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浓情与匠心

小小的粽子里包裹着不同的馅料，
紧紧揉为一团，像极了家人间几十年如
一日的不离不弃。成都富力丽思卡尔顿
酒店将生活百味的缩影揉进了可繁可
简的内馅儿，牛肉粽、栗子肉粽、黑米养
生粽等别具风格。粽子再蒸煮前就给了
嗅觉一段淡淡的记忆，待到乡情浓意
起，它已喷香扑鼻。

成都万达瑞华酒店推出4款纯手工
制作的粽子，传递有温度的美味与心
意，包括纯手工客家咸肉粽、纯手工龙
虾粽、纯手工碱水粽、纯手工燕窝粽。以
纯手工客家咸肉粽为例，甄选上等泰国
白糯米与纯天然箬叶，搭配自然风干的
客家咸香肉，无任何添加剂，完整呈现
粽子的原汁原味。

闲情与雅致

曾经的少城生活在宽窄巷子被诠
释得淋漓尽致，成都钓鱼台精品酒店就
藏在这里，千年少城的时光荏苒、花重
锦官的诗情画意，偏偏还维系着宫廷肴
馔的根脉。由国宾馆厨师长潜心打造的
款款香粽，兼具口感与养生，御苑赤豆

椒盐粽、御苑川味酱肉粽，配上盖碗茶，
享受慢时光。

吃粽子还有机会赢得度假房券！成
都世纪城天堂洲际大饭店推出了华府、
凤轩、龙轩等几款礼粽，并为小朋友准
备了奇幻百宝箱，关键购买任意洲际礼
粽皆可凭票参与抽奖，赢得黑龙滩长岛
天堂洲际酒店1晚房券（将送出10张房
券）。试想一下，在有85座岛屿星罗棋布
的黑龙滩风景区度假是多么的舒适。

天南与海北

无粽难成端午，成都瑞吉酒店将端
午祝愿装进了节日礼盒，芝麻核桃棕香
甜软糯，花生腊肉粽与酱肉粽肉香四
溢，豆沙粽传统清香，红豆粽寄托相思
口感醇厚，瑶柱鲜肉粽鲜美多汁，多款
香粽满足各种口味偏好。

为了今年的端午，成都新东方千禧
大酒店特组美食考察团，品鉴了百余款
当下流行的口味，精挑细选了今年的粽
子大礼包，板栗肉粽、招牌猪油豆沙粽、
桂花糖水粽……考究的食料和儿时的
味道，一并满足天南海北的当地人与异
乡人的端午之思。

成都东大明宇豪雅饭店精选优质

糯米和清香粽叶，搭配台湾卤肉、鲍
汁牛肉、泰国香芒等特色食材，创新
风味特色香粽，有粽情、粽乐两款礼
篮供选择。

成都商报记者 何筝 王荣

责编 邓正彤 美编 杨培央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旅游·餐饮 07

你吃的哪里是粽子 分明是文化
各色粽子亮相成都高星酒店，看你中意哪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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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成都出境游价格指数”显示，5月出发出境游
价格对比五一期间下降了18%。成交价格环比下降最
多的十大目的地如下表：

5月成都出发性价比最高的
十个热门目的地（出境）

序号 目的地 人均价格/元 价格环比变化
1 大阪+京都 4432 -32%
2 宿务+薄荷岛 3778 -30%
3 荷兰 10300 -28%
4 越南芽庄 1862 -18%
5 新加坡 3077 -7%
6 尼泊尔 4789 -6%
7 南非 8439 -5%
8 普吉岛 2480 -5%
9 新西兰 15097 -3%
10 摩洛哥 9980 0

五月榴花妖艳烘，
绿杨带雨垂垂重。
五色新丝缠角粽，
金盘送，
生绡画扇盘双凤。

——欧阳修

感受初夏，露营绝佳。经达人推荐，今日将
成都周边这几大徒步露营目的地呈现给大家，
选一个去感受一下月色当空、凉风习习、美景
与好友相伴的场景吧。

◆都统岩
崇州大坪村，有着“成都小丹巴”的美称，

这里有一处风景绝佳的天然露营地——都统
岩。其中将军墓观景台海拔约1448米，登顶后
能够一览成都平原的壮观全景。在这里，你可
以在穿越壮观竹海的同时，亲自动手挖春笋、
大快朵颐地道的丛林鸡。
地址：崇州市文井江镇大坪村

自驾：成都-成温邛高速-华怀路-鸡冠山路-
都统岩
◆万担坪

位于崇州鸡冠山境内，这里曾经是个林
场，早已禁伐。森林覆盖率达95%。每年5-6月，
草甸上杜鹃竞相开放，形成一片花的海洋。小
溪、飞瀑、日出、云海……
地址：崇州市鸡冠山乡
自驾：成都-成温邛高速-华怀路-鸡冠山路-
万担坪
◆龙窝子

龙窝子山清水秀、极具野趣，小溪从山涧
漫漫汇流成河，算是近郊的露营好去处。来露

营的话，建议选择开阔的平整树林，运气好的
话，还能在夜里邂逅漫天萤火虫的浪漫场景。
地址：成都市大邑县鹤鸣乡青龙村
自驾：成都-成温邛高速-大双路-龙窝子
◆彭州小鱼洞

成都周边最大的瀑布群——蟠龙谷就在
小鱼洞。这儿山峦叠翠、环境清幽。这儿还藏着
一个国际露营公园——小鱼洞国际露营公园，
深林绿树间，房车露营、木屋住宿，有点北欧童
话世界的感觉。
地址：彭州市小鱼洞镇小鱼洞
自驾：成都-彭白路-106省道-小鱼洞国际露
营公园

携程联合成都商报发布
5月成都旅游度假指数

节后价格跳水
国内外热门线路
错峰游正当时

5月气候宜人，国内
外大量热门目的地逐渐
进入“最好的季节”。携
程旅游联合成都商报，
通过分析携程平台百万
级国内游、出境游等度
假产品的预订大数据，
并结合成都市民通过携
程门店报名的情况，发
布的《2018年5月成都出
发旅游人气和价格指
数》显示，五一小长假后
的整个5月，成都出发旅
游产品价格环比五一期
间下降18.4%。这个月是
暑期来临前最后一个出
游价格低谷，不要错峰
出游好时机哦。

“5月成都国内游价
格指数”显示，整个5月
国内游线路价格环比五
一期间下降20.4%。五一
期间，受抖音等小视频
平台带动，一些网红景
点取代传统热门景点吸
引人气，如重庆洪崖洞、
西安永兴坊、济南宽厚
里等。假期过后，网红景
点不但人流量大幅减
少，旅游线路价格也有
明显的下降。

初 夏 露 营
别错过成都周边这几个好地方

成都出发十大价格降幅最大的目的地（线路）如下表：

5月成都出发性价比最高的
十个热门目的地及线路（国内）

露营安全温馨提示
1、不在山沟中间

或地势低洼的位置设
营。

2、设营要选择高
处平地，四周较开阔
的场地。

3、要准备防身防
火工具和通讯工具。

4、注 意 饮 水 安
全，自带矿泉水。

5、爱护环境，将
垃圾带走。
成都商报记者 侯培洋

序号 目的地 人均价格/元 环比价格变化
1 青海+甘肃 3871 -57%
2 郑州+洛阳+开封 2656 -38%
3 济南+泰山 1690 -25%
4 广州 2240 -24%
5 西安 1576 -23%
6 三亚 2299 -20%
7 北海+涠洲岛 2670 -19%
8 华东五市 2120 -7%
9 上海 1915 -3%
10 张家界+凤凰 1819 0

端午临近，粽子也陆续
上市了，今年成都各大高星酒
店不约而同地打起了文化牌，
说历史、吟诗词、念情怀……
小小的粽子被赋予了更多的
内涵。粽子的口味更是囊括了
天南海北的丰富食材，再也不
能用甜咸两类来简单划分。

“成都出发5月旅游人气指数”显示，国内方面前
十名是三亚、桂林、拉萨、昆明、北京、珠海、丽江、林
芝、西安、恩施。海外方面，泰国、越南、老挝、日本、马
来西亚、捷克、阿联酋、印尼、美国、菲律宾人气最高。

成都商报记者 何筝

传承与怀念

成都香格里拉酒店采用
百年传承的古法蒸煮手工打
造嘉兴风味粽，27道工序、49
个小时，光是文火高汤这一
项就足以让你垂涎：由筒骨、
本鸡、菌菇等多种食材用慢
火熬制成的秘制高汤，冷却
后将米浸入汤中两小时，再
沥干，鲜味渗透其中，鲜香四
溢。香传臻粽、香粽礼盒、福运
粽香、鸿运粽香、至尊礼篮供
大家选择。

与其说粽子是一种食物，
倒不如说是一种情怀，一种与
文化和记忆的链接。也许是小
时候第一次包粽子的懵懂，也
许是刚加入龙舟社团的兴奋，
也许是一家人围绕餐桌的团
聚……以此为出发点，成都首
座万豪酒店推出由广东岭南
老师傅传承手工出品的“香”、

“福”、“礼”、“珍”四款粽子礼
盒，眉豆鲜肉粽、瑶柱坛子肉
粽、艾草红豆粽等品类将让你
回味无穷。

丽思卡尔顿酒店
首座万豪大酒店

东大明宇豪雅饭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