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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目前，我省的“中华老字号”

企业有20家，它们都有着辉煌的历
史， 曾是一个行业最高水准的代
表， 在百姓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
位。 然则，世事沧桑，时境相异，它
们现在的经营怎么样？ 能否在激
烈的竞争中仍立于潮头？ 本报从
今天起，对一些“百年老店”的现状
及发展进行剖析，敬请关注。

本报记者 李立川 奉永成

“杨裕兴的面，徐长兴的鸭 ，德园的包子
真好呷！ ”一首民谣，唱出了古城长沙老字号
昔日的魅力与繁华。

2006年11月， 杨裕兴被商务部认定首批
“中华老字号”。 在餐饮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
天，杨裕兴，这支曾经笑傲长沙的餐饮劲旅 ，
如今怎么样了？

总店、分店味道有别
5月28日， 长沙市劳动广场杨裕兴面馆。

不到早上8时，店堂里已是人声鼎沸。 与匆匆
就餐的上班族不同， 唐老伯与几个老友每人
点了一碗面、一杯茶，边吃边聊，神色悠然。 从
前要吃上杨裕兴的面， 得跑到解放路杨裕兴
总店。 自从杨裕兴劳动广场分店开张后，他与
老友们走路5分钟，便可以大快朵颐了。

“这里的味道与总店比如何？ ”
“还行吧。 基本是那个味。 但依我们这些

老长沙看，与总店比，还是有些差距的。 ”
说起此杨裕兴与彼杨裕兴， 唐老伯很有

心得。
而店老板对此，也不讳言。 “我们这是连锁

店。 店里做出的面，从面料到配料，都是总店统
一配送的，我们的师傅也是经过总店统一培训
的。话说回来，毕竟做面是个手工活，在时间、火
候上的掌握，很难做到百分百一致，所以说味道
与总店一点差别没有，那也不现实。 ”

同样的观点，在长沙杨裕兴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仕其那里，得到了印证。在这位面食行家眼
里， 味道上的细微差别是正常现象：“同一个厨
师不同时间做同样的菜，还会有差别呢。但总的
来说，总店也好，分店也罢，味道都还正宗。 ”

扩张的好处看得见
向杨裕兴交加盟管理费， 成为加盟连锁

店，劳动广场杨裕兴面馆不是第一家。 从2001
年开始，不少市民发现，曾经只在解放西路吃
得到的杨裕兴面， 如今在长沙的一些大街小
巷，不用排长队就可以轻松享受了。

这一现象的背后， 缘起当年开始的杨裕
兴扩张战略。

“以连锁的形式进行扩张，既是企业发展的

内在要求，也是对百姓需求的积极因应。 ”谈及
当年的扩张战略， 长沙杨裕兴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光华如是解读。

当年，公司制定了“立足长沙、服务全省、
面向全国”的发展目标，力求运用现代连锁经
营的手段，用文化去连、用制度去锁 ，推动传
统小吃的产业化经营和规模化发展。 到去年，
杨裕兴已成长为一个有着近70家杨裕兴品牌
面馆和几家甘长顺品牌店的大型连锁企业 ，
扩张速度之快，实属罕见。

记者同时了解到，伴随着扩张战略的推行，
如今的杨裕兴，南下深圳，北上北京，东进上海，
西突乌鲁木齐，已俨然有布局全国的态势。

扩张的效应显而易见。谈及这一点，董事长
张仕其丝毫不掩饰其欣慰之情。

“让更多喜爱杨裕兴面的老百姓方便快
捷地吃到面、 吃好面， 从来都是杨裕兴的目
标。 连锁店的最大优势，就在这里。

“公司扩张，也给更多的下岗人员提供了再
就业的机会。以每个店吸纳4人计算，最多时，近
70家连锁店可提供将近300个就业岗位。

“当然，扩张同时还带来了公司效益的迅速
增长，去年一年，公司的营业额达到了1.5亿。 作
为企业，追求效益的最大化，怎么说都不为过。
不过我们最看重的，是杨裕兴的品牌成长了。 ”

食客的不同声音
如果单论规模的扩张、效益的增长、影响

的放大，必须承认，因为连锁战略的实施 ，杨
裕兴近些年的发展确实受益匪浅。

但记者在调查走访中， 也越来越多地听
到许多“不同的声音”。 连锁店的面味道不正
宗、店面卫生状况不理想、从业人员素质跟不
上，诸如此类来自食客们的反映，拨动着不少
偏爱杨裕兴的人们心中的那根弦。

作为一个对杨裕兴情有独钟的老食客 ，
谈及杨裕兴的连锁经营， 湖南省机关事务局
的老冯有话要说。 他认为，作为一家创建于清
光绪二十年(1894)、至今已有118年历史的“中
华老字号”，在新形势下寻求发展 ，本无可厚
非。 不发展死路一条的道理，同样适用于杨裕
兴这样的百年老店。

“但话说回来，饮食行业最在乎的 ，就是
质量和口味。 如果在发展连锁店的过程中不
注意规范，导致口味变异，并进而引发信任危
机，那就得不偿失了。 在这一点上，杨裕兴是
有教训的。 ”。

诚如老冯所言，杨裕兴面之所以成名日久，
关键就在其独到的面条制作。 “面条讲究新鲜，
煮面条的水讲究宽、清、开，面码讲究随到随制，
新鲜可口。 有酱汁、虾仁、蟹黄、瑶柱、三鲜、鸡
丝、酸辣等品种。 面条全部采用手工擀制，面质
优良、精细均匀，下锅不粘不稠，吃起来极有韧
性。油码选料考究、制作精良、色香味俱佳，60多
个花色品种各具特色。 ”

对杨裕兴面如数家珍的老冯， 如今却有
了些掩饰不住的担忧。 “在我看来，连锁带来
的最大不利，就是连锁店的口味，普遍跟不上
总店的水准。 这样的状况持续久了，人们还会
对杨裕兴翘首以盼吗？ ”

其实不止是老冯提及的“口味变异”这一
点，近几年来，媒体曾经爆出，杨裕兴的个别
连锁店， 因为卫生不达标而被有关部门责令
整改。 而在记者走访调查过程中，类似连锁店
的面味道不正宗、 店面卫生状况不理想等的
反映，成为杨裕兴连锁店的关键词。

杨裕兴：“我们的策略有调整”
食客的意见， 特别是近几年食品行业频

频爆出的负面新闻， 也让杨裕兴的管理层如
坐针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自去年开始，杨裕
兴在发展战略上已经有所调整。 “可以负责任
地说，我们向所有加盟连锁店提供的面食，即
便口味略有差异，但血脉还是正宗的。 ”对于
这一点， 长沙杨裕兴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光华
颇为自信。 “但问题既然存在，我们就得积极
应对。 ”

据了解，自去年开始，公司便开始有针对性
地关闭一些连锁店。光是去年一年，就关闭了问
题相对突出的15家店。按照公司的规划，将逐步
将连锁店的规模控制在30家左右。“刚开始发展
加盟店的时候，向公司缴纳不低于30000元的管
理费，就可以挂出‘杨裕兴’的招牌。但后来我们
提高了加盟门槛，把关更加严格。不过因为种种
因素的影响， 某些加盟店在后期的管理上流于
松散，才导致了一些负面的效应。关掉不合格的
加盟店，要承担的压力不小。 尽管如此，我们仍
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与勇气。 ”

就在“关”的同时，杨裕兴选择了更为稳妥
的“开”的策略———开设直营店。 在杨裕兴管理
层看来，直营店因为原料配送、人员管理、技术
操作等环节更容易把控， 实际上就成了杨裕兴
品牌产品和文化的输出终端。这样一来，让顾客
吃上原汁原味的“杨裕兴面”就有了保证。直营，
将成为杨裕兴今后发展的主战略。

采访结束时， 站在如今易址长沙市三王
街的杨裕兴总店门口，仔细端详 “杨裕兴 ”这
三个鎏金大字，记者陷入了沉思：明天的杨裕
兴，能否绽放更璀璨的光芒？

■“中华老字号”新观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李本辉：
如果不能有效处理好规模迅速扩大与

集中管理之间的矛盾，工业化、标准化与手
工工艺化之间的矛盾，产品组合的专一化与
多元化之间的矛盾，技术传授与技术保密之
间的矛盾，品牌内部锤炼和品牌外部宣传之
间的矛盾，连锁业务拓展与专业人才匮乏之
间的矛盾，百年品牌的连锁之路，将异常艰
难。 杨裕兴有以湖湘文化作为背景的底蕴，
如果因为快速扩张特别是加盟店、贴牌店的
管理失范，导致丢掉了自身独特的湖湘面食
文化，杨裕兴将不再是杨裕兴。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潘小刚：
每一个老字号的成长，背后都有一段艰

苦创业的故事。 像杨裕兴这样的百年老店，
口味与口碑，就是企业的生命线。 老字号要
焕发新活力，搞连锁经营不失为一种好的路
径。 但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时刻绷紧速度与
质量并重这根弦。餐饮企业在推行连锁经营
战略的同时， 必须完善自身的人员培训体
系，建立一个高质量的培训系统。 宁可牺牲
一点速度与经济效益，也不能降低人员的专
业技术水平。

李立川

速度与质量如何并重，是我们常常不得
不面对的一道考题。杨裕兴现在所面临的考
题，也是许多企业正在和将要面临的。

客观地说，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质量是立
命之本，而发展速度则是无法绕开的课题。就
好比天平的两端，放下左边不肯，抛弃右边不
能。 问题的关键，集中在“并重”二字。

曾经有学者这样评价中国的企业：蛰
伏的姿态下， 永远躁动着一颗不安分的稚
嫩的心。 如果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不安分 ”是所有企业应有的心态 ，但 “稚
嫩”，则折射出几许危险的信号。

当然，就好比没有人一出生就会走路一
样，任何企业，也不可能一开始就能在速度
与质量的平衡问题上游刃有余。市场欢迎冒
险者，鼓励探索者，但同时也惩罚冒进者。 杨
裕兴虽有100多年的历史， 但观其这些年的
经历，“沉浮”的意味仍很浓烈。

积极的信号也在释放： 如果说杨裕兴
在发展战略上的调整， 可当作阵痛之后的
及时转身， 则近些年不断见诸媒体的企业
发展战略的稳步调整， 当可成为人们欣慰
的理由。

面对一湾河水， 我们是选择一个猛子
扎进去，还是先掂量掂量自己搏水的斤两？

杨裕兴：“面”对连锁，是赢是输 专家把脉餐饮连锁
■专家观点

■记者感悟

掂量好自己

上图： 6月5日，市民在中华百年老字号———杨裕兴长沙总店就餐。
下图：杨裕兴长沙总店服务员黄萍练就了一次可送22大碗粉（面）的绝活。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