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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C27

炎炎夏日 让“韩风”带来清凉！
轩韩国家纺 韩式唯美家居新体验

几年前，随着《蓝色生死恋》、《浪漫满屋》等韩剧的热播，一股韩风悄然吹来，烟台作为
与韩国隔海相望的沿海城市，更是吸收了韩国各领域的精华为己所用。韩国料理、韩式的服
装、韩式的发型、韩式的家居风格，让整个港城增添了更多浪漫、唯美、温馨的气息。

本期婚易通，小编带您走进
轩韩国家纺，准新人们可要跟紧
脚步哦，韩式唯美浪漫家居新体
验开始啦！

轩韩国家纺位于南大街购物
城二楼，浓郁的购物氛围，加上店
内不一样的韩式家居产品，使得
这里的客人每天都是络绎不绝。
老板林女士是一个有点胖胖的可
爱女人，因为喜欢韩剧、喜欢韩国
文化，也想把这种唯美和浪漫分
享给更多人。

据林女士介绍，店里所有货
品都是韩国直接进货，无论是风
格、样式，还是颜色都是韩式的感
觉，无论哪个年龄层的顾客，都会
找到自己喜欢的风格。妈妈们都
会为自己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儿
女准备床上用品，四件套、单独的
床单、被子、夏凉被、甚至是枕头、
靠背。

小编在店内刚好碰到了准
新娘黄小姐，黄小姐说：“婚期
就定在 1 0月份，房子也装修好
了，之前朋友结婚的时候就是
在这里买的床上用品，这里的
风格我们都很喜欢，我看中了

这套韩国四件套，比较之后觉
得还是这里的价格公道，今天
就来买了。”林女士说：“这套韩
国四件套非常有韩国风味，真
丝绸的材质也非常舒服，而且
色泽鲜艳不易褪色缩水，耐磨
度强，价格和大多数国产品牌
比属于中等，一般家庭都能够
接受。”

小编在一处柜台闻到了淡淡
的花香，经询问才知道原来这是

“香味被”，也就是“彩棉松香”。这
种被子的主要材质是100%木棉提
取物，经过松香浸泡具有防螨防
虫的功效，其香味反复洗涤后能
保持3—5年。因其主要填充物是
木棉，其防潮性能比一般的被子
要好很多，洗涤方面是属于速干
型产品。

在轩韩国家纺店内，记者看
到还有非常可爱的小枕头，非常
适合小宝宝用，柔软的材质也不
会使小宝宝有任何不舒服的感
觉；还有儿童适用的被子，轻柔舒
适。据林女士介绍，儿童产品主要
材质是100%纯棉植物提取物染
色，色牢度强、舒适、吸汗性能好。

专刊记者 庄粟

观影美食地图
专刊记者 李相澎

一、黄记煌：

背景文化：三汁焖锅源于清
代御膳名肴“香辣汁鱼”。黄振鸥
先生与其子黄耕先生依据“药食
同源”的理论，潜心研究养生饮
食，在祖传秘方基础上结合传统
滋补理论于现代养生学说，创出
了以宫廷菜肴精华为基础，适合
现代人饮食特点的养生环保佳肴

“三汁焖锅”。
三汁焖锅十种食材 :大蒜、红

薯、小西红柿、西芹、洋葱、胡萝卜、
枸杞、红枣、青尖椒、红尖椒
推荐菜品：
1、焖鲶鱼

营养成分：鲶鱼的营养价值很
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人体
需要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口感：肉质软嫩肥美，口感嫩
滑，入口即化。
2、焖草鱼

营养成分：草鱼含有丰富的不
饱和脂肪酸、硒元素。

口感：鲜嫩爽口，原汁原味。
3、黄记煌至尊

营养成分：江团鱼，是美容
的食补佳品，鱼骨含钙较高。鲍
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还有较多
的钙、铁、碘和维生素等营养元
素。鲍鱼能养阴、平肝、固肾。海
参具有补肾益精、滋阴补血、阴
阳双补，增强体质，调整机体免
疫力等功能。

口感：鲜嫩爽口，原汁原味。
优惠活动：充值500返50；充值

1000返150。

二、金韩宫韩式餐厅

背 景 文
化：金韩宫隶
属 于 武 汉 金
韩 宫 酒 店 管
理 有 限 责 任
公司，是其旗
下 知 名 餐 饮
品 牌 之 一 。
2006年5月，第
一 家 门 店 在
武 汉 市 万 达
广场开业，从此为武汉人带来了全
新的韩流美食感受。2012年入驻烟
台振华商厦，品牌创立至今，已经
稳占武汉各大知名商场和A类商
圈。金韩宫以韩式烧烤为主，辅以
各种时尚日韩美食，例如石锅拌
饭、韩氏汤、寿司、刺身等。

韩国饮食特点十分鲜明，烹调
多以烧烤为主，口味非常受中国人
的喜爱。与中国料理不同的是，韩
国料理比较清淡，少油腻，而且基
本上不加味精，蔬菜以生食为主，
用凉拌的方式做成，味道的好坏全
掌握在厨师的手指中。
推荐菜品：
1、雪花牛肉

雪花牛肉指脂
肪均匀分布于肌肉
组织中，形成大理
石样花纹，如同雪
花般美丽，因此得

名霜降雪花牛肉。加工后的牛肉营
养丰富，品质提高，可实现厚切。

口感：柔润、鲜嫩、易嚼易咽。
2、雪花猪肉

顶 级 的
美味“雪花牛
肉”在猪肉上
也 能 品 尝 得
到。雪花猪肉

是猪的颈部与小里脊部分的肉。配

以韩式烧烤腌料，完美保留着肉本
身的香味。

口感：肉质鲜嫩多汁，味浓醇厚。
优惠活动：现金消费满100元返

30元代金券并送会员卡一张。

三、俏江南

背景文化：川菜为中国八大菜
系之一，拥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内
涵，百菜百味，一菜一格，因炽热郁
烈的口味享誉海内外。俏江南作为
中国餐饮行业的领军品牌，弘扬川
菜的精髓，传承川菜文化，在融合
成都菜、重庆菜特点的基础上别出
机杼，创造出凝聚川菜神魂的俏江
南精品川菜。

为保证菜品口感正宗，俏江南
选用来自全球的美味食材及四川
本土优质原材、调料等，精于变化、
味尽其妙，将食色香味发挥得淋漓
尽致，呈现出真正意义的精品川
菜。
推荐菜品：
1、江石滚肥牛

江石滚
肥牛是俏江
南最为经典
的菜品之一。
此菜不仅好

吃，而且好看。烧热的江石将清油
烹沸，鲜嫩的肥牛片在食客眼前缓
缓浸入沸油中，待到肉片变色后，
配以秘制调料食用，色香味久久环
绕。此菜，多年来已成为各方宾客
不可不试的经典名品。
2、水煮澳龙

俏江南
将每日空运
到店的鲜活
龙虾用独家

调料腌制加工，然后以精心熬制的
水煮油进行烹饪。龙虾入口香辣不
燥、鲜嫩细滑、浓香四溢，让您感受
到正宗川味与鲜美龙虾相互交融
的独特魅力。
3、堂做山城极品毛血旺

俏江南最为经典的招牌菜之
一。俏江南选用鸭血、虾、海参皮、
午餐肉、猪腰、鳝鱼片、绿色毛肚、
肥肠等20多种食材，配以牛油精心
熬制72小时并且改良加入了香料和
中药的香辣秘制红汤，让您既能尽
情品尝又不必担忧上火的烦恼，服
务人员现场制作毛血旺更是带来
视觉和味觉的极致享受。
优惠活动：

包间：单桌现金消费满1200元
以上的，既可尊享以下其中一款优
惠项目：鲜青椒巴沙鱼/例/138元或
鲜榨汁果汁/扎等。

单桌现金消费满1600元以上
的，既可尊享以下其中一款优惠项
目：古法蒸海参斑/例/268元或招牌
黑椒雪花牛肉粒/例/258元。

单桌现金消费满2800元以上
的，既可尊享水煮龙虾/只/498元或
杰卡斯红酒一支/468元。

四、香稻

背景文化：“香稻”者稻米也，五
谷之首；五谷香，香之本与；五谷养，
养之根基。取最好的有机粳米配不

同海鲜，煲制各种潮式砂锅粥；精做
港式云吞面、甜点、营养小炒、下午
茶。让您真正品味到淳朴、自然的美
味，享受真诚、亲切的感觉。

青岛“香稻”品牌，传承青岛锦
上汇餐饮“汇佳品之源，聚诚善之
德，做良心之事”的经营理念，凭借
良好的口碑和品牌效应，迈开了快
速发展的步伐。

优惠政策：辉煌5周年，优惠送
不停。

活动时间：2013年6月10-6月30日
优惠1：充值500元赠送25元；充

值2000元赠送240元；充值5000元赠
送750元；充值10000元赠送2000元。

优惠2：凡进店消费的客人每人
赠送酸梅汁1杯；凡进店消费的会员
客人，消费同类的甜品第二份半价；
凡进店消费的会员客人，消费羔蟹
粥加3元可换购木瓜酥一份。

(注：以上店庆活动不能和店内
其他活动同时进行)

在这炎炎的夏日，看场心仪的电影，
品尝可口的美食，来平息燥热的心情，不
乏是一种消暑方式。在这里小编为你推
荐各路美食，以供参考。

鲁信影城
下周有《萨米大冒险2》、《开

心超人》两部动画上映，暑期前后
动画片相对会多一些。此外，《盲
探》是刘德华、郑秀文七年后再度
合作，相信会有惊喜。《恋人未满》
也将在下周上映，这是“酸酸甜甜
就是我”超女张含韵的首部电影作
品，在《致青春》火爆之后，这部关
于成长青春的电影也备受期待。

《萨米大冒险2》
6月28日 动画/冒险 比利时
《开心超人》
6月28日 动画/冒险 中国大陆
《盲探》
7月4日 喜剧/爱情/悬疑 香港
《初恋未满》
7月4日 剧情/爱情 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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