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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美，散发浓浓异域
风情的优格大道冰激凌，选用
上等优格为主要原料，制作出
精美的冰激凌与冰冻甜品，细
腻爽滑，舌尖轻舞飞扬，带来
别样的味觉享受。优格大道冰
激凌恒隆店内提供数十种不
同口味的冰激凌，每一杯都可
按照顾客的要求加入不同的
混合品，例如坚果、水果或者
更多其他美味，然后再装进制
作精美的容器中。

优格大道创新于美国，以
颠覆传统冰激凌的工艺创新、
完美的品质获得时尚达人的青
睐；以带给中国人浓情的冰淇

淋享受为宗旨，掀起中国人天
然、营养、健康的冰淇淋饮食风
潮。优格中含有丰富的益生菌，
可降低肠道内坏菌的生长、为
人体补充钙质。有位作家曾说
过：“优格像施了魔法般让我深
深着迷”，优格打开的是一扇通
往健康、养颜的美丽之门。

柔软、浓郁的优格大道冰
激凌，每一种口味都采用新鲜的
原料，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
个个精美的艺术品。优格大道
冰激凌穿过大半个地球漂洋
过海从美国来到中国,带着美
国文化里特有的豪爽与热情,
进口的优格里带着独特的酸

甜,配合色彩缤纷,营养丰富的
新鲜水果,盛入特制的优格大
道冰激凌碗里,怎一个精美了
得。用小勺小心翼翼的挖出一

点，放入口中细细品味，霎时，
一股凉爽、清新的感觉直入味
蕾，奶油的酸甜、水果的清香，无
数的缤纷味道涌入心口……

“一杯优格大道，多少缤纷
心情!”优格大道冰淇凌，纯正美
国冰淇凌制作工艺及北美口
味，健康的饮食文化塑造了种
种令广大消费者喜爱有加的优
格酸奶制品，低糖、低脂、低卡路
里实现了冰淇凌绿色健康无负
担的美好理想，优格大道畅想
时尚，畅想青春，畅想未来，以时
尚酸奶冰淇凌风靡北美，现优
格大道强势入驻济南恒隆广场
内街，北美风情劲炫泉城，将世
界的美味带给济南，让济南品
尝到世界的美味！

品尝优格大道冰激凌是
一种休闲、一种格调。下午茶

时刻，在恒隆广场优格大道店
内歇歇脚，来一杯优格冰激
凌，用缤纷的口感开启你味蕾
的旅行。与三两好友在这里尽
情享受惬意时光，欣赏国际风
范的奢华时尚。一个人静静独
处，优格大道也是再合适不过
的地方，色彩明丽的店面，时
尚简约的家装布局，处处充满
着青春、雅致的气息。坐在优
格大道店里，一人静静思考，
慢慢沉淀万千心绪，一杯冰激
凌伴你度过一段静谧私人空
间的别样时光。
地址：济南恒隆广场内街136号

成长，一个象征品牌生命力的词汇。
“中国品牌传播界奥斯卡”，一个汇聚企业
界、传媒界、演艺界三方嘉宾，共同“见证
品牌历史、表彰品牌贡献”的年度盛宴；8
月31日，第三届(2011)中国品牌与传播大
会上在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酒店隆重举办。
此次，金牌牛奶特仑苏脱颖而出，一举摘
得最具成长力品牌的殊荣，印证了其在乳
品市场中无可比拟的强大生命力和品牌
成长力。

巧觅“独有领域”成特仑苏获奖关键
特仑苏是2005年面世的第一款高端

乳品品牌，它的面世，拉开了国内乳品行
业升级的帷幕。其高标准的奶源、高品质
的营养，和典雅、高贵的包装外观、令人耳
目一新，上市仅两个月即收到市场很好的
反馈。

基于企业产业升级和创新技术的全
面发展，特仑苏牛奶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
青睐。从奶源地、乳牛和牧草品种的严苛
筛选，到牧场、生产管理先进理念的传播，
特仑苏成功的将金牌牛奶特仑苏与普通
牛奶区隔开来，“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
苏”的品牌核心价值观也因此更加深入到
消费者心中。特仑苏品牌建立来，根据市
场需要，针对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先后推出
了四款独具特色的牛奶，不仅彰显了特仑
苏以健康为导向的产品研发理念和以创
新为动力的品牌成长特性，更体现了特仑
苏将品牌文化传递给消费者的不懈努力
与追求。

在此次品牌与传播大会上，众多媒体
领袖与企业高层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媒体
融合大趋势下的新变局与新趋势。作为
高品质牛奶的代表，特仑苏得到了评委
团的一致好评，一举摘得了“最具成长

力品牌”大奖。评委团认为，在短短的
六年内，特仑苏高效地完成了从发展期
到成长期的转变，给消费者带来健康牛
奶的同时，更有力的促进了乳制品行业
新的发展道路。

特仑苏一直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高
品质的牛奶和生活方式，除优质的营养
外，更注重消费者精神生活的全面提升，
她借助名仕会的平台，为会员带来专属人
生体验。特仑苏城市音乐会也把牛奶与艺
术相结合的品质人生理念演绎的淋漓尽
致。

品质生活为密匙，打开品牌成长的那
扇门

在此次大会的圆桌对话环节里，就整
合营销与品牌塑造的主题，企业代表们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与沟通。特仑苏在品牌核
心理念的整合传播中，不只是在为消费者
和名仕会会员能拥有更优质的牛奶而努
力，其更注重消费者在品质生活方面的美
好体验。特仑苏在这方面真正做到了将体
验营销与情感营销相结合，用实际行动赢
得了消费者的喜爱。

不仅如此，特仑苏在首届“沪上十大
金融家”的颁奖典礼上也顺利获得组委授
予的“2011中国食品健康七星奖·信赖
100”的光荣称号，特仑苏被称誉为最受消
费者信赖的食品品牌。这不仅呈现了特仑
苏在消费者心中有着很高的地位，更体现
了特仑苏品牌文化一以贯之的核心主张：
金牌牛奶，成就特仑苏人生。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的品
牌核心价值理念不仅会熠熠闪光，特仑
苏品牌文化的传播与品牌成长的道路也
会走的更加长远。

《财神客栈》、《金陵十三钗》
再到正在拍摄的《十二星座离奇
事件》，“青春偶像”佟大为在不断
突破以往形象的同时，片约不断
戏路渐宽。不过近日佟大为成功
签约中国知名水饺生厂商思念食
品为其代言并拍摄“手打天下”全
新广告，并以“家庭煮夫”形象示
人，因此有人质疑这可能会影响佟
大为对于全新角色的演绎。

对此，佟大为在接受笔者采
访时表示，可能自己曾经塑造的

“家庭煮夫”形象比较深刻，所以
思念厂家才会有意合作。自己在
婚后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确实在
家务方面的担当多了一些，下厨
房洗菜做饭也是常有的事，对于

“煮夫”形象并不排斥，还要感谢
观众对自己演技的认可。

而对于此次代言是否担心
会影响以后的戏路，佟大为也
表示，虽是一个广告，其实也是
一个角色一种扮演，只不过这
个角色现在已经驾轻就熟，对
于其他全新角色没有什么冲
突，并不担心会对以后的戏路
有什么影响。如果说有影响，可
能也是观众看到新的角色后会
觉得更新鲜。

对于此次代言的产品，佟大
为表示，因为工作关系，平时也会
选择速冻食品，思念的水饺之前
自己就曾吃过，感觉不错。尤其是
这次代言的新产品“手打天下”水
饺，更因为其精益求精的“打”制
工艺和“手打天下”这四个字蕴含
的“大气魄”，增加其代言的信心。

出生在北方的佟大为因为自

己也喜欢吃水饺，在此次代言思
念品牌的签约会上，还当场向思
念面点师傅拜师学艺，进行揉面、
擀皮、打馅，亲身体验了手打天下
水饺的绝招：劲打面，精打馅，纯
手工包制。目前思念“找打”广告
已经在各大电视台播出，精彩的
创意加上佟大为倾情演绎，颇受
观众好评。

2011年9月22日，中国上海,全
球和北美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
2011年9月8日公布2011年度榜
单，雅培公司第七次入选，成为
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名单的一
员，这意味着雅培在可持续发展
方面连续7年进入了全球2500家最
大企业中的前300名。

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每年
都会从全球和地区角度，对每个
行业中领先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进行评估，包括企业管理的分
析，风险和危机管理，品牌，减
少气候恶化，供应链管理，劳动

技能培训以及相应的企业公民责
任内容。

在名单评选过程中，雅培作
为一家制药企业在多方面表现突
出，特别是环境和气候保护战略
中更是获得了满分，该评价体系
集中关注一家企业在保护环境方
面的综合努力。另外，雅培公司
在风险危机管理、股东参与度、
供应商标准、企业管理和员工健
康安全方面，也有良好的表现。

“建设健康繁荣的社会，企
业正在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雅培全球企业公民责任副

总裁凯瑟琳·毕克斯女士说，
“雅培在商业、社会和环境方面
的综合表现表明，我们的企业对
社会有着持续的积极影响，这是
雅培123年发展的延续。”

据悉，除了连续7年入围道
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之外，雅培
近日还同时入选《工作母亲》杂
志发布的“最佳企业”100强；
及《科学》杂志评选的2011年度
“生物制药行业最佳企业雇主”
前20位。在企业公民责任方面处
于制药行业领先地位。

夜雨寄北
李商隐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从前
美蛙鱼头，爱老虎油？老

虎油是个神马？OUT了吧。这
句话的正解是“美蛙鱼头，I
LOVE YOU”。作为济南川菜
的引领者巴山夜雨酒楼总是
能让你吃到最新、最正、最够
味的川菜，美蛙鱼头就是其刚
刚推出的新菜品。只要吃过的
人都会赞不绝口，几乎成为每

桌必点的菜品。“美蛙鱼头 I
LOVE YOU”这句话由此而
来。

美蛙鱼头不得不尝

传统与新派相结合是巴
山夜雨酒楼的菜品特色。美蛙
鱼头就是一个代表，作为重庆
特有的美食，其主材为美蛙和
花莲鱼头。将美蛙去皮、连同
剁好的鱼头一同加入放有川
盐、青花椒、葱白节、番茄片、
高汤、生姜片、红枣、莲子、鸡
精等十余种材料配置而成的
汤中，并点火烧沸，一盆散发
着浓郁油香的美蛙鱼头变可

以上桌了。
拿起筷子，深入其中，夹

起一块，雪白的蛙肉和鲜红的
油汤料形成鲜明的对比，还不
等蛙肉上的油花坠入料中，便
急不可耐的将其夹入盘中，没
办法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嘴
巴决定脑袋”。在事先准备好
的小料中再滚上一滚，你除了
放入口中，便不再会有其它多
余的动作。入口香、渐渐感到
舌尖开始发麻，吃过一块之
后，别的菜品也就无暇顾及，
三下五除二，一盆美味就这样
下了肚。

入口让人hold不住

如果评选让人吃了还想
吃的菜系，川菜自然是首选，
其浓郁的油香、劲爆的麻辣让
人的味蕾产生了不可颠覆的
记忆。而如果要在川菜中再评
选出，吃了让人还想吃的菜
品，美蛙鱼头必胜无疑。其集
合了川菜的精华并加以发扬，
白嫩的美蛙、鱼头与鲜红的底
料形成强烈对比。香滑细腻的
肉质与麻辣劲爆的配料相得
益彰。一位从不吃蛙类的美
女，吃过美蛙鱼头如此评价，

“以前没吃过，从视觉上对蛙

类有些抵触，吃过之后我的第
一反应就是一定要带办公室
的同事一起去吃一次。”

美 蛙 鱼 头 I L O V E
YOU，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它饱含所
有吃过的人对其的喜爱与赞

赏。甚至有人说，没吃过美蛙
鱼头，就别说你到过巴山夜
雨！
恒隆广场旗舰店：恒隆广场六
楼西北角
电话：66669799
燕山新店地址：经十路燕山立

交桥西南(燕子山庄东邻)
电话：87177888
泺源店地址：泺源大街1号(山
东新闻大厦对面)
电话：86999388
消 费 者 意 见 邮 箱 ：
zhanghongming168@126 .com

国庆休闲出游，去近郊周边或不远的湖畔赏秋，湖光山色美不胜收；
芦苇丛中、藕花深处，鱼翔浅底、虾蟹嬉戏。品湖鲜，赏深秋，烟波浩渺惹
人醉，美味湖鲜尝不够。

□本版综合

当下正是白云湖虾肥蟹美的丰收季节，大黑
鱼、白莲藕、白云湖鸭蛋颇有名气。白云湖湿地是济
南市唯一的天然湿地，水产丰富。湖中盛产鱼、鳖、虾、菱芡、莲、蒲、苇，以及10多种可食的野生食物，游客来此亦可大饱口福。

泛舟章丘白云湖，藕花深处别有风味。垂钓戏

水，品尝湖鲜，白云湖的全鱼宴使人难忘。“这里的鱼肉太鲜美了，荷叶饺子、荷花沾蜜、炸荷叶包肉，都很好吃。”游客纪先生很兴奋地告诉记者，他们一
家人在白云湖大饱口福，很多菜都是第一次吃，这些菜不但营养丰富而且口感特别好。

碧波万顷、山水相映的雪野湖是济南都市圈百公里

范围内水域面积最大的湖面。游客在领略水上垂钓乐趣

的同时，又可尽情享受“雪野鱼宴”的美味。

雪野鱼宴主要以雪野湖产的花鲢、鳜鱼、甲鱼、鲫鱼

为主，并辅之以河虾、河蟹等湖鲜等，特色菜有红烧鲤

鱼、温炖鳜鱼、清炸串条、鲫鱼汤、甲鱼汤及各种湖鲜。一

条鱼可用12种不同的做法做出不同的菜式，深受游客喜

爱。
这里最有名的是用正宗雪野湖花鲢鱼头做成的雪

野鱼头汤。甘甜的泉水，独特的佐料，以木炭慢炖缓熬，

鱼肉肉质细嫩、鱼汤洁白如乳，色鲜味醇，有壮腰健肾之

功效，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地方名吃。

东平湖水质肥沃，无污染，芦苇里水鸟、野鸭鸣叫声此起

彼伏。湖产资源丰富，盛产鲫鱼、鳜鱼、鲤鱼、鲶鱼、嘎呀鱼、银

鱼、鲢鱼、黑鱼、鳝鱼、甲鱼、毛蟹、大青虾等几十种野生鱼类、

贝类。盛产特有的菱角、鸡斗米、莲藕等十几种水生植物，还

有麻鸭蛋、松花蛋、菱米、芡实等水产品。

味道鲜美的全鱼宴、全

湖宴

是东平湖特有的地方名吃。以湖鱼为主题的东平湖鱼宴，经

当地厨师的炝、炒、炖、煎、炸、焖等独特厨艺加工，把东平湖

几十种的野生鱼类汇聚成鲜嫩、酥滑、麻辣等多种口味的丰

盛宴席。特色系列名吃有安山大炖鱼、东平糟鱼、地锅鲤鱼、

鲶鱼、嘎呀鱼、特色水煮鱼、鲫鱼汤、湖鱼汤、荷叶鱼、绣球全

鱼、芝麻鱼球、蜜汁菱米、湖鸭、螃蟹、美味湖虾等上百种特色

菜系。

历城区唐王渔场位于白云湖西岸，所

产草鱼、鲤鱼、鲫鱼、鲢鱼等远离工业污染，

肉质肥美，营养丰富，为全鱼宴提供了上好

原料。
唐王渔场全鱼宴始创于上世纪八十年

代末，成熟于九十年代初。取料四大家鱼，

施以细致刀法，辅以精美佐料，做工复杂，

选料讲究，口感独特，色味俱佳。所研发的

全鱼宴有上百道以鱼为主料的菜肴，做法

或蒸、或煮、或煎、或炸、或酥、或溜、或葱

油、或清炖、或酱闷、或生拌，花色各异。其

代表作“淡水鱼丸”曾获山东省轻工业产品

博览会金奖。唐王渔场全鱼宴经过二十余

年的挖掘、创新，现已形成独特菜系，广为

社会各界所赞誉。

走进美里湖湿地公园，碧波荡漾的湖水，让人心旷神怡；丰富多彩的休闲项目让您的假期生活充满乐趣。钓鱼、划船、捡鹅蛋，累了饿了就吃特色农家鱼宴，六种鱼外加不同的特色做法，会让您轻松品尝湖中鲜鱼的绝美味道。钓完了

鱼，吃完了饭，捡完了鹅蛋，剩下的时间，您还可以泛舟美里湖，卸去一身的疲惫，和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

优格大道冰激凌，热力开启秋日畅想季
——— 用一份简单的快乐，一份精致的冰激凌，一起畅想幸福而又美好的生活。

高端品质演绎卓越人生

特仑苏荣摘“最具成长力品牌”大奖

雅培第七次入选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

“思念”家庭“煮夫”不悔 佟大为享受戏里戏外

湖鱼味道鲜美，含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成分，脂肪少，易于人体吸收。湖区民间的鱼菜不但
营养丰富，祛病养颜，而且鲜嫩味美，百吃不厌。

全鱼宴一般有12、14、20、24道菜一桌的，甚至有上百道菜一桌的。主要名贵鱼菜有鲤鱼跳龙门、二
龙戏珠、家常熬鲫鱼、梅花鲤鱼、松鼠鲤鱼、芙蓉荷花鲤鱼、湖水煮鱼、清蒸银边鱼、葡萄鱼、金狮鲤鱼、
蕃茄鱼片、鸳鸯鱼卷、煎焖白鱼、拌生鱼片等。

四鼻鲤鱼是微山湖独有的淡水养殖鱼，嘴上边多出两根短须，酷

似鼻孔，故名“四鼻鲤鱼”，此鱼肉质细腻，味道鲜美，是微山湖一带酒

筵上的必备佳肴。

微山湖的鲤鱼宴是从鱼的头、尾、腹、唇、肚、裙等不同部位做出

各种珍食佳肴，做出丝、片、丁、条、托、茸等各种形态，融色、香、味、

形、器、滋、养为一体的宴席。既能保留传统风味特色，又充分利用新

调料、新工艺，做出有微山湖韵味的新菜品。有烤白鳝、五彩鳝脯、椒

盐 龙 骨 、

滋补元鱼、飞龙鱼、干锅鱼头、

竹香开口鳝、漂汤鱼丸、佛手鳗花、船夫鱼、扒烧划

水等。
汤漂鱼丸是微山湖一种老少皆宜、味美可口的菜肴。鱼丸子在汤

中全部漂浮着，具有“一鲜、二嫩、三软、四漂”的特点。

大明湖湖水清冽，游鱼可见。以湖中鲜鱼、嫩藕、香莲为料的全鱼宴、冰糖莲子、水晶藕、蒲菜水饺等是颇具地域特色的名吃。如今，不仅明湖北岸的四季明湖酒楼，开放拓展后新大明湖南岸可以做鱼的特色酒楼毗邻皆是。
千百年来，大明湖一直是文人名士泛舟宴饮聚集之地。以明湖水产烹制的全鱼宴、锅塌蒲菜、水晶藕、炸荷花等“历下风

味”，独特中透着高雅。宴游湖上，明月清风，雅兴遄飞。明湖船宴集宴饮与游湖于一体，为一举两得的高雅快事。若客来远方，宾朋满座时，相邀宴游湖上，共享湖光山色。碧荷作杯邀明月，柳丝垂簾赋新声。无论是春花秋月，或细雨轻风，都会令人情兴满怀。明湖船宴可在船上享用，也可驶船至湖心岛上。可品茗或品尝鲁菜中的历下风味“明湖菜肴”。

巴山夜雨：美蛙鱼头“爱老虎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