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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眼桥一带 ， 如果你想吃点西

式 美 食 ， 那 么 M ooney’ s餐 厅 酒 吧 是

一个不错的选择 。

在这里，你可以尝到分量十足的烤猪

大排， 这是纯正的德克萨斯烧烤风味，肉

多汁美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喜欢沙拉的

朋友也可以吃到经典凯撒沙拉，你可选配

香扒大虾或鸡胸肉的创新吃法。

最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大汉堡， 这是

M ooney’s餐厅酒吧的招牌美食，行政总厨

闻建德认为， 汉堡是最适合分享的食物，

所以M ooney’s的巨无霸汉堡，大到足够一

桌四五个好友共享。面包中间夹的是整整

一公斤煎好的牛腿肉饼， 再配上腌肉、鸡

蛋饼、 芝士以及生菜和蕃茄片等配菜，相

当可口。厨师在上给客人时会将大汉堡分

切好， 和朋友分享就变得更加简单方便。

如果你坚信你是大胃王，可以在每周二来

点巨无霸汉堡，这样不仅可以享受到畅饮

啤酒的特惠，而且一个人吃完还可以免单

哦。等待大胃王来挑战！

餐厅里的牛排选用的是优质的澳大

利亚五级和牛，优良的肉质，牛肉嫩而多

汁，带来入口即溶的口感。每周三来吃牛

排的话， 还可享受到点牛排即赠红酒的

特惠。

潮州菜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其烹饪具有岭

南文化特色，最大特点是借重海鲜、注重生猛清

鲜，采用炖、煎、炸、灼、烧、炊（

蒸

）等10多种方

法。潮州菜特别重视配酱调味。不同菜色，配以

不同酱碟，一菜一碟，咸甜酸辣，各有讲究。而酱

料中的南姜、梅膏、鱼露、红豉油、三渗酱等，尤

为潮州特产。潮菜酱碟繁多，蔚为大观，在这家

由潮州人开的不大的店中， 可谓麻雀虽小五脏

俱全。 在这里除了能品尝到潮州味道的各种粥

品之外还可以品尝到各种潮州菜和小吃。

鲍鱼沙虾粥主要是用新鲜的鲍鱼和新鲜的

虾加入粥中熬制而成， 鲍鱼和虾都是先用开水

煮好，先煮鲍鱼然后再加入虾，鲍鱼也是连壳一

起煮的，然后加到粥底中，加入姜、葱、盐等调料

即可。而肉蟹粥粥底柔和，温润入口，蟹肉新鲜

美味。

其他潮州菜品， 比如潮州青菜排骨煲、潮

州炸肉果、 广东酸汤明炉乌鱼头等样样经典。

潮州青菜排骨煲是一道脾调养食品， 气血双

补，还有健脾开胃的滋补作用。那道潮州炸肉

果更是让人赞不绝口，炸肉果子是用马蹄加入

肉块、香菇、冬菜等一起裹上一层薄薄的豆腐

皮制作而成，吃的时候再蘸上甜的蘸酱更是美

味。 广东酸汤炉乌鱼头是用特别的盘子装的，

下面在一直加热， 吃到的鱼肉会越煮越嫩，酸

酸的感觉吃起来一点不会觉得腻， 很开胃。这

么多的美味在这里，绝对让你吃得扶墙而出。

白天， 透过大大的落地窗看着这条蜿蜒

的母亲河，合江亭的俊秀身影，不由得感叹这

一幕美景。夜晚，透过窗户往外看，这星星点

点的灯光迷离而让人陶醉。这家私房菜，光是

窗外的景色已经足以吸引大家。 这里的老板

是三位身份各异的朋友组成， 一位是以蓝天

为伴的空姐， 一位则是将自己足迹踏遍世界

各地的美女，还有一位是喜欢红酒的男士。所

以， 到这里来不但可以交流到关于旅游的心

得，还有机会品尝到优质的美酒。朋友之间就

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这个私房菜当初

成立的想法也就是这么简单。有了地方，有了

空间，再抽个时间就够了。约上三五个朋友来

到这里， 先可以围坐在大厅的休息区泡壶温

茶，欣赏美景，享受阳光。等窝心话都说完，八

卦都摆尽，就可以开始进入重点———品菜了。

这里的师傅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师傅， 私房

菜的概念就是经过精心制作的私房料理。

这里的甜品竹燕窝炖刀米充满新意，一

般的餐厅很少见到。 竹燕窝是一种非常名贵

的真菌类食品， 是一种特殊的嫩竹寄生虫食

用竹汁， 残留的竹汁经适宜的温度和水分生

长出来的真菌，和刀米一起的炖品口感润滑、

清爽。

秘制大红枣则是采用山东或者新疆的大

红枣作为原料，然后用黄酒泡制而成，红枣粒

大饱满，稍稍带有一点酒香清新爽口。秘制红

烧肉看起来红润饱满，一口下去甜而不腻，还

有一股幽幽的香味，夹着土豆一起吃，连土豆

也别有一番滋味。说到宫保鸡丁，这是一道地

道的四川菜， 而这里给我们呈现的这道菜只

是将鸡丁变成了鹅肝， 连火候的掌握也需要

注意三分， 吃起来有宫保鸡丁的韵味也有鹅

肝的细腻。 虾肉香菇核桃盅是我最喜欢的一

道炖品，精致的摆盘上有香菇和虾仁，搭配了

炖蛋后，吃起来温润可口……

总之，在这种精细的私房菜品之下，要有

慢生活的心情才能一一体会。

位于九眼桥酒吧一条街的尽头， 紧邻廊

桥酒楼的老院坝土鳝鱼， 装修风格的确很老

院坝，院子挺大，因为是冬天，我们没能坐在

院子里吃东西，还是有点遗憾。既然店名是土

鳝鱼， 当然要说说这家的土鳝鱼了。 据老板

讲，土鳝鱼可以多达八种吃法，我们品尝的是

最有特点的香辣土鳝鱼。油亮光泽的汤底，暗

色的鳝鱼和青翠的黄瓜条混杂在一起， 配上

干辣椒、葱段以及粒粒花椒，在色泽上已经让

人垂涎欲滴。让人称绝的是鳝鱼的口感，肉很

肥厚，细细咀嚼中又带有细腻的质感，入口的

香味循序渐进，的确是地道的土鳝鱼。黄瓜条

咸淡恰到好处，充分融合了汤底的香辣，又带

有自身的爽脆。鳝鱼和黄瓜吃完后，还可以就

着汤底煮上少许刀削面， 薄薄的长条形的刀

削面劲道有嚼劲，香辣顺滑，真可谓是一菜两

吃。

如果觉得土鳝鱼偏辣， 可以来一份乌鱼

煲。老板独家秘制的汤锅，加入了野生的菌类

和鸭蛋黄， 浓稠的汤底沸腾后便可将新鲜切

片的乌鱼放入涮烫，几十秒后即可食用。因为

乌鱼片在上桌前已经由厨师加了少量盐，所

以即使是吃白味的乌鱼片也相当鲜嫩可口。

鱼肉细腻刺少，送入口中顺滑鲜美，如果口味

偏重，可以蘸少许青椒香油酱碟。乌鱼煲的汤

还可以涮烫时令蔬菜，同样鲜美可口。

不能接受太麻辣的食客， 可以尝试马蹄

烧鸡、米凉粉烧兔、红汤青蛙，这都是其他饭

馆比较少见的菜式。尤其是马蹄烧鸡，香甜脆

爽的马蹄吸收了酱汁， 立即将家庭的蔬果变

为了美味的佳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米

凉粉烧兔稍微有点麻辣，兔肉细嫩，米凉粉也

非常入味，刚好平衡了整个菜的辣度。

老院坝土鳝鱼的招牌菜除了油爆的各种

荤菜外，特色老豆腐、土豆泥、凉拌野菜、酱香

拼盘也很受欢迎。初次品尝老豆腐，有种惊艳

的感觉。虽是老豆腐，可口感很嫩，带细孔的

老豆腐完全融合了卤汁的香甜， 入口的瞬间

感觉很甜，很可口，多吃几口会品出汁底里微

微的辣味，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电影最后看到

的彩蛋一般，惊艳，惊奇！土豆泥看似平凡，与

家常饭馆内卖的大同小异， 但细品后你会发

现， 均匀洒在土豆泥表面的葱花和肉末中混

杂着大头菜颗粒， 让土豆泥在细软的口感中

增添了一些香脆。除此以外，田七、川宆等凉

拌的野菜也很清香， 让长期处于都市中的人

吃出了大自然的清香味。

吃不腻的九眼桥

姜汁热藕

材料 ：藕

500g

、姜

30g

、白醋

60ml

、盐

5g

、香油

3ml

；

做法：

1.

鲜藕去皮洗净，切成薄片，用

清水冲洗后捞出。 老姜去皮洗净

后切成姜末。

2.

大火煮开锅中的水 ，倒入

藕片汆烫

2

分钟， 捞出用清水过

凉，沥干水分备用。

3.

白醋倒入锅中 ，用中火加

热至微沸，然后加入姜末、盐、香

油，调成味汁，趁热淋到藕片上。

4.

将藕片腌制

30

分钟即可食用。

小贴士：

1．

姜末放在加热后的白醋中

可以让老姜的香辣味在高温下更

容易融入藕片中。

2．

待拌好的藕

温凉后，放入冰箱冰镇一会儿，吃

起来口感更脆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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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走边吃

吃喝玩乐 请跟我来

陈 兜 兜

我们将在这个栏目给大家介

绍一些美食的做法，也欢迎你们发

邮 件 到 dzmdzm888@sina.

cn，与我们分享美食心得，让更多

热爱美食的朋友能从中找到乐趣。

陈 兜 兜

欢迎各位好吃嘴踊跃推荐美

食!无论在哪里，无论店面大小，

哪怕是路边摊， 只要好吃都可以

上 榜 ！ 推 荐 可 以 发 邮 件 到

dzmdzm888@sina.cn。当然，

我们也会主动出击，将“潜伏”在

论坛上、 微博上的好吃嘴们搜出

来， 请他们为爱美食的我们指引

道路，让我们同赴美食之约！

吃软还是吃硬？

文

/

夏佳

(

主持人 制片人

)

朋友带孩子参加夏令营，欧

洲

12

国，一路辛苦自不必说，既然

选择跟团多少有点心理准备，但

好脾气的妈妈终于还是在巴黎的

早上发作了：“你们怎么安排的？

吃的都是些什么啊？ 我女儿在换

牙你们知道吗？这么硬的面包，她

怎么可能啃得动？”妈妈几乎带着

哭腔，手里攥着女儿刚落下的牙。

朋友对女儿的关爱可见一

斑，但就事论事来说，法国就是吃

硬面包的呀。

对面包，吃软还是吃硬？这还

真是个问题。

曾经很不喜欢硬的面包，偏

爱刚出炉的奶香软包，吃西餐，就

着浓汤， 那一篮子热烘烘香喷喷

金灿灿油光光的小餐包会让我彻

底放弃减肥大计， 用手一小块儿

一小块儿地揪下来， 可以直接进

嘴，也可以蘸着汤汁，最后一定是

把盘子都擦干净入胃。

但也许是年纪见长， 牙口在

经年的磨练中越发所向披靡，又

或者是受了养生节目的蛊惑？近

来我喜欢上了硬面包， 尤其是那

种杂粮或者粗粮餐包， 而凯宾斯

基饭店西餐厅里的茴香芝士面包

就是热爱中的最爱了。

这茴香芝士面包长着一张小

圆脸，顶上很奇怪、不规则地铺着

层东西， 你以为是焦糖呢， 脆脆

的， 香香的， 轻轻撕下来放进嘴

里，是股甜甜奶奶的焦香味儿，哎

哟，是烘培过的芝士呀！可是芝士

遇高温可不就化掉了， 怎么可能

凝固起来呢？这么一琢磨，就品出

个厨师的高超来。 掀开面包那层

最脆最香的表皮， 杂粮的内里坦

荡荡地呈现出粗粮的质朴来，咬

一口，哎哟喂，一种奇怪的香料味

儿，你觉得很熟悉，就像乡下的某

个亲戚，可又叫不出名字，只好再

吃一口，再吃一口，这难于表述的

茴香气息极富诱惑力地引导着你

一步步深入， 直到将其完全拥入

胃里。

这小餐包，看似简单，实则蕴藏

着大厨刘师傅对面点的执着与激

情，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细细品味。

@

九吃：听海私房菜，三个好

友开的私房菜，潮汕风味，醉虾醉

鱼，拌眼镜螺咖喱花蟹，清蒸老虎

斑姜葱文蛤，清淡，吃的是本味，另

有酱鸭豉汁排骨白灼肥牛等菜。大

厨夏天当年追求心上人而创的虾

仁玫瑰饭，兼具咸甜酸诸味，彰显

爱之味，形味出彩。人均

200

元起。

@

瑞吉吉祥：分享唐记冒节子

肥肠粉，味道好得没话说！一到饭

点爆满。肥肠粉辣的、不辣的都很

香，配上一个锅盔，那感觉不摆了！

比较喜欢冒节子，很入味。地址：西

安南路

133

号。

一年又一年， 新年的开始难免会习惯性地回顾过去或者展望未来， 而对于吃货来

说，找吃，是永远都不泯灭的话题，不管是在年前还是年后。九眼桥，这个我们熟悉

的地名，在府南河旁，这一带有夜夜笙歌、灯红酒绿的兰桂坊；也有大家爱去的小酒

吧一条街；还有许多有名的小吃、餐馆包围着；不管哪一个方向，都是吃货愿意搜寻

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以九眼桥为地标搜寻几家美味餐厅。

地点：成都市锦江区滨江东路

9

号成都

香格里拉大酒店一楼

营业时间：下午

5

点至凌晨

1

点

消费信息：人均

150

元，免费停车

Mooney’s餐厅酒吧

大胃王的福利

地址：锦江区顺江路

81

号粼江峰阁

1

栋

1301

号

消费信息：

188

元

/

位起， 有单独

2

人、

4

人、

6-8

人菜品搭配推荐菜品可选择。

临江1301私房菜

透过窗，看到府南河和合江亭美景

地址：武侯区九眼桥太平下街

179

号

(

近致民东路

)

电话：

85431191

消费信息：人均

50

元

～80

元

老院坝土鳝鱼

紧邻酒吧街的美食

地址：宏顺路

12

号（九眼桥店）

消费信息；人均

50

元

～60

元，主要经营

潮州现煲粥品，潮州菜等，味道正宗，

价格实惠。

广东海鲜砂锅粥

成都地道潮州美食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