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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更多活动等着你让生活 下来慢

垫江石磨豆花有何不一样

垫江的石磨豆花，到底有何不一样呢？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见证下垫江县土

法炮制的，正宗垫江石磨豆花！
垫江石磨豆花是以精选垫江土产黄豆

为主料，经过净水泡发、石磨磨制、滤布过
滤、烧沸豆浆、特色盐卤（胆巴）点浆等工序
制作而成。以盐、火燎（烧）青辣椒、榨菜粒、
油辣子、折耳根茎等作料蘸食的一道渝菜，
具有色泽乳白、絮状如花、绵软嫩滑、窖水回
甜、入口留香的特点。

想吃碗高质量的豆花，选材很重要。首先
采选颗粒饱满色泽亮丽的黄豆用水浸泡，一般
两到三个小时为最佳。

经过净水泡发、然后就要推磨啦！推磨
很辛苦，通常需要两人一起或者轮流，旁边
还要站个添磨的，一两小时后，等所有豆子
都磨成白色酱汁了，第一道工序才算完成。

全部磨好后，挤干布里的浆糊，
最后里面只剩豆渣，放边上不用。
过滤后的豆浆放锅里煮开，滚
上几滚后关火。

然后，用少许纯卤
水加三倍清水稀释，再
用勺舀小半勺稀释后的
卤水，轻轻搅动着放入
豆浆里，画圈轻搅两圈
后，让豆浆静止一会。
一般重复三次后就出现
豆花分离现象，这里就
不要再放卤水了。

最后，以盐、火燎（烧）
青辣椒、榨菜粒、油辣子、
折耳根茎等作料蘸食的一
道渝菜，就大功告成了。

豆花也有标准

垫江县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打造
“中国·垫江石磨豆花之乡”旨在充分发挥
县域资源优势，弘扬特色美食文化，促进产
业与文化融合发展，提升垫江美誉度和影
响力。

目前，垫江县已成立“中国·垫江石磨豆
花之乡”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有关部门也正
着力从食品安全、环保达标等方面入手，抓
好创建基础工作，围绕统一配备石磨、统一
店招店牌、统一文化、统一收费、统一服装、
统一菜单等“六个统一”着手制定《垫江石磨
豆花标准》和《垫江石磨豆花名宴、名菜、名
点及名店标准》。同时还将就豆花餐饮企业
在节能减排、食品安全、店面改造等方面作
出明确规定。

首届垫江石磨豆花节

创建工作中，相关成员单位要建立豆花
食材源头质量追溯保障体系和对接机制，提
高餐饮消费安全水平，指导餐饮企业建立完
整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规范豆花食材采
购、储藏、搬运、生产、加工、销售程序，保障
豆花食品绿色、安全。同时，积极开展“中
国·垫江石磨豆花之乡”文化旅游民俗村项
目选址工作，以及首届垫江石磨豆花节筹备
工作。

根据方案，创建工作分为启动、创建、评
审三个阶段：

1、启动阶段为今年7月上旬，期间，垫
江县开展石磨豆花经营现状调研，挖掘垫
江石磨豆花的历史、文化，邀请市商务委有
关领导和专家到垫江实地考察，为垫江县
创建中国·垫江石磨豆花之乡给予帮助和
指导。

2、创建阶段至本月下旬，期间，垫江县
将邀请有关专家提炼垫江石磨豆花美食特
色文化，挖掘地方名菜和特色风味小吃，制
作垫江美食书籍及专题宣传片，改造升级现
有石磨豆花店40家，制定垫江石磨豆花名
店、名宴、名菜的评定标准并开展评定工作。

3、下月上旬为评审阶段，届时，中国烹饪协
会专家将实地察看垫江县创建情况，并就创建
工作进行评审。若评审通过，将授予垫江县“中
国·垫江石磨豆花之乡”称号。

垫江石磨豆花起源很早。相传，康熙年间，湖广省
麻城孝感乡的大户周致诚响应朝廷招民填川的号召，带
领全家十多人来到垫江境内小沙河畔插占为业。因家
庭人多又勤劳，几年下来，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了当
地的首富人家。后来，这个地方成为场镇，叫周家场。

垫江盛产鹰嘴黄豆，蛋白质含量高，是制作豆腐的
优质原料。当地人逢年过节都要磨制豆腐食用或待客，
有的还作为礼物馈赠亲朋好友。周老爷喜美食，犹爱豆
腐，他发现当地的豆腐比他老家的好吃得多，便叫家人
虚心向乡邻学习豆腐制作技术。

有一天，周老爷从地里回来，饥肠辘辘，家里人正在点
制豆腐，他看见锅里的豆腐乳白鲜嫩、絮状如花，口水都流
出来了。他等不及制成豆腐，便舀了一碗蘸上盐和油辣子
吃了起来。这一吃，让周老爷大喜过望，他发现这种鲜豆
腐绵软嫩滑、窖水回甜，鲜香可口，比老豆腐还好吃，便叫
家里人也来尝一尝，大家都觉得好吃。这么好吃的东西得
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吧，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起来，结果
这雪白似花的鲜豆腐就叫“豆花”的说法得到大家的一致
认可。从此，豆花便成了周家人的家常菜。

后来，爱好美食的周老爷又对作料进行了一些丰
富，在油、盐的基础上，加入了当地人普遍喜欢的油辣
子、榨菜粒、花椒面、大蒜粒等，特别是在不同的季节，还
加入当地出产的其它食材为作料，如在冬春季节，加入
折耳根；在夏秋季节，加入时令的山胡椒、青辣椒等。特
别是青辣椒，用竹签串成一串在柴火上烧熟后加大蒜一
起舂细，再加点盐作为作料，蘸食豆花，是周老爷最喜欢
的吃法。由于家里人多，吃饭都要坐好几桌，为了方便，
周老爷经常会点一大锅豆花，然后用碗或钵把各种作料
分别装上，让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打作料，自己舀豆花，
吃好为止。慢慢地“周家豆花白又嫩，豆花作料各人打”
的说法就传偏了乡亲四邻。后来，大家都效仿周家人的
做法，周家豆花也因此成了当地的一大特色。

周氏家族作为大户人家，每逢红白喜事，都要摆席
宴请乡邻，“周家豆花”这道宴席保留菜由此慢慢流传开
来。到了清朝中后期，周家豆花已经传遍了整个垫江
县，垫江的老百姓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点豆花、调作料，周
家豆花的名头也被垫江豆花所代替。在传承和推广过
程中，“千年古县”垫江保留了用石磨研磨黄豆的传统工
艺，因此大家都亲切和自豪地称“垫江石磨豆花”。同
时，垫江石磨豆花在作料上更进一步发展，品种更加丰
富，多达30多种，“豆花作料各人打”也沿袭下来，形成了

“色泽乳白、絮状如花、绵软嫩滑、窖水回甜、入口流香、
作料丰富、自助调制”的特色而闻名巴渝。改革开放以
来，大量垫江人走出垫江，走出重庆，以“垫江石磨豆花”
为名号开店创业，把垫江石磨豆花之美味带到了重庆，
带到了全国。 综合重庆日报、垫江日报等

垫江石磨豆花
地方标准有望年内出台

6月21日，垫江石磨豆花地方标准评审会在垫江县会议中心召
开，来自市质监局、市商务委、市烹饪协会等10余个单位的多名专
家，就《渝菜垫江石磨豆花烹饪技术规范》地方标准进行了评审。据
悉，该地方标准有望于年内出台。

据了解，该地方标准从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原辅
料与调料要求、烹饪器具、制作工艺、装盘、质量要求、最佳食用温度及
时间等9个方面，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进行了起草。

重庆或再添一特色地域名片。日前，垫江县政府印发《中国·
垫江石磨豆花之乡创建工作方案》，即日起，垫江启动创建“中
国·垫江石磨豆花之乡”地域名称，打造特色餐饮品牌，促进垫江县
餐饮业特色化、健康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按照计划，今年9月上旬，将邀请中国烹饪协会专家前往该县，
实地察看垫江石磨豆花店、豆花原辅食材
基地情况等，对垫江县中国·垫江石

磨豆花之乡创建工作进行评审。

垫江石磨豆花垫江石磨豆花
这种重庆人都吃过的美食
有望成为“国字号”名片

垫江石磨豆花的来历

遗 失 分 类

电
话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庆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m2，有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租 售

注销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房屋管理局土湾

房管所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于2017年8月11日起90日内向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17年8月13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镇初级中学校和重庆市

虎溪职业中学校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7年
8月10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镇初级中学校法人证书

（150010600036）、公章和重庆市虎溪职业中学校
法人证书（150010600052）、公章遗失，公告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镇玉屏小学校拟向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自2017年8月10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南纪门工业公司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17年8月10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南纪门工业公司

2017年8月10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储奇门工业公司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7年8月
10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储奇门工业公司

2017年8月10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南纪门街道办事处民政生产办公室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
债权人自2017年8月10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南纪门街道办事处

民政生产办公室
2017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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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彩票排列3
第1721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结果：7 9 6

体育彩票排列5
第1721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结果：7 9 6 3 2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1711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3 1 0 0 0 3 1 0 1 0 1 0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重庆）
第1711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3 1 0 0 0 3 1 0 1 0 1 0 3

8 1 2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7217期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711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0 0 1 0 0 0 3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7年8月12日

4092641538.0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709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5 06 17 21 29+02 04
奖 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5注
0注
74注
21注
648注
236注

每注奖金
9617428元

0元
145415元
87249元
6202元
3721元

应派奖金合计
48087140元

0元
10760710元
1832229元
4018896元
878156元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7年8月12日

▲石磨豆花制作现场

▲石磨豆花作料齐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