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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炭与炭

这是家可能会颠覆你之前 “韩国烤肉”印

象的料理店，不再是那种局促逼仄的小环境，烟

雾缭绕，人声鼎沸。这里地方宽敞，装饰用到大

量的实木和铜器，落座眼前是巨大的落地玻璃，

外面就是青砖黑瓦，温暖的灯光，安安静静的，

让人体会到一份贴近自然的悠闲和惬意。

烤肉用的木炭是“柞树炭”，健康自然。烤

肉的装备也很科学， 桌上放一个类似坛子的东

西，里面是燃烧的柞树炭，上面是铜网烤架，服

务员为客人烤肉时，会拉下来一个强力吸烟器，

没什么噪音。 所以整个餐厅没有一点烟雾缭绕

的感觉，更不会嘈杂，棒极了。

华越楼

华越楼没有豪华的门头，深色的门框镶嵌落

地玻璃，通透明亮，淡淡的香气弥漫在厅堂中。复

古的海派装潢，以皮革和铁艺为主基调。

招牌菜有越南牛肉粉、越南檬粉类、冷菜、炒

菜等，还有我国台湾的美食。越南牛肉粉是最受

越南人喜爱的主食之一，据说二十多年前，漂泊

在外的越侨开起了有家乡风味的牛肉粉店，让侨

胞们能品尝到来自家乡的美食。酥炸春卷外脆里

嫩，散发着鱼露的鲜香；越式牛肉肠，软嫩适口。

1979年第一家越南牛肉粉店在美国纽约开业。

银座小石

寿喜烧又称锄烧， 据说起源于日本古代，农

人们在农事繁忙之余，利用手边可得的铁制农具

如锄、犁等，于火上烧烤肉类果腹而得名。到现

在，寿喜烧不但成为日本人品尝顶级牛肉的代表

性烹调，也是一般家庭欢聚或庆祝时的佳品。

如今银座小石来到成都水锦界， 给成都这

个历史悠久的美食王国带来一种异国的味觉体

验。 寿喜烧和日本烧肉均采用共锅吃到饱的方

式，店家还有日式炸鸡、啤酒等供应，让成都市

民大饱口福。

探鱼

三层独立的小洋楼，不仅面积最大，连店内

的装修风格也有了新突破。从前的“文艺”味似

乎淡了一些，采用全新的设计，使用更加迷离的

灯光、更加炫丽的色彩，墙上的卡通鱼涂鸦也更

为“街头范”，探鱼正有意将此店打造成为“最

梦幻餐厅”。此外，菜单上依旧提供多达19种口

味的烤鱼，还有烧烤、前菜、小吃甜点、自制饮品

等各式小吃供消费者选择。

天府掌柜

天府掌柜，由许家菜创始人许凡先生与清粥小

菜创始人陈国良先生合力推出，由殿堂级餐饮名师

舒国重监控把关。 烹饪如同艺术，“色” 字不可小

觑，汤圆精巧别致，水饺晶莹剔透，珍珠圆子小巧玲

珑，红糖糍粑细致香滑……摆盘依照食物的形状和

口感搭配餐具，内外兼修，精美绝伦。

一个小小的煎包，制作却十分精细。最终出

炉的煎包必须是皮酥、汁浓、肉香、精巧，轻咬一

口，肉香、油香、葱香、芝麻香融合在口中久久不

散。细如发丝、绵而不断的金丝面可穿针，深厚功

力自不必说，金丝面虽然细，却韧劲十足，煮后变

得晶莹剔透，丝毫没有沾腻或断线。根据个人口

味添加浇头和汤底，口感爽滑，弹力十足。

RumBa拉美风情西餐酒吧

一座城市的魅力不容小觑。有两个人，一个

是来自英国牛津的专业餐厅经营者，一个是来自

美国纽约的金融顾问，他们同时来到并爱上了这

个城市———成都，决定一同创业，把海外一些特

色饮食文化带给成都的好朋友们。RumBa拉美

风情西餐酒吧将成为中国西南唯一的中南美主

题餐厅，结合了墨西哥、古巴、牙买加的美食及雪

茄文化，以及牙买加的雷鬼音乐、秘鲁世界著名

的烤鸡、巴西的鸡尾酒等等。甚至还有玛雅及印

加古文明的元素，当然还有这些国家共有的最大

喜好———足球。

四川该如何加强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的

旅游合作？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和互联网时

代的影响下，旅游业又该如何变局？为了回

答这些问题，以旅游和酒店管理专业为特色

的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管理学院日

前举办了东盟旅游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并

成立了银杏酒店管理学院东盟旅游发展研

究中心，让人才培养更适合新时代旅游业格

局的变化和发展。 据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由于旅游业涉及到多个行业，产业

链依赖环节众多，而国际旅游又涉及到许多

国家、地区的不同领域，迫切需要一些世界

性的交流与对话平台、管理与服务的组织来

推动国际旅游业的发展。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东盟旅游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无疑对推动

四川和东盟旅游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现实

意义。

（黄科 汪玲 廖华）

上周五，“跟谁学”联合创始人、董事长

兼CEO陈向东现身电子科技大学，为数百名

大学生做创业励志报告。今年1月，陈向东辞

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执行总裁职务，6月

创办“跟谁学”。陈向东说，当他决定创业

时，就把自己当做了一个“90后”，从零开

始。陈向东以自身创业经历，勉励台下的数

百名90后大学生，在大学4年期间，要拥有包

容别人的能力， 这种能力就是领导力，“伟

大”就是“被委屈撑大的”；其次，在大学期

间，要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多参加社团

活动。如果朋友圈里有很多牛人，自己想混

得差都很难。最后，要有自己的核心技能点，

要有一技之长。陈向东表示，未来一定是移

动互联的天下，他不想错过互联网创业的黄

金时代，所以再次选择了创业。

（杜玉飞）

11月3日起， 北大附中成都为明学校

（原北大附中成都实验学校）举办为期一周

的10周年校庆活动，开展了国际化教育发展

论坛、教学百花奖大赛、为明特色课程展示、

校史展览艺术展览、文艺汇演等一系列庆祝

活动。北大附中成都实验学校创建于2004年

8月， 是一所由成都市青白江区政府引进的

由政府和北大附中投资集团公司联合创办

的示范性国有完全中学，2014年正式更名为

北大附中成都为明学校。学校把“学生二十

年后有尊严地生活”“让孩子更好地融入世

界”作为教育实践的追求目标，并将学制、

课程与教育理念与国际接轨，逐步实现教育

教学的国际化转型。

（王勤）

韩式烤肉、拉美餐吧、寿喜烧、越南牛肉粉……

水锦界

新食尚

今天， 成都市锦官驿街1号， 一座中西合璧院落式休闲互动集群———水锦界在此绽

放，现有12个院落，其中9个是川西古建，严格按照川西民居的风貌、机理进行规划和建造。

据悉，这里是继文殊院、宽窄巷子、大慈寺改造后主城区最后一处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

更新项目，融汇了以“水、酒、院、坊、驿”为代表的锦官城最原真的老成都历史文化基因。

“如果说锦里很民俗、文殊院很传统、宽窄巷子很市井，那么众多老成都及国际文化地

标环绕的水锦界，更像上海新天地，更有一种外向型的码头文化，更具国际范儿、时尚范

儿。”最新面世的水锦界，一出生骨子里就浸透了“很成都”的香味。这里有着数不清的新

老地标：老成都水码头、锦官驿、合江亭、水井坊博物馆、九眼桥、廊桥、兰桂坊……

现在，就让我们走进水锦界，一起玩味其中的美食吧！

成都商报记者 吴坚 摄影报道

美食

指南

名师眼里

最好的家庭教育

百名名师进社区第六站本周末启动

东盟旅游发展研究中心落户成都

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不想错过互联网创业的黄金时代

北大附中成都为明学校10年校庆

9月27日， 成都商报启动

“百名名师进社区”大型公益活动

以来，已经进行了5站，9名名师名

校长深入社区， 围绕家庭教育、学

科学习、孩子身心健康等热点话题

做了精彩演讲。 尽管是一家之言，

但大多数观点遥相呼应。

本周末， 百名名师进社区第

六站将如约举行， 敬请留意成都

商报相关报道。在此，我们将回顾

前5站各位名师名校长关于家庭

教育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每年开学， 石室中学校长田间都

会给校内家长们上一堂家庭教育课。

在田间看来， 家庭教育的本质是家长

的一种自我修行。 孩子是一个敏感的

接收器，家长在孩子身上看到的问题，

其实是自己问题的投射。改变孩子，要

从改变父母开始。

田间认为，“温和而严格”是最恰

当的家庭教育，在“温和”中才能自由

成长，在“严格”处可以学习自律。在

孩子3岁前后，他身边最好有一个无为

的放任型父母；在孩子9岁前后，他身

边最好有一个积极的权威型父母；在

孩子13岁前后， 他身边最好有个消极

的民主型父母。 有效的教育是先严后

松，无效的教育是先松后严。

成都外国语学校校长段必聪说，

一个人能不能成功，以后能够走多远，

有没有愿景、有没有抱负很重要。他建

议家长，在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带他

到大学里走一走，比如清华、北大，或

海外游学。好习惯可以成就人生，而好

的习惯是需要训练的， 一个动作重复

100次就可能成为习惯。 而好的习惯，

需要父母的榜样示范， 父母的生活方

式、思维方式、教养方式等，对孩子个

性发展的影响难以估量。

怎样才能有一个好的学习习惯

呢？ 树德中学特级教师陈吉萍总结了

16个字———专注听讲、精细作业、深度

纠错、拓展练习。陈吉萍说，要提高孩

子的专注度，就需要做定时练习。培养

专注学习习惯，要定时看，定时做，把

作业当成自己在检测，自己在考试。

金苹果公学特级教师夏虹建议，

家长可以多进行亲子阅读， 不要让看

电视把家庭氛围破坏了。 在孩子小的

时候， 家长要协助孩子规划和管理学

习时间。孩子在做作业时，家长不要叫

他吃东西， 否则之后他就集中不了精

力。而家长老是打断他，在不知不觉中

就给了他不好的习惯。

在学校和孩子之间， 家长应站在

什么位置？ 成都七中副校长罗清红认

为， 家长在家校沟通时， 应做两者的

“黏合剂”， 从旁边鼓励和引导孩子，

怎么跟同学和老师沟通， 不提倡和学

校唱反调。二是站在孩子身后，给予他

非常好的家庭教育， 那么他无论到哪

所学校，都像装了一台“永动机”，在

什么环境中都不会懈怠。

在教育子女上，段必聪提了一些

建议。如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因为

父母在家庭当中的氛围，对孩子以后

心理的成长非常重要；不要带孩子横

穿马路，这个是最不好的，家长是在

孩子面前破坏规则，对孩子做坏的示

范，中国孩子最缺少的就是契约精神

和规则意识；不要逼问孩子说更喜欢

爸爸还是喜欢妈妈，因为这是相同的

感情，没有办法去区分，这会破坏孩

子平等的意识；不要对自己的孩子严

苛，对其他的孩子宽容，这样孩子会

认为父母没有标准；不要将自己的孩

子与别人的孩子做比较，容易引起孩

子的反感……

夏虹老师表示，父母最需要做的，

就是对孩子高品质的陪伴。 对于孩子

的优缺点，要无条件地接受，哪怕他犯

了人人都不能理解的错误。那么，怎么

做才算是高品质的陪伴呢？ 需要有理

有据的赞扬， 需要有情有爱的理解，需

要平等和谐的交流。孩子不是一个专门

接受的机器，孩子还有他的想法，如果

孩子做对了家长却不表扬他，他将来又

怎么知道分辨是非呢？同样，夸奖孩子，

也一定要有依

据， 这样的表扬

才是有效的。

真诚的陪

伴，是需要舍得花

时间， 舍得费心

思，耐得住性子，

忍得住说教。其

实孩子不需要家

长提供多少优厚

的物质条件，孩

子最想的是父母

陪伴他，十分钟、

二十分钟， 这对

孩子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

【关于家庭教育】 改变孩子，要从改变父母开始

【关于家教方法】 父母需要提供高品质的陪伴

成都外国语学校校长段必聪讲座现场

成都石室中学校长田间讲座现场

华越楼

RumBa

餐吧

炭与炭

探鱼

银座小石

天府掌柜菜品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