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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包子 1 元一个 片儿川 8 元一碗
萧山这家开了 20 多年的“老底子”面馆价格实惠味道好
■潘程熙

寒露之后秋意浓
饮食有讲究

这是一家很不起眼的小面馆，走过
路过好几次都没有进去吃过，一天早
上，起初只是想进去随便吃碗面解决一
下早饭，谁知竟会遇到如此美味的大肉
包。大肉包有一种老底子的味道，全手
工制作，一口咬下去有一股浓浓的面团
发酵香味，肉馅儿粒粒分明向外爆出
来，
肉香味十足。
小编觉得相比芭比馒头、甘其食等
那样的“流水快餐式”的包子，这家店的
包子走的是“朴实”风，价格也很良心，1
元一个，在萧山 1 元一个还这么好吃的
包子真的很难找到了。
这家店的地址是萧山区所前镇观
前路 5 号（所前镇老镇农贸市场内）。
小面馆在这里一开就是 20 多年，老板
一家都是所前祥里王村人，村子就在农
贸市场的边上，在这一带也早已有了一
点名气，来吃的人非常的多，店里主要
是包子很有特色，一直都是 1 元一个，
皮香馅多的大包子让人忍不住多买几
个。

■施玛丽

大肉包现做、现蒸、现吃

纹路，但是这枚包子真的不简单。
好多来吃早饭的人都会买些包子
每天一大早，老板娘就开始做包
带回去，有些会和老板说 2 个包子一袋
子，先是将老面团与新面团全手工揉均
装好，装好后再用大袋子装好带走，来
匀，捏成一个个的小面团放在一旁的木
得早的话还有煎包、小馄饨卖。但记得
板上醒着，然后切肉、切菜调馅儿。蒸
要早点来，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每天限量
包子的蒸笼不大，一次大概只能蒸 30
发售的。
个左右，包子不是一次性全部蒸掉的，
就用这口小锅子，卖多少蒸多少，这样
片儿川有“老底子”味道
做就是为了保证包子现做现蒸现吃。
再来说一下这家店的面条，片儿川
店里不是只卖大肉包子，还有菜包
8
元一碗，
原汁原味的烧法，不添加高
子。菜包子的馅儿是咸菜茭白，吃起来
汤，就是老底子的烧法。菜炒一下直接
也十分的鲜美，等到了没有茭白的季节
加入开水，片儿川的标配菜一样不多一
会换成别的替代。还有就是白糖包，一
样不少，可以要求加一些油渣，加油渣
口咬下去白色的糖浆就流出来了，很是
是不收取任何的附加费用的，还是 8 元
美味。
钱一碗。虽说整碗面条看上去清淡了
虽然包子看上去普普通通、其貌不
一些，但是味道真的很正宗，越吃越有
扬，甚至面皮还微微有一点黄，制作包
子的收口也并不精美，就是随意的一 “味道”，是那种回忆里的“老底子”味
道。
收，全手工制作，面皮表面没有花俏的

虽然片儿川只需要 8 元一碗，但是
面里的辅料还是很多的，很良心的一碗
面，价廉物美。面店的墙壁上挂了一块
小黑板，上面隐隐约约的写着各种面条
及其价格，但是已经很模糊了，来这里
吃面的老客户也几乎已经忘了这里还
有炒面、杂酱面、肉丝面。因为进来的
人都是喊“来碗面”，然后就会有一碗热
气腾腾的片儿川端到你的面前。

好吃的东西在民间
好吃的东西在民间，这句话说的一
点也没错，一家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的
小面馆里卖的包子，一般人都不会在
意，只有走进去亲自尝试了才会知道到
底有多么的美味，吃过的人都说面皮特
别的好吃，就是那种很遥远的老底子味
道。
此店包子：肉馅看上去就很新鲜，

萧山区供销联社关于面向
复员退伍军人公开招聘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杭州市萧山区供销合
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区供销联社”
）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复员退伍军人。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原则
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坚持公平、
公正、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自愿报
名、双向选择、择优聘用。
二、招聘人数
此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对象为复
员退伍军人共计 4 名，其中义盛基层中
心社、城厢基层中心社、临浦基层中心
社、瓜沥基层中心社各 1 名。报名人数
与招聘计划指标不足 2：1 时按比例核
减计划名额。
三、招聘条件
1.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法，品行
端正，
爱岗敬业；
2.具有萧山户籍，男性，年龄在 28
周岁及以下（1989 年 9 月 30 日以后出
生），身体健康；
3.具有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中
共党员、士官以上者相对优先；
4.无任何违法违纪行为，符合招聘
岗位要求的条件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它条件。
四、招聘程序
采用公告、报名、资格审查、笔试、
面试、考察、公示等程序进行。
（一）发布公告。在萧山日报、萧山
日报微信公众号和
“无线萧山”
APP客户
端及“萧山发布”(微信公众号)、
“萧山供
销发布”
(微信公众号)等发布招聘公告。
（二）公开报名。
1.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报名人员
来区供销联社人事部（萧山区城厢街道
人民路 51 号供销大厦 9 楼）报名并按要
求填写《应聘人员报名表》。
《报名表》内
容详见 10 月 12 日萧山日报官方微信及
“无线萧山”APP 客户端。报名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16 日-20 日 5 个工作日。
2. 联 系 人 ：韩 小 姐 ，电 话 0571—
82634526。
（三）资格审查。
1.区供销联社人事部对报名人员
进行资格审查。审查时需携带以下资
料：
（1）
《应聘人员报名表》；
（2）学历、学位证书原件以及复印

件；
（3）有效居民身份证、退伍证、户口
簿原件以及复印件；
（4）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证明或原
单位出具的年度考核情况证明并加盖
单位盖章；
（5）部队或者其它获奖证书原件以
及复印件；
（6）个人简历 1 份；
（7）近期正面免冠彩照 2 张。
2. 资格审查时间另行通知，通过资
格审查的，进入笔试环节。
（四）考试。
1.本次招聘考试以笔试和面试的
方式进行。笔试和面试由区供销联社
人事部组织实施。根据笔试成绩由高
分到低分按 1：3 的比例确定面试对象，
不足比例的按实际人数确定。总成绩
实行百分制，其中笔试成绩占 40%、面
试成绩占 60%。
2.笔试、面试时，考生凭本人有效
居 民 身 份 证（含 有 效 临 时 身 份 证）参
加。笔试开考后 30 分钟未到场者，视
为自动放弃，取消笔试资格；面试时须
提前 30 分钟到达候考场，开考后尚未
到达候考场者，视为自动放弃，取消面
试资格。
3.笔试和面试时间、地点：由区供
销社人事部另行通知。
4.在笔试和面试过程中，进入招聘
岗位的最后一名成绩并列的考生，一并
进入下一环节的考核。
（五）组织考察和体检。按总成绩
从高分到低分以岗位拟聘用人数 1：2
的比例确定考察对象，不足 1：2 时按实
际人数确定。根据面试和考察得分情
况（面 试 成 绩 占 总 分 的 60% ，考 察 占
40%）以岗位拟聘用人数 1：1 的比例确
定体检人选。体检时间及地点由区供
销联社人事部另行通知。体检费用由
考生本人承担，不交纳体检费用或不按
时参加体检者，视为自动放弃。
（六）公示和聘用。体检合格者经
区供销联社党委集体综合评估和研究，
确定拟聘用人选，并在萧山区供销社网
站、万丰集团网站经公示 5 个工作日无
异议或有异议经调查不实的，最终确定
为拟聘用人选，并通知办理聘用手续。
五、管理及待遇

1.此次招聘由用人单位负责聘用
人员的日常管理，具体岗位由用人单位
安排，并经试用期 3 个月经考核合格
后，于期满次日起转为正式员工并签订
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首次一年一签。
2.年薪 8 万元人民币左右（包括缴
纳五险一金个人承担部分在内）。
六、其它事项
1.招聘对象的资格审查贯穿招聘
工作全过程，任何环节审查出不符合要
求的将取消报考和聘用资格。
2.招聘工作期间，在区供销联社发
出考试及其他通知的规定时限内，不按
时到场者视为自动放弃（如因招聘对象
不接电话或电话无法接通等情况，所造
成的一切后果由其本人负责）。
3.招聘对象提供的信息和资料应
真实可靠，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一经查
实，
取消报考和聘用资格。
4.报名者务必得到工作单位和主
管部门同意方能报名。
5.从事招聘工作人员与考生有回
避关系的应实行公务回避。对应回避
而不回避的以及在招聘过程中违反工
作纪律的工作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给予
相应纪律处分。
七、纪律监察
1.本次招聘成立区供销联社公开
招聘工作人员领导小组，区供销联社党
委书记、理事会主任韩长来任组长，区
供销联社党委副书记、理事会副主任缪
金焕任副组长，陆静、娄定水、倪国锋等
区供销联社领导班子为领导小组成
员。下设办公室在区供销联社人事部，
缪金焕同志兼办公室主任，明确工作职
责，接受区供销联社党委、纪委等全程
监督，坚持“公开、公平、公正、透明”原
则，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不
良现象。如有违纪情况发生，经查实
后，对违纪考生取消应聘资格，对违纪
的工作人员按照相关规定严肃查处、追
究责任。
2.本公告未尽事宜由区供销联社
招聘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咨询电话：
0571-82633984、82634526。
3. 纪 检 监 察 举 报 电 话 ：
0571-82620556。
杭州市萧山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2017 年 10 月 10 日

肉粒颗颗分明，有一股浓郁的天然的猪
肉香味，面松松软软中带有面的嚼劲，
肉质鲜美极了。
现在大多数包子看上去白嫩白嫩
的，面吃起来像是“浆”了一样没有任何
的面香味，肉馅儿是一颗圆形的，倒出
来还是一颗圆形的，像石头一样咬下去
一点鲜肉的味道也没有。
这家店的面条分量很足很美味，就
是稍微偏硬一些，普普通通的潮面，普
普通通的烧法，烧出的是老底子的片儿
川味道。
光吃包子怎么行，还要来碗片儿
川，咬几口包子喝几口面汤，细细品味
那种面团发酵才特有的香味，所前人的
一天就这样开始了。这个周末早起去
所前吃大肉包子，去品尝一下那种好久
好久没有吃到过的老底子味道。

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就是 10 月 8 日，是今年
寒露节气开始的日子，这个节气将持续到 10 月
22 日结束。
进入寒露节气，北方已是寒意明显，南方也
秋意渐浓，大部分地区昼夜渐冷。除了要注意保
暖，饮食上也要讲究起来了，要跟冰淇淋、冰奶茶
什么的说再见了。
现在这个时候，牛肉、核桃、栗子都是最佳食
物。核桃被称为长寿之果，有补肾养血、润肺纳
气、强筋健骨的功效。板栗有“干果之王”的美
称，能养胃健脾、补肾强筋、活血止血。牛肉则是
进补的好食品，能补诸虚百损，益气健脾，强筋
骨。对于萧山人来说，秋天吃点萧山首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之一的义桥羊肉，也是进补的好选择，
白切、红烧、煲汤各有滋味。
饮食上还要注重五味的调和，多食甘温滋润
的食物：芝麻、糯米、蜂蜜、乳制品、鸭、鱼、虾、蟹、
泥鳅、大枣、山药等。多吃梨、香蕉、苹果、柿子、
葡萄等水果。而猕猴桃作为时令水果，也非常适
合在秋季吃，含有丰富维生素，热量却超低。除
了选择进口的猕猴桃外，萧山本土的猕猴桃也非
常好吃，比如在临浦镇横一村的华颜猕猴桃基地
里就可以现场采摘无公害的红心猕猴桃，绿色健
康、味美多汁。此外，在进化镇、义桥镇也有类似
的萧山本地猕猴桃基地。
秋天很容易口干舌燥，可以选择红茶 1 包，莲
子 10 颗，红枣 5 颗，蜂蜜 2 小勺，龙眼干 10 克。莲
子用水煮熟，放入红茶包、红枣和龙眼干，待温后
调入蜂蜜即可。此茶不伤脾胃，解乏提神，缓解
口干也不错，
是秋燥时节的茶疗良方。
“秋来茶更香、秋茶吃香气”，秋高气爽的天
气促使茶叶鲜叶中茶多酚含量增加，所以秋茶茶
香味浓，营养价值更高。在萧山，在进化镇金峰
茶叶专业合作社也有 8 年不施肥药的原生态绿色
秋茶，
不妨在上市的时候买点，
尝尝鲜。

秋燥已经开始
这些本地
“清口”
餐厅请收好
■韩柳青
最近的天气有些反复无常，时热时冷。
但是不可否认，秋天已经来了。秋风不是总
送爽的，经历了炎热的夏天，气候开始变得
干燥。秋天适当进补，可以恢复和调节人体
各脏器机能。饮食上要忌辛辣，多吃些滋
阴、润肺、补液生津的食物，比如梨、芝麻、蜂
蜜、银耳等，能有效预防秋燥。外出就餐，建
议大家多吃些“清口”的美食，以下几家餐厅
就挺不错的，让你满足味蕾的同时，健康舒
服地度过秋天。

米鱼记古法粥铺
粥是一种很落胃的食物，暖暖地下肚，
在那几天凉飕飕的日子里，是很幸福的存
在。这家店的粥味道很鲜美，粥煮得也十分
浓稠，喝下去没有负担。据店家说粥里是没
有放味精、增稠剂和碱的。除了粥，店里的
各种小菜味道也是不错的，
配粥正好。
地址：
加州阳光 3 楼
人均：
63 元

乾宁餐厅
一家主打养生的餐厅，是属于乾宁斋
的。店的位置不好找，小编去了好多次才发
现加州阳光 1 楼居然有这么一家餐厅，店里
人不多，做的是应季的菜色，乾宁斋是做中
医身体调理的，配套的餐厅也是健康系。菜
色以蒸的还有汤水类的为主，量不是很大，
但营养好口味清淡，秋季想吃得健康这家应
该是不错的选择啦。
地址：
加州阳光 1 楼广场西侧
人均：
70 元

建兴素食饭店
一家潮素餐厅，装修风格清新文艺，菜
品精致，吃素吃出荤菜的味道，在萧山掀起
一股素食风。店里的理念是没有杀戮，注意
饮食的调配与均衡，十分健康。糖醋藕排一
定要点，酸酸甜甜很好吃，还有手撕鸡也不
错，真的有肉的味道，但是真的是纯素的，十
分特别。
地址：
文化路 64 号
人均：
56 元

佳友记粥铺
秋天养生要落实到每一顿上，工作日的
午餐也不能马虎了。小编就很喜欢去这家
喝粥，粥很粘稠很香糯，最爱艇仔粥了，十几
块钱一碗，份量也挺足的，里面真的有海鲜，
口感很赞。再配些小菜，工作日的午餐也是
可以十分丰富的。
地址：
市心路与体育路交叉口
人均：
23 元

蒸爱餐厅
秋天是海鲜最肥美的季节，此时不吃海
鲜更待何时。这一家餐厅主打蒸海鲜，原汁
原味的美味，吃货都无法抗拒啦。上层蒸
菜，下层是小米粥，等到上面的海鲜蒸好，下
面的粥也吸收了海鲜与蔬菜的鲜味，味道很
是不错。
地址：
旺角城新天地
人均：
118 元

留下来
秋天喝汤是滋补润肺的，这一家做的是
骨汤砂锅火锅。推荐筒骨砂锅，据说熬制的
时间在 4 小时以上，价格是 79 元一份，7 个大
筒骨，喝骨汤吃筒骨，味道十分不错。吃完
了骨头，汤还可以涮火锅，可以多点些蔬菜，
因为骨汤喝多还是会有点腻，来点清爽的更
配些。
地址：
金城路 168 号汇金星座标 A 座 201
人均：
72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