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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颊红潮增妩媚，谁知侬

是醉槟榔”，嚼食槟榔的习惯古

已有之， 一代文豪苏轼亦曾用

优美诗句述说槟榔的独特魅

力。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

始，湖南槟榔行业发展到今天，

近十多年里迅速拓展成为一个

拥有相当规模的新兴产业。 据

湖南省槟榔协会介绍， 目前全

省槟榔业直接和间接从业人员

达 20 万人，全行业年产值超过

50 亿元。 湖南槟榔外销“绿色”

通道的开辟， 使湖南槟榔的市

场已延伸到海南、广东、江西、

河北、北京、上海、浙江等 14 个

省市。

2008 年 11 月 10 日，长沙

通程国际大酒店内， 益阳市口

味王槟榔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

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举行

结盟签约仪式。 这是湖南特色

槟榔行业首度与官方研究机构

合作。 口味王槟榔有限责任公

司作为唯一一家与中国农科院

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合作的槟榔

企业， 其发展眼光让业内人士

钦佩不已。“我们想通过与中国

农科院合作， 来研发出新的槟

榔， 可以减少其对人口腔损伤

的负面影响， 最好发展成为保

健食品。 ”益阳市口味王槟榔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郭志光信心

满满的说。

郭志光认为， 一个成功的

企业，必将选择回报社会，因为

“服务社会不仅是一个企业应

有的责任， 也是企业发展的巨

大动力。 ”“口味王的理念就是

‘创造价值，回报社会’，这是每

一家发展成熟的企业都应该有

的理念， 所以我们寻求农科院

的帮助，希望把槟榔升级，保留

它独有魅力的基础上， 去除一

些不利的因素， 真正为消费者

的健康负责， 对社会负责。 当

然， 我们更希望能够在槟榔中

添加一些具有保健作用的物

质， 从根本上打消消费者的担

心。 ”

据了解， 为了与中国农科

院合作开发槟榔新产品， 口味

王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但能否

研发出新的类似保健食品的槟

榔尚存疑问。 郭志光说：“至少

我们需要尝试。 当企业站在一

个特定高度的时候， 当它看清

未来的发展方向， 就不会再局

限于原有的格局， 更不会在意

成本。 现在已经是定位决定地

位的时代”。 益阳口味王槟榔有

限责任公司的目标是： 到 2010

年在现有规模的基础上建成员

工 4500 余人、 产值 12 亿元的

企业规模， 成为中国槟榔行业

的龙头老大。

有人把槟榔定义为一种纯

天然植物口香糖， 郭志光认为

这种定义是一个局限。“槟榔就

是槟榔，它有口香糖的作用，但

又远高于口香糖。 槟榔本身含

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成分，诸

如生物碱、胆碱、鞣质、氨基酸、

甘露糖、半乳糖、槟榔红色素、

皂苷等。 休闲食品不能诠释它，

我更认同槟榔作为保健食品的

定义。 ”

槟榔是棕榈科植物， 是我

国四大南药之一。 槟榔具有独

特的御瘴功能， 是历代医家治

病的药果，又有“洗瘴丹”的别

名。 槟榔能下气、消食、祛痰，所

以在药用性能上被人们广泛关

注。 虽然槟榔具有很大的保健

性能， 但是传统的定义形成了

很大的局限， 而且包装过于简

单， 使得很多人对槟榔略有轻

视。 业内人士不禁发出“槟榔

空有身价，却上不了台面”的感

叹。

口味王早已注意到了这个

问题， 于今年正式推出高端槟

榔品牌“味赢天下”。“口味王的

努力就是要改变这种局面，”郭

志光很有霸气的说，“槟榔决不

甘继续在低端食品徘徊， 我们

要塑造它的价值，做好包装，让

小小槟榔上得了台面。 ”他描述

了一个设想，未来几年，一些政

府官员白领阶层待客或企业老

板会晤时， 桌子上会摆放一些

精装的口味王槟榔。 时尚礼品

中也有其一席之地。

“味赢天下”再掀槟榔风云

湘潭槟榔加工厂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 槟榔加工业已成

为湘潭新兴的一大支柱产业。

小龙王槟榔加工厂是全省乃至

全国槟榔加工业破浪远航的旗

舰。

小龙王槟榔加工 厂 是

1996 年创办的。成立之初只有

几个人，十来把刀，前店后厂

的作坊式经营。 以总经理张定

强、副总经理刘应龙为核心的

领导班子在企业创办之初就

明确了“从长远考虑，从发展

着手”的经营理念，通过数年

来的苦心经营，小龙王在湘潭

站稳了脚跟。但他们并没有满

足， 他们在市场调查中发现，

槟榔因其健康价值和休闲性、

礼仪性，肯定不会局限于湘潭

一隅，而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们

所接受。 经过深思熟虑后，他

们毅然决定调整经营战略，注

重工艺创新，从传统的市场竞

争者向新型槟榔消费市场开

拓者转变。

张定强总经理认为， 沿用

传统加工工艺的槟榔食品有着

辛、辣、发汗、头晕的特性，很大

程度上影响着初尝者的购买欲

望。 为了突破这个槟榔普及的

瓶颈， 他们一方面在现有生产

线全部采用电脑，采用喷码机、

切籽机、真空机、封口机、发籽

机等现代化设备，在机械化、自

动化水平大大提高的基础上，

进行工艺革新。 一是煮籽全部

采用高汽锅炉送水， 合原果彻

底消毒； 二是采用无毒型塑料

装置密封发酵； 不仅合原果发

酵均匀，芬芳不露，而且杜绝外

界污染， 确保产品卫生质量达

标； 三是在配方上吸收了干果

食品配料优点， 结合海南槟榔

原果特点，研制出具有防霉、防

变质的新型配料， 不仅使产品

保质期由原来的 7－10 天，延

长到 2－3 个月， 而且口感纯正

绵长。 另一方面，不断进行口感

调试，创造小龙王槟榔独特的香

甜型口味， 先后开发桔子口味

型、 薄荷香型等 10多种消费者

容易接受的新品。 品种多样化，

风味个性化发展，是“小龙王槟

榔”立于不败之地的奥秘之一。

2010 年 7 月 23 日至 27 日

是中国 2010 上海世博会湖南

活动周。湖南周期间，10 万只自

然醇香的优质槟榔免费献给来

自五湖四海的世博游客。 扎根

故乡湘潭的小龙王槟榔集团公

司董事长张定强说： 湘潭人喜

爱嚼槟榔盛极湘潭城乡， 将它

视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因素。

有首民谣形象地描述湘潭人嚼

槟榔越嚼越有劲， 这口出来那

口进；湘潭人出外办事，必带上

一包槟榔作为见面礼； 如果在

路上遇上亲朋好友， 连忙从口

袋掏出槟榔相敬，以示友好；如

果平时客人来家寒暄， 也是立

即递上槟榔， 然后才是泡茶款

待。 至于婚丧喜庆做酒请客之

时，则进门一口槟榔一根香烟，

离席时还要打发一包槟榔，以

表示浓重的谢意。

湖南人一直把槟榔作为上

等礼品， 认为亲朋来往非槟榔

不为礼。 800 多年前，苏东坡就

曾描绘少女口含槟榔头插茉莉

花的情景。 可见湖南人爱槟榔、

吃槟榔的风俗一直被人们传为

佳话，广为流传。 今天，湖南人

把槟榔果作为美好和友谊的象

征。 客人登门，主人首先捧出槟

榔果招待。 即使不会嚼槟榔的

人，也得吃上一口表示回敬。 逢

年过节， 家家户户都备有槟榔

果， 以敬拜年的贵客亲朋。 而

今， 在湖南活动周期间参观世

博会的游客都免费品尝到了味

香纯正的槟榔。

湖南活动周期间，小龙王

槟榔作为唯一进入世博会的

槟榔产品，除了在湖南馆向观

众免费发放槟榔，还走进联合

国馆以及中非和东南亚的国

家馆，向泰国、马来西亚等国

家馆以及海南、台湾、广西、云

南、福建 5 个兄弟省 (区 )馆送

上主席家乡人民的情谊，可谓

龙到福气到。 这次小龙王槟榔

走进世博会，引领槟榔产业进

一步向省内外市场辐射，是槟

榔行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

一次全面融合。

“小龙王” 湘潭好槟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