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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湾浅水 满城浓情

浅水湾：中西合璧，味美情更浓
●记者 杜培清
●图片 毛亚轩 视频 赵忠志
咸宁的餐饮业从街头大排档开
始，
随着城市的发展，
渐渐生出百家争
鸣的形态，从乡土菜到川菜、湘菜、粤
菜，
兼南北味之长，
开拓出咸宁灿烂的
餐饮文化。说到咸宁有名的本土餐
厅，
相信众多吃货的记忆里，
都有着一
家好吃不贵，
服务到位的心水店。
没错，
我们说的就是今年已经 13
岁的浅水湾餐厅。5 月 18 日，浅水湾
时尚餐厅在同惠国际广场三楼盛大
开业，除了有你熟悉的口味菜外，还
特聘东南亚菜肴大师主理特色东南
亚菜肴，让你的舌尖来个环球旅行，
足不出咸宁就能享用东南亚美食。
森系餐厅，
“舒食”就在每个细节
浅水湾隶属于咸宁市御湾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旗下现有御湾
酒楼（位于温泉公安分局旁）、浅水
湾厨房制造（位于潜山商业街）、浅水
湾时尚餐厅（第一街店）、浅水湾时尚
餐厅（同惠店）。
浅水湾时尚餐厅（同惠店）面积
500 平方米，环境无可挑剔，铜制的
枝型吊灯华贵典雅，柔和的光线 淡
淡映下来，宁静的氛围让人很舒服。
森系风格的设计主题清新自然，
插花、绿植随处可见，时尚中带着点
文艺的味道，随便一个小角落拍出来
都好看；而最最让人着迷的就莫过于
餐厅的一面墙上的一幅巨大的港湾
油画，色彩斑斓，恬静优雅。坐在餐
座上一边吃饭，一边欣赏无敌海湾景
色，只觉神清气爽、心境开阔，
如度假
般地自在轻松。
坐在这里吃饭，
你会情不自禁地
放弃
“速食”。一餐饭吃下来，
你好像
过了一整个假期。
“食”力全开，引爆“舌尖上的狂欢”
浅水湾致力于将川湘菜的热情、
西餐的精致相结合，
打破单一的饮食
结构，更多的国际口味，给你带来一

场
“舌尖上的狂欢”
。
西餐中点击率高的菜当数招牌
牛肋骨了。店里的牛肋骨都是从原
产地优选订购的雪花牛肉。肥瘦相
间的牛肋肌间脂肪和油脂分布平衡，
经过秘制酱料长时间腌制后烘烤出
炉，焦嫩的牛肋冒出滋啦的响声，散
发着浓郁的牛肉香味，咬一口，肥嫩
多汁，无需用力咀嚼，肉香便化在嘴
里，浇上黑椒汁，更觉满口香浓，
与众
不同。
会跳舞的脆皮鸡，
是把整只鸡在
秘制调料里腌制 24 小时，充分入味
后烤七成熟。再用热油淋炸，
皮脆肉
嫩，蘸上酱，
咸鲜微甜，
就连里面的骨
头也是相当惹味！配一杯啤酒，
经典
的 CP、经典的桥段都出来了！就 算
无特价，你都会有订制几只带回家与
家人、朋友分享的冲动！
要说中餐，不得不说经典得不
能再经典的家常菜跳舞的鱼头了。
把鳙鱼头用盐、味精等腌入味，放入
蒸箱大火蒸至鱼头成熟后取出，淋
入提前调好的味汁，再浇上烧热的
香油，看上去就让人很“燃 ”。鱼头
的鲜香被尽量保留在肉质之内，味
汁又恰到好处地渗入到鱼肉当中，
入口细嫩晶莹，还富含大量的胶原

1、每期我们将设计互动话题，进香城
都市报微信公众号参加互动拿大奖！
2、大家根据话题内容在下方留言回
复，我们将在规定时间内选出留言排名第
一的朋友作为一等奖，其余奖项依次类
推；粉丝奖由香报君从每期最经典的留言
中抽取；
3、
所有获奖的粉丝将收到香报君的回
复，获奖人即可以凭我们的后台回复信息
前往同惠广场三楼浅水湾时尚餐饮领奖。

至今难忘。
宾哥(朋友)：最喜欢正
宗的香辣湘干炒肉。
千 夜 ：借 问 龙 虾 何 处
有，
众人皆指湘中香。
张 文 13387170882

浅水湾所有店的食材除时令蔬
菜从本地采购外，其余的肉类、山珍
等都是从原产地优选、正规大商家直
运的优质食材。
餐厅采取现代化的中央厨房模
式，干净清爽，从食材进厨房，再到
端上餐桌，中间规范化、标准化、流
程 化 管 理 ，各 道 菜 肴 皆 有 标 准 ，主
菜、配菜的份量都有严格要求，各式
食材蒸、煮、炖的时长都有精确到分
的把控。而且每道菜现做现出锅，

说一说你心中浅水湾最“燃”的一道菜吧！
奖品设置：
一等奖1名，
二等
奖2名，
三等奖3名，
粉丝奖10名。
1、
设一等奖 1 名，
奖励储值
300元的会员卡1张，
御湾酒店管
理公司旗下所有门店均可使用。
2、
设二等奖 2 名，
赠送面值
200元代金券，
限同惠店使用。
3、
设三等奖 3 名，
赠送面值

远大空气有限公司：余味绕
舌，过口不忘。
青青：油焖大虾好吃又
美味。
玺洁不锈钢厨柜：最爱
剁椒鱼头。

【上期获奖名单】

【上期精选留言】

心绪：喜欢湘中香家的
菜！！
日月星辰：看得我口水
直 流 ，我 爱 湘 菜 的 鲜 香 爽
辣。
一路跟随：擂辣椒皮蛋

百年品牌，展咸宁餐饮文化新姿

杜绝热冷菜。
浅水湾对员工的培训不遗余力，
新入职的员工要内训，老员工要参加
外训，中、高级管理层要选送到外地
知名餐企、专业院校进修培训。员工
薪资、福利丰厚，工作满三年还可以
享受较长时间的带薪年假。通过待
遇留人、情感留人和氛围留人，浅水
湾拥有了一支具有极强向心力和凝
聚力的优秀员工，他们为浅水湾客人
带来了不一样的服务体验，为浅水湾
的长远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自公
司成立以来，收获一大班忠实粉丝，
连周边地区的食客都闻名而至。
现在，
浅水湾有 4 家分店、
托管机
关企业食堂三家，
在职员工300余人。
因服务规范、
管理严谨、
福利优良，
御湾
酒店被推选为咸宁市烹饪酒店行业协
会会长单位，
并荣获了湖北省食药监局
颁发的
“放心餐饮示范单位”
和湖北省
烹饪酒店行业协会颁发的
“湖北最受
欢迎的宴会酒店”
等荣誉称号。
该公司运营总监董煜先生介绍
说，咸宁市御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一
直以服务大众为宗旨，以优质的服务
为基础，以鲜明的、品质优良的菜肴
为支撑，服务咸宁、湖北大众，致力于
打造咸宁市百年餐饮品牌。

【话题】

【福利专区】

香报惊喜福利

蛋白，补脑又养颜。
除了这些镇店大菜，同惠店还有
大招——特聘东南亚菜肴大师主理
特色东南亚菜肴。来自泰国的大 厨，
原装泰国进口食材、调料，把泰式美
味演绎到极致！比如微辣略带清新
的青胡椒基围虾，用青胡椒和南姜
片、香芋段来搭配开背基围虾，去腥
又提鲜，各种香料的气味直冲口腔，
辣得过瘾 ，而泰国秘制酱料的加入，
使这道菜整体口感层次非常的精彩！
还有疯狂的石头菜、泡椒味牛蛙
泡锅、秘制酱鹌鹑……都是你完全无
力抵抗的美味！

100元代金券，
限同惠店使用。
4、设粉丝奖 10 名，赠送特
色菜“辣得跳”一份，当日进店
点餐直接赠送。
活动时间：
5月18日至6月30日
订餐电话：0715-8066787
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咸宁市御湾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一等奖：
岁月如刀
二等奖：
家有三宝、玺洁不锈钢厨柜
三等奖：
上善若水、真的太认真、小峰峰^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