉燕
又称为“太平燕”，有着“太

平”、“平安”的象征，因此福州人
逢年过节或是办喜事会点上一
道。选用猪后腿的精肉，用上好
的番薯粉经过严格精细的工序手
工打制而成。圆头散尾，形同飞
燕。口感韧而有劲，味道鲜美。

贵州在沪举行旅游推介会

途经：上海、杭州、南昌、长沙

鸭血粉丝汤、热干面、麻辣

烫、重庆小面、成都火锅……从鄂

菜到川菜，从南京小吃的考究到

川渝火锅的麻辣飘香，沿南京一

路向西到成都，吃货们根本停不

下来。

从杭州起始，一路向南去看海，这对文艺青年来说，该是一段小清新旅程：无论在哪一站下车，都期待有
一场邂逅。从杭州西湖，到厦门鼓浪屿，沾沾海风，听听海声……但对吃货们来说，只觉得这一路都是海鲜
在召唤。

中国东西向线路里程最长、
影响范围大、经过省份最多的高
速铁路将“海上明珠”与“内陆春
城”连接在了一起。东起上海，西
至昆明，沪昆线仿佛一袭春风，迈
着风一样的脚步，尽览沿途美
景。从上海出发直达昆明被称为

“追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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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昆线

巴黎迪奥水疗中心时尚新服务

五一节“傍着”铁老大 六小时内逛美景尝美食

本报讯 邵炯 坐落于巴黎
蒙田大道25号的雅典娜酒店，与
迪奥时尚商店相距咫尺之遥，从
1947年起，这两座代表着法式奢
华风尚的传奇门店，便在这条大
道上隔街对望。克里斯汀迪奥先
生与雅典娜酒店一直以来保持着
亲密合作。

十年前，迪奥选择了非凡经
典的雅典娜酒店，作为其前卫新

颖的水疗护理的珍藏之所，在优
雅的氛围中，给肌肤最贴心的
护理。

如今，迪奥水疗中心正在书
写新篇章。雅典娜酒店迪奥水疗
中心经过重新装修，焕然一新：从
接待处到迪奥水疗中心套房，每
处空间均染上了一层优雅的香槟
色。低浮雕上雕刻着玫瑰花，于
细节处彰显迪奥的精致。

途经：南京、武汉宁蓉线

杭州、宁波、温州、福州杭深线

杭州品茶

忆江南，最忆是杭州。杭州
行，不可不品茶。无论是西湖沿
岸，还是杭州城内外，满是大大小
小的茶馆。据说公开挂牌的茶馆
不下两百家，杭州城因此可称为
茶城。下午坐在茶楼，一边品茗，
一边静静地享受时光的流逝，真
是妙不可言！

吴山茶楼
吴山广场，是杭州新西湖十景

之一。那里的花鸟城很有名，在广
场的西侧，而吴山茶楼就在吴山
花鸟城五层。因为身处花鸟城，
常能看到鸟友们提着鸟笼聚在此
地聊三海经。如果这些人都换上
长衫的话，简直是《茶馆》的江南
版。吴山还有个特色是有自动麻
将桌提供，也算得上是一座综合

娱乐设施。若你喜爱热闹，此处
体验当地民风最好不过。但茶水
和茶点口味都一般，应该就是喝
个热闹了。

湖畔居茶楼
环境古朴而幽静，特别是楼上

靠窗的位置，可以饱览整个西湖美
景。如果遇到荷花盛开的季节，茶
香伴着莲香，不醉也难。到时可以
要些莲蓬吃，很爽口的。这里的茶
选料都还不错，点一份茶会附送一
份茶点，量还挺多的。苦丁茶、龙
鼎茶、龙井茶、莲子羹不可错过。
即使有些价高，但在这泡上一天半
天也大有人在。

南昌吃粉再出发

一碗南昌拌粉，一个瓦罐汤
是大多数南昌人的早餐，“滋溜”

一声，一口粉，伴随着萝卜干和花
生米“咯吱咯吱”的脆响。金黄油
光的南昌炒粉，加青菜，加蛋，加
各种肉类，肉嫩、粉韧、味鲜，一天
的食欲都被勾起来了。经典的南
昌米粉简直百吃不厌，介绍几家
南昌极具口碑的拌粉炒粉店，感
受地道的老南昌味道。

金牌粥铺
夜宵店，南昌开了非常多的分

店，生意相当不错。名字当然是主
打粥，但是这里的烧烤和炒粉都
不错，粉炒得很清爽，味道也够。

淑兰小吃
很火的淑兰小吃，只做早上

中午生意，店小而火爆。里面的
猪肝炸酱面和牛腩炸酱面很出
名，拌粉和炒粉也是很好吃。每
天食客爆满，早餐时刻一位难求。

老左炸酱面
这家店经常要拿号排队。吃

碗面等半个小时绝对是常态。店
面不算太大不算太高档，但是味
道挺好吃的，虽然炸酱面的名气
大，但他家炒粉的味道也是相当
的赞。

长沙大战口味虾

提起长沙美食，谁的名气能
大过口味虾？长沙人爱吃夜宵，
对虾的疯狂更是十数年如一日，
甚至引得八方游客、各路明星都
闻风而来，大有不与虾鏖战一番
便有负此行的架势。

长沙人民自己还总结出了一
站站的口味虾地图。无奈小长假
太“小”，匆匆路过无法站站体验，
挑选几家最有特色的店家，大动
食指。

青瓷味坊
对于吃了不少年口味虾的人

来讲，一般的口味虾可能已经只
能挑起你的中指，但是无法挑动
你的食指。这些年吃过不少酸汤
黄鸭叫，但从没尝过酸汤口味虾
的味，当美美地吃到融入西红柿
微酸的口味虾的时候，让你感觉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大虾驾到
长沙做餐饮的明星越来越多，

也许是术业有专攻，能把口味做到
位的不多。车站南可谓之藏龙卧
虎，可能旁边店是人声鼎沸，而自家
却是门厅罗雀。把店开在这不仅需
要勇气，同样需要强大的实力。曾
经是《明星学院》的明星学员，现在
李梁摇身成为大虾驾到的创始人，
带着”仙“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仙骨
大虾大步迈进长沙吃虾主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