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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舌尖上的中国》唯美的画面背后是
餐饮企业家们不得不为目前行业整体困
境绞尽脑汁，所幸，大家都统一了共识：
中国餐饮品牌，拼文化的时代来了。

“舌尖”
上的文化反思
本报记者 江雪 特约记者 李蔼卿

当“行业整体效益出现百分之几十下滑”的数据公布时，与餐
饮上市公司老板一样彻夜难眠的还有马路边的包子铺夫妇：
“大酒
店大饭店都打折啊，送礼啊，做广告啊，什么二维码啊，我们只有拼
嗓门地吆喝。”

要清醒的是老板
200年前，
西方哲学家就认定：
吃喝情调是潜藏在人内心深处
最大的秘密。
一位文化学者在1年前发表观点：
“中国餐饮的文化时代应不

蓝天还可以重来

应该到来，
似乎还不完全属于竞争模式。
当任何商业平台与政治一
词打得火热的时候，
要清醒的是老板，
而不是消费者。
”
他的潜台词
就是
“能够打破公费支撑高端餐饮链的只有企业家自己”
。
前不久，
全国餐饮界企业家开了很多论坛和行业会议，
主题只
有一个：
让餐饮文化高雅和纯洁起来。
正如一位创建自己连锁餐饮
王利博制图

妇最大的贡献不是微博上的种种幽

本报记者 江雪

的 华 为 集团 员 工 志 愿 者对 记 者 说 ：

品牌的老板在微博上写的：
“我们做饭馆的还是还原本质，为人民
做好饭菜吧，
眼睛别老盯着政府的钱包。
”
中国餐饮业企业家们很长时间忘记了“餐饮的本质是提供真
实的快乐文化”
“
。他们看到了意大利面的价格，
但是看不到它的价

默段子，而是 10 年前获奖的建筑作
品“长城公社”
。他们将环保理念、个

“我一直想辞职干公益事业。保护地

很多长期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企业高

人理想付诸在作品中，展示给北京，

管选择“放弃事业回国”。而很多年轻
人以“阴霾的日子不仅让我感到痛

展示给世界，那才是文化，是企业家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一直关注
阿拉善项目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萧

品读？
”
4月底，在北大举办的
“餐饮文化论坛”
上，一位媒体人这样

今在北京人民大学举办了《生态保育

苦 、为 未 来 感 到 恐 惧 ，更 为 没 有 出 生

应该有的行动，是与世界先进商业文
化的最好沟通。

的孩子感到绝望”这 样的 理由与 父母

2013 年 ，当上“ 环 境 监 督者 ”的

阿拉善 SEE 这个标本中，我们可以看

“我们这个城市不是打击腐败的重点城市，
但饭店经营影响也
是很大的。
‘喝的不是酒，
是寂寞；
吃的不是饭，
是孤独’
已经成为很

潘石屹不再幽默，不再搞笑，而是承
认“残酷时刻来临”。但他依然与很

到中国企业家的思想、精神在逐渐成
熟，也 看到了资本回归民间环保对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笑着说。

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们一起呼吁：

NGO（非政府组织）发展以及社会进

提高企业家的环保意识，首先要进

步的推动。”

打分”
时讲了一个
“赶一场心灵盛宴”
的故事。
正是这个故事让消费
者在吃包子的同时还知道了“在天津为什么可以存在一个百年的

2012 年年底有一个统计数字，让

“拉锯”。

“阴霾”的日子，
谁能幽默起来？

“

今年的“亚洲熄灯日”，一家地产
企业向员工发出倡议：为了倡导广大
员工和业主爱护地球、节能低碳，同
时结合集团绿色低碳建材、绿色新型
城镇化发展战略，倡导大家从我做
起，保护环境，低碳减排，用实际行动
减少发电造成的温室气体和其他污
染物的排放，集团参加“熄灯一小时
活动”，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贡献一
份力量。
然而，这份倡议在其官方网站上
发出之后的一天时间里，很多人轻描
淡写地给了一个笑脸，转发的却很
少。“这样的态度在中国企业并不是

近日，一份
针 对我 国 企 业
家群 体 的 调 查
显示，近四成受
访企 业 家 表 示
对“治理环境不
太关心”。构建
生 态文 明 有 赖
社会各方力量，
企 业家 在 这 当
中更 是 扮 演 着
至关 重 要 的 角
色。

球，保护环境，
从我做起。”

的民主实践》发布研讨会。她说：
“在

阿拉善创始会长、企业家刘晓光

一步严格环境保护执法和环境评价
等相关工作，让企业认识到环境保
护是条高压线，违法将会使企业难

表示：
“它验证我们的灵魂。企业家，
不光捐赠出钱，还出时间，亲自去看

以生存，让企业家感到环境问题的

沙漠里为什么出了沙尘暴，一定要把

约束。

它搞清楚。”

维诗下的“大漠孤烟直”。但是，在沙

一来源。如此苛刻的条件让很多“效

子里一跪，
大家都
“明白了”
。

来到天津法租界，
以自己的名字创建了大饭店。
如今，已成为中国
老字号的饭店接待过无数国家领导人、
外国政要和100多个国家的

对成立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的

益在前”的企业家打消了参赛念头。

外交使节、
政府官员和国际友人，
但依然坚守着德国、
法国、
俄罗斯
三大国家不同的经营文化。
”

活动助力值得参与”
。他的行为感动

一起也可能变成愚蠢的团体”。

餐饮文化，
早在历史深处存放

发企业家的环保精神就要改变社会

育学、认知心理学可以概括的。到阿

到手拉手向前走？”一直强调此观点

生产机制，让企业家在关心环保的同

拉善的各个群体的行动和认知，更为

的某社会学家依然坚持自己的态度。
带着这个话题，记者电话采访了一位

时，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

的一位管理者强调一个原则：
“ 我无

牌文化册上，
记者读到这样的文字：
“1901年，
德国企业家阿尔波特

表述，企业家杨利川是“如果没有真
诚的公共活动，一群非常优秀的人在

也需要深刻普及。有多少企业真正做

负责接待“亚布力企业家年会”

同日，另一家百年餐饮企业正借助立
“老店历史遗址”
招牌以

而大同某企业董事长则为活动
捐资 1000 万元，他的理由是“为环保

“所以我说，即使是常识，在中国

企业家对公益事业的信念与坚守，不
是简单的幽默和自嘲。”

个美人，
或风情万种、
或风姿绰约，
就看经营者是否有文化美学智
慧。
从现实看，
餐饮企业家需要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
”

作为这一住宅运行和生活能源的唯

辑部副主任张宛丽坦言，富人们的生
态民主试验不是政治学、社会学、教

好，自行车上会也好，都表示了一个

天津某高校一位美学教授对《中国企业报》记者的解释是：
“消
费者口味的差异就是商业文化者要寻找的
‘穴位点’
。
市场永远是

及邻居
“150年店庆”
的文化气氛大做文章。在一份简单、
艺术的品

的，他清楚污染环境是危害自己和子
孙后代的事情。”专家们呼吁，
“要激

们都聚集这深山老林、雪海之中，自
然想到了对家园环境的治理和保护，

包子品牌，
竟然不是狗不理”
。

刘晓光一辈子都难忘在 2004 年

式太艰难了。所以，
《社会学研究》编

服陈光标的精神、勇气。光盘行动也

6月16日，
父亲节。
天津百年素包子品牌店老板在接受
“消费者

的阿拉善，作为首创集团总裁的他
“忽悠”来一帮企业家到阿拉善看王

大会小会上表示：
“ 他是从内心出发

法幽默，但积极地想，当中国企业家

多小品牌店的
‘文化嗑’
。
”
吉林省某混沌品牌店老板电话接受《中

曾经有过这样一则消息：国际太

也许，在中国创造出环保公益模

钢铁企业管理者。他表示，
“不得不佩

问到。

阳能十项全能竞赛要求各参赛单位
设计并实际建造一栋住宅，以太阳能

了很多经济学者、行业专家。他们在

什么新鲜事。”一位网名为“环保卫
士”的老板对记者表示。

值。
那面里所赋予消费者的所有美好，
有几个企业家可以做到仔细

企业家的集体觉醒

准确的是“生态体系和人类社会”、
“生产与自然”。
但是，中国的企业家开始清醒
了。
“因为我们用人类社会的价值观、

从 2005 年开始，100 名中国企业

GDP 和生产方法，打破了生态体系中

我希望可以达到文化意义的提醒。”

家每人每年捐赠 10 万元人民币，连

自然演进的逻辑。我们要纠正，不然

多次选择在“长城公社”举办品
牌活动的外国企业前高管对记者表

续 10 年，1 个亿的巨款用于沙尘暴源
—阿拉善的生态保护。一位表示
头——

就是历史的罪人。”
当时间进入 2013 年，中国公众

示，作为地产企业家，潘石屹张欣夫

“要抓紧争取加入阿拉善项目队伍”

是有理由为这些企业家骄傲的，因为
团体的治理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
家的哲学智慧。但大家都明白了，现
在中国的环保界 NGO 仍然面临非常
严峻的困难。
“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每一步
行动、每一个环保项目会走到哪里，
但我们只能像堂吉诃德一样一点点
去做。我觉得如果我们在阿拉善地区
积累了一点点试验的经验，或者有一
点传统的话。”阿拉善 SEE 发起人之
一、企业家于建东的观点还是启发和
鼓舞了参与者。

开着私家车去
“熏陶自己”的北京消费者边刷着微信边对《中
国企业报》记者说：
“一个城市的文化历史积淀，
一定是餐饮企业老
板要重视的基础。
天津这些餐饮店因为开在租界地，
历史上就有很
强烈的文化符号。
就像北京后海老四合院里的梅园，
你一进去，就
仿佛看到了梅兰芳，
听到了他的吟唱。
”
文化挖掘，
需要时间加耐力。
但餐饮业的服务文化首先应该从
企业家的观念强化做起，
高端服务绝不仅仅体现
“曲高和寡”
。
在北京香山，
多年收养流浪猫的咖啡店店长对记者说，
不断繁
殖的猫咪家族吸引了无数年轻消费者，
他们喜欢老板的人生理念，
愿意追随一位文化道义上的忠诚者。
而一道之隔，
与其品牌文化不
相上下的餐饮店则是“让满族文化之花开遍餐饮世界每一个角
落”
。
而多年来，
坚持菜品文化和品牌故事共同传播的惠丰堂品牌，
其态度是：
服务文化，
不只是给显要人物或者财富者，服务要认真
对待每一个人。
央视《中国味道》总顾问在《吃喝笔记》中写道，
“在杭州应酬该
有的那些步骤中，
竟然对杭州面条情有独钟。
原因是我知道了，宋
朝南迁时把中原地区的面条吃法带到了杭州，
1990年北京西四奎
元馆就卖上了杭州面，
让我见识了华夏文化的多种表现形式。
”
事实上，
餐饮文化，早在历史深处存放。
当浙江餐饮人开始研
究袁枚《随园食单》时，
袁枚就已经研究
“为什么不收录东坡肉”
了。
一位喜欢探讨餐饮文化、
以吃遍中国
“红烧肉”
著称的北京某
音乐学院小提琴家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到一家馆子我就给老
板普及一次餐饮诗歌文化。从清朝人杨静亭说
“东坡肉”
的现实主
义精神，
到宋代吕本中评
“西施舌菜”
的浪漫主义精神以及作家梁
实秋的
“一大碗清汤，
浮着一层尖尖的白白的东西，
殊不知为何物，
主人曰是乃西施舌，
含在口中有滑嫩柔软的感觉，
尝试之下果然名

“我希望它千百为辈，传习讲求
三千年。在人类社会和生态体系之

不虚传，
但觉未免唐突西施”
之说，
让他们逐渐体会
“纯粹的浪漫”
。

间，我们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萧今

器。

说。
“每年将投 3—50 亿支撑 100 个
大中型环保组织、1000 名环保人才。”
企业家王维嘉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
阿拉善 SEE 的理想。
让我们记住企业家刘晓光的话

对于餐饮企业来说，文化可以是服务工具，也可以是监督武
北京某传播集团总裁助理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表面上看，
上海用旗袍卖咖啡、
北京用评弹卖鸭子、
台湾用传说卖撒尿丸、
澳
门用童心卖蛋挞、鼓浪屿用诗人卖绿豆饼、浙江人用宋词卖东坡
肉、
天津人用相声卖包子，
都是借用文化艺术元素对餐饮产品深刻
解读，
也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用文化做深刻沟通。
正如一位专家所言，
“一个要靠特权阶级奢靡才能支起的经济

吧，
“ 阿拉善 SEE 是企业家精神的集
体觉醒。我觉得这是一种感情、一种

体，
不如让它倒塌，
新的文化需要中国企业家的大文化观。
这个大

理想、一种梦想、一种新道德和一种

中国餐饮业企业最重要的改变是：
不仅仅放下价格身段，
还要
提升餐饮文化价值。

新希望，还可以概括为一种新文化。”

文化观就是独立的经营理念和人文情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