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空气来袭

最低温-10℃

龙洞片区

周三晚停水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孟燕） 15日，省城的天气比较
阴冷。受一股较强冷空气的影响，
16日、17日气温仍较低，这两天
省城北部地区最低温在-10℃左
右，市区也仅有-5℃。早晚时
分，提醒大家注意保暖。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预报如
下：

16日白天晴间多云，北风4级
阵风6级，最低气温-9℃～-5℃，
最高气温2℃左右。

1 6日夜间到 1 7日晴，北
风转南风都是3级，最低气温
-10℃～-5℃，最高气温6℃。

18日晴转多云，南风3～4

级，气温明显回升。
19日～20日晴间多云，南风

转北风都是3级，气温逐渐下降。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蒋龙龙） 为保障龙洞片区供
水安全，水务集团正在实施龙
洞加压站扩容改造。水务集团
定于2014年12月17日22时至18

日18时停水进行管道合口。届
时旅游路以南，龙洞南加压站
以北，奥体东路东侧以西，龙
鼎大道西侧以东停水。涉及区
域：海尔绿城、锦屏家园、西蒋
峪公租房。咨询或求助请拨打

“小白热线”82612319。

九九宫宫格格火火锅锅““火火””了了济济南南城城
这种老派火锅咱泉城有十几家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唐园园

近日，济南大街小巷冒出许
多九宫格火锅店。在某团购网站
上搜索“九宫格”，就出现十多家
店。记者了解到，这些店大部分
是近期开张，最久不过半年，而
短的则只有几天。

济南一家九宫格火锅店的
老板小周介绍，九宫格是最传统
的重庆火锅。顾名思义,九宫格,
就是把火锅隔为九格。许多人以
为“九宫格是九个相对封闭的格
子，每个格子辣度不同，可以根
据口味，分开涮食，便于捞取”。
但实际上，九宫格每个格子有漏
眼相通，汤底辣度一致，不同的
是每个格子的受热面积和火候。

“中间一格受热大始终在沸
腾，四边方格和四角三角格火力
依次降低。”小周介绍。所以 ,吃
九宫格火锅就有不少讲究：中
间格火力旺，适合放一些鸭肠、
毛肚之类即烫即熟的菜品；旁
边格火力稍弱，但是均匀，适合
放牛、羊肉等需要煮熟才能吃的
菜品；角上格子的火力最小，比
较适合炖煮时间长的菜品，例
如土豆、宽粉等。正所谓“大火
浓 烫 脆 香 鲜 ，小 火 慢 煮 味 更
足”。

九宫格的牛油底料是其一
大特色。小周介绍，九宫格的底

料是将辣椒、花椒用纯牛油连夜
炒制，经过几天的发酵，才能形
成“红油油、香喷喷的锅底”。“老
派火锅不使用添加剂，更注重食
材本身的味道。”

“老铜锅火锅的绝佳搭配是
羊肉加麻汁，而九宫格主要吃毛
肚、鸭肠，而且一定要配油碟。”
小周说。所谓油碟就是香油，顾
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上香
菜、蒜末和食醋等。“油碟不仅可
以解辣，还可以解油腻，加上蒜
泥更提味儿。用香油包裹的肉，
入嘴时不会辣。只有嚼后咽下去
的时候才能感觉辣味。”

小周称，现在济南的九宫格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我知道的
就有十多家，现在还有许多家店
在装修。”小周提醒，不少店是跟
风开业，店主根本不知道什么是
九宫格，“看着别人生意好，自己
就立马也开一家。这样准备工作
不充分，不会长久的。”

记者了解到，市场上九宫格
的锅底都不便宜，在50至90元不
等，人均消费也多在60至100元
之间。“不是加个‘井’字隔了九
个格子就是九宫格。”小周说，要
想吃到正宗的九宫格，消费者真
得货比三家。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蒋龙龙 通讯员 厉晓伟 袁
晓洁） 15日，记者从章丘市获
悉，第五届“百脉之约贺年会”
近日已正式拉开大幕。

2015年1月1日，朱家峪景
区将开展文峰山顶“撞钟祈福”
活动。章丘市将组织各旅游星
级饭店挖掘特色饮食文化，充
分利用明水香米、龙山小米、章
丘大葱、辛寨鲍芹、黄家烤肉、大
沟崖下货、百脉泉酒等特色产
品，推出喝腊八粥、吃年夜饭、团
圆饭等特色餐饮品牌。朱家峪景
区自1月1日至2月28日实行景区
联票，优惠价60元/人（含闯关东
互动体验馆）。1月1日至3日，白
云湖景区将举办土特产品售卖
和土特产品进社区活动，元旦
三天将在济南阳光100和济南
富翔天地社区销售土特产。

元旦来章丘

参加贺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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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刘雅菲） 15日，济南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局长卢晓中带领相关
部门负责人到12345市民服务
热线接听电话，活动中为市民
分辨进口和国产食品支了招。

据介绍，对于普通消费者
而言，区分进口和国产，一看食
品包装，上面印有QS标志的，
应为国产食品；二看条形码，产
品条形码编号前两位为69的，
为国产食品。根据《食品安全
法》规定，预包装进口食品应当
有中文标签。中文标签上应当
有能够反映产品真实属性的食
品名称、配料表、生产经营者的
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
期和保质期、储藏条件等信息。
进口食品经检验检疫合格的，
应具有《卫生证书》，并列明货
物的名称、品牌、原产国、规格、
数/重量等信息。

教您识别

产品条形码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李飞） 14日，第四届山东省大
学生电影节颁奖礼在山东财经
大学举行。本届电影节共收到
国内高校选送的700余部影片。

本届电影节影片完全由在
校大学生自己编剧、导演、拍
摄、主演。除省内各高校踊跃送
片外，也得到中国传媒大学、哈
尔滨工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四川大学等国内众多高校的响
应，共收到700余部影片。最终，
最佳影片奖由中国传媒大学山
东籍学生纪晓楠选送的影片

《无栖之地》获得，获奖影片将
在大学校园和城乡巡回展播。

大学生电影节

获奖影片展播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李飞 通讯员 赵梦倩） 14

日，一场名为《迈好人生第一步》
的大型公益讲座在舜耕会堂举
行，金宝贝特邀国内著名早期教
育专家、武汉大学儿童发展研究
中心杨健给泉城600多名年轻父
母上了生动的一课。

“从出生之日起，家长就可
以教宝宝念诗唱歌、跟他（她）
讲故事了。因为听觉可以刺激
宝宝的大脑皮层。”杨健说，“在
选择音乐时，应选择旋律优美、
节奏轻快的轻音乐等。”

早教专家

传授“育儿经”

中消协发布消费警示

为为了了安安全全，，应应及及时时换换BB级级锁锁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韩

适南） 中消协月初发出消费警
示，称老式防盗门的A级锁几十
秒甚至几秒就能打开，消费者应
及时更换安全系数更高的Ｂ级
锁，保障安全。

13日，记者随机走访济南东
部一小区发现，大多数住户仍在
使用A级锁，而关于A级锁和B级
锁的知识，许多市民表示不知
道。记者从山东省五金协会安防
器材专业委员会了解到，所谓A
级锁、B级锁，是中国公安部1994
年制定的《机械防盗 锁 》标 准
中，对锁具的防盗性能所做的
区分。防盗锁根据防盗能力分
为普通防护级别和高级防护
级别，普通的防护级别就是A
级锁。A级防盗锁防技术性开

锁时间不少于1分钟，防破坏性
开启时间不少于15分钟；B级防
盗锁防技术开锁时间不少于5分
钟，防冲击开启时间不少于30分
钟。

目前市面上A级防盗锁钥
匙主要有一字钥匙和十字钥匙：
A级锁芯内部结构非常简单，仅
限于弹子的变化，弹子槽少而
浅，互开率高。目前市面上的B级
锁主要为双排弹子，锁芯结构仍
为弹子结构但比A级锁相对复
杂，防技术性开启时间一般在5
分钟左右。

据省安防协会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高档的B级锁，其锁芯是
可以空转且防掰断的，在现实
中，即使想用电钻对锁芯进行破
坏都无法实现，因为锁芯会跟着

电钻一起空转，没有办法将锁破
坏或者打开。

记者从济南晨光安防市场
的一家锁具店了解到，如果仅仅
预防盗贼技术开启的话，那么
居民更换一把高档的B级锁芯
就完全可以了，但如果要防技
术开启的同时又防盗贼的暴
力破坏，则必须配套性地地进行
面板的升级。

在采访中，有市民疑惑：“卖
锁的人会不会偷偷配一把钥匙，
换了锁后家里反而更不安全了
呢？”省安防协会工作人员说，市
民的这种担心并不多余，如果不
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的锁，则有很
大风险。省安防协会提醒，有开
换锁或相关咨询可通过96665热
线进行咨询，以免上当受骗。

开元隧道
16日恢复通行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王皇）开元隧道穹顶漏水治理
工程预计于12月16日完工并恢
复通行，比预定工期提前15天。

开元隧道是济南市第一座
市政隧道。2006年6月正式建成
通车，全长1450米。2014年8月18

日至今，进行了120天夜间全封
闭施工。该工程主要对开元隧
道南北两洞漏水点进行综合治
理，实施了衬砌空洞位置注浆、
施工缝及集水槽安装等，通过
综合治理，较好地解决了隧道
漏水问题。

管线改造施工

燃气用户停气

本报12月15日讯（见习记
者 张玉岩 通讯员 张勇）

由于原灰口铸铁燃气危旧管
线改造施工，12月17日6:00起，
济南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将对解
放东路（二环东路—浆水泉
路）、茂岭山路道路两侧用户进
行停气。19日至22日停气用户
将逐步恢复通气。停气期间请
用户确保关闭灶前阀门，以保
证使用安全。

市中政务中心

迁至英雄山路

本报12月15日讯（见习记
者 张九龙）市中区政务服务
中心从15日起迁到新址办公。

市中区政务服务中心由经
八路122号（济南大厦一层）迁
到了英雄山路8号（八一立交桥
南公交站牌东侧，省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南邻）。新的政务服务
中心于1 2月15日起进行试运
行，原有的办事服务窗口全部
迁入。

14日上午，山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一年级4班的孩子和家长一起来到省科
技馆，在亲子的氛围中共同上了一堂生动的科技课。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王剑秋 摄影报道
亲子科普

九宫格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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