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2月21日，冬至前夕，小关庙众羊肉汤店摆桌备战羊肉汤节。

“来了，5号桌两盘炸羊排。”服务员刚
把菜端上桌，便被一桌人分光。12月

21日上午11点，成都三官堂的一家肖字辈羊肉
汤店内，已坐满40多桌食客。中午时分，成都
小关庙街，也被四面八方赶来的吃货们占领。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小关庙街、三官堂羊
肉汤馆里八毛钱一碗的羊肉汤，到如今遍地
开花，售价达120元/斤，羊肉汤江湖仍是客流
不断。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连续走访
了吃货口中热议的多家羊肉汤店，绘制最新
羊肉汤地图和攻略，供读者一睹为快。

鲜美鲜美/

老食客追捧羊肉汤将近30年

“平时每天要宰20多头羊，22日冬至当
天，预计要宰80头到100头才够。”成都三官
堂一家肖字辈羊肉汤店老板肖仙仙介绍，为
了冬至一战，他还专门租了100多张桌子。

“20多年前，三官堂的路不宽，但到了冬至
一样是人特多。”他说，价格从10多块一斤涨到
了现在的120元左右，“有时候甚至更高。”

当天中午1点左右，记者在小关庙街，见
到专程来吃羊肉的钟先生。今年54岁的钟
先生，自称吃了快30年羊肉汤，“记得最便宜
时只有八毛钱、一块钱一碗，现在小关庙维持
100元/斤左右，成都有高的已卖到每斤170
元了。”

记记录录/

老成都跟拍羊肉汤江湖30年

“对成都人来说，冬至就是吃羊肉的节
日。”在成都一摄影师的微信公众号《打街的
自留地》里，记录了成都人从上世纪90年代
至今，冬至时节吃羊肉的场景。

拍摄者刘先生说，这么多年，小关庙街没
发生多大变化，变的是吃羊肉的热闹劲和羊
肉汤的价格，“价格是年年越吃越高。”

例如，1999年的冬至，那时候天没黑，小
关庙街已坐满食客。在他拍摄的照片中可以
看到，食客挤满了街沿和大部分街道，就像摆
开的坝坝宴一般。

时间跳转到2006年冬至，夜色落了下
来，因为吃羊肉汤的人太多，小关庙街不得不
进行交通管制。

而现在，成都羊肉汤已不只局限于小关
庙、三官堂了。“吃羊肉的方式在不断变化，
烤、涮、炒、蒸等加入其中。”对此，成都餐饮界
资深人士表示，现在简阳、双流、金堂、彭州、
温江等区市县羊肉汤店遍地开花，也让更多
人吃到不一样的羊肉汤。

随着冬至到来，
除了羊肉汤情怀外，
还是要好好犒劳下
自己的胃。为此，记
者走访成都中心城
区，以及周边多个区
县，并综合广大吃货
的热荐，绘制了成都
最新版“美味羊肉汤
地图”，供各路吃货
们参考。

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 杨力 见
习记者 田之路 摄影
刘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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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关庙羊肉汤一条街
价格：80-120元/斤 特色：老成都情怀
贴士：不建议自驾前往
肖仙仙羊肉
地址：三官堂街16号
价格:100-120/斤 特色：炸羊排 蒸羊肉等
贴士：不便停车 可叫外卖
肖神仙羊肉
地址：橡树林路
价格：80-120/斤 特色：羊肉高汤
贴士：记得提前一天预订
秦川号
地址：均隆街106号
冬至价：170元/斤 特色：老手艺老味道
贴士：价格高，不想拼桌者慎往
简阳二妹羊肉汤
地址：五里墩中街
价格：80-100元/斤 特色：汤鲜，素菜分量足
贴士：冬至下午要赶早
一品鲜简阳羊肉汤
地址：五里墩中街
价格：80-100元/斤 特色：吃羊肉的氛围够
贴士：不建议自驾前往
寻欢焖烤羊肉串
地址：长荣路66号
价格：人均消费70元左右 特色：烤
简阳赖氏羊肉汤
地址：双丰路18号
价格：85元/斤 特色：羊肉香肠
贴士：价格没涨多少
唐哥正宗简阳羊肉汤
地址：新园路一巷42号
价格：100元/斤 特色：各种做法
贴士：停车挺方便
草原人
地址：彭州市花园路59号（金彭花园）
价格：80元/斤（一年四季不涨价）
停车状况：停车较困难
黄羊肉
地址：彭州市花园路28号
价格：80元/斤
停车状况：无法停车 不建议开车
正宗简阳幺妹羊肉汤（犀浦店）
地址：犀浦围城南街114号
价格：75元/斤
停车状况：方便
简阳马氏鲫鱼羊肉汤
地址：温江区龙潭巷30号
附7-12号（美好家园城超市楼下）
价格：中午90元/斤 晚上100元/斤
停车状况：方便
阮老大羊肉老店
地址：双流区黄甲街道升平街
价格：80元/斤
停车状况：方便

上世纪90年代，成都小关庙街的羊肉汤
吸引众多食客。

2006年，小关庙街的热闹场面。

2011年，小关庙街羊肉汤店的伙计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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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席秦岭 罗田怡）近日，成都
市纪委举办了法律知识专
题讲座，双流区纪委组织
委局全体干部、各镇（街
道）纪（工）委、派驻（出）纪
检组织等，以视频会议的
方式在双流区纪委分会场
进行了收看学习。在了解
主讲人对监察委办理职务
犯罪的若干思考和建议
后，双流区纪检人纷纷表
示感触颇深，并对未来的
工作充满信心。

“监察委成立后，新的
职能带来新的挑战，对纪委
监委办案一线的工作人员
来说，办案理念、办案方式
要有新的转变。”区纪委第
一检查室主任张恒对下一
步的工作方向有了更清晰
的想法。“我们必须加强法
律法规的业务学习，不断提
高自身执纪执法的综合素
质，推动纪法衔接工作的快
速融合。”

培训结束后，纪检干部
纷纷表示这是一次很“接地
气”的培训学习，是一次吸
收快、应用快、能立竿见影

的培训。
“这次培训，让我这个

‘门外汉’对监察体制改革
有了更深入更透彻的了解
和掌握，让我对调查笔录
可能存在的‘陷阱’、对监
察体制改革与办案观的转
变情况、对滥用职权罪和

‘电话通知到案’这些特殊
之处有了更准确的把握。”
西开区纪工委书记林向利
表示，这次培训对她今后
工作的开展有很好的指导
和借鉴意义。

打好农业、旅游、文化三张组合牌
大美乡城实现华丽转身

“农、旅、文”已成甘孜州乡城县提升当地经济发展、造福当地百姓的加速器
在川西高原上，有一处令人魂牵梦萦的山水田园之地——乡城。
乡城县位于四川省甘孜州西南部，地处大香格里拉环线腹心地带，是川西南进入滇西北旅游区的重要通道。它因地形得名，是藏语“卡

称”的汉语音译，因县境内硕曲河由北而南纵贯全境，像一根丝线把座落在沿河两岸的白色村寨连在一起，犹如串串佛珠，被寓为手中之佛珠。
曾经的乡城，有着奇绝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俗风情、神秘的人文景观，但因地理和交通因素限制，“养在深闺人未识”。
如今的乡城，在政府的规划和引导下，走出了一条农业、旅游、文化“三位一体”结合发展的路子。大美乡城，正逐步冲破时空的藩篱，

绽放出青春的神韵和迷人的魅力，实现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撩开面纱惊人艳”的华丽转身。

乡城位于云南香格里拉和
四川稻城亚丁两大著名的世界
级旅游景区的中部，有着得天独
厚的区位优势，是中国大香格里
拉生态文化旅游环线”中的一个
重要节点。

随着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
过》的热播，让观众感受了一把来
自香巴拉的异域风情，纷纷向往
这片世外桃源，而电影中镶嵌在
田园山水间的白色藏房，就是乡
城三绝之一。也许是相邻的稻城
亚丁太过耀眼，云南中甸名气太
大，很多游客都把乡城当作匆匆
的过站。其实，乡城迤逦的高原
和峡谷风光，与二者并无太大差

别，反而因游人稀少更显原始。
“田园白藏房、净土香巴

拉”，光看电影怎么过瘾，还是亲
自来一趟“原生态、原文化、原著
民”的乡城吧！作为非商业化的
高原旅游圣地，这里的山山水
水，处处呈现高原深处的静谧之
美，这里的风土人情处处彰显人
与自然的和谐之美，让人魂牵梦
绕，流连忘返。

来到乡城，一定要买菩提手
串，乡城的含义就是“手中之佛
珠”，而这里的菩提手串已经成
为一张名片，就像游客到了四川
一定要吃火锅一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从甘孜州乡城县旅发委获悉，今
年1-6月份乡城县共接待游客
1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6
亿元。近年来，乡城县坚持把全
域旅游发展作为促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激发农业发展
的重要引擎，依托乡城三绝——
白藏房、“疯装”、桑披岭寺等人
文景观发展具有乡城特色的旅
游模式。其中，白藏房已成为旅
游观光的热点，2016年，乡城县
引进投资公司，通过“公司+农
户”的方式进行民宿开发，实现
了“资源转换为资产、资产转换
为资金、资金转换为资本”，增加
了群众致富渠道。

文化是一个区域的灵魂。作
为镶嵌在“中国大香格里拉生态
旅游区”核心腹地香巴拉深处的
一颗明珠，除了雄奇秀美的自然
风光，你一定还会被乡城璀璨夺
目的民族文化深深吸引。

来到这里，你一定要体验大
名鼎鼎的乡城三绝——

走进乡城，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幢幢点缀在田园山水间的白
色藏房。白藏房是乡城人民的住
房。每年乡城人民都会用乡城山
上特有的阿戈土拌水搅成白色土
浆，从墙头慢慢浇下，直到土墙变
白。据当地老人讲：每年浇注一
次就相当于点上一千盏酥油灯，
诵一千道平安经，吉祥、幸福就会
光临每家。随着白色藏房的出
现，乡城山水明朗了许多。

被称为“疯装”的藏式妇女服
饰，配料独特，做工精细，融合了
汉、藏、纳西三个民族的风格，在
民族服饰的舞台上独树一帜。“疯
装”既体现了观念保守陈旧、交能
信息闭塞落后时代乡城人的勇气
和创新意识，也反映了“文成公主
进藏”等重要史实，是不可多得的
历史文化财富。

桑披岭寺壮观挺拔、气势宏
伟，形态名异内容丰富的塑像、壁
画像一页页史书在人们眼前徐徐
翻开，带领人们走进没有尘世纷
争的世界。桑披岭寺正殿有280
根雕饰精美的柱子，可同时容纳
5000人盘坐诵经，是一座具有近
400年历史的黄教寺庙，素有“祥
地宝寺”之称。

“我们将高原生态农业、自
然人文景观和历史文化传说揉
和在一起打造建设，让游客乘兴
而来，满意而归，真正让农、旅、
文成为提升当地经济发展、造福
当地百姓的加速器。”乡城县相
关负责人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奇绝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
俗风情，神秘的人文景观……曾
经的乡城，像一个“养在深闺人未
识”的美丽村姑，等待人们探寻。

在政府的规划和引导下，乡
城把农业、旅游、文化捆绑起来发
展。大美乡城已经实现了从“养
在深闺人未识”到“撩开面纱惊人
艳”的华丽转身。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易弋力

农业牌
“藏式年货”搭乘互联网快车
走入千家万户

千百年来，无论脚步走多远，故乡的味
道始终熟悉而顽固，无论是谁，“年货”往往
在心里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乡城，是一个
让人梦牵魂绕的地方，而这里一直蕴藏着关
于“藏式年货”的秘密。

在乡城众多颇具本地风情的农产品中，
松茸包、藏猪、藏鸡蛋等高原产品人气最高，
这些最平常的食材，相互融合之后变得可口
动人，这便是乡城人最引以为豪的“藏式年
货”。

野生松茸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天然药用
菌类。不仅营养均衡、丰富，而且还有提高
免疫力、抗衰老养颜、促肠胃保肝脏等多种
功效。乡城藏猪又名“人参猪”，生长在海
拔3880米高原藏区，是藏区特有的一种古
老畜种。藏猪食用虫草、松茸、人参果等野
生药材，因此肉质细嫩、香味独特、营养丰
富，被称为“高原之珍”。

聪明的乡城人，把松茸的天然和藏猪的
香美结合在一起，并配制成馅料，做成了独
特的“藏乡松茸包子”，?一个白格多登品牌
的“藏乡松茸包子”规格是40克／个，味美又
滋补，成为家家户户争抢的“年货”。

除此之外，高海拔牧区的藏鸡矮小好
斗、善于飞翔、肌肉发达，肉质鲜嫩。吃虫草
的母藏鸡7天产一枚蛋，而冬天休产5个月
以上，因此这珍贵的藏鸡蛋不管是来煮、煎、
蒸、炒，都是绝佳的营养美味。

这些“藏式年货”似乎远在天边，但事实
上它们已经乘着互联网的快车来到我们身
边。封面新闻联合蜀品天下打造的“藏式年
货节”已于12月20日在京东商城上线，封面
新闻也将在封蜜Club推出线上“藏式年货”
秒杀活动。高海拔、原生态、纯天然、无公害
的乡城农产品应有尽有……还等什么，快来
赴这场“藏式年货”之约吧。

上半年实现旅游总收入1.6亿元
依托原生态人文景观发展特色旅游

旅游牌

文化牌

雄奇的自然风光和璀璨的民族文化
“撩开面纱惊人艳”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殷航）12月21日，记者从成
都市新都区人大了解到，为
切实杜绝“微腐败”，提升群
众满意度，区人大常委会机
关从流程、制度、体系三方
面着力，全力做好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

相关负责人介绍，首
先是细化流程，制定印发
了《新都区人大常委会各
项活动规范化流程图》，对
常委会开展的专题调研、
执法检查、工作视察等活
动进行了规范，对“一府两
院”向常委会报告工作、任
前法律知识考试、宪法宣
誓、“代表之家”管理运行
等工作的程序要点、步骤
流程进行了再梳理、再细
化，确保常委会规范高效

地履职行权。其次是完善
制度，在广泛征求各部门
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修订
完善了常委会议事规则、
党组工作规则、公务车和
驾驶人员管理制度、财务
管理办法、公务接待管理
规定等16项制度并印发成
册。最后是创新体系，建
立了代表建议意见“1+
10+N”督查督办体系，确
保代表建议办理落到实
处。1，即每年选择一个关
系全区人民根本利益的重
大建议。10，即每年确定
10个关系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点建议。N，即由各
委（办）分别牵头督办同各
自职能领域相关的建议意
见，督促政府部门高效优
质地办理代表建议意见。

杜绝“微腐败”
新都区人大建章立制

双流区以学促行
直面监察体制改革挑战

今又冬至 喝羊肉汤请赶早成都最新羊肉汤地图出炉，吃货可按图索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