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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上的香辣诱惑
高端川湘酒楼抢占婚宴市场

美食
情报

如果在川菜馆或者湘菜馆吃婚宴袁 你的第一感觉会
是什么钥
吃惯了千篇一律的婚宴袁换换口味也不错吧钥 但转念
一想袁川菜尧湘菜虽然美味袁上点档次的宴请却很少选择
它们袁一来因为环境大都比较嘈杂袁少了些尊贵曰二来菜
品价格普遍偏低袁请客似乎拿不出手遥
不过袁如今越来越多的川湘菜馆开始走高端路线遥 骏
豪会推出的香辣诱惑精品川菜袁 改变了大家对于川菜不
上档次的固有看法遥 最近袁又有两家湘菜酒楼开业袁一改
湘菜馆普遍的风格袁无论从装修还是菜品方面袁都改走时
尚奢华路线袁并且推出了婚宴遥

正山堂金骏眉
进入厦航头等舱
经过近半年的层层筛选袁正山堂
金骏眉最终进入厦航头等舱袁这也意
味着厦门缘正茶业有限公司成为厦
航红茶指定供应商遥
厦门缘正茶业是经武夷山正山
茶业有限公司授权的厦门地区总代
理袁 销售正山堂顶级金骏眉红茶尧元
正皇家红茶尧元正大红袍袁其产品均
来自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有
机茶袁其中野元正冶牌正山小种红茶获
国家第一批野原产地标志冶注册袁并荣
获省著名商标尧省名牌农产品尧全国
放心茶协推荐品牌等称号袁产品已连
续员
园年获得德国 月悦杂
尧 日本 允
粤杂
尧美
国 晕韵孕有机茶认证遥 野正山堂冶是从
野元正冶分支出来的高端品牌袁也是金
骏眉红茶的第一品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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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肺片

毛血旺

华丽丽
川湘菜走高端路线
来自四川的小吴 和 大 多 数女
孩子一样袁 希望有个特别的婚礼遥
因为宴请的人不多袁就想让大家吃
得开心点袁我是四川人袁脑子里闪
现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办场
川菜的婚宴遥 冶经过多番打探袁小吴
最终选择了骏豪会的香辣诱惑袁尽
管每桌 员
园
园
园多元的价格不比酒店
便宜袁但量身定制的婚礼与颇有特
色的菜单让小吴感觉物超所值遥
野菜品很不错袁 朋友们都吃得很热
闹袁 最关键的是环境很雅致清幽袁
有点中西结合的感觉遥 冶
如今袁 越来越多的川湘菜馆开

沸腾水煮鱼

始尝试走高端路线袁 除了在装修上
耗费巨资袁菜品也经过精心改良遥位
于杏林文达路的毛家饭店很惹眼袁
不仅仅因为它是全国连锁的的湘菜
馆袁 更因为它突破了湘菜馆常有的
风格袁酒楼共三层袁一层是企业文化
展示区袁 在这里可以买到各种纪念
徽章袁二楼大厅可容纳 猿
园桌袁足够
办一场中型的婚宴袁 装修风格则以
金色和红色为主袁 大红色流苏吊灯
映照着暗金色的墙纸袁 大红椅子搭
配金黄色桌布袁流光溢彩遥
位于厦门茶厂附近的鼎湘城也
把湘菜做得野很上档次冶遥包厢里袁欧
式的象牙白木椅搭配红色织锦绒
布袁贵气十足袁大厅宽敞明亮袁装修
丝毫不逊于星级酒店遥

江山一片红

百利新礼盒温情上市
员
员月 员
愿日袁帝亚吉欧旗下著名力
娇酒品牌百利穴
月葬
蚤
造
藻
赠
泽
雪
迎来了它 猿
远岁的
生日袁百利甜酒与知名巧克力全新合作
的野百利至醇礼盒冶也将全新上市遥
圣诞前夕袁野欢乐分享冶 的百利甜
酒携手英国经典巧克力品牌袁 推出全
新礼盒遥 百利甜酒的极致甘美袁黑巧克
力的醇浓袁带来加倍醇享袁礼盒上百利
标志性的红色大蝴蝶结袁 带来浓浓的
节日气息遥 百利甜酒坚持采用新鲜的
爱尔兰奶油和高品质的爱尔兰威士
忌袁完美的调配带来丝滑尧香醇遥 浓郁
的奶香袁掩不住烈酒的甘烈袁柔滑和香
醇的滋味历久弥香遥

石锅大红袍

火辣辣
爱情的另一种滋味
夫唱妇随的夫妻肺片尧 如鱼得
水的沸腾水煮鱼尧 红红火火的米椒
鸽珍袁 鲜红的辣椒刺激着宾客的视
觉袁 而麻辣烫鲜香的味觉感受让宾
客大呼过瘾遥野这才是爱情和生活该
有的味道遥冶小吴这样诠释自己的川
菜婚宴遥
骏豪会相关负责人说袁 香辣诱
惑的厨师团队 员
园
园
豫来自四川成都袁
愿
园
豫的调料也由成都空运至厦门袁
最大限度还原川菜本味袁 而婚礼与
婚宴菜单都可个性定制袁 各种经典
川菜和预算标准可供选择遥
价格方面袁 川湘菜酒楼推出的
婚宴价格可选择的余地更大袁 杏林
毛家饭店推出的婚宴从 缘
愿
愿元到千
元不等曰而菜品方面袁湘菜酒楼的菜
单大都与粤菜结合袁 这使得婚宴既
有特色又不失档次遥 鼎湘城就打出
了野新派湘菜冶的招牌袁突破传统湘
菜在鸡尧鸭尧鱼尧肉的局限袁借鉴粤菜
的精良尧精贵的选材理念袁推出了湘
灼桂鱼尧香辣九味蛇等特色菜袁并在
保持传统湘菜色尧香尧味俱全的基础

环境不输星级酒店

米椒鸽珍
上袁减少油度和咸度袁使之更健康遥
川湘菜婚宴的另一大特色是辣
椒的运用遥骏豪会的毛血旺尧米椒鸽
珍用的是干辣椒袁而毛家饭店的野江
山一片红冶尧鼎湘城的石锅大红袍则
用大片的红色灯笼椒营造出喜庆的
氛围袁却甜而不辣遥

让人念念不忘的汤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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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钥懂拉面的人会告诉你院拉面的
灵魂在于汤头浴 珍珍珍的豚骨拉面
汤头鲜美浓郁袁汤色乳白袁入口滑润袁
还有回甘遥 能熬出如此美味的汤袁除
了长时间熬炼袁使豚腿骨及背脊中的
精髓溶于汤中之外袁还加入了葱尧姜尧
蒜及马铃薯袁最后搭配独门酱汁和滑
嫩的叉烧肉袁香浓美味袁让台湾客人
都赞不绝口袁连吃三天呢浴
面条是按照日本配方自制的袁
刚端上桌时稍有些硬袁但很筋道弹
牙袁如果喜欢吃软一点的袁可以让
面条在汤汁中浸一会袁面条吸饱汤
汁之后袁会变得更加饱满袁而且别

邮箱院澡怎澡怎早憎泽岳员猿怨援
糟燥皂

第员
怨届野肠内菌群国际研讨会冶
近日在东京召开遥 这是由养乐多生命
科学基金会主办袁每年一届的世界级盛
会遥 今年这场主题为野肠内菌群与婴幼
儿健康冶的研讨会请到了来自日本东京
大学尧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尧比利
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尧芬兰赫尔辛基大
学等世界知名院校机构的学者以及养
乐多日本中央研究所的专家袁发表了他
们各自关于肠内菌群研究的最新成果袁
包括来自中国益生菌研究界的何国庆尧
陈有容尧曾庆孝尧黄宇彤等专家在内的
近缘
园
园人出席了本次会议遥

感恩节酒店自助大餐
感恩节即将到来袁员
员月 圆
缘日袁温
德姆酒店琴岸咖啡厅推出传统感恩节
自助餐遥 烤火鸡尧煎烟肉小牛肉卷伴配
香料汁尧 法式焗蜗牛尧 茄汁橄榄烩鱼
柳尧鲜芦笋炒带子尧金门火腿及南瓜派
等经典感恩节美食集体亮相袁 随餐还
将赠饮红酒一杯遥
佰翔酒店感恩节当晚袁 自助晚餐
四免一袁还可亲手为父母做糕点袁传递
浓浓感恩之情遥

珍珍珍日本拉面
文辕
图 胡椒
日本珍珍珍拉面大陆地区的第
一家分店近日在 杂
酝 二期 缘楼开业
了袁当然要去尝试一下浴为什么叫珍
珍珍钥店主说袁当初创办人寻访日本
各地美味拉面袁 最后精选了北海道
味噌拉面尧东京酱油拉面尧九州豚骨
拉面三种珍味拉面为主力产品袁所
以取名珍珍珍拉面馆遥
店主是一对年轻的夫妇袁据说到
台湾旅游时吃过珍珍珍便念念不忘袁
于是在日本拥有 圆
园
园多家连锁的珍
珍珍在厦门有了大陆的首家店遥
什么样的日本拉面会让人念念

养乐多肠内菌群
研讨会圆满举办

有风味哦浴
珍珍珍的小菜每一样都搭配不
同风味的酱汁袁 最有特色的莫过于
每碗面中独有的黄金蛋袁 蛋清已经
凝固袁 而蛋黄还保持着不完全凝固
的状态袁并用独门酱汁腌制入味袁外
匝内软袁回味无穷遥

店家优惠院 即日起到 员
员月底袁
周一至周五任点两碗拉面袁 其中一
碗 半 价 曰员
圆月 满 五 十 送 十 元 抵 用
券袁满百再送精美年历或小礼品遥
咨询电话院缘员圆猿怨远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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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天虹火锅节
冬季滋补新选择
本报讯 大西洋天虹推出火锅节袁
即日起至 员
员月 猿
园日袁 大西洋天虹超
市冷冻冷藏区十款火锅料超低价袁还
有特色火锅一条街袁 冬季滋补快快行
动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