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目前成都多家打着老火锅旗号的火锅

店，火城老板周总表示其都是私人自创的，并不

是地道的重庆老火锅。因此，为给重庆老火锅正

名， 周总将第一家正宗地道的重庆风味老火锅

带到了成都。火城老火锅位于协信中心，阁楼式

的格局，老重庆般的装修，室外还有一个较大的

露台走廊，很符合成都人喜欢户外用餐的习惯。

锅底中加入的老荫茶肯定是成都唯一， 让吃的

人身体毫无负担。 炸酥肉精心地用了三种粉混

合， 口感浓郁香酥； 武隆芍粉吃起来有韧劲十

足， 咬起来有劲道也不腻汤……这家店在重庆

被评为重庆火锅20强， 依靠其完全地道的重庆

风味深受全国人民喜爱，连王菲、刘嘉玲等歌后

影后品尝之后也赞不绝口。

9月6日，欧丽薇兰“为最爱的人做一道菜”成都站区

域终极赛在伊藤锦华店举行。自活动启动以来，短短一

个月，就吸引了全国近5000名选手报名参加，经过激烈的

网络海选，成都站的优秀选手脱颖而出。

在比赛现场，选手感人的故事和出色的厨艺获得了

美食栏目主持人张璐、营养学家陈梦屏以及特别嘉宾容

祖儿的一致认可。经过激烈角逐，成都站区域冠军产生，

获得5000元奖金和欧丽薇兰礼盒。欧丽薇兰负责人表示，

欧丽薇兰目前占据了中国橄榄油市场51%的市场销售份

额，是目前国内橄榄油进口量最大、市场销量最大，渠道

零售量最大、渠道网点最多的品牌。欧丽薇兰未来将继

续、推动行业的优化升级，深化推广橄榄油文化在中国

的发展。

（李晶）

“为最爱的人做一道菜”

成都上演终极赛

“一席流动的盛宴”———这是海明威

在《流动的盛宴》中对巴黎的比喻。当看到

这个比喻时， 第一个跳入我脑海的不是法

式浪漫，不是香榭丽舍大道，而是进口克莱

斯勒300C。

在两周前举行的一场ABC三款竞品车

型对比活动中，同一张CD，同一首试音曲，

在德系A、B两款车和代表“C”的克莱斯勒

300C中同时播放时， 感受却迥然不同。记

者随几位试驾者先体验了A、B两款车的效

果，我们并没有特别的感受。但是，当我们

坐进克莱斯勒300C，关上车窗，打开CD，

把音量调到合适， 只听见穿着高跟鞋的脚

步声正从左侧由远及近； 一架飞机从前往

后由头顶一掠而过；音乐渐渐响起，闭上双

眼，极佳的音效会令人产生错觉，似乎自己

正身处维也纳金色大厅， 面前是顶级的交

响乐团。在富有层次的音效中，你几乎可以

分辨出小提琴在整个乐团中所处的方位。

这就是进口克莱斯勒300C为消费者

呈现的殿堂级的音质享受： 由顶级音响品

牌Harman/Kardon带来的绝佳音质， 从遍

布车内的、多达19只的Greenedge高效扬声

器中倾泻而出， 打造出层次感、 方向感更

强、如剧院般的音效。营造出全方位、富于

层次感的影音感受的LOGIC7环绕立体声

格式， 除在进口克莱斯勒300C上使用之

外， 同样也应用于其他品牌的百万级豪华

车辆之上。

当音乐响起，进口克莱斯勒300C已不

再是一辆车，而是一席流动的音乐盛宴。

成都商报记者 张煜

体验进口克莱斯勒300C

发现AB之外的那个

进口克莱斯勒300C� 3.0L的

广告词是———“除了满大街的A和

B，你还可以选择C”。在前不久举

行的一场ABC对比试驾活动中，进

口克莱斯勒300C以出色的表现，

展现了身为后来者的“C”向A、B

挑战的决心与实力。

超越同级的诸多优势使进口克莱

斯勒300C成为40万元级最强的豪华

商务座驾，也使该车成为打破传统AB

豪车市场格局的最有实力的选手。

9月13日， 克莱斯勒成都4家4S专

营店将举行进口克莱斯勒300C尊享

体验专场活动，您可近距离感受“离

婚律师＂池东海最倾心的豪华商务座

驾———进口克莱斯勒300C的各种“高

大上”，体验它平顺舒畅的动力，豪华

的内饰，以及身临其境般的顶级音响。

在当天的对比活动中， 工作人员将

同一瓶矿泉水分别倒置于AB两款车及

进口克莱斯勒300C的发动机上。由于抖

动太厉害，矿泉水瓶刚放到AB两车其中

一台上时，水瓶很快就倒了，在另一台车

上则能明显看到水面抖动非常厉害。当

水瓶倒置在300C的发动机上时，水瓶稳

稳地站住了，而且水面只有微微的波痕。

在“T”字当道的当下，美系车代

表———进口克莱斯勒300C� 3.0L依然坚

守着自然吸气理论。进口克莱斯勒300C�

3.0L的动力系统由连续三年蝉联“世界

十佳发动机”的Pentastar� V6发动机担纲

主力， 这也是40万级豪车市场唯一配备

V6全铝发动机的车型。V6发动机一直被

视为顶级豪车的专属动力总成， 更为线

性、 持续舒畅的动力输出是涡轮增压发

动机所无法比拟的， 结合在百万级豪车

上才会出现的ZF� 8变速器，所营造出的

平顺舒畅的驾驶感受正是豪华商务车用

户最为注重的。 这也是矿泉水瓶倒置在

300C的发动机盖上而不倒的秘密。

推崇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德系ABB依

然保留了V6发动机车型，但其最低售价

都在50万以上。 如果以厂家指导价进行

比较，同样价格，进口克莱斯勒300C以

顶配版对德系AB同级车型入门级，300C

可谓是当之无愧的40万元级别豪华商务

座驾“性价比之王”。

矿泉水瓶

倒置而不倒的秘密

一席流动的盛宴

殿堂级豪华享受

邀您本周六来体验

行 / 业 / 资 / 讯

8月26日上午，成都餐饮同业公会在金牛宾

馆召开第二届理事会换届大会，相关职能部门、

各友好商协会、品牌餐饮企业、成都餐饮界资深

专家、学者及嘉宾共计500余人参加大会。

经认真调研、广泛征询会员单位意见，成都

餐饮同业公会决定引进“轮值会长制度”———

即五个轮值单位各担任一年的“轮值会长”，带

领公会发展，并直接领导秘书处日常工作。

大会对《章程》进行了修改，选举了第三届

理事会理事，随后选举产生常务理事会，并选举

出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名誉会长、顾问。老房

子、巴国布衣、皇城老妈、小桃园、金宫味业五家

企业当选轮值会长单位。 袁小然女士当选第三

届理事会秘书长。

此外，在第三届理事会组成机构中，还有几

个特别的机构：女企业家分会、废弃食用油脂专

业委员会、职业经理人俱乐部和厨师俱乐部。

（吴坚）

随着“蒙牛·我回老家上堂课”夏令营成都

之旅的开启，本次“蒙牛·我回老家上堂课”的

整个活动接近尾声。近日，一场以“一点一滴的

好”为主题的汇报晚会在大石西路的成都电视

台演播厅上演。

这场激情而欢快的演出， 充分展现了本次

支教过程中大学生志愿者的所见所闻， 从刚开

始的公开选拔，到后来的分组派遣，再到后来的

7天支教生活，每一位志愿者都深深体会到了当

支教老师的意义； 孩子们则用他们质朴的舞蹈

和歌声感谢社会的关心和支持。本次“蒙牛·我

回老家上堂课”整个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

的关注，中国发展基金会、中国·谷·乐唱团等机

构企业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李晶）

蒙牛“我回老家上堂课”活动圆满结束

成都餐饮同业公会换届大会 推出轮值会长制度

成都火锅50强

探店试吃火热进行中

经过一个多月的运作，由成都商报、明日·

快一周主办的首届“成都火锅50强”评选活

动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次“成都火锅50

强”最终的评选结果，将以网络票选、专家评审

投票、 美食达人打分三种方式结合来产生。由

于网络投票通道的刷票现象严重，活动组委会

决定降低网络票选权重。 其中专家评审权重

50%， 美食达人投票权重30%， 网络投票

20%。目前网络投票通道已经关闭，专家评审

及美食达人们将进入探店的高峰期， 为评选

“成都火锅50强”积累火力，准备最后出击。

在四位业界专家组成的评审团打分的同

时，在吃货圈内拥有话语权的美食达人们也纷

纷行动起来，通过“肉测”，为各大品牌火锅打

分，为粉丝带来最新最热的新鲜推荐。相对于

四位专家评审，美食达人们更加草根，在追逐

美食的人群中不太显眼，但他们是此次“成都

火锅50强”评选活动的神秘X人，他们将充分

发挥X人的作用，深入各大候选火锅店，以各

自独特的视角来点评和打分。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晶

【活动详情请关注】

1

关注成都商报微信订阅号

（

cdsb86612222

）点击 “商

报活动” 即可查看活动相

关信息。

2

关注成都伙食微信订阅号（

cds鄄

bcdhs

）持续每天动态播报。成都

火锅

50

强候选名单详见成都伙

食官方微信。

C

这家店的呼声很高 ，据

“伙食团”成员报告，该店装修

非常有特色， 用青花瓷点缀川

西民居风格， 平易近人又不失

档次。 还有就是这里的菜品很

讨口碑，屠场水牛毛肚、蛋黄牛

肝、现杀鳝鱼、生态金针菇、鲜

鸭血、 自制香饼， 几乎桌桌必

点，加之纯粹的牛油锅底，保准

你一吃难忘。

五斗柴老灶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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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在业内一直以小清新赢得口碑， 其实口味

却一点不输老火锅， 因为老板对用餐环境和服

务的苛求，这里更适宜宴请，但也有不少网友认

为这里也是情侣约会的绝佳去处。

清心火锅

该店起源于九十年代初， 在那个年代就很

有名气。众人围在用煤油炉子砌成的石桌前，在

大铁锅里涮着隔壁刚出杀牛场的新鲜毛肚，打

着牙祭的人连呼安逸、霸道，还未吃到的人则是

紧盯锅中，心急如焚。路上常伴有原味、浓厚的

飘香、诱得无数慕名前来的人。现在已经在成都

开了10家店，家家生意火暴，不少食客就是冲着

他们的鲜毛肚、 牛拱嘴、 带皮牛肉等特色菜去

的，因为别家吃不到。

百宗杀牛场原味老火锅

火城火锅

如果说火锅是颇具男性化象征的食物，那

么这两家就是莽汉中的一抹柔情， 这两家火锅

都是女性化特别明显的火锅， 因为老板都是大

美女，装修文雅，座位舒适，环境幽静，可以慢慢

将沸腾的一锅火锅吃出柔和的感觉。

夏氏妙思火锅和锦和火锅

这家店有一位美女老板娘，亲自打理着

这家上下二层楼的火锅店。 说到这里的特

色，就不得不提成都人的重口味，好多人都

喜欢牛油火锅，但是他们家却是一次性的清

油锅底，味道很是销魂。还推荐直接蘸原汤

碟吃，味道也不错。特色菜品中，最推荐的是

小仙霸王腰片和小仙清油毛肚。小仙霸王腰

片的制作方法很特色，将腰片、蔬菜、姜、蒜、

还有野山椒包裹固定， 然后放入锅中大概

1-2分钟即可食用， 口感的层次感丰富，小

腰片嫩、蔬菜鲜，最后的野山椒便是点睛之

笔了。客人如果有心，还可以咨询老板用旅

行照片换菜的活动， 还有不定期的旅行活

动。

何小仙新派火锅

一家很有眼缘的店， 古色

古香的门头配上几串喜庆的红

灯笼，格外吸引路人的目光。而

且只要路过就能闻到味道很

香、很浓郁的老火锅味，吸引着

你往里走。 这里的毛肚新鲜又

大片，巴适惨了，好这口的一个

人能解决两份！

九格红老火锅

这家店人气极旺，晚上8时还有食客排队

候餐，其嫩牛肉被食客超级推荐，半肉半筋，

爽嫩化渣，回味悠长。鸭血也不错，口味厚重。

在这里，喝酒用土碗，很江湖。

王五土灶老火锅

紫衫路步行街，火锅遍地开花。这家店

从重庆杀来，一开业就火速篡位，成为整条

街上最热闹的地方。复古装修、川军文化主

题、免费水果、大铁锅、九宫格，上面还放两块

滴油的鹅卵石，客人很容易被这些小细节深

深吸引。 但更令人称道的还是特色菜品，自

制的青豆花入口化渣，久煮不烂。用专门去

农家收来的红苕粉制成的滑肉，比妈妈做的

味道还好吃。寻常的毛肚直接升级到半张面

膜的SIZE，好吃得根本停不下来。大刀腰片

还配上了贵州特产的胡辣块， 那滋味之销

魂，犹如打通了任督二脉，起码要五分钟才

缓过来。

成都商报记者 吴坚 摄影报道

汉宫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