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火宫殿品湖南红茶

本报5月15日讯 昨天
上午， 旨在为保护湖南功夫
红茶传统制作技艺的“金毛
猴杯2017”首届中国·湖南红
茶美食文化节在长沙火宫殿
举行。活动现场，如现场手工
制作红茶、“母亲节” 红茶茶
艺表演、 题写茶文化书法作
品等丰富的表演吸引了不少
市民驻足观看。

“红茶美食文化节的举
行， 能让湖南市民更加了解
湖南红茶， 将有助于湖南红
茶产业的快速发展。”湖南茶
业协会会长、 湖南食文化研
究会会长周重旺表示， 红茶
不仅是一种饮料， 更是一种
美食，在茶文化的推广中，未
来消费者或许能将品茶作为
一种消遣、休闲活动。

据了解，历史上，湖南红
茶与福建红茶、 安徽红茶呈
“三足鼎立”之势，在1915年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 湖南
功夫红茶还曾在全国20多个
获金奖的各类参展茶中斩获
2个金奖。

为了传承和保护好湖南
红茶的传统制作技艺， 我省
于2016年10月28日发文，将
湖南功夫红茶制作技艺列入
湖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黄亚苹

前两年，餐饮成为购
物中心招商的香饽饽，每
到饭点店铺门口的等位
长龙也让偌大的购物中
心内显得十分热闹。经过
一段时间的试水，现实情
况却是，有的店铺撤场走
人， 有的店铺苦苦硬撑，
而有的店铺依然每到饭
点有消费者前来排队。

“开餐饮店， 首先选
址还是要慎重，以前可以
只靠品牌，随便开在哪儿
都有人去吃，但现在好吃
的店多了， 竞争随之加
大，当然还是要随人群消
费意向进行选址。” 邓执
君认为，想要经营一家成
功的餐饮店，还需要定位
清晰，是要实现温饱盈利
还是往公司化方向发展，
两种不同定位直接影响
着顶层设计。

游上游就认为，与其
跟风做快时尚餐饮，不如
沉淀下来在菜品本源上
下功夫，“现在有的餐饮
品牌火爆一时，但其实出
品水平跟不上，这是一种
不长久的经营形式，还会
给整个湘菜行业的风气
带来影响。”

他强调，在制作菜品
的过程中，还是应该遵循
食材本味，不添加、少调
料，“这样才能符合餐饮
的本质， 一家做吃的店，
无论如何进行品牌运作，
最终还需回归本源，只有
首先保证出品，才可能去
谈发展。”

【观点】
品牌运作
最终还需回归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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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湘菜纷纷进商场开店蹭客流
选位置还是重菜品是两难选择 “老口子”建议：品牌运作还需回归本源

5月15日下午1时，虽然午餐
高峰时间已过，但在位于乐和城
4楼的一盏灯店门外， 仍有不少
消费者在外排号等待就餐。“一
般两点左右还会有客人，工作日
生意也挺好的。” 该店一名忙着
收拾餐桌的服务员如是说。

据了解， 这家湘菜馆已经以
街边店的模式经营了近20年，直
到去年， 开始尝试在乐和城开设
第一家商场分店。但其实，它已不
算长沙传统湘菜馆中迈开步子走
进商场的先锋部队。

早在2015年8月， 有着长沙
小吃餐饮招牌之称的火宫殿就将
分店开进了城南德思勤四季汇购
物中心，同年11月，又在湘潭步步
高广场再落一子。 据火宫殿连锁
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后长
介绍， 开进商场的火宫殿与坡子
街总店定位不同，主打“小吃、小
点、小菜”的休闲餐饮，希望让消
费者在逛街之余也能随时吃到正
宗的长沙小吃。

此外， 全聚德位于华中地区
的首家直营店选址在了步步高梅
溪新天地， 长沙高端餐饮品牌冰
火楼旗下冰火楼小馆也分别进驻
了华创国际广场与运达中央广
场， 一直有点儿神秘的伍厚德堂
则将店开进了长沙海信广场……

湖南省湘菜产业促进会副秘
书长邓执君认为， 餐饮企业选择
进入商业地产项目， 主要是考虑
商超的人气聚集效应， 还能够一
次性解决了餐饮店停车位、 品牌
推广宣传等诸多问题， 商家只需
支付租金即可，挺省心。

记者注意到， 不少开进购物
中心的湘菜馆生意还挺红火，相
较商场同楼层其他餐饮店而言，
用餐高峰时， 门店外总有一些消
费者在排队。

对沉淀已久的湘菜馆而
言， 有人选择进商场与快时尚
年轻餐饮品牌近距离“肉搏”，
也有人选择打出人人受用的
“亲情牌”， 希望在菜单和菜品
上推陈出新。

刚刚过去的“母亲节”，不
少餐饮店都进行了以亲情为主
题的活动。5月14日， 湘侬寨就
举行了一场名为“妈妈的味道”
的现场烹饪交流活动， 邀请在
前期网络票选中脱颖而出的6
位妈妈现场切磋厨艺。

湖南湘侬寨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游上游认为， 有妈
妈味道的菜才是最真实、 最受
欢迎的，这是餐饮的本心。他透
露，在湘侬寨更新的菜单里，将

考虑把此次票选前6名的妈妈菜
逐步搬上餐桌，让更多的顾客能
够品尝到记忆里妈妈的味道。

“一些餐馆里的菜品调味
料太多，吃起来并不放心，如果
在外也能吃到干净健康的家常
菜， 倒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随机采访中，“空巢青年” 蒋先
生就认为， 一些餐馆的“亲情
牌”对消费者而言，十分受用。

记者还注意到，除在菜单、
菜品上贴近生活外， 一些餐馆
则干脆选择从店名上“先声夺
人”， 如“相约回家”、“妈妈的
手”等等。同时，不少餐馆的迎
宾语，也开始从“欢迎光临”向
“欢迎回家”演变，让消费者感
觉还挺温馨。

是选择进商场去“蹭”客
流，还是选择在菜品上下功夫？
对现在的餐饮从业者来说，可
能是个两难的选择。

85后资深吃货王小姐毫不
讳言地表示， 自己已经很少吃
“正经湘菜”了，平时“下馆子”，
也是和朋友两三个人一起吃的
多，“如果想要抓住年轻人，走
时尚路线，就可以考虑进商场，
装修一定要独特， 如果定位是
传统的口味湘菜， 反正有一批
忠实的老顾客， 可能也就不会
有那么多要求。”

事实上， 选择进商场贴近
年轻客群的餐饮品牌， 也未必
能够如愿的“蹭”到源源不断的
客流。邓执君就透露，目前，餐饮
进购物中心的最大问题是周一

到周四的客流问题，“工作日人
气低，收入当然也不会高”。他表
示， 商业地产项目越来越多，消
费者被严重分流，餐饮商家也疲
于选择进驻场地，“有点儿食之
无味，弃之可惜的感觉。”

不过，采访中，也有不少业
内人士表示，进入购物中心将
有助于餐饮品牌的推广，“打
开了知名度也就意味着更多
的客流”。

“现在，购物中心是消费者
生活购物休闲的集中地，餐饮
当然要找有人的地方，而购物
中心的品牌还可以与自身餐
饮品牌产生叠加宣传效果。”
一家将原创品牌首店选在了
购物中心的餐馆负责人如是
对记者表示。

【现象】
湘菜馆入商场
抢地盘，蹭客流

【新变】
为争客餐馆大打亲情牌，家味浓

【焦点】
选位置还是重菜品？是个问题

餐饮门店与购物中
心之间的客流互换已进
入下半场。不少过去“单
打独斗” 的街边店湘菜
馆开始走进购物中心，
开设商场店， 与新派湘
菜、西餐馆同场竞技。

它们之中， 有如一
盏灯、 伍厚德堂等原品
牌入驻的， 也有如冰火
楼小馆等开辟“第二品
牌” 的， 更不乏如火宫
殿、 全聚德等名气较大
的传统老字号。

在消费者口味喜好
几乎一天一变的今天，

“两餐饭” 市场争夺战究
竟如何才能拔得头筹？不
少餐饮行业的“老口子”
认为，归根结底恐怕还要
回到出品的本源上来。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黄亚苹

相对其他买卖来说，餐饮
的经营之道或许并不算简单，
不仅要抓住消费者的胃，还要
琢磨这一天一变的消费者心
理，让他愿意经常上门来吃。

三四年前， 大型购物中
心渐渐兴起， 时尚餐饮形成
一道亮丽的风景。但同时，值
得关注的是，大浪淘沙，一些
仅靠噱头、 从出品到经营都
乏善可陈的餐饮店， 都逐渐
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不少
过去需要排长队取号的餐饮
店，现在更是门庭冷落。

开餐饮店，首先是餐饮，
尔后才是店。这也就是说，天
时地利人和之外， 首先还是
要能做出美味的食物来。事
实上， 对长沙这样一个吃货
江湖来说， 美味的食物从来
都不缺乏追随者。

无论是选择开在深山老
林玩神秘， 还是开在闹市里
求客流，对餐饮店来说，出品
能够吸引人， 才是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制胜的法宝。

需要与时俱进
但首先看重出品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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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下午1时，一盏灯乐和城店内依然有不少消费者在用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