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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春茶者爱春茶者，，
必追龙井必追龙井；；爱龙爱龙
井 者井 者 ，，必 痴 明必 痴 明
前前。。作为春茶作为春茶
里的里的““状元状元””，，明前明前
龙井是老茶客们的心爱之一龙井是老茶客们的心爱之一。。一一
念叨起它念叨起它，，就不禁口舌生津就不禁口舌生津，，满心满心
欢喜欢喜，，争着要去尝春天的第一口争着要去尝春天的第一口
鲜鲜。。色绿色绿、、香郁香郁、、味甘味甘、、形美形美，，是是龙龙
井的井的““四绝四绝””。。尤其是明前尤其是明前龙井龙井，，色色
泽嫩绿光润泽嫩绿光润，，香气鲜嫩清高香气鲜嫩清高，，滋味滋味
鲜爽甘醇鲜爽甘醇，，每年有多少爱茶之人专每年有多少爱茶之人专
程赶去杭州程赶去杭州，，只为求得一口好茶只为求得一口好茶。。

目前明前龙井已进入大规模目前明前龙井已进入大规模
采摘采摘！！ 产品经理从杭州预定了两产品经理从杭州预定了两
款高品质的明前款高品质的明前龙井龙井，，自喝或送人自喝或送人
都很物有所值都很物有所值。。

杭州茶村核心产地，茶厂平价直供，头批明前龙井茶开售

手工炒茶手工炒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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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属于龙井茶的季节，尤其
是明前龙井。为了让爱茶之人第一
时间尝口鲜,杭州万虎茶叶公司为大
家带来两款明前龙井茶，一款是手工
包的“西湖工夫”明前二级龙井，另一
款是礼盒装的特级龙井，均产自杭州
茶村核心产地，这里气候温和，光照
雨量充沛，土质疏松肥沃，年平均气
温16℃，年降水量在1500毫米左右，
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龙井
茶的绝佳产地。

明前茶，贵如金 坚持手工炒茶

经过漫长的冬季，茶树的养分得
到充分地积累，迸出的芽头娇嫩纯净、
色翠香幽。同时，明前茶具有苦涩味
的茶多酚含量相对较低，使得茶汤入
口香浓而味醇。在各茗茶品种中，属
明前龙井品质为佳。精选出1千克的
特级明前龙井茶，一般需要采摘近 8
万个细嫩芽叶。

明前茶的制作标准严格，采得青
叶，需经过严格的筛选才能入锅。最
终炒制的鲜叶，均为一芽一叶，或一芽
两叶，形状好，颜色好，不能有斑点，长

度还要在20毫米左右。每1斤干茶，
都需要5斤鲜芽约6万个芽头，通过具
备30年以上炒茶经验的炒茶师傅5个
小时手工炒制而成。

手工炒制出的茶叶扁平挺秀，光
滑匀齐，色如糙米，翠绿泛黄。冲泡后
茶汤清澈明亮，回甘持久。这也是保
证西湖龙井特色与品质的关键。

“西湖工夫”牌明前二级龙井全部
采用最经典的传统滚包手工包装，非
常考验包茶者的技能，熟练的师傅用
一纸一绳将包茶技法演绎得十分完
美。“西湖工夫”曾获“第八届亚洲名优
品牌奖”，杭州市“名优茶金奖”等等。

明前龙井的最佳采摘时间仅有那
么几天，所以头批茶的产量稀少。这
正是明前茶价高的原因。因为是茶厂
直供，所以，无论是从茶叶品质上还是
价格上扬子晚报都为读者争取到了更
优惠的政策,明前二
级龙井 168 元 250
克，300元 1斤！非
常划算，老茶客们不
要错好机会。

传统手制，品质保障，明前二级龙井“白菜价”尝鲜

杭州西湖区龙坞茶村杭州西湖区龙坞茶村

“你为啥要写‘烟花三月下扬州’呢？”

想逛扬州却只能订到对江酒店
网友无奈，“埋怨”起李白

“李白啊李白，你为什么要写句‘烟
花三月下扬州’呢？”3日，有网友吐槽，
本来当晚计划住扬州的，结果发现扬州
大小酒店宾馆全都订满了，价格超高，
普通的商务型酒店都七八百，稍微好点
的上千，小旅社也要二三百，而且都没
房了。无奈之下，只好住一江之隔的镇
江，第二天一早再过江逛扬州。面对扬
州“烟花三月”翻倍的酒店宾馆房价，该
网友“埋怨”起了诗仙李白。

对此，扬子晚报记者了解到，该网
友的吐槽有一定代表性，扬州市区，尤
其是景区周边各种档次的酒店宾馆，价
格普遍比平时翻倍，且一床难求。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陈咏

4日，记者在扬州老城区靠近景
点的几家酒店随机询问。“今天还剩几
间了，如果昨天来，一间也没有。”君亭
酒店工作人员称，仅剩的几间房中，大
床房1300元一天，含两张1米5宽床
的双人间最低2100元，“确实比平时
贵出一倍了，但我们的档次还是可以
的。全扬州都在涨价，价格都是透明
的。有的快捷酒店都涨到1000了，平
时最低才一两百。”

记者在如家酒店扬州瘦西湖文昌
阁店看到，最便宜的房间也要500元

左右。工作人员表示，现在是旅游旺
季，涨价是正常的。旺季平时也要两
三百，淡季最低100多。相隔不远的
玉蜻蜓酒店，最低房价590元，“我们
价格算是比较低的。”服务员说。

在毗邻瘦西湖的虹桥坊酒店，记
者询问有没有房间时，工作人员表示，
仅剩一间刚刚调剂出来的，是面对景
观的标准房，2000多元一天。如果是
不对着景观的，价格在1800元左右。
工作人员说，平时的“景观房”价格
1000出头。

记者了解到，受旅游旺季和清明
小长假等因素影响，来扬州旅游人数
激增，很多客房半个月前就被预订，景
点周边和主城区酒店10天前就预订
过半了。一位酒店负责人表示，不仅
是清明小长假期间，整个4月的周末
几乎都没有客房了。去年受疫情影响
大，今年4月，酒店客房预订情况已恢
复并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

记者发现，清明假期，扬州酒店客
房整体价格比平时大幅上浮。清明假
期前后，部分酒店客房两天价格相差
近2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清明小

长假，舒适型、快捷酒店以及精品酒店
的房价基本维持在每晚350元-900
元之间，五星级酒店价格在每晚1000
元-2000元之间，比平时高出很多是
肯定的。这也是受市场供求关系决定
的，房源紧缺，当然要随行就市，但如
果预订好的，酒店不会坐地涨价，否则
涉嫌欺诈。

业内人士介绍，扬州的酒店一般
从3月20日左右上调房价，节假日及
周末会涨得更多。相关人士建议，顾
客在预订时，可选择郊区的宾馆或提
前预订，也可错峰出行节省成本。

记者采访获悉，扬州市物价、旅游
局、工商等部门，几年前已经实施市区
酒店客房价格备案制度。经营者在重
点时段需要提高酒店客房价格的，应
按照规定向市、区价格主管部门进行
告知性备案。“我们建议酒店涨价要适
度，不能过分，毕竟过高的价格会影响
游客数量。但酒店房价的高低变化，是
受市场调节的。一年365天，真正的旺
季也就是几十天，我们更多的是引导。
出现不规范的情况，必须坚决查处。”扬
州市旅游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为应对“一床难求”的情

况，扬州在瘦西湖度假区、京杭之心、
明月湖、三湾等城市各区域打造高中低
不同层次的酒店集群。在各县（市、区）
布局民宿客栈，缓解旺季旅游住宿的压
力。采访中，扬州物价部门相关负责人
表示，酒店客房租金的收取，是市场价
格行为，不是政府定价。只要不存在价
格欺诈，物价部门不会干涉，“扬州的旅
游市场季节性特别鲜明，寒冬、盛夏等
淡季，有的酒店房间一百块钱一晚也没
人来，旺季高价也属市场调节行为。”但
经营者必须明码标价，网上预售必须事
先告知，否则就构成欺诈。

双人房要2000多元
酒店方称“全扬州都在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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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1037期）
中奖号码：前区前区：：10 21 27 29 33后区后区：：04 12
奖等等 级别级别 中奖注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每注奖金
一等奖一等奖 基本基本 88注注 80940478094047元元

追加追加 55注注 64752376475237元元
二等奖二等奖 基本基本 6969注注 188644188644元元

追加追加 2222注注 150915150915元元
三等奖三等奖 137137注注 1000010000元元
四等奖四等奖 709709注注 30003000元元
体彩“排列3”（第21085期）
中奖号码：9 9 6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688注 1040元
组选3 966注 346元
组选6 0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085期）
中奖号码：9961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47注 100000元
福彩“七乐彩”（第2021037期）
中奖号码：1 5 6 10 16 19 20
特别号码：30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11注 13326元
三等奖 153注 1916元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451万元。
福彩“东方6+1”（第2021037期）
中奖号码：3 3 2 9 9 0 +猪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0注 0元
三等奖 0注 10000元

本期投注总额55万元，一等奖无人中，奖池
资金累计8790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福彩“15选5”（第2021085期）
中奖号码：1 2 7 8 1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70注 2864元
二等奖 4241注 10元

本期投注总额58万元。
福彩3D（第2021085期）
中奖号码：2 3 5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单选 1304注 1200元
组选3 0注 400元
组选6 5107注 200元
1D 1798注 12元
2D 240注 120元

本期投注总额277万元。

福彩“快乐8”(第2021085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4 9 11 12 17 25
30 34 35 36 45 51 57 58
64 72 73 74 75 76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
以彩票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元/月)。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元/月)。

福彩“刮刮乐”
2021 年 4 月 4 日 江 苏 中 奖 注 数

179574注，中奖金额3731213元。

顶呱刮“翻倍赢家”热销
精美好礼送不停

体彩顶呱刮新票“翻
倍赢家”系列正在江苏体
彩网点持续热销，该票不
但接连为江苏购彩者送出
各类大小奖项，还持续放送
智能手机、100元礼品等好
礼，欢迎广大购彩者走进体
彩网点体验！ 苏 环

体彩·情报站

已实施酒店客房价格备案
最终还以市场调节为主

房源紧缺随行就市
有预订的不会坐地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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