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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 大泰山 ·商讯

每当夏季来临，华灯初上，三五个
朋友聚在一起喝啤酒、聊天已经成为市
民消夏的主要方式，啤酒成了夏季市民
酒类消费的主要品种。今年，一款 7 日
保鲜的特色产品泰山原浆啤酒，在山东
啤酒消费市场迅速铺开，颠覆了市民传
统的啤酒消费概念。

“服务员，有今天的啤酒么，昨天的
也行，来上一箱。”16 日中午，市民王先
生和几个朋友一走进岱宗大街的一家
酒店，径直走向前台。“以前喝酒认的是
牌子，现在喝酒认的是日子。能喝今天
酿的，不喝昨天产的。啤酒嘛，喝的就是
个新鲜。”王先生说，自从他在该酒店喝
到 7 日保鲜的原浆啤酒后，他就成了这
里的常客，每次来只喝最新鲜的啤酒。

“泰山原浆啤酒 7 日保鲜”极致新鲜的

健康口号一经打出，备受市民推宠。
市民王先生说的这种新鲜啤酒就

是泰山原浆啤酒，该酒店张经理说，“泰
山原浆啤酒，主打的就是新鲜，7 日保
鲜，超过 7 天，泰山啤酒一律回收。顾客
想喝不新鲜的都喝不到。”张经理介绍，
这种啤酒在酒店销售以来，深受泰安消
费者的青睐。

据了解，泰山原浆啤酒打出“第一
时间，醇厚新鲜”的口号，就是让泰安
市民第一时间能够在自家门口喝到醇
厚新鲜、营养丰富的好啤酒。为此，泰
山啤酒以快捷的物流模式做保障，采
用厂家直送模式，全天候送货到泰安
各大酒店，把只有酿酒师才有机会品
尝到的 100% 全麦啤酒原液奉献给广
大消费者。泰山啤酒郑重承诺，在 7 天

保鲜期内，泰山原浆啤酒的口感、浊
度、营养完全一致，7 天以后的产品将
严格回收。

泰山啤酒德国酿酒专家卢特哈德
先生介绍，“泰山原浆啤酒”因为采用
不过滤等酿造工艺，原生酵母被完好
保留，所以富含了 17 种氨基酸、蛋白
质，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多种维生素及
钾、镁、钙、锌等有益于人体健康的微
量元素。泰山啤酒的德国顶级无菌啤
酒灌装设备保证了“泰山原浆啤酒”的
全程无菌灌装，是国内首家推出瓶装
原浆啤酒的厂家。据了解，通过工艺创
新，泰山原浆啤酒在常温或冷藏下口
感、质量完全一致，可实现全年销售，
消费者可以根据口味习惯选择饮用。

(于茹)

2007 年夏天，我 20 岁，为了求
学，来到泰安。我是爱山爱水的女
孩，带着对故乡及家人的思念来到
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时候的我常常
是寂寞的，记得日记里老是会出现

“朋友很多但我很寂寞……”这类型
的文字，回忆起着来依然弥漫酸酸
涩涩的味道，飘着小雨的校园、吹着
微风的后山、波光粼粼的湖面，总之
那时候的我是忧郁的。但随着在这
座城市的学习、生活慢慢地展开，我
开始熟悉这座城市，慢慢了解了它
的历史底蕴，也开始爱上了这座城
市。

我爱泰安的山。
泰山文化亘古至今渊远流长，

我前后六次登上泰山，每一次都被

它的俊美所折服，不管是危岩耸壁，
郁郁青松，还是月朗星稀，山水潺
潺，我都会产生一种陶醉至极的感
觉，仿佛世界的宣泄嘈杂根本就不
存在 ，真 正有种天 人合一 的超
脱……

我爱泰安的水。
自幼喜水的我，喜欢夏天在湖

中畅游，周边群山环绕，在这仙境中
疲惫的身体会得到全然的释放，泰
山的山水有着沁人心脾的甘冽，每
每在登山或者闲暇之余提着一个水
桶接水，不用担心什么细菌，不用担
心闹肚子，喝一口山泉水，瞬间涤荡
掉所有的饥渴与烦躁。

我更爱泰山的人。
泰安人质朴，憨厚，重感情，值

得交往。在泰安求学的这几年，我结
交了好多的朋友，是他们教会很多
为人处世的道理，带给我很多的欢
声笑语……几年下来我收获了事
业，收获了知识，更多收获的是做人
的真正意义，我的所有喜怒哀乐都
可以和他们进行分享，我的成功也
离不开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帮
助，这里的人我可以用一辈子去结
交，去解读，去学习。

如今，我即将毕业，在宿舍里的
舍友都各奔天涯的时候，我选择了
留在这座城市，也找到了自己心仪
的工作，以及为之奋斗的方向。

我爱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滴
水、每一个人！

(吴涵)

7日保鲜颠覆啤酒概念
瓶装泰山原浆啤酒 新鲜写在瓶盖上

在腌制的酱菜中，加入一点啤酒，
能使酱菜变得更为鲜美。如果在火锅里
加一点啤酒，火锅里的肉类会变得滑嫩
而不硬。

制做较肥的肉或脂肪较多的鱼时，
加一杯啤酒，能消除油腻味，吃起来很
爽口。

将待用制作的鸡放在盐、胡椒和啤
酒中，浸 1 — 2 小时，能去掉鸡的膻味。

将沾了啤酒的毛巾拧干之后，擦试
冰箱里面的表层，不但冰箱会显得光亮
无比、干净清爽，还可以起到消毒、杀菌
的作用。

窗户玻璃如果脏污了，你可以将毛
巾沾上些啤酒，拧干后擦试，再用干净
的抹布擦一下，玻璃会光亮无比。

像万年青这种观叶植物，叶子本来
就是有光泽的，但如果你觉得它还不够
光泽，可以用布或是毛笔沾啤酒一叶一
叶慢慢地擦试。

由于啤酒里面含有一种可以转变
为肥料的芳香(HOP)，可以将啤酒倒入
载盆里面，代替施肥。

啤酒可使鲜花保鲜，鲜花买回以后
不能够保鲜，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在插着鲜花的花瓶里加进一点啤酒便
使鲜花的保鲜期延长许多。因啤酒含有
乙醇，能使花枝切口消毒防腐，又含有
糖及其它营养物质，能为枝叶提供养
份。

啤酒用处多多

◎ 生活小窍门

每次徒步爬泰山，都
有两个习惯，喜欢晚上爬
山，不带干粮不带水。晚上
爬泰山，可以避开人群的
嘈杂，一路独享山石、瀑
布、松涛的旋律。不自备水
和干粮，则是因为最爱带
着冰镇的泰山啤酒，吃现
摊的泰山煎饼。

在爬山途中，喝任何
饮料也无法与畅快淋漓地
喝一瓶冰镇的泰山啤酒相
媲美。因为这泰山啤酒就
是用泰山山泉水酿造，清
爽甘甜的口感与秀美的山
景融洽无比。既可以说泰
山富有灵性的山水赋予了
泰山啤酒独一无二的清爽
品质，也可以说新鲜醇厚
的佳酿让饮者更全身心地
投入山川美景之中。让我
不光从视觉、听觉，甚至可
以从味觉，全方位体验整
个泰山的无限魅力。美景
醉人，佳酿亦醉人。

山路走得劳累，便停
下脚步，找家店，摊一张泰
安手工煎饼。这泰安煎饼
在泰山上可谓物美价廉，
现吃现摊，新鲜美味。颇具
特色的制作方式也经常吸
引外地游客驻足观看，而

我对煎饼的喜爱则是因为
它的简单。少许粗粮，几根
大葱，一勺大酱。这三种山
东人最常见的平凡食材凑
到一起。平凡朴实，无需雕
琢，却回味无穷，百品不
厌。煎饼的特点也体现出
山东人朴实无华的性格，
每次带朋友上泰山，我也
都乐于让他们品尝煎饼，
品味山东的文化。

说到女儿茶，则是与
要好的友人爬山时才会去
品尝的“高档”享受。女儿
茶是有故事有传说的茶，
所以总认为在自家用普通
的水冲泡女儿茶，品不出
其中韵味。只有在泰山上
用泰山泉水冲泡才品得出
女儿茶背后动人的传说。
机会难得，自然不能独享，
每当有至交好友一同登
山，则在中天门茶摊上，用
刚烧的山泉水冲一壶地道
的女儿茶，给朋友讲女儿
茶的传说，讲泰山的传说。
让甘醇的茶香沁人心脾的
同时，更与朋友一同感受
到自然泰山的奇妙，人文
泰山的厚重。实在是人生
之乐！

(代延陆)

美景醉人，

佳酿亦醉人

喜欢泰安，很深的那种……

泰山之美美于山，泰山之美
美于穹，泰山之美美于心。

——— —— —— 题记
泰安，一座安静的小城；
泰山，饱经岁月的风尘却未

曾沧桑；
若说美，泰山最美的当然是

山！
泰城的北部绵延着泰山的主

峰，许多外地的游客都直奔泰山
之巅而去，攀登、游玩、欣赏。

而我们这些熟识泰安的常客
最喜欢泰山的后山，那些小角小
落里隐藏着的风景。

盛夏桃花峪溪水里的清凉，
周末的午后，东御道，隐在半山腰
那一潭浅浅的湖水，三五好友，或

沿壁而上，或擎一支
钓竿，醉在大山的怀抱里。

山美，水美，天亦美。
最爱泰安那一抹碧蓝的苍

穹，不管是在山里还是在喧闹的
市区，抬头的时候总能看到蔚蓝
的天，那天空的颜色不仅仅是蓝，
更多的是蔚，只有看过，你才会知
道什么是真正蔚蓝的天。

浮在天上，变幻着美丽的形
状，云朵也一样，更多的是洁而不
是白。我最爱泰安的天，蓝的透
明，蓝的纯净，加之白云的辅佐，
是泰安最王道的风景。

既然说到美，还是人最美，酒
不醉人人自醉。淳美的民风，洁净
的心灵还有对泰山质朴的信仰。

这里生活的人们对泰山都充
满了极高的信仰和尊崇。泰山，是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
说，在泰安你不会迷路，因为泰安
有泰山，你看到有泰山的方向就
是北方，她永远会指引你走出迷
茫。

在街边人们热情地招呼，在
公共场合小孩子礼貌地给老人让
座，还有那些在湖边打着太极修
心养性的老者。让我想到的是陶
潜先生所说的“黄发垂髫并怡然
自乐”。

秀美的山，碧玉般的天，其乐
融融的生活。

山美，天美，人更美。
(刘明)

泰山之美，美其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