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济南”油旋、甜沫大赛火爆开场
各路高手展现绝技，市民游客品评回味老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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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明

生活日报10月30日讯 油旋、

甜沫高手现场展示绝技，市民游客

现场品评回味老济南。10月29日上

午，由济南明府城管理中心推出的

“最济南小吃”油旋、甜沫大赛在百

花洲如约开场。十余家制作油旋、

甜沫的民间能手，现场制作济南地

道小吃，并供游客免费品尝。这种

比赛，在济南还是头一次。最终潘

桂芹获得了油旋组冠军，而苏芳则

在甜沫组中折桂。

“甜——— 沫儿——— ”，许多年

前，济南人一天就是从这声吆喝中

开始的。甜沫、油旋这些地道的济

南小吃，锁定了济南人的味蕾，承

载了济南人太多的记忆。济南明府

片区泉流纵横，杨柳依依；名士风

雅，儒风长存；古韵悠悠，民俗扎

堆……是济南市现存唯一可以代

表老济南的地方，是济南历史遗存

最集中、泉城特色最丰富鲜明、文

化积淀最深厚的区域，是充满着发

展活力的老济南风情生活区。提起

济南小吃，济南人会掰着手指头告

诉你：“把子肉，羊肉串，草包、甜沫

和油旋”。这五种小吃中，油旋和甜

沫堪称价位最草根、受众最普及的

老济南风味小吃，是在漫长的岁月

中得以传承的文化样本。

为更深入地展示老济南文化，

增强游客和市民的文化体验感，

向世界传递济南元素，济南明府

城管理部门特推出油旋、甜沫制

作 比 赛 ，并 借 机 将 油 旋 和 甜

沫——— 这两大老济南招牌小吃引

入百花洲内。

此次比赛吸引了十几家制作

单位参赛，都是行业内的高手。29
日上午，记者现场看到，十几家甜

沫和油旋的制作单位一字排开，和

面、配料、熬制，施展浑身解数。他

们中，不仅有扎根省城某个片区、

赢得一方居民称道的小吃店店主，

还有名头很大的名店技艺大师。如

油旋中，就有来自弘春美斋油旋专

卖店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卢

丽华、有来自芙蓉街鲁菜名店会仙

楼饭庄的潘桂芹。甜沫中，有凤凰

山大集上赫赫有名的“张大姑甜

沫”、有在县东巷、花园路等地连锁

经营的甜沫王。“我家的张大姑甜

沫制作技艺是数代祖传的，又结合

当代人口感的变化作了工艺改进，

减了几分咸度，多了几分清香。这

次来百花洲参加比赛，一是想让更

多市民尝尝我的手艺，二是来与其

他同行们互相切磋学习。”前来参

赛的张志英对记者说，她们团队来

了五六个人，准备非常充分，不仅

现场制作了甜沫，而且还免费配上

了葱油饼，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品

尝。

十几分钟的时间，外酥里嫩的

油 旋 ，冒 着 热 气 甜 沫 都 端 了 上

来……清香扑鼻，沁人心脾。这可

让免费品尝的市民、游客过足了

瘾，纷纷排队品尝。

“油旋不仅要外酥里嫩，还要

看颜色，闻香味，识形态。”专家评

委、济南老字号协会副会长王福泉

说，油旋分为圆形、鸡蛋形和寿桃

形，好的油旋分层明显，从中间可

以提起，好的油旋要看出层次，最

多的能达到几十层甚至五六十层。

“甜沫也一样，作为贴地气的民间

传统小吃，从工艺到口感，要能看

的到传统的影子，品味地道的滋

味。”

“甜沫和油旋代表的是一种民

俗文化。不管社会怎么发展，体现

地域文化的小吃永远是一个城市

中标志性特色和旅游卖点，百花洲

片区通过这种市民和专家共同遴

选的方式进行选拔特色小吃中的

佼佼者，活动本身就很有创意。”专

家评委、济南民俗协会会长张继平

说。记者现场了解到，张继平先生

所说的“共同遴选”是这样的情况：

现场还特邀了数位市民代表和专

家一起进行盲评投票，以在“众口

难调”中优中选优。

经过联合品评投票，最终油旋

组的潘桂芹和甜沫组的苏芳获得

了冠军，他们将赢得免费入住百花

洲经营一年的“入场券”，李兴涛和

贾延令分别获得油旋和甜沫比赛

的第二名，他们将各赢得5000元现

金奖励，其余参赛选手各获得奖金

100元。据组委会介绍，签约仪式和

奖金发放仪式将在本周内进行，组

委会会另行通知。

相亲静距离

天喜缘数字能量学幸福婚恋大讲堂又开讲了！
报名热线：0531-68651212、86101571，免费征婚登记：www.love219 .com，每天9：00至20：00，假日无休

首届天喜缘数字能量学幸福

婚恋大讲堂完美谢幕之后，很多

朋友都高呼不过瘾，迫切希望我

们再次举办幸福学堂的活动，应

广大朋友的要求，我们即将举办

第二期数字能量学幸福婚恋大讲

堂。想知道你为什么一直单身吗？

想知道为什么你的婚姻不幸福

吗？那就来我们的数字能量学

幸福婚恋大讲堂吧，让大师为

我们指点迷津，让我们一起探

索数字里的秘密！

在线QQ：893386865

2337605679

活动时间：

2016年11月6日(周日下午2:
30-5:30)
相亲地址：市中区经四路5号万达

广场A座写字间15B-1510室(万达

店)；

历下区泺源大街29号圣凯财

富广场三楼346室(圣凯店)。

G8401男，未婚，27岁，1 . 85米，

硕士，省直事业单位在编，有房，

电话：81765911

99935男，未婚，29岁，1 . 80米，

本科，汽车行业投资，有车房。

电话：86101025

G 8 4 1 2男，未婚，38岁，1 . 80
米，硕士，外企管理，有房。

电话：86101811

G 8 4 0 8男，离异，43岁，1 . 75
米，本科，公司副总，有房。

电话：81765911

10064-1男，未婚，46岁，1 . 80
米，本科，工程师在编，有车房。

电话：86101012

99087男，离异，50岁，1 . 78米，

本科，事业单位在编，有车房。

电话：86101571

13155女，未婚，26岁，1 . 65米，

本科，大学老师，温柔贤惠。

电话：86101571

A 6 5 9 2女，未育，28岁，1 . 64
米，本科，事业单位，有房。

电话：86101811

扫描二维码

或添加公众账号

pangj ing2000获取

更多相亲资讯。

婚恋顾问及

情感专家，执业资

格认证心理咨询

师，天喜缘单身白

领俱乐部创办人，

有18年从业经验，

带领红娘团队打

造本土相亲品牌，

首创“娘家姐姐”

式亲情服务 ,成功促成数千对佳偶，被

单身朋友亲切誉为“齐鲁第一红娘”。

相亲热线：68651212、86101571

征婚短信联络：13210585172

●婚恋专家庞静简介

●天喜缘诚聘30岁—45岁之间已婚且家庭美满的高素质红娘，上

一天休一天，有意者请致电13210585172。

这棵巨葱比姚明还高5厘米
章丘村民宋光宝连续三年种出“大葱状元”，今年这棵巨葱高2 . 31米
□记者 郭学军 通讯员 厉晓伟

生活日报10月30日讯 今天

上午，2016年大葱节暨章丘名优农

产品展活动在百脉泉广场举办。在

“大葱状元”评选环节,章丘市绣惠

街道王金村村民宋光宝培植的一

棵章丘大葱夺得今年的“大葱状

元”，获得奖金20000元。这棵巨葱

通高2 . 31米，比姚明还高5厘米。

“这是我的葱连续第三年获得

状元，我很高兴！”刚刚获得“大葱

状元”的葱农宋光宝一手举着奖

杯，一手抱着大葱，一脸的喜悦。他

今年共种植了20多亩大葱，亩产大

约在6000斤到8000斤。问他有什么

种植的诀窍？他微笑着略带神秘地

说，无非是选好种子，浇好水，施好

肥，另外还要搞好田间管理。自6月
份种植，一直到11月份收获，哪一

步也要用心。

“你们这里的大葱很好吃，我

这几天在这里采访都吃胖了。”一

家日本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也赶到

现场采访宋光宝。他们是专程来章

丘采访大葱故事的，回去想做个专

题科教片《葱的世界》播出。

“大葱状元评选，主要根据大

葱高度、葱白直径、葱白长度、单株

重量等指标，综合起来最后评定出

最优的为状元。”章丘市蔬菜服务

中心副主任王新兴说，今年还评出

了大葱单项最高奖项：大葱高度为

2 . 35米；葱白长度为1 . 25米；葱白

直径为4 . 15厘米；单株重量为955
克。

章丘市农业局首席大葱专家

胡延萍介绍说，今年章丘全市种植

大葱约12万亩，产量大约在50多万

吨。目前，全市形成了1000亩的良

种繁育基地，建立了拥有39个新品

种的大葱种质资源库，不断进行提

纯复壮和杂交实验。2011年11月，

章丘大葱当家品种大梧桐搭载“神

八”遨游太空17天，进行空间诱变

育种和筛选试验。2012年3月，太空

大葱下地播种。目前，太空育种已

收获4代种。

十几天以后，章丘大葱将集中

上市，另外只有本地生长的、经章

丘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检

测安全的章丘大葱，才有资格获得

“身份证”。消费者只要拿出手机扫

一扫二维码，大葱生产地块负责

人、收获日期、农残检测结果等基

本信息便可一目了然，实现质量安

全追溯。

大葱状元被来自绣惠街道

的宋光宝夺得，状元葱高2 . 31米，

奖金两万元。 记者 周青先 摄

现场熬制的甜沫，市民游客免费品尝，大受欢迎。 记者 李明 摄


	S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