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刘 英 报道
本报曹县讯 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世界

十大蔬菜之首”的芦笋，即将成为山东美食旅
游的“尝鲜”首选，于“五一”前后率先登陆
青岛等城市举办的“鲜食白芦笋美食季”，成
为山东美食休闲季的上品佳肴。

菏泽曹县是全国三大芦笋种植基地之一，
规模大，品质好，加工产品多出口国外。3月22
日，记者来到素有“中国芦笋之乡”美誉的曹
县青堌集镇。镇党委书记张世珍介绍说，鲜芦
笋产出季节是每年的4月中旬至8月份，前后有
100天左右的时间。每年4月份，当地都会结合
菏泽牡丹节的举办，适时举办芦笋节，以往都
是以商贸洽谈为主，但今年会结合做旅游的文
章，发动镇上餐馆做好接待“尝鲜”游客的准
备。

当地芦笋产品研发大户刘保真说，目前普
遍走上大众餐桌的主要还是以绿芦笋为主，新
芦笋上市季节，在北京新发地菜市场，一天的

批发量就可达到15万至25万公斤。刘保真说，
刚从地里收的新鲜芦笋可直接生吃，也可蒸、
炒、凉拌，当地厨师能做出至少20种芦笋菜
肴。而且，目前当地企业研发加工的产品还有
芦笋茶，芦笋酒，芦笋面条等，可以作为佐餐
食品推向大众。刘保真表示，目前正在考虑联
手菏泽的一家酒店，通过向其提供新鲜食材等
方式，在牡丹节期间举办芦笋美食节，吸引赏
牡丹的游客品尝。

据有关专家介绍，绿芦笋在市场上司空见
惯，更具营养价值的新鲜白芦笋，却是要到产
地才能吃到。因为这种作物生长在土里，密不
见光，挖出来以后要趁鲜品尝才能达到最佳口
感和营养。记者了解到，鲜食芦笋深受欧洲人
喜爱，引领绿色健康的饮食风尚。在德国，人
们最爱吃的蔬菜就是芦笋，每年4月中旬到6月
24日的“约翰内斯日”，整个德国都弥漫着对
于芦笋的热爱，从星级主厨到业余烹调爱好
者，从小酒馆到豪华宾馆，人们疯狂地品尝着

这种美味，热闹程度不亚于慕尼黑啤酒节。
“鲜食芦笋”也被德国人开发成旅游线

路，长约136公里的巴登芦笋之路，是德国一
条有名的美食家路线，它从世界著名的芦笋之
城施维茨茵根开始，经莱林根、卡尔斯鲁厄、
拉施塔特，一直延伸到施尔茨海姆，沿途不仅
风景宜人，一路都会举行与芦笋有关的趣味
活动。游客可以参观芦笋种植，看当地人如
何收割芦笋，更可以随时随地品尝最美味的
芦笋。

在山东，鲜食的不仅有芦笋，还有鲅鱼、
蛤蜊，比如青岛的鲅鱼节、蛤蜊节，都是用当
地应季出产的新鲜食材加工而成的美食。据
悉，省旅游局目前正在组织青岛、菏泽的餐饮
企业和芦笋产地进行对接，策划“鲜食白芦笋
美食季”的具体事宜，以期在“五一”前后将
理念新颖、健康时尚的“芦笋尝鲜”美食活动
推介给组团旅行社和各大线上旅行商，叫响
“到山东尝鲜”的首季产品。

□孙雯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由韩国旅游发展局举办的春

季旅游观光推介会在青岛举行。
韩国政府从3月14日起至4月30日期间试行

新的转机外国旅客免签入境制度。根据规定，
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转机前往第三国或者地区
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并在首都圈停留48小
时；拥有韩国签证资质的中国旅行社组织的
“首尔济州旅游团”经仁川国际机场转机赴济
州岛观光时可免签入境并在首都圈停留4 8小
时，从济州返回中国的途中，在仁川机场转机
时也可以免签停留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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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诱惑”主张“鲜食”理念
“鲜食白芦笋美食季”将于5月登场

□记者 刘 英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23日，酝酿3年之久的

“鲁菜馆”牌匾揭开神秘面纱，在省烹饪协会
常务理事会上公开亮相。60家企业捧走首批
“鲁菜馆”的金字招牌。

鲁菜是全国八大菜系之首，具有悠久的历
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近三年来，省旅游局投
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培育鲁菜品牌，将
“鲁菜馆”培育成“好客山东”品牌旗帜下的
重要品牌，并已经在全国工商总局注册。60家
企业率先入围“鲁菜馆”，走出了鲁菜品牌市
场化运作的第一步。

菜品制作技艺是鲁菜的技术核心，主要靠
大师带徒弟实现一代代的传承。山东现有的鲁
菜大师中，最小的年龄也已67岁，平均从业都
在50年以上。中国鲁菜特级烹饪大师、山东鲁

菜研究会会长王兴兰说，带好鲁菜传承人，特
别重要的是培养他的“厨德”，正所谓“做好
菜得先学会做人”，既要研发菜品，又要舍得
下利益的诱惑。王兴兰感叹，有的厨师刚刚有
了一点点成就，是个值得培养的“苗子”，却
往往因为哪个地方给的工资更高跳槽了，失去
了潜心研究鲁菜创新技法的动力。

“菜品的口味最终要服从健康的要求。”
省旅游局局长于冲说，饭菜搭配讲究酸碱平衡
的搭配，在引领餐食健康养生理念上，鲁菜馆
应该带个好头。

现实操作中，鲁菜的制作理念正在悄然发
生变化。据王兴兰介绍，目前山东已经研制出
以素食食材代替过去的肉食食材，制作出来的
爆炒腰花、油爆双脆、九转大肠等传统鲁菜，
口感与原来一丝不差，而且实现了降低胆固

醇、降低油脂摄取的养生目的。烟台的一家调
料企业，开发出一种压锅菜调料，将这种调料
与食材一起放入高压锅焖，制作方法简单，又
保证了口感和营养不流失。

山东有很多对鲁菜有感情的人，以60岁往
上的人群居多，因为他们知道传统的鲁菜是什
么滋味，也会在反复咂摸中评论哪个地方的鲁
菜口味更正宗。鲁菜要想争取更广泛的消费群
体，特别是要打动80后或90后这些手机、网络
不离手的年轻人，还得考虑怎么吊足他们的胃
口。省旅游局监督管理处处长孙蕾说，现在很
多90后青年更愿意去吃“重口味”的快餐，或
者是更追求能够代表时尚的潮流餐厅，这是鲁
菜企业目前无法办到的。如果想抓住这部分群
体，鲁菜餐饮还需要动更多的脑筋去研究年轻
人的喜好，通过线上促销，让他们尽快接受鲁

菜，以吃鲁菜为时尚。
“给企业发鲁菜馆的牌子不是结束，而是

鲁菜馆的市场运营才刚刚起步。”于冲说，希
望餐饮企业能够珍惜鲁菜馆这块金字招牌，把
金字招牌擦亮叫响，需要付出艰辛的过程，要
经历知名度、认同度、信赖度、忠诚度的四重
考验。在文化挖掘上，鲁菜馆处处体现齐鲁文
化元素，除了讲究菜品的传统外，餐具可以选
择鲁瓷，饮品可以选择鲁酒，座套、桌布等装
饰可以选择鲁绣，连环绕酒店内的背景音乐，
也要精心选择能衬托山东文化的音乐。

鲁菜馆经营的是文化，效益也是靠突出文
化特色创造的。据透露，省旅游局正在指导组
建“鲁菜馆”管理公司，将实现高度统筹的标
准化管理。

酝酿3年，首批60家餐企入围

“鲁菜馆”携健康餐饮文化亮相市场

□刘英 报道
曹县当地加工的芦笋系列产品主要出口亚

欧国家。图为企业员工正在为刚罐装密封好的
白芦笋贴商标。

韩国力推春季旅游观光

□记者 邵方超 通讯员 徐婷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23日，由山东省旅游行

业协会主办，山东蒙山旅游集团营销公司承办
为期4天的山东省第一期红色旅游培训班在蒙
山旅游区圆满结束。

本次培训班学员来自全省各市旅游局、景
区等相关旅游工作的部门代表，共计49人。中
国博物馆协会纪念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于延
俊、全国优秀导游寇磊、全国红色旅游十佳导
游张灏三位讲师就红色旅游讲解特色、红色旅
游景区讲解员职业发展探究、沂蒙红色发展
史、红色精神与时代创业四部分课程进行重点
讲解，并带领学员参观了蒙山龟蒙(沂蒙山主
峰)景区、蒙山钻石矿景区、蒙山人家景区、
九间棚景区、孟良崮景区等沂蒙山红色旅游的
代表景区。

我省举办首期

红色旅游培训班

□通讯员 刘玲玲 郭宁 报道
本报垦利讯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周

末，很多游客来到垦利黄河口镇游玩，在万尔
农家生态乐园里采摘新鲜的蔬菜，在耕读穗月
生态农庄里了解石磨面粉的加工过程，在田野
中挖荠菜，在小岛河两岸垂钓……体验悠闲自
在的农家乐，别有一番情趣。

“现在天气逐渐暖和了，周末孩子在家休息
没事，就带他们出来踏踏青，体验一下乡村生
活。你看这是我们在大棚里摘的西红柿和黄瓜，
这是孩子们自己挖的荠菜，等回去给他们包荠
菜饺子吃。”带着孩子来黄河口镇游玩的东营市
西城市民张女士高兴地说道。

“今天来水库看捕鱼的游客还真不少，俺这
水库一共270亩，主要有鲫鱼、鲤鱼、草鱼、黑鱼、
鲶鱼等10多个鱼种，一天就能打2万多斤，远销
北京、天津等地。来镇上游玩的人也都纷纷跑到
俺这来，一是为了亲眼见识一下打鱼的场面，再
就是图新鲜，带几斤鲜鱼回去尝尝。现在嘛，就
是图个吃起来放心。”黄河口镇新岛水库承包人
李兆明说道。

美丽的黄河口一年四季游客不断。夏天的
时候游客大都来到盛世槐乡生态园，秋天来的
时候可以去农田跟农户一起挖红薯、刨花生，也
可以去果园采摘葡萄、苹果、柿子等水果；到了
冬天就去蔬菜大棚里采摘蔬菜，吃农家饭，体味
农家乐。

近年来，黄河口镇充分利用优越的沿黄旅
游资源，积极打造以特色采摘、休闲垂钓、温泉
度假、农事体验、生态体验等旅游项目为要素的
黄河入海游精品线路。

垦利县黄河口镇

力推乡村旅游

□刘春蕾 汤秀英 报道
本报寿光讯 日前，省政府批准设立寿光

弥河生态省级旅游度假区。
弥河为寿光第一水系，2010年以来，寿光市

整合蔬菜高科技示范园、生态农业观光园及周
边旅游资源，推进省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工作。弥
河生态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范围总面积约6 . 64
平方公里，重点建设霍氏国际划艇俱乐部、中华
牡丹园、欧洲风情园等项目，集会议接待、旅游
观光、休闲度假、划艇健身于一体。

寿光弥河生态

省级旅游度假区获批

□记 者 邵方超
通讯员 刘 杨 报道

本报东平讯 近日，泰安市东平白佛山景
区2013年春季庙会暨民间艺术作品展拉开帷
幕。据景区初步统计，庙会第一天进山游客多
达10万人。

据了解，始于唐代的白佛山庙会已经连续
举办了上千年，今年庙会将持续一星期。白佛
山景区位于东平县城西侧，以国家3A级景区
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原隋代第一佛”闻
名于世，近年来新建的圣水观音更是成为今年
白佛山庙会的最大看点。另外，白佛山还是
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名山，有三教寺、泰山
圣母行宫、同心镜等景点。

东平白佛山迎来春季庙会

正是春花烂漫时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泉城樱花闹春意
3月21日，游客在济南五龙潭公园盛开的樱花树上系挂愿望卡片(上

图)。当日，“2013年五龙潭樱花艺术节”在这里拉开帷幕，吸引了众多

市民游客前来赏樱花、观名泉、拍美景(下左图)，身着汉服的美女也来与

游客互动(下右图)，使得樱花节上更加春意盎然。

□记者 邵方超 通讯员 王帅 报道
本报邹平讯 3月20日，邹平县嘉业生态园景区对

外开放，园内5公里樱花即将怒放。
据了解，嘉业生态园位于九顶雪华山中，占荒山、

荒滩3600亩。自2004年开始，园区围绕山、水、林、路
这四大主题，实施劈山引水、调整山势、筑坝拦水、挖
坑养水、植树造林、砌墙防火、道路成网等工程项目，
目前，园区已投资2亿元，基本实现了“全年四季有
景，处处生机盎然；山上翠柏滴绿，山下水波荡漾；公
路水路联网成片，水系植物相得益彰”的生态目标。

邹平5公里樱花长廊开门纳客

□记者 王吉祥 通讯员 尤明文 报道
本报泗水讯 泗水赏花汇将于3月29日开幕，本次

旅游盛事由省旅游局、济宁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济宁
市旅游局、泗水县人民政府承办。以“生态泗水行·春
夏赏花汇”为主题，融合桃花旅游节、杏花节、梨花
节、槐花节、青龙山庙会等一系列节庆活动将持续至5
月底。

杏花节时间为3月26日—4月15日，
青龙山庙会时间为3月28日—4月1日
桃花节时间为3月29日—4月28日，梨花节时间为4

月中旬，槐花节时间为4月30日—5月20日。

泗水赏花汇本月底启动

■ 花季资讯

武汉大学不堪“樱花劫”

赏花票价由10元调升至20元

年年花相似，今年价不同。面对困扰多年的“赏花
潮”，武汉大学今年终于“按捺不住”，将赏樱票价由
往年的10元调升至20元，一时间引发社会热议。

武汉市政府“赏花游”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处长曹
冬发认为，武汉大学遭遇“樱花劫”，地方政府应主动
解围，采取游客分流。他建议，既然游客为了“花”而
来，地方政府就应多培育类似景点，把客流从城区大学
引导到周边郊区，把赏花和乡村休闲度假游结合起来，
促使“大学一日游”向“郊区深度游”转型。

□李文 裴颖 报道
本报日照讯 今年，日照九仙山景区将投

资3000万元，打造以户外运动为核心、以惊险
刺激为特色的峡谷漂流项目，填补日照旅游市
场空白。目前，上游码头、游客服务中心、小
二型水库等项目正在加快推进，预计“五一”
开门纳客。

据了解，九仙山漂流项目上起黑牛场杜鹃
花园，下至龙潭大峡谷，漂流溪道全长2 6 0 0
米，落差70米左右。沿途包括激流勇进、林果
采摘等休闲项目，全程将打造互动体验与自然
山水环境结合一体的旅游产品类型。

九仙山将建峡谷漂流


	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