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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黎阳名城 品开封小吃

《舌尖上的鹤壁》

之又一楼灌汤包

晨报讯（鹤壁网记者 董丹）由鹤壁网

（www.hebiw.com） 倾 心 打 造 的 美 食 节

目———《舌尖上的鹤壁》 自 12 月 13 日上线

以来，受到鹤城“吃货”的热烈追捧，大家纷

纷献计献策，美食线索一网打尽。 本期鹤壁

网 美 食 侦 查 员 将 带 您 品 尝 河 南 特 色 小

吃———开封灌汤包。

《舌尖上的鹤壁》第二站———

又一楼灌汤包

寒冷的天气没有削减“吃货”们的热情，

《舌尖上的鹤壁》 日前来到了位于浚县宏基

美食街的又一楼包子店，寒冷冬日，一起享

受一道北宋的皇家美食———开封小笼灌汤

包。 也许这样的季节您更愿意去品尝热汤美

食，然而，在又一楼有一“奇观”：冬日包子铺

人满堂，食客络绎不绝，可见这美食的诱惑

有多大。 灌汤包将北方吃面、吃肉、喝汤三位

一体化，是一种整合的魅力。 又一楼的灌汤

包肉馅儿采用猪后腿精致瘦肉，配合各种调

料搅拌而成，保证馅料与面皮每日新鲜。 怎

样优质的面皮才能兜住这汤肉呢？ 自然是和

面师傅每日数遍揉和特等精致面粉，方可制

成这特殊面皮。 吃灌汤包可是个技术活，方

法不当则会皮破汤漏，肉馅脱相。 贴心的又

一楼店主特意创作了绕口令：轻轻提，慢慢

移，先开窗，后喝汤，滋溜一口满嘴香。 灌汤

包皮薄，洁白如景德镇细瓷，有透明感。 包子

上有精工捏制皱褶 32 道，十分均匀。 搁在白

瓷盘上看，汤包似白菊，夹起来，悬如灯笼。

单单靠美味的包子，还称不上一场草根

们的“王的盛宴”，雅俗共赏，才够完美。 这里

的糟鱼可是一绝，平日里的小糟鱼凉菜大家

很熟悉，可是你吃过整条的热糟鱼么？ 经过

店家秘制，一条热腾腾的糟鱼上桌了，鱼体

完整、肉质松软，骨烂如泥，肥而不腻。 又一

楼将浚县特产的小河白菜和浚县豆皮也精

制加工，成为餐桌美食。 香甜可口、汤汁浓稠

的小河白菜炖豆腐。 爽滑利口的凉调浚县豆

皮等，让美食侦查员吃到乐不思蜀。

鹤壁网诚招“吃货”

为了让“吃货”们零距离享受美食，鹤壁

网“舌尖上的鹤壁”栏目组诚招试吃团员，每

期节目将从团队中随机抽取若干名“吃货”

代表，随节目组走街串巷，尽尝鹤城美味。

报名热线：3313875、13503929509

玩 儿 转 鹤 壁 的 吃 喝 玩 乐 QQ 群 ：

68322174� � �

元旦假期旅游攻略

北方的冬天是越来越冷，好多北方人

选择到南方过冬，三亚成为大家的不二之

选。 近年来，海南三亚以其“东方夏威夷”

的姿态，在国内众多旅游胜地中处于东方

不败的优势。 冬季在三亚可以露天游泳，

穿着短裤和裙子在沙滩上漫步，在北方这

是想都不敢想的。 想象着傍晚时分，挽着

爱人的手臂， 光着脚丫漫步在沙滩上，吹

着海风，时不时地和爱人“窃窃私语”，呈

现出一幅漫步沙滩的浪漫油画景象。

淇县各景区

活动纷呈迎新年

晨报讯（记者 赵玮）日前，记者从云梦

山、古灵山、朝阳山、摘星台等景区了解到，

元旦期间，淇县各景区活动精彩纷呈。

云梦山景区火红的灯笼， 飘扬的彩旗，

把军庠广场、兵法峪、鬼谷清溪装扮得分外

美丽；朝阳山景区内，一条条飞舞的彩带、一

面面飘扬的彩旗， 营造出了浓浓的节日喜

庆；摘星台景区内，工作人员也正在忙碌着

悬挂条幅、彩旗，喜迎元旦佳节。 淇县各景区

面貌焕然一新，为广大游客营造了一个喜庆

愉悦、热烈祥和、干净整洁、安全文明的节日

氛围。

据了解，针对节假日旅游的特点 ，淇县

各景区还结合自身资源优势，推出了云梦山

民俗风情游、山货特产购物游、古灵山包饺

子民俗体验游、朝阳山欢乐祈福游、摘星台

童年游戏欢乐游等丰富的旅游主题活动，使

广大游客在过新年、赏美景、祈好运的同时，

还能尽享第二届淇县民俗旅游节的乐趣。

（线索提供：张小燕）

古灵山景区举行包饺子大赛

报名参加者可免门票赢大奖

晨报讯（记者 赵玮）“中国人吃饺

子的习俗由来已久， 最早可以追溯到人

祖女娲时期， 古灵山作为女娲炼石补天

和抟土造人的文化圣地， 此次专门策划

举办了‘包饺子’大赛，目的在于进一步

传承民风民俗， 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

化。 ”12 月 25 日，古灵山景区的工作人

员表示。

谈起饺子的由来，工作人员介绍说，

相传女娲抟土造成人时，由于天寒地冻，

黄土人的耳朵很容易冻掉， 为了使耳朵

能固定不掉， 女娲在人的耳朵上扎一个

小眼，用细线把耳朵拴住，线的另一端放

在黄土人的嘴里咬着， 这样才算把耳朵

做好。老百姓为了纪念女娲的功绩，就包

起饺子来，用面捏成人耳朵的形状，内包

有馅（线），用嘴咬着吃。

据悉，此次比赛将于 2013 年 1 月 3

日上午十时在古灵山女娲广场举行，届

时，广场上将放置 10 张方桌，景区会准

备好比赛用的面团、饺子馅儿、擀面杖等

包饺子的工具。比赛四人一组，参赛者可

以自由结合，以 30 分钟内包好 200 个饺

子为标准，时间越短、质量越高、花样越

多的分数越高，饺子包好后，选手可摆成

“福、寿、吉祥”等字样和“龙、鱼、花”的形

状，评委根据摆放形状的优劣进行打分。

露馅儿、 破皮、 大小差别较大者将会扣

分，通过 30 分钟的比赛，评选出一、二、

三等奖各一组， 由领导及评委现场颁发

奖品。

提前报名参加活动者当天免收门

票，还有机会赢取丰厚的奖品。 朋友们，

快来报名参加比赛吧！

摘星台景区

平安夜大型

狂欢活动

圆满成功

晨报讯 (记者 赵玮 )“这次

摘星台举办的平安夜狂欢活动

挺好玩的，很有意义，让我们过

了一个不一样的平安夜！ ”12 月

24 日晚， 专程赶到摘星台景区

参加“激情圣诞狂欢夜、浪漫相

约摘星台”大型狂欢活动的冯艳

娇表示，来自周边地市的千余名

游客参加了此次平安夜狂欢活

动。

此次“激情圣诞狂欢夜、浪

漫相约摘星台”大型狂欢活动为

时两个半小时，期间准备了拉丁

舞 、街舞 、健身舞以及歌曲等 7

个表演类节目；“过障碍”、“踩气

球”、“吹乒乓球” 等 8 个参与型

互动游戏。 动感的音乐，精彩的

表演，好玩的游戏，让参加此次

大型狂欢活动的游客大呼过瘾，

激情、愉悦的平安夜活动让来到

这里的游客忘却烦恼， 尽享欢

乐！

除了参赛选手能拿大奖之

外，还有让小游客感到十分惊喜

的平安夜礼物，两位圣诞老人的

出现，将活动推向了高潮。 一把

把糖果、一个个平安果“飞”到了

孩子们的手中，场上观众竞相呐

喊，气氛热烈。 表演嘉宾和参赛

选手的精彩表现引得现场观众

的阵阵掌声。经过紧张的角逐之

后共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一

名、三等奖一名，并颁发了丰厚

奖品。

(线索提供：王瑞杰 袁志恒)

推荐目的地二：

云南丽江

在寒冷的冬天里， 老年

朋友选择到海南三亚“躲冬”

的比较多， 今年不如选择云

南丽江作为“躲冬”的目的地

吧，换个地方也换个心情嘛。

虽说在丽江艳遇的几率比较

高， 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艳遇

来了那是挡也挡不住的，但

是如果有儿女的陪伴， 那比

什么都要好。

冬季在丽江，天空瓦蓝，

白云如鳞，阳光灿烂。白天晴

空万里，无雨无雪，太阳晒得

人暖洋洋的。 丽江是一片神

奇的土地， 汇集了神州大地

最美的景色， 丽江以最纯净

的姿态，交融着世间的一切，

给万千过客灵魂的洗礼 ，传

授生活的真谛。 元旦期间陪

同父母， 来魅力无限的丽江

吧！ （大河）

2013 年渐近， 怎能错过新年大假呢？ 况且我们真的“躲过”了

2012 年 12 月 21 日的“世界末日”，这么说来，2013 年元旦小长假确

实是值得庆贺的，那我们就趁着这个小长假好好犒赏一下自己吧。

针对 2013 年元旦放假安排， 许多网

友纷纷“吐槽”， 一时间网上闹翻了天。

紧接着就有聪明的网友提出了各种版本

的拼假攻略、 休假方案， 一时又成了网

上聊天的热门话题， 但讨论最多的当数

元旦小长假。 有网友提出只需请一天假，

就可以连休六天的绝佳方案 。 这样的

“窍门儿” 自然已经刺激了蠢蠢欲动的出

游人士。

记者发现，面对假期，有不少网友拼

出“完美假期”。 如 ：元旦 ，12 月 31 日请

假，就能有 6 天假期；劳动节，5 月 2 日和

3 日请假，就能有 7 天假期；国庆节，如果

能从 10 月 8 日至 12 日请假， 就能有个

13 天的超长假。 但最牛请假攻略是利用

年假请假 16 天拼出 56 天长假。

2013 年的元旦小长假引来网友热议

元旦 3 日游

省内的各大滑雪场现已整装待发，时

刻准备着迎接游客的到来，所以一定要在

雪地里展示你的飒爽英姿，来个酷味儿十

足 pose 哦！

家门口的滑雪天堂———嵩山滑雪场，

不管你是滑雪“菜鸟”还是滑雪高手，抑或

是纯粹只想在冬季里感受漫漫雪地的洁

白，在这里，都能让你找到似火般的激情

与快乐。 还有王屋山滑雪场，12 月 15 日

首次开门就迎来了 200 多名游客体验滑

雪魅力，男人的欢笑 ，女人的尖叫 ，瞬间

high 翻全场！

如果像网友提出的可以拼足 6 天假

期的话，那我们就趁着年末也给自己放个

长假，愉悦任我游吧，这可是一次难得的

机会哦。

元旦 6 日游

推荐目的地一：海南三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