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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九银十”历来是中国人
举行婚礼的旺季，再过几天就
是国庆节了。近日，本报餐饮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随着国庆
假期的到来，我市餐饮行业即
将迎来“甜蜜风暴”。此时，我
市各餐饮企业铆足了劲在做足
准备工作的同时，还加强了疫
情防控工作。

“众所周知，国庆假期历来
都是‘婚宴高峰期’，天气方面，
不冷不热、温度适宜，加之国庆
假期，亲朋好友都放假，大家有
足够时间过来参加，秋天又是
个收获的季节，寓意比较好。”
市民王先生说，早在几天之前，
他就收到了来自朋友、同事和
亲戚家的几张喜帖。

不过，记者在走访中发现，
与往年不同的是，目前国庆婚
宴市场的主要特色是呈现小规
模化，桌数呈现下降趋势。

“为防扎堆，今年不少婚

宴，不少新人特意将客人划分
开来，分几天时间宴请，基本在
国庆节前几天就开始了，每次
宴请的客人或以包间形式，或
只宴请几桌，到结婚当天的宴
席也成了小型婚宴。”焦作月季
花园酒店的相关负责人说。

对于如此宴请的形式，即
将步入婚礼殿堂的市民李先生
表示，这样操办起来既不会形
成扎堆现象，而且每次人数不
多，操作下来新人也不会很累，
宾主皆欢，氛围也会更好。

“往年婚宴动辄几十桌、上
百桌，场面宏大。现如今，宴请
分散开来，而且邀请的人员也
精简下来，关系不太熟的朋友、
同事等都不会邀请，这样也避
免一些尴尬。”市民刘女士说。

“相比时尚餐饮主打口味
和单品、环境特色等，大型酒店
和餐饮机构在举办宴席的时
候，场地、服务等更有优势。”大

别山酒店相关负责人介绍，婚
礼服务更加专业，这些都是一
般大众餐饮企业和时尚单品店
没办法提供的。

婚宴少则十几桌，多则几
十桌，更考验着酒店食材配制
和后厨力量。新鲜食材保证喜
宴菜品营养可口，干净整洁的
厨房、厨具确保菜品制作有序
进行，一系列操作规范等确保
食客吃得美味、营养、卫生。

吃吃喝喝，是假日消费活
跃度最直接的“晴雨表”。在走
访中，记者在焦作迎宾馆、焦作
月季花园酒店、郑百园、大别山
酒店、马家大爷牛肉面、粥底鲜
鱼火锅、三锅演义等还了解到，
国庆假期期间，除了婚宴，也有
一些亲朋好友聚餐的散客预
约。

“老顾客都直接点套餐，但
大多数散客还是以现场点菜为
主。”郑百园相关负责人说。

除了正在积极筹备国庆婚
宴的各大酒店和餐饮企业，商
超餐饮、美食街等各类餐饮人
都在为这个即将到来的黄金假
期准备着。

除了各种花式引流举措，
很多商家还借着这个下半年第
一个长假的来临期望消费爆发
期，深入研判消费需求，升级产
品和服务，以期和消费者建立
更大黏性、更为长久的“亲密关
系”。

“国庆节假期相对平时来
说，客流量会比较大，我们会积
极作好相关防控措施，加强对
员工的疫情防控培训，上下班
必须要佩戴口罩、登记、测体
温，一切正常才方可工作。”马
家大爷牛肉面相关负责人说，
我们的员工还会积极引导消费
者在用餐中使用公筷，守护好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一晃眼中秋节已过，转眼
十一黄金周即将到来。在这个
举国欢庆的节日里，三锅演义
为大家准备了一波品鲜福利：
凡是10月1日当天生日到店用
餐的；10月1日至17日，凡名
字中带“国庆”的到店用餐；结
婚纪念日是10月1日到店用餐
的，凭本报报纸或拍下本版文
字照片的，三锅演义均赠送一
小份谷饲雪花肥牛，供大家品
尝。

在三锅演义就餐，吃美味
火锅，品三国文化。在三国文
化无处不在的环境下，无论全
家聚餐，还是友人聚会，都会禁
不住讨论三国文化。不仅教育
下一代了解厚重的中国历史文
化，还能通过三国典故以及人
物谈古人之道，论人生百态。

“谷饲雪花肥牛是近期店
里刚上的新菜品，相比其他的
牛肉，口感更好，肉质更嫩，也
比其他的肥牛吃起来味道更
好。”三锅演义总经理李秀梅
说。

食材好，食才好。对于健
康饮食，三锅演义不只是说

说。三锅演义火锅将“专注食
品安全，只做健康火锅”这句话
做到极致。

“做火锅，不管是汤锅、小
料，还是食材，我们出品的东西
一定要健康、营养、卫生、安全，
我记得同仁堂始终恪守‘炮制
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
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三锅演
义虽不能和同仁堂相提并论，
但在做人做事方面必以这句古
训为准则。”李秀梅说。

为此，李秀梅每日所做的
功课就是四处打探哪里有更好
的食材，并千方百计寻找、品
尝、对比，力争做到精益求精。

“我们一定要将最好的食材呈
现给广大食客，让大家品尝美
味食物。”李秀梅说。

李秀梅说，谷饲雪花肥牛
与食青草的牛不同，这种牛品
种优，以吃谷物为主。牛肉在
肌肉间形成一些脂肪，如大理
石花纹，其肉质无论口感还是
品相都非常好。谷饲雪花肥牛
蛋白质含量高，但脂肪含量比
普通牛肉要低。

谷饲雪花肥牛口感鲜嫩多

汁、入口清香，有爽滑柔软的咀
嚼感。菌汤、辣锅涮好后，蘸上
按个人口味调制的酱料十分美
味，老人、孩子等都可以放心食
用。

众所周知，火锅好不好吃，
除了食材、汤底外，用来蘸着吃
的小料非常重要。“制作虽繁必
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
减物力。”李秀梅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因此，一直致力于精益求

精的三锅演义，为了保证小料
更好的口感、新鲜及无添加剂、
香料等，该店从不用制作好的
料包，而是由厨师每日精选食
材、清洗、手工制作，真正做到
了健康、营养、美味。如香菇
酱。先泡发干香菇、清洗、捞
出，过油炸。捞出后用机器搅
成颗粒状，在油中温火少出香
菇水分，再放入搅碎的豆豉和
仲景香菇酱，放入盐、白糖等，
熬制10分钟后，香喷喷的香菇
酱就出锅啦！牛肉酱里的肉要
先用绞肉机搅成小颗粒，然后
以秘法炒制成美味小料，最后
呈现在食客面前。

图① 手工制作好的十多
种小料。

图② 搭配好的小料。
图③ 谷饲雪花肥牛。
本报记者 齐云霞 摄

国庆假期喜事“扎堆”
婚宴市场刮起“甜蜜风暴”

本报记者 齐云霞

三锅演义：十年始终坚持手工熬制
本报记者 齐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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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姓发源于赵寨村

赵寨村，是个美丽又有故事的村庄。
赵寨村北靠巍巍太行，南濒沁河，形

似凤凰，有“凤凰村”的美誉，唐朝时因守
寨将军姓赵故名赵寨。

据介绍，这里是练姓的发源地，练姓
得姓始祖练何来自这里，葬在这里。

据史料及各地练氏家谱记载，天下
练氏出练何，练何家乡在赵寨。

练何本姓东，名何，生于赵寨村，长
于沁阳，葬于沁阳。644年，唐太宗亲征
高句丽，兵部尚书李 久攻辽东城不下，
东何献火攻策，遂破之，有功回朝。唐太
宗以“精练军戎”之誉，赐东何姓练，封岐
山侯，封三世恩荣世袭骑尉将军。因此，
练何为中华练氏得姓始祖。练氏受姓至
今已有1378年历史，分布于全国各地及
海外，有近千个聚居地，人口约40万，在
中华姓氏人口中排名第256位。近年
来，中华练氏宗亲联谊总会多次组织各
地练氏宗亲代表赴赵寨寻根谒祖，举办
了各项拜祖活动。

有意思的是，武侠小说大家梁羽生
先生在《白发魔女传》中，还为女主角取
了一个练姓，名霓裳。

跨越千里的“友好村”

在新时代，练姓又演绎了很多美好
的故事。

练强，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也是睦
邻村的乡贤，还是练姓文化爱好者，是赵
寨村的荣誉村民。

练姓在资中县是一个小姓，在睦邻
村也仅有40余人。据介绍，清朝“湖广

填四川”的
时候，有练姓人迁
徙至此，开枝散叶，繁衍至今。

当地练姓人很珍爱自己的
姓氏，2021年，该村练姓人士建造的“练
家宅院”，成为AAA级景区。

练强经常来赵寨村寻根问祖。
2020年10月，在他的牵线下，赵寨村和
睦邻村结成跨越千里的“友好村”。

两村之间的距离虽有千里之遥，但
都因有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巍巍太
行护中原，玉柱神农看赵寨。秀美秦川
艳巴蜀，川东明珠在睦邻”。

睦邻村近几年因孟塘乡乡情生态园
的建设，使其基础设施、村容村貌有较大
提升，但村集体经济发展缓慢，这也是一
直摆在时任该村党支部书记周飞面前的
难题。

如何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经济，让村
民在家门口就能真正享受红利？周飞觉
得，赵寨村的成功经验值得学习。“赵寨
村的村集体经济壮大，有很多经验值得
学习和借鉴，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组
织联建、资源共享、文化互通、信息联
通。”周飞表示。

练强主张，通过乡贤会做好桥梁纽
带作用，将睦邻村的民宿联盟辐射到赵
寨村，并带动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双方
在今后的发展中将本着“友好合作、平等
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依据
各自优势资源，共同探索“农村旅游”“农
电商”等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为两
村村民谋福祉。

因疫情原因，目前两村的面对面合
作搁浅，但缔结成“友好村”两年来，两个
村的合作还是碰撞出了火花。

赵寨村的标志性建筑练氏牌楼，吸
引很多游客慕名而来，这一牌楼出资方
就包括睦邻村，该村出资在神龙寨商贸

街建有练家宅院，建成后将汇集各地小
吃。

我市还有这些“友好村”

睦邻友好，远亲不如近邻。其实，我
市还有很多村缔结成“友好村”。

2020年，博爱县许良镇大新庄村与
寨豁乡下岭后村缔结民族团结“友好
村”。

2022年，网红村博爱县许良镇下伏
头村和修武县西村乡长岭村在元宵节喜
结传统村落“友好村”。

我市最有名的“友好村”，当属沁阳
市西万镇邘邰村和博爱县许良镇大新庄
村。虽然这两个村子分别是汉族聚居村
和回族聚居村，但自明代结为“社亲”以
来，历经500多年风雨，两村依旧情同手
足，不仅每逢春节相互探望，更相互扶持
共同发展。

2015年9月，“邘新社亲”被省政府
确定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9年，邘邰村村民委员会、大新庄村
村民委员会同时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集体荣誉称号。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愿“友好村”
都能开出灿烂的友谊之花，在助推经济
发展、传承文化等方面结出累累硕果。

图① 练姓牌楼。王沁平 摄
图② 来自四川、广东、台湾等地的

练氏宗亲在神农山紫金坛上欢呼雀跃。
图③ 来自四川、广东、台湾等地的

练氏宗亲在赵寨村村委会大楼前合影。
本报记者 杨 帆 摄

责力

本报记者 赵改玲

友好村”一

般都是相邻两村而结

下的友谊，您见过跨省

而结成“友好村”的

吗？这样的稀罕事就

发生在我市。

2020 年，沁阳市

紫陵镇赵寨村和四川

省内江市资中县孟塘

镇睦邻村缔结成“友好

村”，从此结下一段跨

越千山万水的“神仙友

谊”。

那么，是什么原

因，让两个原本风马牛

不相及的村结出友谊

之果呢？

原来，是练姓。作

为练姓故里，赵寨村每

年都会吸引来自全国

各地的练姓人士来此

拜祖。其中，一名热心

人——练强，促成两村

结下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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