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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达人亮相，

成都美食心水推荐

成都，有着“国际美食之都”的美誉，

这里有着数不胜数的特色美味和鳞次栉比

的各类餐厅， 而且也有着数量众多的各类

好吃嘴。去年，在为期5个月的“可口可乐

美食指南”系列活动中，集结了超过300家

特色餐馆参与。今年，除了集结餐馆，“可

口可乐同吃同乐”面向全城征集美食搜索

达人，让好吃嘴们共同分享成都美食，已经

有许多好吃嘴加入到我们找馆子的队伍

中，截至本周已经有12名达人亮相，名人好

吃嘴：林晓冬、石光华、孙雯洁；微博美食达

人：呼噜呼噜熊、吃蛋糕的鱼、刘星Evan�、

豆芽丸子汤；民间美食达人：张扬、王蝶、程

婧、饶力。虽然分了类，但达人是没有门槛

的，你只需要发布5家“我最喜爱的成都餐

厅”并@ 成都商报@ 明日快一周，就有机

会与全城人民分享你的美食经验， 并获得

可口可乐美食达人勋章及一件可口可乐饮

品作为奖励。

各色美食评级，

非吃不可让你垂涎

达人们把他们的心水餐馆推荐出来，

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栏目记者将从每位达

人推荐的5家餐厅里，初选出3家入围，并进

行实地采访。 目前共有12家餐厅获得了

“非吃不可”的桂冠，光是听听达人们的推

荐语，唾液就已经不由自主的分泌了。

川道拐耗儿鱼：红汤耗儿鱼加黄喉加千

层肚是绝配，干锅、藿香等做法也各有特色。

江油肥肠：各种肥肠中最爱这家，品种

齐全。

张老五凉粉：甜水面、凉粉、红油水饺，

百吃不够。

双林钵钵鸡：常常光顾的一家店，老板

非常注重食材，味道超爽。

国光兴和：老字号中餐小馆，朴实的味

道下是川菜的灵魂。

二娘兔头：这是在吃遍了兔头，包括专

门去双流吃了回来后选出的超好吃的一

家。

蜀九香火锅： 出差和外出回来要是馋

火锅，必定要去这家。

Zizi

烤鱼： 烤鱼是挚爱， 不管吃了什

么，永远都不得抛弃这个爱好。

胡记串串香：成都老味道的串串之一，

菜品丰富，新鲜且分量足，锅底味道浓郁。

红杏酒家： 实实在在的川菜馆子，环

境、菜品都是值得打高分的。

彼德西餐厅：地道的墨西哥菜，环境气

氛轻松愉快，朋友聚餐很合适。

徐记家婆菜：在这里能吃到家的温馨，

徐记霸王鱼是一绝。

还有22家餐馆被评为“值得一吃”，它

们是：唐记冒节肥肠粉、十七码头鲜菜老灶

火锅、伟伟鸭脑壳、茗菜故事、一品粥、打渔

郎火锅、黄牛肉、三言烤鱼、渝味堂嗨菜馆、

王品台塑牛排、汇川鱼馆、美味烧烤、澜庭苑

牛杂火锅、矮冬瓜火锅、战斗鸡、宋二姐芋儿

鸡、合家欢粥店、旺一旺串串、广东海鲜粥、

神仙树烧烤、转转会、小小家法式餐厅。

心动不如赶紧行动， 请访问 http:

//w w w .ltf.so，“可口可乐 同吃同乐”合作

媒体—一《真实中国》上去找寻更多吃喝

玩乐信息。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晶

可口可乐打开成都美食宝典

全城征集美食搜索达人

本月，全新美食推荐栏目亮相西部主流媒体《成都商报》及本土潮流杂志《明日

快一周》。此次可口可乐以“人人都是美食家”作为主题，面向全城征集美食搜索达

人，目前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已有12位达人亮相，将自己的心水美食推荐出来与各

路吃货分享。在每位达人推荐的美食中，记者选择3家入围，并进行实地采访，最终通

过记者的专业评估将入围的3家美食评定为“可以一吃”、“值得一吃”、“非吃不可”

三个等级，目前“可以一吃”的美食有2家，“值得一吃”的美食有22家，“非吃不可”

的美食有12家。作为本次活动将要重磅推出的《可口可乐2012年度非吃不可餐厅50

强完全手册》将在优秀餐馆搜集地足够多足够好的时候和盘托出，让它成为你品鉴美

食和宴请朋友的最佳指南手册。

20强选手将迎来本届赛事最激烈的

一场恶战。目前，大家已投入战斗状态，为

夺取最后的金牌奋力拼搏。今天起，当你

路过或走进金牌餐厅20强的每家餐厅时，

请你稍稍停留两分钟，看看本次大赛的宣

传海报、桌卡和易拉宝，它们既是你与金

牌餐厅大赛的纽带，也将成为你用餐感悟

的最佳凭证。喜欢它，就投它一票，直接把

它送进最终的金牌餐厅10强！

投票通道：

关注《明日·快1周》官方

微博http://w eibo.com /m rkyz

����此外，你也可登录淘宝聚划算，参与

由《明日·快1周》杂志社和聚划算网站共

同打造的好吃嘴 “试吃团” 美食品鉴活

动，用超低折扣乐享“金牌美食”。

特别提醒：更多详情，敬请关注每周

二出版的《明日·快

1

周》及杂志新浪官方

微博。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晶

20进10拉票在即 投票通道全面开启

中秋之夜月皎洁， 团聚共享品美饼。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获悉， 在中秋来临之

际，成都保利公园皇冠假日酒店特别推出

了七款礼月：经典月、秋福月、御品月、合

家欢、福临门、金满堂以及祥如意礼盒。七

款礼月健康时尚，皮薄松软，香甜醇厚，均

选用新鲜矜贵原料，采用精细的工艺纯手

工制作而成。在口味上，除保留晶莹通透

的蛋黄莲蓉，咸甜适口的椒盐伍仁等深受

大家喜爱的传统味道外，在馅料的选择及

制作工艺上还进行了更为大胆的尝试和

创新，推出多款健康新口味：蓝莓黑加仑

以新鲜黑加仑和蓝莓为原料，保留其原始

甘甜，口感及佳。此外，蓝莓和黑加仑所含

丰富的花青素和维生素还具有良好的营

养保健和增强免疫的功效。提拉米苏蓉选

用地道意大利甜品内陷，将特浓意大利咖

啡的苦、蛋奶的润、朗姆酒的醇、巧克力的

馥郁、乳酪和鲜奶油的绵密以及可可粉的

干爽完美交融。

据悉，从即日起至9月30日，酒店大堂

月饼小屋和成都保利中心售卖点可现场品

尝及选购。提前预订，还可享受特别优惠。

（王荣）

中秋将近， 成都世纪城天堂洲际大饭

店日前推出了风味各异的月饼： 经典的酥

皮云腿和绿豆蓉绵密柔滑； 大胆创新的香

辣牛肉广式烤皮月饼、 健康醇香的低糖绿

茶月饼以及御品鲍鱼的贵族奢华。 成都香

格里拉大酒店的“香传”月饼系列，以黑芝

麻月饼以低糖配方糅以上等细磨黑芝麻

蓉，口感细滑，入口即感浓郁的芝麻芬芳；

成都总府皇冠假日酒店今年推出的巧克力

摩卡、莲藕杏仁、蛋皮紫薯、田园果蔬馅料

月饼，可谓万种风情、各有所爱。成都保利

公园皇冠假日酒店也推出多款健康新口

味： 蓝莓黑加仑以新鲜黑加仑和蓝莓为原

料，保留其原始甘甜，口感及佳。御品佛跳

墙为经典粤菜的缩影， 选取上等海鲜干货

为原料，味浓而不腻，爽滑可口。还有苏氏

酥皮香辣牛肉、 潮式酥皮蛋黄肉松等数款

精致的酥皮月饼。

天伦冰皮月饼配以原汁原味的新西兰

进口顶级黄油、无需冷藏软糯可口；安德鲁

森麦卢卡蜂蜜月饼采用的是新西兰纯正麦

卢卡蜂蜜，闻得到的香甜纯净令人微醉，入

口后的清新甘甜更令人欲罢不能。 元祖今

年新推的苏式月饼、 天伦推出的传统滇式

月饼仍然是主流口味； 富豪酒店今年还特

推出了麻糬椰子口味月饼……丰富、 华丽

的月饼馅品种让你口口充满惊喜， 试图让

人们有对月饼的新体验。

五谷杂粮馅月饼+甜白葡萄酒

如燕麦、荞麦、白芝麻、南瓜籽、黑芝

麻、芸豆、莲籽组成的五谷杂粮类月饼的最

佳搭配应该是甜白葡萄酒。今年，元祖花新

月的馅料以各种果仁为主辅以玫瑰、白果、

海苔组合，外皮嵌入半核桃，传统又不失新

意。 成都总府皇冠假日酒店今年推出的莲

藕杏仁、蛋皮紫薯也属于五谷杂粮类月饼。

一款来自波尔多柏雅庄园出产的贵腐甜白

葡萄酒的花香浓郁、口感细腻，充满愉悦的

果味，搭配杂粮、坚果类月饼就相得益彰。

莲蓉月饼+贵腐酒

一般来说，“美酒与美食” 搭配原则

中，甜味食物则一般遵循“平行式”方向，

搭配甜度相当或甜度更高的葡萄酒。 如果

酒的甜度低于食物， 入口就会感到十分酸

涩了。如果月饼的甜味遭遇红酒的单宁酸，

将会导致口感异常苦涩， 既领略不到月饼

的美味，也体验不到红酒的美妙，可谓两败

俱伤。

以白莲蓉或红莲蓉为馅料广式月饼，

质地肥美、口感甜糯，这就需要一杯同样浓

郁的贵腐酒来烘云托月。 贵腐酒是用受

“贵腐菌”影响后的白葡萄酿造而成，酒体

丰腴， 甜度较高， 通常会绽放出浓郁的蜂

蜜、杏脯、桃子、菠萝、柑橘和榛果的香气，

可赋予月饼华丽的果香。

滇式云腿+红葡萄酒

更适合搭配红酒的月饼， 应该是滇式

月饼。云腿月饼甜中带咸，可突出红酒的果

味，但也不宜选太厚重的红酒。来自天伦的

滇式月饼主料用云南特产的正宗上等宣威

火腿，配以纯正的蜂蜜等馅料，以传统的手

工工艺制作而成。千层酥皮裹着馅心，既有

香味扑鼻的火腿， 又有甜中带咸的诱人蜜

汁，口感温软酥松，食而不腻，浓郁的火腿

味道彰显特色。我们不妨试一试单宁圆润、

质地柔和的“新世界”红葡萄酒，丰富的果

味和诱人的香气， 搭配云腿月饼也许会给

您带来意外的惊喜。

水果月饼+冰酒

近年来以水果为馅料的月饼同样有新

意，比如凤梨月饼、草莓月饼、芒果月饼、哈

密瓜月饼，颇受时尚人士的青睐。来自成都

总府皇冠假日酒店的莲藕杏仁、 田园果蔬

馅月饼的最佳搭配，就要属冰酒了。

冰酒口感甜美、果香丰沛，洋溢着清新

活泼的芒果、菠萝、蓝莓、蜂蜜、杏仁以及太

妃糖的香气，与水果月饼珠联璧合，堪称绝

配。另外，对于冰淇淋月饼、咖啡月饼、元祖

雪月饼等，也应以冰酒为首选。

成都商报记者 雷蕾

本周， 我们为葡萄酒爱好者们推荐

来自法国波尔多、 勃艮第地区的多款品

质酒庄酒，以及轻松易饮、品质极佳的澳

洲葡萄酒。 被评为五星级酒庄的凯瑞山

庄，就位于克莱尔谷，是南澳历史悠久的

葡萄酒产区之一。

成都金觥实业本周向葡萄酒爱好者

推荐了凯瑞山庄赤霞珠和梅乐混酿

（2001）。2001年的赤霞珠梅洛完美地诠

释了澳洲葡萄酒特有的气质， 较冷的气

候丰沛的降水以及适宜的石灰岩土壤使

得此酒芳香浓郁，并带有黑醋栗，李子和

红莓的柔和气息清浓的果香、 柔和的单

宁、平衡的酸度及深宝石红的色泽。仅限

量生产2400瓶。更多有关凯瑞山庄、凯富

酒庄酒品推荐，赶快扫码看看吧！

佩萨克-雷奥良位于波尔多市南郊，

出产极富特色的红葡萄酒和干白。 气候

较梅多克产区略热一些， 土壤以干旱的

沙质和砾石质地为主， 出产的红葡萄酒

兼具酒体强劲和酒质细腻的特点， 酒香

中带有泥土、蕨类和焦糖的气味。本期，

凯润酒业推出的法国葡萄酒资讯， 让你

轻松走近波尔多。本周推荐：甘盛-洛克

特庄园红葡萄酒。来自波尔多佩萨克-雷

奥良的优质葡萄酒。深宝石红色，浓郁的

红色和黑色水果香味， 混合着优雅的橡

木香，酒香复杂而有层次，口感活泼而圆

润，单宁柔滑，酒体平衡，余味悠长。配餐

建议：炖羊腿、炖牛肉、野味。

勃艮第产区最以黑皮诺品种的佳酿

见长。酒体轻盈、单宁柔和，年轻时与陈

年后各具风情，令人着迷。本周，齐家裕

酒业向葡萄酒爱好者们推荐了一款来自

阿卑斯“克鲁兹贺米达己”葡萄园。它位

于罗讷河谷北部，“贺米达己”是法国最

古老的特级村庄葡萄园之一。 酒体呈现

深红色；酒香浓郁，单宁圆润，结构紧密，

回味持久悠长。

只要拿起手机刷二维码，获得由“逸

慕客”送出的品鉴卡，可在“逸慕客”的

零售专卖店内享受包括来自法国、 西班

牙、 南非等国家共24款进口葡萄酒的免

费品饮。

近期，“逸慕客”推出了购葡萄酒送

法国酒庄游的特别活动，9月下旬即将出

发。要获知具体详情，赶快扫码吧！

成都商报记者 雷蕾

金觥实业

源自澳洲 品味激情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美酒人生，

凯润相伴！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中秋大礼

拉菲空降成都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阿卑斯

勃艮第干红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依托成都商报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和成熟的二维码技术，每

周三固定推出扫码荐酒资讯栏目，助你做一个明智的葡萄酒消费

者。只需轻松下载“码上控”软件到手机终端，以“扫码”方式获得

葡萄酒消费资讯。

商家加入方式

成都商报将对报

名参与酒商的进口酒

货源渠道、 公司资质、

酒品等进行综合评估，

获得进入成都商报

“荐酒” 服务平台资

格。对于加入本平台的

进口酒商，要求须提供

原瓶、原装进口商品相

关证明手续。

商家咨询电话：

028-86531011

刷码获信息：轻松消费葡萄酒

金牌餐厅20强火热出炉

10强名誉虚位以待

经过为期一个月的PK ，金牌餐厅50进

20强的晋级赛终于完美收官。 由公司老

总、媒体记者、时尚快女郎、美食达人等组

成的多个试吃团， 分别前往麒麟日本料

理、重庆渝宗老火锅、天府阳光酒店、同春

养生等餐厅进行了试吃。

牙尖嘴利的各路试吃团尽显刁钻本

色，与50强舌尖过招，为评审团的打分提

供了考察依据。与此同时，通过网络、《明

日·快1周》官方微博等其他通道，数以千

计的普通市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投出了

自己的一票。最终，经过主办单位和评审

团专家的共同努力，共有20家实力卓越的

餐厅脱颖而出，成功晋级金牌餐厅20强。

金牌餐厅20强离摘得金牌虽然只是

一步之遥， 却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不

仅PK人气，更要挑战创新。在接下来的终

极PK赛中，川菜组还要用福临门家香味浓

香压榨菜籽油烹调出创新又不失传统、美

味又不失健康的特色菜肴，福临门家香味

浓香压榨菜籽油，精选中国产非转基因优

质油菜籽，采用100%纯正物理压榨工艺制

成，油质金黄透亮，金醇流香，传承经典菜

油风味， 定会让参赛厨师发挥出自己实

力，展现餐厅“金牌实力”。让川菜浓浓家

香味，真正香到家！

保利皇冠假日酒店推出七款礼月

【金牌餐厅

20

强入围名单】

重庆渝宗老火锅鹭岛店

迷尚澳门豆捞

蜀山火锅

味道江湖

麻辣空间

花开南塘

王品牛排

麒麟日本料理

欧洲房子·

Mozart House

西餐厅

安薇塔

卡萨马可意大利餐厅

天府阳光酒店

老房子民风酒楼·枕水格调

新津城市名人酒店望津阁河鲜餐厅

同春养生

南湖禧宴

观庭

宽云窄雨

梓楠

解月饼腻

助赏月兴

红 酒 和 月 饼 搭 配 有 道

明月夜，中秋节。很多人都习惯用清茶配月饼，既

有传统风韵，又能解月饼之腻，这自然是适合大多数人的

搭配。

除了茶，一瓶好酒配几枚月饼，更能让人生出拥明月入

怀的微醺情怀。那么，什么样的葡萄酒可以来配月饼呢？我

们不妨以今年市场上可以购买到的各种风味月饼为搭配，

将葡萄酒的香气与月饼的美味混搭出最好的节日心情。

天伦冰皮月饼

元祖花新月

试吃的“快女郎”在金牌餐厅里也了活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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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森麦卢卡蜂蜜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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