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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美食微信订阅号“成

都伙食”已上线近50天了，重磅活

动———千人免费吃火锅上周完美收

官。“成都伙食”带领粉丝们来到城

中最炙手可热、 最具创意的热门火

锅店，从初夏吃到中伏，在热气腾腾

中体会火锅带来的畅爽感觉。

耗儿鱼味道不赖

下午6点半小伙伴们汇集到了

位于瑞南街的“道拐香耗儿鱼”。耗

儿鱼端上桌，个头极大，原味碟里面

放的香辣大头菜颗颗可香呢， 加了

汤以后就可以作为味碟了， 耗儿鱼

里还煮了黄喉、青笋片、藕等素菜，

“味道不赖！”家住成都南门的何先

生称， 作为耗儿鱼爱好者他基本上

吃遍了成都的耗儿鱼店， 作为资深

吃客， 他也给老板提出了自己的建

议：“味道还可以重一点，成都人都

是重口味，要不然压不住腥味！

干鱿鱼后劲十足

超洋花园这家来自重庆的红火

锅，底料都是从重庆发过来的，海椒

和花椒，经过山城的雨水滋润，口感

更佳醇厚劲爽。 这家的特色菜干鱿

鱼：晒干再泡发的鱿鱼后劲十足，正

如墨鱼炖鸡一般， 越烫到后面越发

入味， 鱿鱼的鲜美滋味被麻辣沸腾

的锅底彻底激发出来。 除了独家的

干鱿鱼， 麻辣牛肉和嫩牛肉简直就

是红火锅的哼哈二将， 直接把口味

抬升两个档次。 红火锅还有 “三

宝”，香肠肉多粉少咸香回甜，卤蹄

筋耙软香糯，干贡菜脆爽无比。

毛肚口感蛮有特色

锦城印象的火锅锅底属于重口

味的味型， 蘸碟除了普通的自调碟

子之外，还有特色的干辣椒碟子，这

个蘸煮好的鲜兔腰再好不过了。接

下来的毛肚烫几下的口感也蛮有特

色； 店上自制的秘制麻辣牛肉吃起

来麻辣嫩，吃完一块还想继续；最炫

的刀功表演来了， 帅哥根据客人的

需求将面直接削刀锅里煮， 在削的

过程还特别讲究， 服务员会事先拿

一个小隔盆将火锅锅底和客人隔

开，免得将油沾到身上。

干贡菜爽口又下饭

位于宏济新路的重庆犟拐拐九

眼桥店开业不久， 但大麻大辣的风

味已经得到了周遭吃货们的一致好

评！纯牛油的锅底，加上花椒、辣椒，

配上老师傅独特的熬制手法，“犟

拐拐”地坚持着重庆老火锅的麻辣

风格。李逵旋风牛肉、干心儿秘制排

骨和卤肥肠三道招牌菜自然不可错

过， 而让试吃团成员最惊喜的却是

一道普通的素菜--干贡菜。由于事

先经过晾晒腌制等处理， 这道干贡

菜充分吸收了锅底的精华味道，嚼

起来是脆崩崩的，爽口又下饭，和店

内的蛋炒饭简直是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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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昆仑山挑战6000向青海湖进发

百名消费者雪域高原见证好水

感受快骑的速度，比赛慢骑的

技术，享受怡人的风景和成荫的绿

树……继6月29日与本报合作主办

“2014环保骑行” 活动举行后，康

宝莱(中国)保健品有限公司联合

辽沈晚报、沈阳环保局、沈阳市自

行车运动协会于7月6日发起 “沈

阳最美骑行线路评选暨2014年辽

沈骑行大会”活动，用骑行向沈阳

市民传递环保健康的生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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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家火锅最巴适？你来评！

成都商报“成都火锅50强”评选活动即将开始

接力成都“骑游”

沈阳骑友传递健康环保理念

作为最受成都市民喜欢的用餐

形式———火锅， 占了餐饮零售额的

半壁江山， 有着200亿的大市场，在

美食之都的大街小巷撒落着数量众

多的火锅店，有连锁品牌，也有一枝

独秀的单店；有新进开张的生面孔，

也有经营多年的老字号； 有精专菜

品味道的实力派， 也有环境清新的

偶像派……哪一款才是你的菜，哪

一款才能得到你的青睐？从8月初开

始， 成都商报及其美食微信订阅号

“成都伙食”，继推出千人免费吃火

锅的活动后，又将推出“成都火锅

50强”评选活动，评选活动将为期

一个月，分为名单展示，粉丝试吃，

网络投票，公布结果四个阶段，将特

别开设网络票选专区。 此次成都火

锅50强评选活动将给各具特色的火

锅店，一个表现自己的舞台，同时，

也给热爱火锅的你， 一个表达意见

的平台。活动详情，请关注近期刊出

的成都商报餐饮版及成都伙食微信

订阅号（微信账号cdsbcdhs）。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晶

凡用户关注“成都伙食”微信

订阅号 （手机微信添加 “成都伙

食”微信账号cdsbcdhs）并进行实名

认证，即可获得价值5.5元的蓝剑唯

怡9果原浆一罐。 蓝剑集团最新产

品———唯怡9果原浆， 包含核桃、杏

仁、巴达木、花生等9种坚果营养物

质， 是一款不含色素防腐剂和食品

添加剂的天然植物蛋白饮品。

关注“成都伙食”微信订阅号

后，点击“关注有礼”即得优惠券，

凭优惠券在《明日·快1周》市内20

多个发行站点即可领取蓝剑唯怡9

果原浆一罐，兑奖截止日期为7月31

日（注：每个点位每天限领前20位，

送完即止）。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晶

关注有礼倒计时 9果原浆等你来拿

成都火锅50强评选

1、乐陶陶；

2、穿越麻辣；

3、17码头；

4、老革命火锅；

5、重庆犟拐拐老火锅玉林店；

6、大龙燚火锅棕北店；

7、锦城大院火锅；

8、长天井传统老火锅；

9、乾东厨老火锅；

10、夏氏妙思火锅；

11、蜀山火锅；

12、李香蓝重庆火锅；

13、清心火锅；

14、何小仙新派重庆火锅；

15、大龙燚火锅九眼桥店；

16、同窗会普洱茶火锅；

17、大红锅重庆老灶火锅；

18、成都美蛙84火锅；

19、食代码养生汤锅；

20、柒口锅火锅店；

21、道拐香耗儿鱼；

22、锦城印象；

23、重庆犟拐拐老火锅九眼桥店；

24、红火锅

慢骑比赛

各路骑友显功夫

“不能骑出赛道、不能脚落地、

车头必须向前、 每组最后到达的选

手获胜！” 沈阳的活动现场举行了

一次慢骑比赛。

车把拐来拐去、 蹬车刹车间隔

着来，各路骑手开始施展本领。偶有

一味求慢冲进相邻跑道的， 引发一

阵惋惜惊呼； 还有将车把拐成了

“死角”导致脚落地，立刻有些小懊

恼地拍了拍大腿。每组5至6人，20组

骑手比赛过后， 最后到达终点的骑

手获得了一份小礼物。

康宝莱“传递爱”活动

沈阳骑友到达活动终点后，康

宝莱（中国）保健品有限公司还举

行了一个“传递爱”的小环节。几个

孩子们最大的7岁，最小的5岁，他们

都在认真地拿笔在T恤上涂鸦。这T

恤将作为爱的标志， 还将传递到哈

尔滨以及接下来的多个城市， 各个

城市的孩子们都会在T恤上涂鸦。

活动结束后骑友不忘环保

当天上午活动结束后，富有爱心

的骑友们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弯下

腰，找来垃圾袋，将地上的杂物收拾

起来。一些骑手还推着车，赶往场地

的角落，从草坪中认真地将纸屑、塑

料袋等垃圾捡回， 尽管这些垃圾不

是骑行活动带来的， 但他们仍认真

地将这些垃圾捡回投进垃圾袋中。

成都商报记者 黄文娟 综合报道

图片由康宝莱提供

在2014年辽沈骑行大会上，

300余名沈阳骑行爱好者 “接

过” 成都环保骑行的公益大旗

在他们的城市进行传递。这是辽

沈晚报联合康宝莱(中国)保健品

有限公司与沈阳环保局、沈阳市

自行车运动协会一同发起 “沈

阳最美骑行线路评选暨 2014年

辽沈骑行大会”。

从五里河公园出发到鸟岛，骑

友们用自己的车轮丈量了最美骑

行路线的美丽。 骑行活动结束后，

骑友们在鸟岛附近捡拾垃圾，为沈

阳打造更整洁的环境。

此次活动亦是康宝莱2014年

环保骑行全国行的第二站。 康宝

莱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

此次活动， 成为自行车爱好者们

最好的伙伴，引领起绿色、环保的

健康风。

骑车让城市上班族们感觉远

离了城市的喧嚣，既省钱、健身又

环保、刺激。一路上，想停就停，想

走就走，随心所欲，不受任何限制，

既自由又方便。 因此，2013年成都

商报携手全球领先的营养和体重

管理公司康宝莱(中国)保健品有

限公司，联合成都乐哈氏单车俱乐

部，成功举办“骑一骑”健康骑游

活动，倡导人们每月、每周、每天都

骑一骑自行车，锻炼身体，缔造健

康幸福生活。 在此背景下，2014年

成都商报与康宝莱再次携手启动

“2014年环保骑行”活动，向人们

传递健康、绿色、积极向上的生活

理念和生活方式。

“多骑一天车， 天空更蔚

蓝！”6月29日早上8点40分，成都

的天空上还飘着小雨， 但“2014

环保骑行”200人的骑行队已经

精神抖擞地冒雨出发了。穿小巷、

过大街，浩浩荡荡、充满活力的骑

行队伍引起了众多市民的注目，

俨然成为当天一道靓丽的城市风

景线。有市民竖起了大拇指称赞：

“现在的汽车太多了， 大家少开

车、多骑自行车，又锻炼了身体，

又保护了环境，好！”

2013-2014

从“骑一骑”至“骑出蔚蓝天空”

成都-沈阳

骑友热捧 接力环保公益理念

花絮

近日， 奥运冠军陈一冰亮相青

海省青海湖风景区，参加2014“昆

仑山挑战6000青藏高原昆仑雪山

自驾寻源之旅”活动，陈一冰作为

此次自驾寻源活动的明星队队长，

还亲自率队与佳通轮胎专业车手黄

威志带领的挑战队在青海湖展开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迷你环湖赛。

赛后， 陈一冰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越来越严重的水源污染

问题， 让我们的饮水面临着巨大的

难题。 昆仑山这个活动通过自驾寻

源的方式让消费者亲眼见证昆仑雪

山珍稀水源地， 让消费者意识到健

康饮水的重要性， 关注珍稀水源地

保护，很有意义。我作为此次昆仑山

挑战6000自驾寻源之旅的明星队

长，正是希望用自己的影响力，尽我

所能将健康饮水、 升级生命质量的

理念进行普及推广， 让大家学会选

好水，喝好水。”

近年来， 随着水源地以及水污染事件

层出不穷以及健康饮水知识的普及， 矿泉

水是最适宜人体饮用的水已逐渐被更多的

人接受。 但到底选择哪些矿泉水品类和品

牌，很多人都感到困惑。一些参加本次活动

的消费者认为昆仑山组织的这次活动，不

仅帮助自己找到了答案， 而且还使自己在

亲身感受、亲身经历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

简单地去辨别好水、认识好水，今后自己在

购买瓶装水的时候， 面对那些眼花缭乱的

标准时，既不会困惑，也再也不会被铺天盖

地的广告所困惑，自己只认水源。因为水源

地是瓶装水品质的基础，没有好的水源地，

再好的广告，再多的卖点都没用。

昆仑山品牌副总监杜文汉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与依云、圣碧涛等补给水源位于阿

尔卑斯山等蜚声全球的顶级瓶装水相比，

昆仑山雪山矿泉水无论是在品质上， 还是

在水源上都毫不逊色。 而此次组织消费者

自驾挑战， 就是希望消费者可亲自去感受

和经历青藏高原这方水土所孕育的独特魅

力，近距离体验雪山矿泉水在水源、品质方

面的优势。 并借此帮助更多的国人学会认

好水、喝好水，普及健康饮水理念。将昆仑

山雪山矿泉水这一独一无二的黄金品质好

水分享给更多的人。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晶

昆仑山雪山矿泉水的水源地位于青藏

高原海拔6000米昆仑雪山， 积雪慢慢融化

后，渗入岩层，经过50年的过滤和矿化，形成

珍贵的雪山矿泉水。 饮水质量影响生命健

康，水源品质影响水的质量。与其他品类的

瓶装水相比，昆仑山雪山矿泉水无疑拥有不

可比拟的优势。为了让消费者深度感受雪山

水源的珍稀属性， 昆仑山自2009年开始，每

年都会组织消费者和媒体代表前往昆仑雪

山，探访工厂及水源地。此次更是组织了百

人车队、 历时8天自驾前往昆仑雪山水源地

探寻珍稀水源。

昆仑山雪山矿泉水的水源地正处在

“世界黄金水源”带上，人迹罕至，常年冰

雪覆盖，高海拔、零污染，是与法国阿尔卑

斯山、 美国大云雾山齐名的世界级珍稀水

源。 加多宝集团品牌管理部副总经理王月

贵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为了找到如今这片

世界级的珍稀水源地， 昆仑山曾组织相关

专家，花费了十年时间，走遍大江南北，最

终才在青藏高原找到了现在的水源地———

昆仑雪山。

寻找到如此优质的水源只是第一步，

为了让消费者可以饮用到高品质的雪山矿

泉水，昆仑山将工厂建在昆仑雪山的脚下，

每一瓶昆仑山雪山矿泉水都在海拔4115米

的工厂里灌装。同时，昆仑山在水源地建立

了由2.8米高的铁质通透围栏保护的11.15

平方公里四级保护区， 实行全天候24小时

水源防护， 避免人为活动对水源地环境的

破坏。“越好的水越不需要复杂的处理”，

王月贵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昆仑山雪山矿

泉水作为与法国阿尔卑斯山的依云、 美国

落基山脉的Bling、 意大利索莱齐名的世界

级好水， 坚持原产地灌装将最好品质的水

带给消费者。

作为雪域高原的胜地明珠，青海湖远离

现代文明的污染， 保持着远古自然原始生

态，既有湖的秀美，又具有海的伟岸，清澈的

湖水与万里碧空浑然一体，美得让所有的形

容词在其面前仿佛都失去魅力，每年来自青

海当地和西藏、四川、甘肃、云南的人们万里

迢迢，风餐露宿一路朝拜，完成艰辛的旅程，

以寻求心灵的超越。

参与本次昆仑山挑战6000活动的邓先

生， 作为四川的消费者代表参加了本次活

动， 他对记者表示， 来到雪域高原的青海

湖， 才知道原来我们国家还有这么纯净的

地方，这里蓝天、白云、湖水都是别处所没

有的，尤其是这里的湖水，雪域高原的纯粹

和纯净给他们赋予了天生的灵性， 冰凉清

爽、新鲜纯净。只要看到了那深幽、清澈之

水，心灵便会得到彻底涤荡，这种感受终生

难忘。

另有一位媒体人则认为， 我国的青藏

高原集合了祁连山脉、昆仑山脉、唐古拉山

脉、喜马拉雅山脉，以及喀喇昆仑山山脉，

是中国真正意义的万山之宗。 这些山脉的

积雪经过融化， 汇聚成大小的河流以及湖

泊，两大圣湖青海湖和纳木措湖均位于此。

因此，高海拔的独特地理特性，以及几大山

脉纯净的雪山融水， 滋养和孕育了大批富

有传奇色彩的生灵以及独特的文化。 这次

亲身参与昆仑山挑战6000自驾寻源活动，更

加切身体会和感受到青藏高原这片遗世独

立的净土的魅力，也对“水是生命之源”、

“有水的地方就有灵性” 等耳熟能详的观

点有了新的认知。 虽然青海湖只是本次寻

源之旅的第二站， 但自己已对昆仑山雪山

矿泉水的品质深信不疑， 因为在这样的一

方水土上出产和诞生的任何事物， 都注定

生而不凡。

雪域好水孕育传说 百名消费者见证雪域好水纯粹

自驾寻源体会珍稀雪山水源 纯净之处凝结雪山矿泉高品质

水源地成竞争力的核心

雪山矿泉水

或将引领新的消费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