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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黄佳丽 记者 赵明）9 月 20 日，乐至第十届国
际烧烤美食文化旅游节——第二届世界川菜大会暨四川
省第十届乡村文化旅游节（秋季）分会场在乐至开幕，吸引
了来自全国各地12万游客争相品鉴美食。市委常委、副市长
李铁军出席并宣布开幕。

活动现场，300 余个美食和农特产等标准展位一字排
开。羊肉、五花肉、郡肝、鸡翅、鱿鱼等在烤具上滋滋作响，
扑鼻的香味吸引众多游客排队品尝，融麻、辣、香、鲜、脆为
一体的乐至烤肉配上一杯啤酒，让食客过足瘾。

“乐至烧烤，味道巴适得很！”为了吃到正宗的乐至烧
烤，家住简阳的陈先生专程到展销会现场享受美食狂欢。
据统计，开幕当天，吸引游客逾 12万人次，销售收入近 2000
万元。

据悉，从 20日至 26日期间，每晚会举办乐至地方文艺
展演、啤酒音乐节、地方优质企业发展之光等活动。期间，
还将举办乐至县十大特产和餐饮业“四名”（名店、名菜、名
小吃、名烤匠）评选等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9月 21日，作为 2019第二届世界
川菜大会系列活动之一的全球中餐业社团负责人圆桌对
话大会召开。副市长周齐铭出席。

此次会议邀请到了国内中餐企业、社团负责人以及来
自法国、德国、新加坡、西班牙、匈牙利、意大利、澳大利亚
等 16个国家的社团负责人、名厨大师到场，针对全球中餐
产业发展现状及对未来趋势、新时代海外中餐社团发展现
状及问题、行业协会如何助力企业“走出去”等方面话题展
开探讨。

本报讯（王麒麟 记者 蒲敏）9月22日，以“传承与传播”
为主题的川菜文明对话活动，活动邀请了国内外非遗专家、
川菜传承人、历史文化专家、新闻传播专家和相关文化传媒
机构以及饮食文化示范企业等代表开展交流。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刘铁出席并致辞，副市长周月霞出席会议。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邢颖以《新时代：创造
性传承 创新性发展》为主题展开对话，希望全国各地的老
字号企业充满“传承和创新”的信念，勇敢地面对多变的市
场和大众日益讲究的口味；成都徐记餐饮创始人徐孝洪作

《新需求：饮食文明融入菜品和服务中》主题分享，阐述了
新时代大众对川菜的新需求，明确提出饮食文明的内涵、
饮食文明的载体就是菜品和服务；北京大鸭梨公司副总经
理尤泽玉作《新趋势：川菜“走出去”国际文化符号》的主题
演讲；四川国际商会清真食品专委会主任马志军结合“一
带一路”的发展，深入分析川菜国际化面临的问题和解决
方案；川菜文化体验馆馆长徐良分享了《川菜体验馆对传
播川菜文化的积极作用》。

本报讯（记者 陶思懿）9月 21日，2019第二届世界川菜
大会名厨慈善晚宴在市福利院举行。晚宴邀请近百名福
利院老人参加，副市长周月霞出席。

当日下午 4∶30，10余名名厨代表与 20余名志愿者、工
作人员紧张有序地进行餐前准备，饭桌前的老人欢声笑语
不断，对于即将开始的晚宴翘首以盼。

软烂适中的红烧肉炖小土豆、精致咸香的清蒸鲈鱼、
经典传统的宫保鸡丁、清爽的炝炒时蔬、鲜美可口的酸萝
卜老鸭汤……名厨代表考虑到老人的口味、饮食禁忌等问
题，选择了荤素搭配、口味清淡好消化的菜肴，并在制作美
食前，去除食物中的骨刺，以便老人们进餐。

大厨们将美食一一端上饭桌，老人们津津有味地吃了
起来。“今天的菜很好，炖得很烂，我们很开心参加这样的
活动。”魏华国老人说。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名厨委副秘书长王海东表示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名厨委副秘书长王海东表示，，世界世界
中餐业联合会与资阳市政府联合举办这次名厨慈善晚宴中餐业联合会与资阳市政府联合举办这次名厨慈善晚宴
活动活动，，旨在让老人们一同感受川菜魅力旨在让老人们一同感受川菜魅力。。

本报讯（记者 黄永刚）9月 21日，第二届世界川菜大会重
头戏之一的“2019世界四川火锅宴大赛”在市体育馆举行。来
自全国各地的 56家火锅企业现场对决，吸引 30家火锅食材及
设备商家参展，展现了火锅文化的独特魅力。

红油靓汤在锅里翻滚，创意十足的菜品，扑鼻而来的香
气，令人食欲大增。比赛现场，各参赛选手根据食材纷纷亮出
绝活，馕、黄萝卜、雪莲花……新疆特产与火锅巧妙结合，别有
一番滋味；牛肉、辣椒等食材拼出“我是护旗手”“中国心”“两
岸同心”等菜品，表达了对祖国的美好祝福；桃园宴、八仙过海
宴、鱼满天下宴、巴人纤夫闯山峡宴、蜀龙过江宴……创意十
足的精美宴席引得众人驻足拍照留念。

现场，比赛评委对火锅企业的火锅锅底、刀功处理、文化
创意等进行了打分，并根据评判结果授予“国际名火锅”“金火
锅”“红火锅”荣誉。

“这次来除了弘扬火锅文化，还能让更多人了解新疆的特
产。”参赛火锅企业北京新疆大厦工作人员徐明说，新疆特色
餐饮也要与时俱进发展，只有不断创新，适应食客的口味，才
能一直走下去。

本报讯（记者 韩成玺）“经过近几天的调试和
试播，中国联通 5G信号传输的画面稳定流畅，基
本没有延迟。”9月 20日下午，资阳新闻传媒中心
新媒体部李晨冰如是说。21 日第二届世界川菜
大会开幕式及后续相关活动通过联通 5G信号在
网络进行直播，为观众送上清晰流畅的画面。

“4G 的下行速率实际使用只有 100 兆左右，
而 5G的下行速率能达到 1G以上，同时 5G的延迟
就一毫秒左右，远低于 4G的延迟，基本能达到直
播同步现场的效果。”中国联通资阳分公司系统集
成部经理王峰说。

王峰告诉记者，为了使观众可以实时接收大
会现场的精彩内容，联通资阳分公司在会场及附
近布置了三四个 5G固定基站形成交叉覆盖，确保
会场及附近 5G信号能正常使用。此外，还在会场
附近准备了一台流动 5G信号车备用。

据悉，5G信号直播在资阳通讯领域尚属首次
使用。

□ 本报记者 苏秋伃

9 月 21 日，2019 第二届世界川菜大会开幕式暨签约
仪式在我市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川菜领军人物汇聚一
堂，共享盛会。大家纷纷表示，不仅领略了川菜的魅力，
还感受到了资阳这座城市的热情好客与无限活力……

镜头一 志愿者贴心服务 客人宾至如归
“你好，请问资阳有什么特色美食，我们想去尝尝？”

“这是我们资阳的美食地图，都在资阳城区，您可以选择
您感兴趣的地方。”

“先生，你好，会场请跟我来。”连日来，无论是在川菜
大会的活动现场还是在高速路口、高铁站外，都能看见一
群身着黄色T恤的人，这些“小黄人”正是这次川菜大会的
志愿者，他们活跃在各个志愿服务站点，为嘉宾热情服务。

“川菜大会向世界展示了资阳的活力，志愿者的形象
更是代表了资阳、代表着四川。”志愿者张丹宜说，参加这
次志愿活动十分开心。

镜头二 千米长街 各地美食来报到
马来西亚大蟹棒、长沙臭豆腐、重庆酸辣粉……9月

21 日，城东新区碧满路人流如织，世界各地的美食汇聚

在这里，形成了一条长达 1500 米的“美食街”，为期 6 天
的“爱上川菜 爱上资阳”美食文化周在这里举行。除了
各地的美食，还有安岳柠檬、天府花生、临江寺豆瓣等资
阳本地特产。

“早就听说这里要举行美食展销，趁着周末就带家人
来看看。”市民江女士告诉记者，今天她专门带女儿过来，
盛大的美食活动果然没让她失望。

“把资阳美食传播给大家，我感到十分自豪。”四川安
岳柠妞农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他们的产品
中，柠檬苏打水最受顾客的欢迎。

镜头三 川菜产品展览 资阳土特产受关注
“欢迎品尝钵钵鸡，我们有泡椒、香辣、麻辣几种味

道。”“请看看我们的新产品，喝了不长胖的可乐。”“机器
传菜，又稳又快。传菜机了解一下。”……

在主会场鼎晟泓府豪生大酒店，联合利华、太太乐、
郫县豆瓣等 9 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在这里进行展览。

“这个钵钵鸡鲜香麻辣，十分具有四川特色。”“可口可乐
加薄荷叶我还是第一次喝，味道很独特。”嘉宾们在参会
之余便可走出来品尝美食，了解各个品牌的特色。另一
边，宝莲酒、临江寺豆瓣、华通柠檬等资阳本地美食展板
整齐排列，吸引了众多嘉宾的目光。

□ 本报记者 胡佳音

9 月 20 日至 23 日，第二届世界川菜大会在资阳召
开，再次点燃了世人的味觉神经，引发川菜走向世界的
新一轮潮流。

本次大会上，餐饮界大咖、专家、大师们有哪些观
点？对中餐、川菜的发展，以及如何走出去、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有着怎样的思考和谋划？本报记者为你抓取
了部分精彩观点——

全球川菜发展高峰论坛：
浓浓川味把世界连接了起来

食在中国，味在四川。
如何进一步推广川菜、提炼川味，让全球的川菜味

道更加地道、好吃，引领全球川菜美食发展潮流，在 2019
第二届世界川菜大会的全球川菜发展高峰论坛上，与会
的餐饮界大咖们各抒己见，并响亮回答：“这是我们的共
同责任和担当！”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饮食文化专家委员会副主席、四
川旅游学院教授杜莉回顾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川菜的发
展与变迁，并对“未来川菜的路在哪里”进行了探讨。她
认为，未来的川菜发展要关注消费大众化、生产机械化、
产品两极化、经营连锁化、管理智能化，以及品牌化、产
业化和国际化。

联合利华饮食策划西区销售总监吴靓指出，近年
来，在北上广深 4个一线城市里，川菜的发展非常快速，
占据餐饮跑道当中主要的跑道。他认为，川菜的发展和
推广，需要依托川味的魂，不断激发灵感，做到新意、新
潮，并引入互联网平台。

迎接川菜AI新时代，是论坛中耳目一新的话题。作
为中国一站式企业级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平台，明略科
技集团高级副总裁邢科春指出，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技
术企业开始做“舌尖上的生意”，帮助食品企业提高效
率、生产出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并守护“舌尖上的安
全”。他建议川菜行业引入更多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川
菜腾飞。

眉州东坡集团董事长王刚作为一名带着川菜走出国
门的川菜“掌门人”和守护者，在他看来，“川菜一端连着世
界的嘴巴，一端连着四川的泥巴”。他认为，川菜产业应当
率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川菜行业一定要做标准化
生产，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建立餐饮城市的名片。特别
是把川菜培育成为四川对外开放的重要名片。

2019全球中餐业社团负责人圆桌对话：
走出标准化道路 挖掘文化内涵

在 2019全球中餐业社团负责人圆桌对话现场，来自
国内外餐饮业内负责人及名厨大师紧紧围绕“推动川菜
走向世界”建言献策。

“川菜走出国门，必须守住魂、留住根，然后在根和
魂的基础上略有创新！”美国老四川餐饮连锁集团董事
长胡晓军如是表示。他说，中华文化是川菜的根，辣是
川菜的灵魂，在保住根和魂的基础上，不断挖掘文化内
涵，并勇于创新！同时，他分享了自己在海外的川菜餐
厅打造“家乡的味道”的体会。

四川美食家协会会长麦建玲行业协会如何助力餐
饮企业“走出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她说，四川省分别
在旧金山、洛杉机、莫斯科、维也纳设立了 4个川菜海外
推广中心。“川菜企业要走出国门有几大发展瓶颈：对市
场了解的清晰度准确度不够、对当地法律法规不了解、
技术人才输出受限、特殊的原辅料出境受限、营销圈层
范围受限、产品和管理科学化、标准化、智能化的程度低
等。”麦建玲表示，她希望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及其他相关
行业协会能切实为更多的企业走出去服好务。

对话中，也有资阳本地餐饮企业负责人、烹饪大师
的思考和声音，来自安岳的四川省烹饪协会副会长、“中
国柠檬宴”创始人研发者、安岳烹饪协会会长肖述明认
为，要促进中餐国际化发展，首先要实行中餐国际国内
化标准的制定，以服务中餐全球化。

来自雁江的茂林酒店负责人陈勇认为：“川菜最大
的特点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他希望世界中餐业联合
会、各级政府多搭建交流平台，让国外的中餐企业与国
外好的管理团队、好的厨师团队相互交流学习，携手让
更多优秀的川菜企业走上国际舞台，让世界爱上川菜！

守住根 保住魂 勇创新 走出去
——大咖云集资阳共议川菜的“变”与“不变”

感受川菜 品味资阳 5G直播川菜大会
更快 更稳 更清晰

56家火锅企业
展开味蕾对决战

乐至烧烤节开幕
12万游客争相品美食

“传承与传播”
川菜文明对话活动举办

2019全球中餐业社团负责人
圆桌对话大会召开

川菜大会举办慈善晚宴
名厨为老人献美食

市民在乐至烧烤节上品美食。本报记者 赵明 摄

火
锅
宴
大
赛
中
的
新
疆
特
色
火
锅
。
本
报
记
者
黄
永
刚
摄

本报讯（郑荔丹 刘一笑）9月 21日，以促进第三产业发
展、点亮城市味道为主题的川菜“走出去”城市发展论坛在我
市举行。世界各地中餐界名企参加论坛，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刘铁出席论坛并作主题演讲，副市长许志勋主持论坛。

论坛现场，章鱼小数据创始人兼CEO谭海林以《大数
据告诉你，新时代川菜创新升级之路》为题，为现场嘉宾描
绘了川菜创新升级之后的美好蓝图；美国老四川董事长胡
晓军围绕《海外川菜餐厅如何打造家乡味道》，深刻剖析和
解读了川菜的海外市场；谭鸭血创始人周扬向餐饮界分享
了《打造城市文创美食地标的锦囊妙计》；胜加品牌咨询创
始人樊娟围绕《产品为王，实现业绩持续增长》直奔“业绩”
而去，为餐饮企业的发展开拓了全新的视野。

在川菜名人谈环节，国内外业界大咖围绕“打造餐厅
IP”“速度与激情”“提质增效，获得红利”“守住初心 科学优
化”“国际化发展”等议题展开对话，积极研究川菜以“走出
去”为契机，带动城市三产抱团发展的措施和办法。

中餐界大咖齐聚资阳
共议川菜“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