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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鹏，1984年毕业于湖南师
范大学美术系，于湖南第一师范
任教。1992年在长沙创办“美国
西部牛仔烧烤城”，在全国开至
31家分店；1998年赴西安创办秦
朝瓦罐餐饮有限公司；2003年回
长沙陆续创建秦皇食府餐饮有
限公司、秦钟皇樽酒业有限公
司、秦皇食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和筷乐潇湘餐饮有限公司，统称
秦皇筷乐集团，成为餐饮湘军中
的龙头企业、中国餐饮百强企
业，2010年被湖南省政府确定为
湖南餐饮行业惟一一家上市后
备企业。柏鹏被评为中国餐饮文
化大师，并被中南大学商学院聘
为企业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人物档案

餐饮湘军儒帅柏鹏的共富思想和大渡情怀
2010年，湘菜餐饮产值突破千亿元大关，湘菜在中国八大菜系中的排名也从第

七位跃升至第三位。有人将这个现象与“电视湘军”做比照，称其为“餐饮湘军”。

碗里乾坤 有容乃大

著名书法家文选德为柏鹏新打造的品牌题字

秦皇食府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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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南餐饮消费市场持续火爆，
2009年营业额达807亿元，零售额占湖南省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1.6%，对全省GDP的贡
献率超过了5%，与餐饮业直接相关的食品加
工业产值达1568亿元，从业人数超过120万
人。一些本土有实力的餐饮企业高举“创新湘
菜”的大旗走出湖南，进军全国市场，仅北京、
上海、深圳、广州四地的湘菜餐饮企业就新增
6000余家。去年，湘菜餐饮产值突破千亿元大
关，湘菜在中国八大菜系中的排名也早已从
第七位跃升至第三位。湘菜在全国的影响力
和美誉度不断攀升，继粤菜、川菜和淮扬菜风
靡一时后，湘菜餐饮终于厚积薄发，火了！有
人将这个现象与“电视湘军”做比照，称其为
“餐饮湘军”。

在这支“餐饮湘军”中集实力、魅力、魄力
于一身的领军人物，正是有着“儒帅”之称的
秦皇筷乐集团董事长、中国餐饮文化大师柏
鹏。

重剑无锋，大巧不工
用创意打开一个世界

走近柏鹏，很快就被他博古通今、娓娓道
来极具开拓性的思辨语言所吸引。“餐饮二
字，一餐一饮，简单通俗来说，无非一碗饭、一
碗菜、一碗酒而已，但这碗里乾坤究竟有多
大、多深？大多身在其中者，也只略知其一二。
在我看来，餐饮这碗乾坤，有容乃大！有多大
的能力，就有多大的市场；有多大的心胸，就
有多大的天地。”难以想像这位在商海沉浮20
年，引领百万餐饮湘军叱咤风云的商界翘楚，
身上竟会有如此个性鲜明的文人色彩，让人
不禁感慨“唯楚有材，于斯为盛”，自宋明理学
昌兴以来，曾国藩、左宗棠等湖南儒帅文韬武
略之风范，在新一代湘商身上熠熠生辉。

1992年，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的柏鹏觉
得中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已经坚定了，于是
想下海经商。亲友同事为了劝阻柏鹏，请他吃
宵夜。问他辞职下海的目的是什么？柏鹏没有

回答；又问他打算做什么生意？柏鹏还是三缄
其口。“不是不回答大家，而是当时我其实也
没完全想好。只是心里有个大方向：赚钱才是
硬道理!只有赚了钱才能做更多事。”酒过三
巡，柏鹏随口问老板：“啤酒多少钱一瓶？”“2
块5。”柏鹏转身朝不远处的下河街批发市场
走去，从那得知这啤酒批发价是1块1，退瓶1
块。第二天，受啤酒差价利润启发的柏鹏，跑
遍长沙几处大的鱼肉果蔬调料酒水市场，将
了解到的进货价格与昨晚夜宵的花费一对
比，好家伙！利润高达300%。柏鹏的大脑开始
高速运转起来：“所谓民以食为天，是人就要
吃饭，干脆我也搞餐饮！只要人的嘴巴在，以
食为业就不怕没生意。”

一番筹谋，柏鹏去找朋友投资。朋友看着
合作方案上的标题“美国西部牛仔烧烤城”一
脸茫然。柏鹏说：“契合美国文化的涌入，用自
助烧烤形式来经营，肯定生意好！”朋友好奇
地问：“只听说美国牛仔牧马贩牛，没听说美
国牛仔也搞烧烤的啊。”柏鹏大笑，却不再点
破。

1992年，装修豪华的美国西部牛仔烧烤
城开张，生意爆满。“38元一位按人头算账”一
时成为长沙大街小巷热议的话题。一家建筑
公司经理带领一百多号民工涌进餐厅，对柏
鹏说：“怕不怕我们吃垮你？”柏鹏笑到：“没
事，尽管敞开吃！”多年后，还有人没有明白其
中道理，柏鹏云淡风轻地说：“餐馆不怕饿鬼，
懂得吃的人还是少数，一般人几串烤肉几瓶
啤酒下肚，肚皮再大也撑饱了，谁能吃得回38
元的成本？”听者无不佩服柏鹏胸中韬略。

对于第一次创业成功，柏鹏说：“所谓‘重
剑无锋，大巧不工’，心中有大方向、找对一条
路、做好一套经营模式，成功的大局基本已
定！”当年的柏鹏还不到30岁，而他们的美国
西部牛仔烧烤城在全国已经开了31家分店。

秦皇领航，筷乐出湘
用筷乐改变一个世界

1998年，柏鹏到陕西参观秦兵马俑，兵马
俑壮观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让他热血沸腾

起来。秦始皇统一中国，
置郡县、统法令、车同
轨、书同文，“治大国如
烹小鲜”，治国如此，企
业又如何不是？一个新
的思路在柏鹏心中悄然
生起。这次创意的焦点
定位在了“文化”上，“文
化”于人、社会乃至国家
是何等的重要，那么“文
化”于企业，更可谓是企
业之魂。如果能通过一
座酒楼、一个餐厅来表
现一个时代、一个地域
的文化内涵，这更是与
时俱进的创意。
“善思者，贵于行”。

柏鹏迅速在西安注册成
立了秦朝瓦罐餐饮有限
公司，按照秦风秦韵他
亲自参与设计了店内环
境装饰，开业当天即引
起轰动。这在当时是西
安第一家以秦代风格为
背景的大型主题餐厅，
许多外国政要在参观了
兵马俑后，都选择在秦
朝瓦罐就餐，为这里的
地道秦风古韵所折服，
但大家却都不了解这家
企业的老板居然来自湖
南。也正是西安秦朝瓦
罐的成功，为日后的长
沙秦皇食府勾画了雏
型。

2003年，柏鹏将秦
文化主题餐饮带回湖南
长沙，在湘江边开了第一家秦皇食府。大厅的
整体装修以秦代皇家用色黑、黄色调为主，辅
以紫、白色，高贵大气。迎面而来的秦国兵俑
和战车，于瞬间将人拉进千年前强大的古秦
王朝，熙熙攘攘之中士大夫、王公卿相举手作
揖，兵马流动，一派繁荣；上楼，竹简雕刻的
《秦皇食府序》堪称长沙酒楼序言中的经典美
文。秦代的瓦当、图腾、篆文、兵马俑、铜车马、
编钟、帅旗、鼎炉、酒樽，在灯光与色彩的映衬
下，绚丽多姿，如梦如幻。每个包厢均以秦朝
三十六郡命名。

当人们以舌尖去品读一个朝代的历史
时，这是何等的时尚和惬意？在这里，饮食已
升格为一种乐趣、一种享受、一门学问和一种
文化。通过菜品、环境和服务，营造出了一种
体验，一种意境，一种格调。去秦皇食府吃饭，
自此成为了长沙人时尚生活的标志。

秦皇食府的创意，并不是简单的秦朝文
化的依附，而是在发掘秦皇文化的基础上，融
合了多种元素的综合创造。根据当代都市人
的审美需求，柏鹏提出了“文化渗透、生态美
食、地方品味、品牌延展”16字方针，集八大菜
系为一体，收“七国”佳肴于一席，南北兼顾，
东西并容，特别是湖南本土的名流菜、组庵
菜、官府菜、宴席菜、家常菜等，通过挖掘提
炼，不断推出新菜品，使菜式风味呈现出多姿
多彩的局面，让食客有永远吃不完的新鲜感，
永远有品不完的文化味。

如果说将秦文化融入到餐饮中，是柏鹏
作为一位文化人偶得妙笔生花之后的匠心独
具，那么，深谙湖湘文化内涵的柏鹏，必然将
会捉刀雕琢一枚能体现湖湘文化厚重底蕴的
餐饮品牌。果不其然，2007年12月28日，筷乐
潇湘在柏鹏的张罗下开门迎客。金红为主调
的筷子，火辣为品性的红椒，代表了“筷乐潇
湘”最基本的文化元素。潇湘夜雨、山市晴岚、
远浦归帆等以潇湘八景为名的包厢，各有特
色。在这里，人们可以品味千年学府、白沙古
井的历史积淀，可以体味曾国藩、黄兴、蔡锷
等一代名流的将帅雄风，更可以在一举筷一
投箸之中感受到湖湘文化的古典与时尚。凡
此种种，体现的正是柏鹏与众不同的经营理
念和独具魅力的儒商个性。

柏鹏对于湘菜的研究可谓到了骨子里，
对于一些贬低湘菜的说法，柏鹏举例驳斥：
“拿组庵菜来说吧，祖庵是谭延闿的字。谭延
闿曾任湖南督军、省长、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
等职，是个不折不扣的美食家。有些人认为湘
菜档次低，但是，谭延闿是个没有鱼翅不上
桌、没有鲍鱼不下饭的角色，能说湘菜低档
吗？‘组庵鱼翅’是湘菜的经典之作，已经成为
高级宴会中的上乘佳肴。”言谈间，柏鹏力挺
湘菜的态度可谓旗帜鲜明，而其作为餐饮湘
军领军人物的风范也可略见一斑。
“湘菜文化源远流长，筷乐潇湘用新的时

尚理念来挖掘传统的东西。通过传承塑造灵
魂，通过创新延续生命，希望能用我们的经营
模式来擎起湘菜的旗帜。用我们的广告语来
说，有健康，人生才会快乐；有美食生活才会
快乐；有筷乐潇湘，中国人没理由不快乐！”柏
鹏说到此信心满满：“我们要用筷乐改变一个
世界。”
“我们追求的是长远效益，立足的是永续

发展。”柏鹏说：“对于一个想要做大做强、永
续经营的餐饮企业来说，理念是灵魂，产权是
根本。”走产权式经营的路子正是柏鹏大气磅
礴又智高一筹的表现，至今他已拥有近2万平
方米的商业楼面的产权，不仅坐收房产升值，
更为秦皇筷乐集团夯实了稳健发展的基础。

秦皇食府现已拥有投资过千万元的直营
店5家，加上筷乐潇湘总店、山东济南店和广
西南宁店，秦皇筷乐集团业已形成了“秦皇领
航，筷乐出湘”的发展格局，成为中国著名的
餐饮连锁企业，湘菜餐饮龙头企业被评定为
“中国餐饮百强企业”、“全国绿色餐饮企业”。
柏鹏本人也被评为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并被
中南大学商学院聘任为企业文化研究中心教
授。2010年，秦皇食府、筷乐潇湘被湖南省政
府确定为湖南餐饮行业惟一一家上市后备企
业。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用大爱普渡一个世界

一个大师曾送柏鹏一副对联：“一支秃
笔，笑傲文坛酸腐文人；几壶创意，灌醒诸路
商场诸侯”，横批是“一代儒商”。柏鹏笑言，自
己更喜欢“低调做人，高调做事”这八个字。
自视儒家弟子出身的柏鹏，熟悉儒家经典，擅
长书画，对佛、道教义也颇有心得。他喜欢
“渡”这个字，立志渡人共同致富，以报答邓小
平改革开放政策给了他获得事业成功的机
遇。
“人们常用‘宰相肚里能撑船’来形容一

个人度量大，不计较。我认为这句话还大有说
法。宰相何人？治国安邦者也。不仅是胸中要
有文韬武略，更要有济天下苍生的精神。宰相
肚子里摆渡船，即为渡国家之强盛，也为渡老
百姓之幸福。所谓佛渡有缘人，也是一种从精
神上渡人的意思。我做企业现在已经不是为
自己赚多少钱了，而是追求渡人、渡业，最终
实现渡己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的目标！”柏
鹏字字掷地有声。

对于“渡”，柏鹏总结有三句话：“渡人在
于渡心，渡业在于渡德，渡己在于渡众。普通
人最怕的是贫穷，但这个贫穷往往并不只是
物质上的匮乏，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茫然。要渡
一个人成功、获得幸福，必须先帮助其思想产
生改变，就是渡心；餐饮这个行业，最重要的
其实并不是忧虑其市场是否饱和，而是要好
好反思这个行业的灵魂是什么？核心发展动
力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德’字。要想推
动餐饮行业良性健康发展，就要首推‘道德诚
信’,让‘道德诚信’深深扎根在每一位餐饮人
的良心中去，这就是渡德；我本一教书匠而
已，三尺讲台难以普渡每位学生，因为能力有
限，现在凡是我想帮助的人我基本都可以做
到了，但我要做的不是帮助一两个人，而是要
帮助更多的人摆脱贫穷获得幸福安康的生
活，这就是渡众，也是作为一个企业家应有的
良心和使命。”

柏鹏对人才的回报秉持一个理念：财散
人聚。为了让更多人得以致富，柏鹏想到了打
造一个全新的品牌，一个以湘派精品快餐为
核心经营理念的品牌在柏鹏脑海中逐渐清晰
起来。
“一些品牌受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的

影响，片面模仿其经营模式，结果搞成洋不
洋、土不土，外观看上去像麦当劳、肯德基，一
吃还是米粉挂面和辣椒炒肉，这用老百姓的
话讲叫丢了魂。”柏鹏说：“我们中华餐饮文化
源远流长且博大精深，有的是地道中式快餐
的源脉，完全不需要模仿洋快餐。何谓地道中
式快餐？其追根溯源就是以前的码头酒肆饭
铺，贩夫走卒落脚打尖的地方，一碗茶、一碗
饭或者再加一碗酒，吃完抹嘴挑上担子走人。
这就是我们中式快餐老祖宗的模样。”

为了打造一个纯粹的中式快餐品牌，他
注册了“米粉之湘”商标，湘是指这个品牌发
端于有着鱼米之乡美誉的湖南，而米粉二字
则给人门槛低的亲近感。主题背景就是湘风、
湘情、湘味，以清末民初长沙的酒馆饭铺为背
景，白墙青瓦，酒旗高挑，方桌条凳，蒲扇大
碗；服务员直接叫伙计，肩搭毛巾跑堂；店总
就叫掌柜，里里外外一把手。“除了这些形式
上的复古，给人一种时光穿梭般的感觉，让人
感受到什么是原汁原味的地道中式快餐馆的
风貌。更重要的是我们提供的产品花样繁多，
都是精品，有各种米粉面条、湘菜小炒、包点
小吃和酱醋油碟，包罗万象。”柏鹏表示：“米
粉之湘最重要的还是所提供的产品保证健康
和安全。我们每到一个城市开店，先开食品加
工厂，从源头上保障原材料的安全，全程视频
监控，让消费者可以明明白白看得到。”这不
仅让人想到洋快餐曾经发生的苏丹红事件和
激素鸡翅膀风波，对于米粉之湘如此重视食
品安全是否要与洋快餐短兵相接这个问题，
柏鹏说：“我做事只遵循自己的良心指引，心
里从来没有对手，只有目标！我们不怕竞争，
而且我们的米粉之湘将来还要开到国外去，
在外国市场上与洋快餐展开良性竞争，让全
世界人民感受一下中华美食的魅力。”

对于新品牌米粉之湘的开店计划，柏鹏
介绍说：“首先分别在长沙和北京开10到20家，
打造中等城市和大型城市的样板市场，然后再
进一步拓展，5年内在全国达到1000家分店的
规模，每月总营业额达5亿元，到那时，我们将
开始走出国门……”说到这，柏鹏看了一眼桌
上的地球仪，那上面已经用红笔圈注了很多城
市，红印遍及亚洲、美洲、欧洲和澳大利亚。
“一个国家要有一个国家的风骨，一个民

族要有一个民族的魂魄，世界发展到今天，虽
然说在经济上已经是没有国界概念了，但我
们应该始终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是有着
五千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中华餐饮人切
不可在洋品牌咄咄逼人的气势下俯首称臣，
甘做国内的‘香蕉’，徒有一身黄皮肤。”说这
番话时，柏鹏字句铿锵，神情犹如临风松柏，
傲骨峥峥！

杨电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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