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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尚未到达接近尼亚加拉大瀑布之前，

就听得不息的生命之水在奔腾，在欢跃，飞

泻的瀑布水声震耳欲聋，磅礴大气。温哥华

位于加拿大西岸，是面对太平洋的门户，为

加拿大第三大城市，交通方便，物产丰富，

环境优美。受太平洋暖湿气流的影响，气候

宜人，夏季凉爽，冬季温暖多雨，被评为世

界最佳居住地之一。《温哥华太阳报》有一

句口号，称温哥华为“纯正的西海岸”，纯

粹自然，被海滩和海湾所环抱。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到这里，欣赏风光，体

验文化，参与运动，享受美味。此次应温哥

华旅游局和南湖国旅的邀请， 再次造访温

哥华，又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最美海洋旅游胜地

温哥华的黄金三角之旅是温哥华特色

旅游的精华，可通过陆路、水上及空中的方

式将三点连接起来， 行程4～5天， 以至更

长。三点各有特色，时尚温哥华、运动惠斯

勒及温情维多利亚，组合成“黄金搭档”。

除了有繁华都市享受，森林体验之外，海洋

运动休闲产品仍为一大特色， 因此温哥华

被《国家地理旅行杂志》评为全球十大最

佳海滩城市之一。

最丰富海洋旅游项目

这20年来， 东南亚海岛游被炒得热火

朝天， 海岛项目包括游轮项目因此广受欢

迎。比如海边游泳、滑水、潜水、驾驶快艇、

水上摩托、乘水上降落伞、坐香蕉船、帆船

出海、海钓以及岛上活动等等。一般来讲，

东南亚的海岛游以戏水、娱乐见长，价位合

理，老少皆宜。而温哥华的海上旅游项目丰

富多彩，更有私人定制，让你欢畅海洋游。

最特色海洋旅游产品

在加拿大西海岸的广阔近海以及众多

的海岛、海湾、海滩，与海岸资源有机组合，

都可开展海上休闲运动项目，产品多样，内

容丰富，技术成熟，安全有保障。可以这样

说，不一样的产品，必有不一样的体验！总

有一项能够满足你的爱好。

赏鲸之旅，海上观光之旅、游轮之旅、

海钓之旅、海洋生物学习之旅、水上飞机之

旅、海上巴士之旅、海滩休闲之旅等一系列

的海洋旅游让你应接不暇， 试想下带着家

人一起去温哥华，吹着异域的海风，聆听着

加拿大的爵士乐曲，在沙滩上晒日光浴，是

何等闲适呢。

今年饮料主打草本牌

从解渴升级为健康保健，专家提醒合理选用功能饮品

最近一款新的红罐饮料“十花汤”上

市，凭借一句“消食化油就喝十花汤”的

广告语似乎一夜之间就火了，记者查询发

现，该款植物饮料立足于现代人群餐桌前

的高脂肪、高热量等现象，通过草本植物

消食化油的功能， 力求解决现代文明的

“饮食危机”， 让人们不再担心餐后脂肪

堆积发胖的现象。此外，产品特有的葛花

成分让十花汤有了另一卖点———男士酒

后护肝佳品。记者发现，十花汤植物饮料

的配料为罗汉果、莱菔子、麦芽、山楂、葛

根、荷叶、甘草、菊花等。

一款由江西省杨云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开发的“御葛园”系列饮品，从葛花汤、

葛汁到撞青春、娶学妹、木吉他的青春等

单品的推出，主打葛根的“葛”字牌，提出

“南葛北参”概念，在宣传海报上也印有

“《本草纲目》 记载： 葛花具有醒酒、护

肝、清热等的功效”等字样。

而“太空人”饮料从航天员转为普通

民用的概念也让人耳目一新，一款由中国

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发用于恢复航天

员体能的电解质饮料“行天源”将于今年

投放市场，该功能饮料据称能迅速补充人

体所损失的水分和电解质，让人期待。

可能不少饮料爱好者都还记得几年前

出现的草本饮料“草本乐”，一蓝一红两款

让人印象深刻，红色包装的“红枣枸杞”口

味，材料为“上好枸杞+5颗红枣精华”，温

润养生，主对阴盛者；蓝色包装的“荷叶菊

花”口味，据称取自“杭白菊之乡”浙江桐

乡的杭白菊和江南荷叶，能清热解暑，驻颜

养生，主对阳盛者。饮料由著名影星吴彦祖

代言， 是百事基于中国传统草本理论及消

费者养生观念开创的一款“健康”功效饮

品，在拥有良好口味的同时，也号称是一款

融合中国传统草本理论和现代灵感、 符合

中国人体质的、 可以帮助人们轻松达到养

生需求的草本天然健康饮品。

因为不同于普通茶饮和碳酸饮料的

独特定位，以及舒爽的口感，草本乐上市

就获得不少青睐。 可是日前记者却发现，

这款颇受喜爱的饮料已在成都市场上难

寻踪迹，记者走访红旗连锁、家乐福、伊藤

洋华堂等超市，在饮料区已经找不见此款

饮料。“不说不觉得，一说才发现这款饮料

已经不见好久了！是不生产了吗？太可惜

了， 想当初我还很喜欢红枣味的那款，觉

得口味很有小时候某款饮品的感觉！”饮

料爱好者郑小姐这样说。

对于这些新晋“草本”功效性饮品，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吴亚梅博士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称，葛根有醒酒功效，山楂、荷

叶有去油的功效， 这些成分做成饮料，可

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保健作用，但是，饮料

与药是不具备可比性的，应当分清这个界

限。 功能饮品要针对个人情况进行甄别，

吴博士表示，葛根除了作为饮料，也有磨

成粉，作为保健品袋装出售的，葛根性凉，

葛花醒脾和胃，可用于饮酒过度，但是，虽

然药性平和，脾胃虚弱的人还是不建议长

期饮用，“怕伤脾胃之气”，荷花、山楂对

于脾胃功能弱的人来说也不宜长期饮用。

“从中医角度讲究辨证施治，一个人生病

了到医生那看，是十分讲究配方搭配以及

各种药物的分量的，药物量不同，浓度不

同，用的汤头不一样，出来的效果就不一

样。”吴博士称，市民应清醒看待功能饮

品，从饮料配比上来说，各种成分量是一

定的，是标准化生产出来的，因此并不一

定适合每个人。“从保健的角度上来说，

人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你可以选择购买

饮料，也可以自己用荷叶、山楂、菊花、葛

根粉等长期待茶饮，其实也能起到一定预

防保健作用。”

成都商报记者 吴筱颖

新晋饮料品牌

打出“草本”功能牌

“草本乐”成都难觅踪影

消费者表示惋惜

中医专家：

清醒看待草本功能饮品

在刚刚过去的

第90届春季糖酒交易会上

记者发现，不少饮料打起养生、保

健、功能牌，为饮料注入中草药、“科技”

等功能元素，而饮料巨头娃哈哈也在今年

推出富氧弱碱性水，将现代生物工程技术

与传统中医保健理论结合起来，满足

消费者对于饮料从解渴升级

为健康保健的需求。

纯正西海岸

纯粹温哥华

●

赏鲸之旅：

在温哥华岛周围的钟鸣

湾、托菲诺和维多利亚，每年5月至10月是

观鲸的季节，因鲑鱼产卵回游，出现追逐鲑

鱼的杀人鲸。从渔人码头出发，乘坐高速快

艇，可观看杀人鲸、灰鲸和座头鲸，全程2～

3小时。 从马蹄湾坐渡轮去维多利亚的途

中， 也经常能够看到成群的海豚， 每当此

时，船上都会有广播，提醒游客观赏。

●

海钓之旅：

加拿大西岸有很多海钓

的场所，从温哥华出海不远到埃欠尔里弗，

以至BC省北部的海达瓜依，都是垂钓的好

去处，可钓鱼和螃蟹。

●

潜水之旅：

在豪海峡，下潜几米即可

看到很多的海洋生物。可在教练的指导下，

学习潜水技术，在海中畅游，与鱼群同行。

●

海岛观光之旅：

加布里奥拉岛南北

长16公里，有居民约2000人，很多人是画家

和作家， 岛上可观赏形状独特的岩石和印

第安人留下的岩画。

●

海岸自行车之旅：

在斯坦利公园内

租辆自行车，沿海堤骑行，边欣赏风景，边

锻炼。

●

观赏三文鱼回归之旅：

在温哥华岛

等一些河谷森林地带，每年10月至11月，能

够观赏到大量三文鱼回归的奇景， 但不允

许人们随意捕捞。

（张江魁 文

/

图）

链接

沿海岸骑自行车

渡轮码头

■

烟霞湖：

车程两小时，在烟

霞湖的小树林里扎下帐篷， 支上

烧烤架，当你躺在帐篷里，聆听树

林里鸟儿的歌唱和溪水的潺潺

声， 这个时候你才晓得啥子叫与

世隔绝，啥子叫世外桃源。

■

三岔湖：

三岔湖是个大型

人工湖，开发得比较早，附近的设

施也比较完善。夕阳西下，真的是

所有的人马上停下手上的事情。

呆呆地看夕阳，太美啦。

■

明蜀王陵：

成都大学对面

有一个明蜀王陵， 名气不是很大

估计很多人不知道， 不过上面风

景很好，是一个小山坡，找一个平

坦的地方，就可以开始烧烤咯哈。

■

洛带古镇：

洛带古镇有一

个大的水库， 湖边的滩地上可以

烤， 湖中有一个小岛， 大概10平

米，也可以烤，另外也可以花50元

租条铁船在船上支起炉子， 让船

在水中漂着， 几个人在上面慢慢

享受烧烤美味。

■

龙泉百工堰公园：

百工堰

公园是不要门票的。 一般先赶公

交到龙泉汽车总站， 再赶850、

853、864、873、886都可以到正门

口的。草地上能进行野炊、烧烤，

菜是自己带去，那边提供烧烤架。

■

青白江西江月：

那边是可

以租烧烤架的， 费用大概8人以

下是80元左右，8人以上120元左

右。包含架子的使用和碳 ，反正

均摊下来差不多一人10块钱的

烧烤费用。

■

彭州葛仙山：

毗邻地质公

园,有溶洞可以小探一下,地形可

以用来徒步、定向等。离成都市区

两个小时车程。另外，彭州小鱼洞

也有野外烧烤的好地方。

■

青城外山梅花寨：

这里的

营地随意性比较强, 有简易公路

四通,水源一般,可徒步穿越至青

城后山。离成都市区两小时车程。

■

都江堰虹口：

这里的条件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攀岩徒步、露

营朔溪、穿越漂流、拓展培训等。

离成都市区两小时车程。

■

崇州苟家乡：

水源好,植被

好,营地周边清静,无门票。可在镇

上买到食物以及各种物资。 离成

都市区两个半小时车程。

■

丹棱老峨山：

从成都出发

前往老峨山行程约两小时。 可在

湖边户外烧烤，还可游湖，参与篝

火晚会、放孔明灯、品养生素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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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烤达人：巴蒂妈咪

户外烧烤秘诀：

提前一天，将鸡翅用调料腌制

大家一致评价“巴蒂妈咪”的鸡翅

和肉串味道最美，其实是有秘诀的。巴蒂

妈咪说：“烧烤食材的准备工作非常重

要，尤其需要提前将鸡翅用调料腌制。”

首先，肉类食品易变质，一定要选择

新鲜的。 建议去超市购买腌制好的成包

肉串，购买时要检查保质期。自己制作时

注意最好不要选择冷冻肉， 肉块不要切

太大，也不可太碎。用盐、味精、姜汁、洋

葱汁等调料腌制，用竹签穿好备用。鸡翅

要提前一天腌制，放少许老抽或红酱油，

再放各种五香粉、 鲜辣粉或十三香等作

料。

活鱼要先去鳞，去内脏，洗净，用盐、

酒腌制。 鲜鱿鱼和墨鱼仔若直接放在火

上烤会曲卷， 可以用竹签或牙签先将其

固定。 若想图省事还可像买肉串那样去

超市买加工好的虾串、鲜贝串等半成品。

烧烤达人：鹏鹏他爸

户外烧烤秘诀：

烤大蒜口味独特，板栗先切个小口

圈子里都说： 跟着鹏鹏他爸野外烧

烤最保险， 孩子大人没有一个肠胃出过

问题。鹏鹏他爸笑笑说，这其实是在食材

准备上的小细节。 除在蔬菜瓜果类上多

选择，让人不会感到过于油腻，每次他还

会特别备足一批大蒜。 大蒜烤出来口味

独特，并且大蒜本身具有杀菌的作用，很

适合野外食用。

最受欢迎的土豆和玉米， 红薯、山

药、芋头、青菜都是不错的选择，不过事

先都必须加工好。土豆应去皮，切片;山药

选择较细的;芋头选择较小的;红薯最好

是去皮切片;青菜要洗干净;玉米上火烤

之前应刷一些黄油和蜂蜜， 这样烤出来

会很香。一些水果和坚果如苹果、香蕉、

核桃也可以尝试烤一烤， 看自己是否喜

欢。 要特别提醒的是板栗在烤的时候很

容易‘爆炸’，应特别小心，最好是先切

个小口。

烧烤达人：云天有时下猪

户外烧烤秘诀：

遇火焰，在火中撒些盐，不要用水喷

经常在户外烧烤的烤肉过程中，许

多含脂肪多的食物加热后会滴出油，这

些油滴被炭火烧着会产生很高的火焰烤

焦网架上的食物，如果用水喷洒，只会产

生烟灰污染食物。烧烤达人“云天有时

下猪”称，这时只要在火中撒些盐就可

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她还推荐户外烧烤

基本调料应准备：孜然粉、椒盐(可用其

代替食盐)、黑胡椒粉、辣椒粉、调和油、

糖水， 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不同口味

的烧烤酱。

烧烤达人：有梦有想

户外烧烤秘诀：

野外烧烤，最好用炭火，工具要到位

明火烤、炭火烤、炉烤、泥烧、竹烤、

铁板烧、石板烧、石子饭都算是烧烤的范

畴。 影视剧中常能见到一个木棍穿着一

只鸡或兔子在篝火上烤来烤去的场景，

就属于明火烤。 但实际上这种烤法并不

值得推荐， 对一般人来说明火烧烤不宜

掌握火候， 而且明火烧烤更易产生对人

身体有害的物质。 同时在野外生篝火对

环境危害更大，很不安全，建议不要尝试

明火烧烤。 几种烧烤方式比较起来只有

炭火烧烤操作方便，便于控制，对环境的

伤害最小，可烤的食品种类最丰富，建议

大家野外烧烤都用炭火。 炭火烧烤所用

的工具有：烧烤炉、碳、钎子、刀、鱼夹、牙

签等。

烧烤达人：潘潘

户外烧烤秘诀：

选地最好靠水边，平稳支架烧烤炉

一些林区和水库区是禁止烧烤的，

需要事先了解好。 选择一处避风平地以

便平稳支架烧烤炉，最好靠近水边，还要

特别注意安全，注意防火，烧烤场地周围

不要有灌木或过多的树木， 下风口周围

不要有易燃物品。 还要注意不要选蚊虫

较多的地方，不要选择山洞、房间等封闭

的场所烧烤，防止一氧化碳中毒。一般来

讲春天和秋天都是适合烧烤的季节。大

风天和雨天都不适合野外烧烤。

1、若是能带上汽炉，再烧一碗可口的汤，将

会为野餐增色不少。水果、果汁、酒(如果开车，一

定不要饮酒)也是不可缺的，其他速食品也可以带

一些，以满足不同人的要求。

2、若带有小孩子，要注意安全，爱动是孩子

的天性，与其不让他动，倒不如让他动手自己烤

点东西，只要在旁边招呼好就行了，没准孩子烤

出的东西比你烤的还要好。孩子若是太小还是不

要让他靠近炉火，以免烫伤。

3、野外烧烤最好能和垂钓、踏青、自行车、观

鸟、观星等活动一起进行，将会更有乐趣。

4、戴上几个吊床是一个不错的主意，特别是

小孩子一定会喜欢的。 如果有条件带张地席，坐

卧都很舒服。

5、带些湿纸巾和面巾纸和纸杯子，带上足够

的饮用水。

6、带上烫伤药还是必要的。

7、既然是户外烧烤，服装上要符合野外的环

境，穿得休闲些。最好不要穿皮鞋，也不要穿化纤

衣物，蹦出来的火星很容易就会把化纤衣服烧个

洞。

成都商报记者 王荣

美景作酱 阳光为伴

烤制美味户外时光

“吃什么其实不重要，重

要的是自己动手的乐趣。”

“户外烧烤，要的就是那份悠

然自得的心境。”……当朋友

聊天、圈子微信、热帖置顶上

全是跟春天户外烧烤相关的

信息时，烤制属于自己的户外

快乐，已成为春天活动的一个

标签。

就在整个周末， 走出城

去， 在山水间架起烧烤架，将

木炭点得红红火火，再亲手动

手刷酱，听着烤架上肉串嗞嗞

作响， 喝着啤酒讲着笑话。快

乐其实就这么简单！ 今天，让

我们跟着烧烤达人们，看看他

们的户外烧烤秘诀，一起烤制

美味户外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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