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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和娃娃共共享享京京城城最最美美季季节节

去Cafe�sambal串个门儿

住过胡同的孩子还记得吗？ 小时
候胡同里的住户大都不关门， 饭点儿
一到， 整条街的孩子们便不约而同地
站家门口闻味儿， 谁家飘出肉味儿就
上谁家串门去。 Café sambal散发出的，
就是一种 “来我家串门儿吧” 的气息。

简单朴素的老院子， 吱吱呀呀的
破门， 陈设简朴却不失艺术感。 来这
里吃饭， 不会因它是 “美食大奖” 餐
厅而被拘束， 相反， 有种热热闹闹朋
友小聚的惬意。 只不过， 院儿里三五
一堆坐着的 “朋友” 有不少都是金发
碧眼儿的。

玄关处， 就像个陶瓷陈列馆， 穿
过左手边的门就是洒满了阳光的天井。
周末在包厢开party的外国朋友很多 ，
所以来这里吃饭丝毫不必担心自己家
娃会太吵， 尽可以让娃融入到欢乐闹
腾的氛围中去。

说完了院子， 我们再来看看用餐
区环境和食物。 相比包间， 带孩子坐
大厅更舒适和宽敞， 吃饭同时还能看
看陈列在大厅的艺术装置。 沙发座有
限， 吃完了想发会儿呆的朋友建议早
点去占座。

老板是马来西亚人， 做出的马来
菜自然 “地道”， 甜品和饮料也都富有
马来特色， “摩摩喳喳”、 “椰浆西米
露 ” 十分适合孩子口味 。 菜量不大 ，
一家三口至少要点三道主菜和一份主
食才够吃。

除了马来特色甜品， 这家店的香
蕉奶昔、 草莓奶昔、 鲜榨果汁也是不
错的选择。

果园西餐厅撒个欢

红砖美术馆对面儿的花园餐厅既
然是景色无敌的院子餐厅， 周末免不
了会有办婚礼的客人。 如果您不介意
沾沾喜气儿和热闹， 就可以选择来这
里用餐。

与其说是院子， 果园西餐厅更像
一个大大的庄园， 葡萄藤架、 小桥流
水、 茂盛花草、 人工湖一应俱全。 餐
厅还养了很多可爱的小动物， 院子里
的猫咪十分可爱。 带孩子来这儿， 完
全不用怕孩子会因为无聊而闹腾， 他
大概率会目不暇接地沉浸在景色和有
趣的小动物中。

为了让顾客吃完饭遛遛弯且不迷
路， 果园贴心地准备了地图， 清晰地
标明了各区域的位置和功能， 它基本
代表了那个区域的景色风格。 比如日
式馆， 就是一个日本茶艺风格区， 西
餐厅就是西式风格的门廊和桌椅。

最喜欢这里的环湖小路， 隔着岸
能够看到湖心的婚礼堂， 不知道为啥
就是能给人一种秋日浪漫的氛围， 嘴
角会不自觉上扬。 娃， 就不用说多开
心了， 秋天阳光好的时候这里真的是
娃最喜欢来的地方， 甚至比游乐园还
喜欢。

不过， 想去的朋友一定要提前预
约， 如果能够约到景观位真的会大大
提升用餐体验。 如果没有提前预约也
没关系， 现场等号排位的时候在周围
溜达溜达也不会觉得无聊。

这里周日11点到下午3点为自助餐

时段， 其实带孩子吃自助真的是减少
了很多点菜的麻烦， 全家老少全出动
也都能寻到自己喜欢的食物。 孩子也
很喜欢站在长长的自助餐台前， 选择
琳琅满目食物的感觉。

这家的口味算不上出类拔萃， 但
如果加上环境分数， 就是物有所值的
周末用餐好去处了。

花马天堂里《情人》 般的味道

位于北京心脏之地的前门23号院
花马天堂， 老板是祖籍云南的台湾人，
从小在缅甸长大。 所以他们家的菜与
其说是地道云南菜， 不如说是融合菜。
但对于孩子来说， 融合菜的西化偏甜
口味比正宗云南菜更容易接受。

虽说是融合菜， 但味道还是经得
住考验的 。 闭眼点 ， 基本不会出错 。
特别是虾泥春卷和云南野菜饼， 完全
陌生的味道， 却有种让人一口下去就
爱上的魔力。

娃真的很喜欢这里的餐具和装修
风格， 对于他来说这里像个神秘的国
度 ， 从餐具到桌椅 ， 从花纹到氛围 ，
都散发着异域味道。 需要提醒大家的
是， 这里的露台位置十分抢手， 如果
想在窗边或者露台用餐， 一定要提前

预订。
带大一点的孩子， 不妨去这里用

晚餐。 花马天堂的露台点起烛光后真
的是美不胜收。 凡是去过的人， 无不
称赞它特有的穿越感 。 很像杜拉斯
《情人》 中的西贡傍晚， 东西方人在这
里共坐一席， 同一片夕阳余晖， 打乱
了时空和种族界限。

花马天堂的院子也相当开阔。 大
片草坪修整得很好， 背后的建筑风格
偏欧式， 如果您家娃和我家的一样是
个精力无比充沛的 “小恶魔”， 那就一
定会爱上这片超级大的草坪！ 来花马
天堂吃饭， 遛他 （撒开疯跑）！

仙气缭绕的京兆尹

京兆尹是帝都大名鼎鼎的院落餐
厅了， 主打素食。 这里的烹饪理念是
本源、 纯净、 健康， 食材选择是餐厅
最骄傲的地方， 主打四季变换， 以森
林野生为主， 半野生和有机为辅。 我
带娃一般会等到有套餐才去吃， 因为
相比单点， 吃到的种类更多， 价格也
更划算。 讲真， 小爱是肉食动物， 如
果不是为了带孩子来体验一下京城著
名的四合院， 素食真的不符合我的口
味。 但没想到的是， 京兆尹的素食丝
毫不会让人觉得寡淡， 味道的层次和
精彩程度丝毫不输给任何肉食。 甜品
更是甜蜜又清淡 ， 孩子吃了自己的 ，
把我没吃完的半份也抢了过去。

店内环境禅意满满， 如果娃儿是
精力充沛到无法消停的类型， 妈妈又
是脸皮超级薄的， 那么请慎入。 我带
娃是比较心大的类型， 本着 “爱咋咋
地， 不行就镇压” 的心情去的， 没想
到娃还挺给面子， 整顿饭下来安安静
静。 或许是店内氛围， 或许是食物健
康让娃没那么躁动？

如果想坐景观位， 一定要打电话
预约， 至少提前一周吧。

不过就算没坐成景观位， 在这座
气派的大宅里走走， 也一级棒！ 竹林
主打禅意幽静， 移步换景， 寸寸都美。
或许是因为用了负离子喷雾， 氤氲于
院落 、 夹道与竹林之间 ， 润物无声 。
这里的空气泛着一丝丝甜味， 很像山
中清晨的味道。

中间花园的位置是典型的清代宅
院， 色彩丰富不说， 一到秋天， 院内
的树叶会变成暖红、 暖黄色， 十分喜
庆。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的户外
位置也不允许抽烟 ， 这点深得我心 ，
娃不论在哪儿疯跑， 都不会吸二手烟！
这处院落虽处闹市， 却是极好的身心
暂歇之地。

周末带上娃， 到此地吃完饭， 走
几步就是国子监和孔庙， 真的是休闲
又美味的行程！ 摘自人民网

偶然间看到 “当妈的都是偷时间的贼” 这句话时， 瞬间就被击中了。
作为一个24小时待命的妈妈， 自从有了孩子， 上班和上厕所变成了人生中最爱做的事。 其中， 工作日的午餐时光，

一边吃饭一边追剧， 简直是一天里的高光时刻。
但作为一个妈妈， 除了 “偷” 来的独享美食时光， 也想和娃还有娃爸一起享受悠闲的周末午餐时光。 而且现在秋高

气爽， 阳光正好， 正适合带娃在户外一边赏景一边吃。 北京可以在户外吃饭的餐厅很多， 挑选起来却有些困难。 毕竟这
可是北京一年当中最有味道的季节， 如果只看繁华街景未免有些浪费。

有没有一种能大小尽欢的餐厅， 既有秋日美景又有精致美食？
有， 那就是———自带小院儿的美好餐厅！ 这些餐厅有的特别有北京特色， 有的是浓浓使馆风……周末就去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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