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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人

国家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自2021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深入学习贯
彻宣传“两法”，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爱护未成年人的良好氛
围，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市司法局联合举办了一次
全市中小学生“两法”知识竞赛，并于2021年11月8日在
《太原晚报》刊登了“两法”知识竞答100题。竞赛活动受

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广大学生、青年积极参与，踊跃
答题，收到很好效果。经竞赛组委会认真审卷评判，在选
出3750份优秀答卷基础上，指定第三方随机抽取200名
学生予以奖励。

组委会对所有参加这次竞赛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表示
衷心感谢！希望获奖同学再接再厉，继续学法懂法守法
用法，用法律来规范和保护自己，提高法律素养，增强法

律意识，努力争做新时代守法公民。
现对200名获奖同学名单和10个优秀组织奖单位予

以公示。领奖具体事宜请与市关工委办公室联系，地址：
劲松北路31号哈伯大厦8层，电话：4222355。

竞赛组委会
2022年1月12日

“两法”知识竞赛颁奖启事

一、优秀组织奖单位（10个）
太原理工大学子弟小学
万柏林区西苑小学
杏花岭区杏东小学
杏花岭区外国语小学
杏花岭区大东关小学
杨家峪街道联校伞儿树小学
杨家峪街道联校淖马小学
杨家峪街道联校杨家峪学校
太原学院
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

二、获奖学生名单（共200名）
太原市万柏林区西苑小学：
姜博翔 刘嘉汇 高俞婷 杨雨淇 石慧敏 王璐萌
李思绮 宋嘉颖 郭浩宇 王子豪
太原市杏花岭区外国语小学：
贺雨菲 于馨彤 刘静言 赵紫晴 刘思齐 陈欣妍
周建成 沙岵宁 杨宝淇 詹韵可 孙之越 李佳奇
聂冠宇 延苗睿 王志铭 智耀兴 侯翼夫 张如悦
邓 杰 王思锐 郝艺茹
太原理工大学子弟小学：
黄绍元 聂明扬 王烁祺 刘佳鑫 郭如希 梁诗苗
贾若飞 李雨泽 江佳昊 庞雅倬 张睿鲲 王 玥
裴若晴 尹 萱 王兴琳 李沛熙 李羽冉 张子琦
毛毛贝玺

太原市杏花岭区杨家峪街道联校伞儿树小学：
段梓怡 谢子璇 杨明铮 张梓桐 李韫玉 康庆基
张梓潼 张熙堉 张苏浩 张晓敏 王薇娅 张雨琪
田馨怡 王 静 田佳豪 王奕轩 杨佳雪 张智博
李家乐 张哲瑞 王雅冰 常宇娇
太原市杏花岭区杨家峪街道联校淖马小学：
张宇鑫 史赉源 马潇然 杨晨源 巍琳凡 陈毅轩
张雅静 马福霞 张妍雅 张思雅 刘盛琦 谌奕冰
薛珺月 赵旭英 庞宇鑫 乔玟玥 刘宗冉 田馨怡
太原市杏花岭区杏东小学：
李雨婷 范景杨 王子宸 高煜桐 田奇奇 潘惠瑾
高云汐 宋思泽 刘梓萱 李星然 孙嘉欣 杨徐涛
李宇轩 左佳欣 石钰瑜 梁诗馨 谭嘉奕 郭斯雨
李博翔 葛羿诺 曹梓鑫 李强博 米嘉宸 魏恩城
太原市杏花岭区杨家峪街道联校杨家峪学校：
韩宇轩 张泽林 张泽宇 郭欣怡 王嘉鑫 杨熙泽
赵宏丽 李欣慧 孙娇焱 张枫瑛 王奕璇 高一博
梁雅淇 刘美杰 武文慧 张智博 杨子豪 王馨雪
孙雪阳 乔澋喧 秦思妍 孙世豪 杨燕菁
太原市杏花岭区大东关小学：
朱渺倩 李旭涵 李宇梓 石佳易 刘子漩 冯卓航
王 悦 刘启航 刘亚浩 温潇然 张栩瑶 陈嘉惠
康 帅 张智鑫 王渲雅 刘泽毅 李瑞涵 李 涛
杨智峰 郭子恒 李心妍 秦嘉泓
太原学院：
潘泽源 王川川 王 伟 秦玉婷 曹震嵩 韩奇彤
付建杰 陈 璐 赵 颖 张 伟

太原市新建路小学总校：李志博 张欣然 杨佳尹
榆次区羊毫街小学：张子飞 张浩辉
太原市滨河小学：张雅舒 杜知颖
太原市新建路小学羊市街校区：李雅瑄
太原高新双语小学：董思露 董泊宁
太原市万柏林区圪僚沟小学：付腊梅
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一中学：邢敏邦
太原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闫飞正
太原市迎泽区第三实验小学：郝仁谱
太原市第五中学：闫致禹
太原市小店区西温庄小学：李宇珂
太原市小店区水工学校：郭显毅
太原市杏花岭区五一路小学：樊轩含
太原市第十二中学：李宇韬
太原市迎泽区青年路小学：范奕辰
太原市成成中学：刘雨馨
太原市迎泽区双东小学：沙玥汐
太原市清徐县梗阳中学：成兆钰
太原市尖草坪区东社小学：张敬萱
令德中学：李雨轩
太原市第三十六中学：樊浩然
太原市实验小学：张嘉轩
太原市第三实验小学：赵思齐
太原市小店区八一小学：冯一喆
太原市杏花岭区雷锋小学：王晗予
太原市清徐中学：崔杰鹏

“两法”知识竞赛优秀获奖名单
（所有排名均不分先后）

入行 30来年，王云浩的技艺日臻
精进，收获颇丰。多次夺得全国、省级
技能比武大赛金牌，2013年，还将中国
烹饪餐饮业最高荣誉奖—“中华金厨
奖”揽在手中。他率队走进联合国、走
进中国外交部展示山西美食，一时惊
艳各国使节。

“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当代中
国晋菜大师”“注册中国烹饪大师”“中
国餐饮 30 年杰出人物”……迄今，他
的获奖证书摆满了办公室的一面墙。

从迎泽宾馆、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餐厅，到丽华大酒店，这些地方都留下

他一路高歌的足迹。谁都没想到，那
个当年不顾母亲反对的少年，放下正
学习的美术装潢专业，投身烹饪，会学
成了气候！

长期致力以山西过油肉为代表的
晋菜饮食文化推广，王云浩如今也成
了领路人。他壮志凌云，目标远大。
现在，他的“云家班”已收徒 80名，且
个个都是省内各大餐饮企业的骨干。
最令他欣慰的是，徒弟们对家乡菜也
像他一样满怀敬意。

本报记者 张国英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这个新年，王云浩可谓双喜临门，一是到山西省人才公寓管理公司履新职；二是
被市商务局评选为“太原市十大名厨”。成双好事临门，48岁的王云浩颇沉得住气，
微微一笑，道一句：“还有好多事等着去做。”口气随和、眼神明亮，活脱一个扎实谋
事、性情随和的山西人。

王云浩专攻菜品，晋菜是
他的拿手好戏，他是山西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山西过油肉”
代表性传承人。去年底，太原
市餐饮业职业技能大赛，地方
特色菜山西过油肉作为单项技
能赛摆上擂台。王云浩义不容
辞，担当主裁判“指点江山”。

山西过油肉，山西人最熟
悉的菜品，肉嫩味香，色泽金
黄。在山西大小饭店、家庭餐
桌，都少不了一份过油肉。对
离乡在外的山西人，过油肉更
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山西味浓
郁的家乡菜。

说王云浩的山西过油肉地
道，那是有来历的。其一，他延

续的是古法遗存，在选料、配
菜、烹调上遵循老手法，呈现的
山西过油肉最具原汁原味。在
申请“非遗”的过程中，他与来
自多家单位的厨师进行竞争，
最终经过现场操作、专家考评、
复查复审等环节，获得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山西过油肉”代
表性传承人认定。其二，他师
出名门，传承了师父晋菜功勋
人物李志文和师爷晋菜大师韩
凤鸣之衣钵。

王云浩介绍，从古到今，
过油肉通过匠人们的不断努
力、不断挖掘、不断转变、不断
传承，流传有序，现在，过油肉
已位列“晋菜十大名菜”之首。

这样一道家乡菜，在王云浩手中会是怎
样的一种山西味呢？

“传统过油肉的选材最有讲究。”说起制
作方法，王云浩兴致勃勃，这可是他的看家本
领。肉要用猪身上最嫩的里脊肉或元宝肉，
笋要选择当年的清水笋，木耳要用野生小木
耳，菠菜选用红根的。王云浩比划道，按规
矩，猪肉按肉纹都要横切成宽 16毫米、长 26
毫米、厚 3毫米铜钱大的薄形片状。

有了配材，制作上也有一定技巧。肉过
油时，火候最为关键。油温过高或过低，都会

影响肉片平整舒展、肉质嫩滑、色彩金黄的效
果。加热过程中，去腥增香的点醋调味，也要
掌握好时机。王云浩坦言，肉过油、菜点醋，
是做好山西传统过油肉的绝技。

王云浩说，山西过油肉具有深厚的山
西地方特色，是山西饮食文化的代表。市
场经济开放后，过油肉菜式五花八门，但
传统过油肉是我们的根，丢了根，就割断
了传续的脉，丢了传统文化的魂。我们继
承和保护传统过油肉技艺，就是要守住家
乡的味道。

过油肉最早出现于北齐，
当时叫“熬肉”。至唐代，肉过
油而食，成为宫廷菜式。至明
代，发展为官府名菜。至清朝，
热菜过油肉兴盛于富商巨贾之
家，随后，在饭馆酒肆和寻常百
姓家也开始流传。

在王云浩眼中，山西过油

肉历经发展，魅力独特。当前，
不少餐馆将过油肉进行了多种
演化，派生出许多适应市场的
做法。比如，在传统制作的基
础上，加入茄子、榛蘑、海参、鲍
鱼，以及本土特色食品灌肠等
食材，过油肉一时“百花齐
放”。在这次太原市餐饮业职
业技能大赛上，当看到选手在
制作过油肉时的种种奇思妙
想，王云浩点头赞赏，给予相当
的包容。王云浩表示：市场需
要传统的家乡味过油肉，也需
要在配料上“百花齐放”的创新
过油肉。只要万变不离其宗，
家乡的味道不变其就有存活于
世的理由。

传统是根

味道为本

桃李芬芳

——记“太原市十大名厨”王云浩

拿手绝活“过油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