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5月30日至6月1日
地点：湖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

由共青团湖南省委、 湖南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 少先队湖南省工作委员
会、湖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湖南省
青少年活动中心、三湘都市报、华声在线
承办的第五届湖南体验式儿童节， 将在
湖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快乐上演。

在这里，各种好看、好玩、好用的活动
将轮番精彩上阵， 你不仅能观看到各种各
样的表演，还能参与3D立体画展，近距离感
受民间艺术家的拿手绝活儿， 并且能在儿
童跳蚤市场里淘到精美的小玩意儿。 还等
什么，快来第五届湖南体验式儿童节吧！

辣妈们来看看怎么玩吧？
1、你可以来看3D画展

站在立体、逼真的图画前面，你看到
的可不再是简单的画面了， 而是足以以
假乱真的艺术效果。 萌态可掬的小鸟好
像就在你身边盘旋， 张着血盆大口的大
白鲨也似乎马上要将你吞入口中， 这一
脚刚从美丽的城堡里走出来， 下一步立
马就又踏入了侏罗纪公园……
2、你可以来感受民间手艺

棕编、糖画、剪纸、面塑，在家长们的
童年里，这些可都是满满的回忆，但是在
宝贝们的世界里， 这些正在慢慢遗失的
民间手艺是不是无比的新奇？一片棕叶，
不一会儿就编成了一只只活灵活现的小
鸟、蚱蜢或者一朵朵娇艳的玫瑰花；一勺
糖， 三两下就花成了一只只生龙活虎的
小动物或者圆润诱人的水蜜桃……
3、你可以在跳蚤市场里挑挑选选

当天还有很多小朋友把自己闲置的
图书、文具、玩具拿到跳蚤市场出售，或
到其他摊位进行交换， 让小朋友们练摊
儿又练胆儿。你想来吗？ ■文_钟雅洁

19登 机 口
Gate

各位旅客请注意， 福来航班FL0429已
经到达本场， 请您从19、20号登机口登机
享受福利， 猛戳二维码抢购辣妈商城惊爆
产品。

20登 机 口
Gate

“老友记”潮汕火锅店在
一条窄小的陋巷内， 还没踏
入巷口时， 就能感受到一种
温热的腥膻气扑面而来，这
便是来自潮汕的味道了。

店门脸很小， 店内摆设
简单之极， 座位之间十分拥
挤， 经常一仰身就会碰上隔
壁桌人的后背， 但对于嗜肉
的人来说， 这里一定是一道
令人迷恋的风景： 几只塑料
凳围着一只最不起眼的电磁
炉上的锅子， 汤水笃笃地煽
动出热气来， 锅里咕嘟咕嘟
地煮着牛丸、牛腩、大骨熬制
的锅底， 各种部位的牛肉深
浅有致， 红白相间地摆了一
桌子。 热情好客的店老板仍
然在一叠一叠地把现场片好
的牛腱子肉、牛筋、牛舌、牛
百叶等等, 一一从厨房直接
端出来,�围拢一桌的人一边
惊呼一边吃到酣畅， 他们频
频起身， 将筷子够向锅中的
牛肉， 搅动得空气中的牛肉
香也愈发鲜活起来。

这就是特有的潮汕牛肉
火锅———一般都用当天宰杀

的新鲜牛，不冷冻，不排酸，
用牛骨熬制的锅底清汤一
涮即吃，令人仰止的便是潮
汕人的这种对新鲜的苛求
和对本味的执著。

牛肉精华部位包括：脖
仁， 牛脖子上那块微微突
起、最经常活动的肉，最大
的特点是肥嫩而微有嚼头；
吊菱膀，一条牛往往只能取
出不到一斤，特点是鲜甜而
弹牙；匙仁，即牛的肉眼排，
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无比的
甜嫩；最脆最弹牙的部位首
选正五花， 即牛的趾屈腱
肌。另外，脆滑的牛舌、牛胃
之间衔接部分的肚埂、肥美
的胸口肉都是潮汕牛肉爱
好者时时挂念的心仪之物。

当然， 如果你运气够
好，高大帅气的小马哥得闲
在店里的话，还会给你泡杯
功夫茶，一边是茶香，一边
是肉味，动静皆宜，不是长
沙，是客家。
地址：岳麓区咸嘉湖路润泽
园D6栋1楼

■文_彭斌 图_刘丰

蝴蝶妈
胸口油

牛前胸的脂肪部分，看上去油得出奇，
入口却是清甜间微微泛着牛油的香味，与
“肥腻”两字完全不沾边。奇异的油花分布
带来了脂膏的簇拥和细微的嚼劲， 对牙齿
有着微妙的抵抗力和反弹， 真正算是一口
有品格的肉。

黄阿妈
蚵仔煎

还记得那部《转角遇到爱》么？罗志祥最
拿手的就是这道菜。 在长沙如果你想吃到正
宗的蚵仔煎，真心推荐，你值得拥有。

章小鱼
腱子肉

牛腱肉的部分， 要精确到牛后腿大腿内
侧的两小条有着新鲜牛肉带来的丰富弹性，
涮起来筋肉感十足，得用爽脆才能形容。

JOY
干贝虾蟹粥

如果懂吃又肯花时间等待就一定要喝
生米熬的砂锅粥，经典的干贝虾蟹粥,大个
头的钳子，肉质饱满白嫩又鲜甜，这种缓慢
均匀的传热方式煲出来的粥品， 有着无油
清爽又不失鲜美的温润口感。

文武姐
油炸虾球

炸得金黄的小虾肉，圆滚滚，极诱人，
这就够了？no！点上金桔油，酸酸甜甜的感
觉马上有！酸、脆、香、爽，就是这个味！好吃
得停不了口！

潮汕牛肉火锅带牛肉丸，牛
腩 38元一份
牛后腿肉 36元一份
青菜 8元一份
砂锅粥 小份38元

辣妈爱客气
辣妈福来DAY帮你出

价值100元的大头，您只需
要支付20元，就可以享受本
期的潮汕四季牛肉火锅啦！
只有10名幸运辣妈有这样
的机会哦，快扫微信二维码
秒杀吧！

辣妈福来DAY本期火辣推荐———

“六一”礼物专场 让我为你读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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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记
家庭套餐
（适合2-3人）

是老友，就去“老友”吃头牛
在潮汕火锅中涮出“美容院”

吉姆·崔利斯《朗读
手册》 上有这样一段话：

“你或许拥有无限的财
富，一箱箱珠宝与一柜柜
的黄金。但你永远不会比
我富有，我有一位读书给
我听的妈妈。”

亲子阅读，如今被越
来越多的年轻父母所认
可， 被早期教育所推崇。
毋庸置疑，亲子阅读能培
养宝宝的学习兴趣，还能
培养口语表达能力，拓展
思维等。 更重要的是，给
父母创造与孩子沟通以
及分享读书乐趣的机会。
《辣妈周刊》这个“六一”
特地为您挑选了一下四
类适合爸爸妈妈和宝宝
一起阅读的绘本图书，让
我们一起分享读书的感
动和乐趣吧~

第五届体验式儿童节
辣妈萌宝的“一站式六一”

读者定位：2~6岁亲
子阅读，7~10岁自主阅读

本书卖点： 引进美国
心理学教授加纳的8大智
能系统（人际智能，内省
智能，空间智能，逻辑智
能， 语言智能， 旋律智
能，肢体运动智能，自然
观察智能）， 把感悟智能
和开发智能完整地结合起
来，通过有趣的小故事，让
小朋友体会到8大智能的
含义， 并且在动物场景中
感受到温暖和美好。

分册：《怪异的大房
子》、《啪啦啪啦舞》、《彩虹
小屋》、《神奇愿望镜》、《嘘
呼怪》、《雪地里的生日派
对》、《小溪里的大冒险》、
《兔妈妈的晚餐》

您可以这样参与到
5月30日下午三点的微
杀：

1、扫本版上方二维
码关注“辣妈福来DAY”

2、点击辣妈商城
3、时刻关注商品倒

计时表，等待微杀开始。
4、 秒杀成功后，我

们的客服会第一时间联
系您， 然后您就安心等
待货品到家啰~

读者定位：2~4岁亲子阅读，5~8岁自
主阅读

本书卖点： 设计更为可爱更受孩子欢
迎的角色形象，结合优良品德的主题，串联
在幽默可爱的故事里面， 生动活泼地讲述
了令孩子受益匪浅的道理。

分册：《我要买玩具》、《我怕黑》、《我要
看电视》、《我不要看牙医》、《我要洗手》、
《我不撒谎》

《公主王子成长绘本》系列

特辣价￥24/本

读者定位：2~6岁
本书卖点：由启蒙到难，循序渐进，按照

幼儿智力发展的需要进行阶梯训练。 颜色鲜
艳，画风可爱，融入了大量生活中的常识，可
全面提高幼儿的观察、 认知、 判断和动手能
力。

分册：《快乐手工》2岁、《快乐手工》3
岁、《快乐手工》4岁、《快乐手工》5~6岁、
《涂画乐园》2岁、《涂画乐园》3岁、《涂画乐
园》4~5岁

《冒险小王子》系列 特辣价￥12/本

《野草莓山谷里的短耳兔》
系列

特辣价￥24/本

牛肉，高蛋白低脂肪，好吃不长肉，可谓“肉
中骄子”。中医认为：牛肉有补中益气、滋养脾胃、
强健筋骨之功效。对女人来说，常食牛肉能养血
理血，滋阴润肤。

特辣价￥18/本 读者定位：3~6岁亲子阅读
本书卖点： 中国大陆第一本真正给孩

子性启蒙教育读本， 科学与故事的完美结
合。用最正确的方式让孩子知道有关生命、
遗传及生殖的知识， 简洁直接又轻松的性
教育故事。“80后” 妈妈与幼儿园老师、小
学教师、图书编辑极力推荐阅读。解决父母
不能回答孩子的那些尴尬问题， 让孩子懂
得保护自己也尊重他人。

分册：《爸爸妈妈， 我从哪里来？》、《我
是男孩？女孩？》

儿童性别启蒙教育读本

2014年5月27日 星期二 编辑_黄雪 美编_陈阳 校对_杨斯涵

24
辣妈福来DAY。A

86年的老板还没有女朋友哦！

牛舌

锅底

砂锅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