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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草原文化体验餐厅

餐品说明书



VOLUME  HEADER  LANGUAGE
草 原 往 事

      一骑快马捎来了口信，草原的游子即将归家，乌兰阿妈笑盈盈地忙碌开来：凿冰、切肉、生火……
一场延续几辈人的草原美食盛宴华丽上演，这场极尽神圣的烹饪仪式随着游子临近的脚步达到沸点，
“冰煮羊”在母爱的催动下勾勒出最原始、最纯粹的味道。
     据文献记载“冰煮羊”已有数百年历史，是草原民族冬日里最初的烹饪方式。牧民采用冰水烹饪，
延续至今。
     诚然“简单而生态”的烹饪方法就是美食的最高境界。





      草原冬季寒冷冰封，牧民凿冰煮肉是最常见的烹饪方法，天然保鲜的羊肉与

冰块一起下锅，融化沸腾后即可食用，这就是低温慢煮的烹饪技术原理，是以科

学化研究，找出羊肉蛋白细胞受热爆破温度范围，从而计算出羔羊肉以低温慢煮

12分钟的完美烹饪,期间将会释放出大量的氨酸钠，保持最佳口感与营养，最大程

度地减少肌理脂肪与水分的流失，使口感更为鲜嫩，更能保留维他命成分，营养

最适合于人体吸收，且久煮不老，越煮越嫩。

         古老的烹饪技巧   科学的延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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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品 目 录

冰煮羊锅底           开胃小菜

特色蘸料             草原烧烤

草原羔羊             粗粮细做

珍菌时蔬             酒水饮料



n 王爷滋补锅   
 骨汤熬制、滋补养颜，滋补为千岁之本

n 安达麻辣锅    
麻辣如火、开胃暖身，相遇是安达之幸

n 格格番茄锅    
番茄素与舌尖相遇，可以感受味蕾的碰撞

n 贝勒酸辣锅    
酸爽开胃、解腻、通透是王府贝勒之品

年轻就要对味
多种口味随你选择
   草原羔羊肉在辣、香、鲜、爽之间转换口

味互补、营养互补，随心所欲之快哉如安达

兄弟的相遇，成为永远的佳话。



洋葱红酒 软化血管

         洋葱红酒可以降血压、降血糖，增强免疫力，用于动脉

硬化等患者的康复保健，也可安神助眠，预防老花眼，抗衰

老，对老年便秘和夜尿频数也有一定作用。

苁蓉药酒 滋补养生

        苁蓉药酒具有明显的提高肌体免疫力、增强体力、抗疲

劳、抗衰老、通便等作用；

好喝的羊汤更有料—王爷滋补锅

蒙古酸奶 让羊肉有奶香味

        酸奶能抑制肠道腐败菌的生长，还含有可抑制体内合成胆固醇还原酶的活性

物质，又能刺激机体免疫系统，调动机体的积极因素，有效地抗御癌症，所以，

经常食用酸牛奶，可以增加营养，防治动脉硬化、冠心病及癌症，降低胆固醇。

秘制骨汤 増香提鲜 

         羊骨中含有磷酸钙、碳酸钙、骨胶原的等成分。其性味肝温，有补肾、强筋

的作用。可用于血小板减少性子癜、再生不良性贫血、筋骨疼痛、要软乏力、白

浊、淋痛、久泻、久痢等病症。



 秘制沾料— 冰煮羊专用酱·野生韭花酱·风味孜然酱·传统麻酱

悦于形·匠于心

    选用多种酱料配以花生碎、芝麻，文
化熬制而成，口感咸香适口，酱香浓郁，
回味悠长，是冰煮羊肉的绝佳蘸料

     读懂草原羊的鲜美，从野生韭菜花开
始，本品采用锡林郭勒野生韭菜花，湖盐
古法研制，味道鲜香纯正



Good mutton•Grassland Comes

好羊肉·草原来



精选六月龄草原羔羊前肩肉
脂肪率低、蛋白质含量高、肉质鲜嫩的独特特点。

7天太空舱低温低氧深眠
避免细胞壁受损造成汁液流失。

太空舱生产
0—-4℃低温低氧细菌繁殖被抑制，从僵直到解僵，

质地柔软有弹性，鲜嫩度高，真空提氧，塑封包装。

急冻锁鲜
零下80℃液氮急冻锁鲜，-18℃延长保质期12个月，

缓化后保质期45天，保鲜期达到18天。

好羊肉·草原来——六月嫩



      选用6月羊后腿的部位肉，精选细嫩，

肌理脂肪沉淀均匀，

       经72小时深度排酸、物理滚揉和按

摩针刺的加工技术，特点口感鲜嫩、汁

水饱满。

好羊肉·草原来
—冰煮羊专供肉



      选用6月龄羔羊后小腿的金钱腱，
筋肉相连，口感Q弹筋道、1只羊只有4
两，尤为珍贵，羊肉中的极品！

极品金钱腱

锡盟羔羊卷

雪龙相间肥牛

鲜切蝴蝶排



好羊肉·草原来
—六月龄羔羊肉

欢聚时刻·就要草原全家福
    羊肉、肥牛、鲜蔬、菌蘑、豆薯

汇合成营养搭配、口味搭配、色香味

形俱全的创意套餐，形似圆圆满满，

意似团团圆圆！

草原全家福



民族特色食品

好吃的不只是羊肉
—草原特色蒙

古
血
肉
肠

    蒙古血肉肠
      是草原人民日常食用的家常美食，是草

原原始的饮食生态观，餐桌上朴素的传承。

经过低温慢煮而熟，其特点可以将肉香与料

香包裹在肠内，保持其原汁原味，口感香嫩

弹滑，满嘴生香，别有风味。

    肉肠采用精羊肉调味后灌肠；

    血肠采用荞面与新鲜羊血调味灌肠；

      



民族特色食品

白卤羊肚
     采用草原草饲羊大肚，清水卤煮，色泽白

净，口感软糯，涮食1分钟，蘸食野生韭花酱，

可达到味道口感最佳。

精选羊板筋
    选用羊脊背主筋，经过高压高温卤煮、真

空滚揉后，达到口感软糯的最佳口感，涮食1分

钟口感最佳

好吃的不只是羊肉
—草原特色蒙



黄金羊肚串

黑毛羊肚串

专供午餐肉

曹福记鸭血

虾仁鱼糕

手工虾滑

吉祥四宝：血肠    肉肠   羊肚    羊板筋



Restaurant+New retail model

 豆蔻年华·乐不思蔬
年轻的我们蔬菜摄取靠什么？麻辣？NO！
草原往事滋补骨汤！
骨汤刷菌蔬满足您所需要的健康元素!

菌蔬齐欢聚                       鲜蔬拼盘                      养生菌蘑拼



      松柳菜又名相思菜，国内主产内蒙古，外表呈龙须状，叶子细

长，质地脆嫩，清香可口，营养价值丰富，其含有丰富的磷、钙、

钾等微量元素，可凉拌、炒、烫、作汤料。无需任何农药及化肥，

是一种绿色无公害健康食品。

活体松柳苗
舞茸菌

鲜培绣球菌

 豆蔻年华·乐不思蔬



民族特色食品
根茎类                        菌类                           豆类               
                                  平菇                         冻豆腐
红薯                           金针菇                      鲜豆腐  
红皮土豆                    鲜香菇                      薄百叶                                                       
藕片                            秋木耳                     腐竹
山药                                                           豆油皮
白萝卜  
冬瓜
                              

散叶类            
高山娃娃菜                                           
油麦菜                      
茼蒿                                                                
有机甜玉米                                           
大白菜        
香菜
生菜

草原白蘑菇

 豆蔻年华·乐不思蔬



Restaurant+New retail model

草原烧烤·来自原始的味道

草原烧烤是草原人文明智慧的结晶

当新鲜的羊肉与热情的炭火相遇

舌尖上的味蕾激活

快乐便从心底涌出

锡盟羊肉串

特色羊肚串

蒜香羊血肠

孜然羊肉肠

酱香羊板筋



Restaurant+New retail model

草原粗粮

　   传说，明末清初之时，在归化城中，大南

街大召寺，有哥俩以卖包子为生，后来哥哥娶

了媳妇，嫂嫂要求分家，包子店归哥嫂，弟弟

在店里打工。弟弟除了吃饱以外，再无分文收

入，为了今后娶媳妇成家，弟弟在包子上锅蒸

时，就做了些薄皮开口的“包子”，区分开卖，

卖包子的钱给哥哥，稍带卖的钱积攒起来。久

而久之，很多人喜欢这个不像包子的包子，取

名“捎卖”，捎带着卖之意。

草原特色羊肉烧麦



草原粗粮

      草原农作物主产荞麦、豌豆、小麦等农作物，因分布海拔高，

气候严寒，热量不足，但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光能资源丰富，

光合作用强度大，有利于作物养分积累和抑制病虫害，易获高产；

玉米钢丝面      雪花手擀面
              库伦荞面         手工扯面

养生豆面         杂粮面组合
              迷你油条          酸奶饼



草原黄芩茶
采自大青山野生优质黄芩，当地牧民上山

采挖，根入药，叶茎风干为茶，食用历史

悠久，为纯天然绿色保健品——黄芩茶。

有明显的的降脂降压功能，显著的安神助

眠功能，与特殊的润肺去火功能。

健康饮品·草原生态



桂
花
乌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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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古
酸
奶

酸 奶 
--- 蒙语中称"艾日格"(Airag)，

本店采用牛奶配芝士酿造，木

糖醇配料，口感丝滑，酸爽可

口，原生态草原阿妈的纯正的

味道；

 桂花乌梅汁
---精选上等桂花、烟熏乌梅、

洛神花、山楂、甘草等配料经

过六小时慢火熬制而成，冷却

冰镇后口感最佳，具有清凉解

暑、爽口解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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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草原来，欢迎您到草原去。



     安达，也叫安答，蒙古族人称那些并无血缘

关系的人，用誓言结成的生死之交。汉族的说法

叫结拜兄弟、义结金兰、拜把子，蒙古族的说法

叫拜安达。满族等也有同样说法。

    历史上的安达比较著名的就是成吉思汗和札

木合，成吉思汗少时与札木合曾结为安答，共同

起事。郭靖与成吉思汗之子拖雷幼时亦结安达，

后来却成了领兵交战的敌对双方主帅。 

草原往事 · 安 达



    额吉，是蒙古语妈妈的意思。

    上个世纪60年代，国家处于困难时期，上海的3000名孤儿

被大迁移到内蒙古，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用她那博大无私的

爱接纳了这3000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孤儿。朴实沧桑的老额吉

张开双臂向这些孤儿走去，那些纵马飞驰的汉子们，那些奋力

驱赶勒勒车的女人们，慈爱地把孩子接进了自己的毡房。从那

时起，孤儿们有了阿爸和额吉，有了新的蒙古族名字，有了草

原上的家。

    诃额仑（？—1207年之后），斡勒忽讷氏，成吉思汗（元

太祖铁木真）的生母。又作诃额伦、月伦太后。她早年接连遭

受新婚遭掳，丈夫被毒，族人抛弃等坎坷。凭借顽强的毅力和

超人的才干，她在血雨腥风之中成功抚养大了铁木真兄弟，因

其儿子“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得以闻名于世。 
草原往事 · 额 吉



    “阿拉善”系蒙古语，意为“五色斑斓之地”。全盟总面积27万平方公里。

全球唯一以沙漠为主题的世界地质公园、世界三大胡杨林之一的额济纳胡杨林、

世界三大载人航天中心之一的东风航天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坐落于此。

草原往事 · 阿拉善肉苁蓉

    苁蓉是列当科，又名大芸、肉苁蓉、地精、金笋。是极其名贵的中药材，

素有“沙漠人参”之美誉，历史上就被西域各国作为上贡朝廷的珍品。苁蓉入药，

由来已久。它甘而性温，咸而质润，具有补阳不燥，温通肾阳补肾虚；补阴不腻，

润肠通腹治便秘的特点。正因为它补性和缓，才有苁蓉（从容）之称。



    锡林郭勒系蒙古语，意为丘陵地带的河。是内蒙古自治区的3个盟
之一，驻地锡林浩特市。位于中国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中部，距首都
北京640千米，总面积203000平方千米。

草原往事 · 苏尼特羔羊肉

   苏尼特羊（也称戈壁羊），属蒙古绵羊系统中的一类群，苏尼特绵
羊肉，曾是元、明、清朝皇宫供品，主要集中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一带。
苏尼特羊肉的嫩度高、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和维生素,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



    酸奶，即酸牛奶、

酸羊奶，“酸奶”是它

的简称，是蒙古族等北

方民族民间传统饮料。

公元12世纪，成吉思汗

就已将马奶和牛奶作为

蒙古军队的日常食物。

在出征前，士兵们要先

将马奶和牛奶制成乳饼

放入皮囊中，并向皮囊

中注水。这样，在军队

远征的途中，乳饼就会

发酵，这种发酵而成的

酸奶，成为了蒙古军队

的重要营养补给。

    

草原往事 · 蒙古酸奶

蒙古族酸奶加工工具。

通体用紫铜制成，有上、中、下三道黄

铜箍，箍两侧的黄铜叶上錾有一周万字

花纹。

（图中工具现收藏于东北师范大学东北

民族民俗博物馆。） 



草原往事 · 野生韭菜花

    草原往事精选野生韭菜花选自内蒙古自

治区锡林郭勒盟，广阔无垠的草原上生长着

一望无际的韭菜花，草原上的羔羊使用韭菜

花后不仅能够补充所需的维生素还可以改善

羔羊身上的膻味。

       韭花食之能生津开胃，增强食欲，促进

消化。 韭花富含钙、磷、铁、胡萝卜素、

核黄素、抗坏血酸等有益健康的成分。

    



    莫尔格勒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
境内，号称“天下第一曲水”。河长319公里，但极度弯曲的
河流。从空中俯瞰，河水蜿蜿蜒蜒，就象是一条蔚蓝色哈达
绸带流淌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

草原往事 · 莫日格勒河

   



    蒙古包古代称作穹庐 燕京之制，用柳木为骨，
正如南方罘思，可以卷舒，面前开门，上如伞骨，顶
开一窍，谓之天窗，皆以毡为衣，马上可载。草地之
制，以柳木组定成硬圈，径用毡挞定，不可卷舒，车
上载行。

草原往事 · 蒙古包

  木色哈那与穹顶，蔚蓝色的玻璃，结合了蒙古包
特有的元素，让您在都市的空间里，感受回归草原
自然的民族风情，置身于中，顿觉心胸的宽广辽阔



    草原的夜晚是距离星空

最近的地方，仰望银河，仿

佛近在伬尺的伸手可摘，深

邃的蓝色镶嵌着闪闪发光的

瞳孔，像妈妈的眼睛瞭望着

四处漂泊的游子，指引着回

家的路，瞬间柔软、温暖，

像极了深入心脾的爱的味

道......



Brand
Promotion目

录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大漠宽广无垠，有烽火台燃起的孤烟，九曲回肠的黄河河道，是悠长而婉转的，

天的尽头，有一轮圆圆的落日呢，给人温暖的感受，苍茫天地间，大漠漫漫，长河

迢迢，却只有直上的烽烟与西坠的落日伴着孤单......



全国连锁加盟服务热线
400-0004-177
内蒙古草原往事餐饮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