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湘菜产业推广
及文化研究领航机
构———湖南省湘菜产
业促进会与湖南娱乐
频道及湖南天娱广告
有限公司经过长达两
年时间联合策划，深
入中国湘菜产业经济
生态圈、 紧扣湖湘饮
食文化及湖南湘菜产
业的大型公益推广项
目，《加油吧！湘菜》微
纪录片正在湖南娱乐
频道、 湖南金鹰纪实
频道与湖南公共频道高频热播。该项目
以“百厨、百菜、百味、乡思”为主题，计
划共拍摄 100 集 90-120 秒高清微纪
录片，现已完成 20 多集的拍摄工作，拍
摄主题选定及人员组织等工作由湘菜
产业促进会全程唯一执行。

自从《舌尖上的中国》掀起了中国
电视荧幕的美食推广热潮后，以创意和
实力著称的电视湘军与迅速成长的湘
菜湘军联手，从微观角度入手，通过实
景摄影棚内顶尖设备的导演摄录与后
期视觉包装团队的配合，为全国电视观
众带来 100 集高清秘制的湘菜荧屏饕
餮盛宴。

据湘菜产业促进会秘书长陈敬介
绍，《加油吧！ 湘菜》的拍摄内容将围绕
厨师和菜品展开，分“传统湘菜”、“官府
湘菜”、“融合湘菜”、“创新湘菜”和“特
色湘菜”等五个篇章，全面展示湘菜的
特色食材、刀工技法、创意改良角度及
特殊烹饪处理方式，为社会真正了解湘
菜文化、改观传统认知、推广优秀企业

与培养新生代厨艺人才打开一扇窗口。
目前， 已有 20 多名来自省内品牌

餐饮企业的总厨、厨政教育行业的教师
以及食材加工产业的领导亲身参与了
微纪录片的拍摄，20 多道风格迥异又
紧扣主旨的菜品及制作过程被陆续剪
辑成片搬上荧屏，单集 168 次的高频播
出频次让参与拍摄的企业与厨师成为
行业焦点。同时，《加油吧！湘菜》前期拍
摄的微纪录片将被放大剪辑成 5 分钟
的配音字幕版，在湖南卫视的平台上播
出。社会大众可以通过关注湘菜产业促
进会官方微信平台“xccycjh”及新浪官
方微博“湘菜产业促进会”及时了解节
目拍摄进程信息并与主办方互动联络。

《加油吧！ 湘菜》是湖南省湘菜产业
促进会与湖南省广播电视集团深度战
略合作的首个品牌节目，未来促进会与
省广电将进一步挖掘湘菜产业文化与
知名企业推荐的优秀厨艺人才，以更加
多元化的活动和节目作为推广湘菜产
业整体品牌的桥梁，实现产业经济与影
响的再次提升。

湘菜产业大型公益微纪录片
《加油吧！ 湘菜》火热录播中

湘菜是湖南的经典名片，它带动的
是产业、拉动的是消费、涌动的是魅力。
新的时代赋予了湘菜发展以新的内涵
和意义。

首先， 湘菜链接的是一个大产业。
从田间到餐桌，从乡村到城市，从物质
到文化，作为终端消费的湘菜，纵向连
着种植、养殖、加工以及物流等产业，横
向连着旅游、文化、陶瓷以及酒、茶等产
业。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湘
菜产业不再是单纯的为充饥果腹，而是
为大众高品质生活提供相关产品和服
务的大规模商业活动的集合。 这是一个
大天地，可以有作为；这是一篇大文章，
值得大写特写！

其次， 湘菜与其他产业交融的是一
种新业态。在关联产业中，湘菜产业处在
一个中心圆的位置， 与关联产业相交的
部分是一个边缘产业， 这个边缘产业表
现出来的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新业态。 为此， 我们提出湘菜联合湘
瓷、湘酒、湘茶、湘绣共同发展的新思路，
目的在于聚合力量、 整合资源， 融合发
展，形成“湘菜舞龙头，湘瓷配湘菜，湘酒
醉湘菜，湘茶润湘菜，湘绣映湘菜，湘景

韵湘菜，湘女颂湘菜”的良好局面。 特别
要促成金融、房地产、百货零售等不同行
业的知名企业与湘菜餐饮业签约合作，
以大开放、大联合的姿态，着力打造一种
便民利民的全新业态。

第三， 湘菜彰显的是一大软实力。
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渗透力
最强、影响面最广的竞争力。 湘人湘味
传播湖湘文化，湘厨湘料烹制美味人生。
湘菜作为湖南的一个文化符号，在湖湘
文化的传承、认同和传播方面具有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 湘菜是湖南人展现性
情、表达乡情的一种方式，也是外地人认
识湖南、了解湖南的一个标志。 湖南通
过湘菜输出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品牌，展
示自己坚实而亲和的软实力。

唯有开放合作，方能创新发展。 我
们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以
更加开放的姿态、 更加开阔的视野、更
加开明的举措，齐心协力，真抓实干，共
同推动湘菜产业发展壮大，使之真正成
为富民强省的重要支柱性产业。

———摘自 2011年《天下湘菜杂志》之
《湘菜产业促进周专刊》

李贻衡

以大开放、大联合姿态打造湘菜产业全新业态

从 2010 年到 2013 年期间，由省人民政府
主办，我会连续四年执行承办的“湘菜产业促
进周系列活动”，已成为政府主导、专业社团组
织运作、企业（特别是会员企业）和社会各界踊
跃参与、 共同推动湘菜产业发展的大盛会；成
为聚集湘菜产业与关联产业各路领军英豪开
阔视野、深度合作、创新模式共谋发展的大平
台；成为向全国、全世界展示和传播湖湘饮食
文化较实力的大舞台；成为“内聚经贸活力，外
树开放形象”， 推动湘菜产业扩张发展的经贸
文化活动大品牌。

● 2010 年湘菜产业促进周活动主题

“湖南食材供天下，天下湘菜
回娘家”

东方美食国际传媒机构大力协办， 省内
外、国内外湘菜代表人士和其他菜系上市公司
代表近千人共聚长沙， 举办湘菜走向世界、美
食城市品牌和餐饮企业现代化公司运作等 7
场专题论坛。 省乡镇企业局大力支持，首届湖
南湘菜食材展汇集 8 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40 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5 个中国驰名商标、86 个湖南省著名商标和
名牌产品，展出优质特色食材 1000 余种，首日
询问量达 13000 多人次，实现湘菜餐饮企业与
上游食材企业的“无缝对接”。 活动期间，“湖湘
饮食文化交流会”，展出熊清泉等 18 位省级老
同志有关湖湘饮食诗词的书画作品 30 余幅，
展售《中国湘菜大典》、“天下湘菜丛书”和“天
下湘菜杂志”等湖湘饮食文化书刊 30 余种，反
响十分热烈。 活动期间，梳理总结十年湘菜发
展经验，树立了省内外（包括海外）215 个行业
典型。 各方媒体聚焦本次活动的盛况，报道力
度空前。 其中，参与直接采访报道媒体 32 家、
转载媒体 50 家， 共发稿件 300 余篇（条次），
CCTV2 进行了现场专题报道， 湖南卫视新闻
联播栏目连线直播报道，湖南日报连续 4 天报
道并发表社评，人民网、中新网、新浪网和凤凰
网都对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

● 2011 年湘菜企业促进周活动主题

“开放合作，创新发展”
本次活动吸引了省内外餐饮、食材、湘瓷、

湘酒、湘茶、湘绣及文化教育、物流、百货零售、
商务地产等 700 多名企业代表和个人参加；商
务部专家委员会、东方美食国际传媒、北京湘菜
协会、 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和湖南省餐饮
行业协会也组织团队参加， 成为湘菜与关联产
业代表人士共聚一堂商讨合作发展的盛会。 活
动期间，餐饮企业考察了醴陵市瓷器产业、长沙
沙坪湘绣产业和浏阳河休闲产业风光带建设项
目， 以及湘潭龙牌酱业和老铁伍家花园湘菜产
业基地；主办了“整合关联品牌促进共同发展”
主题论坛，餐饮业、地产业、零售业、金融业高峰
对话和餐饮业发展高峰论坛。湘菜、湘酒、湘瓷、
湘茶、湘绣品牌企业首次对接联展。

● 2012 年湘菜产业促进周主题

“天下湘菜薪火燎原，饮食文
化国际视野”

活动以“火”文化为主线贯穿始终，五大主
体活动从南岳“祭祝融火神，取饮食文明圣火仪
式”启动，到长沙坡子街火宫殿“湘菜薪火相传
仪式”拉开“2012 湘菜产业促进周活动新闻发
布会”序幕，再到“天下湘菜聚北京活动”融入
“首届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国际美食大赛”， 最后
到“国际美食给力张家界活动”和“长沙湘菜（国
际）美食周活动”，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效果非
凡，充分彰显了湘菜文化魅力，展示了湘菜产业
发展大格局、大趋势。借力东方美食国际传媒机
构承办的北京首届国际美食大赛， 我会选派 6
支公司队伍参加。 在来自 6 大洲 35 个国家共
33 支国外团队 23 支国内团队参加的赛事中，
徐记、新长福、君爵湘都、火宫殿和大蓉和获五
枚烹饪艺术金牌，57 度湘夺取东方美食模特赛
冠军。 我会选送 11家食材和酒、瓷会员领军企
业联展，产品多、特色亮、人气旺，与同场进行的
烹饪大赛和模特大赛的湖南代表团交相辉映，
烹饪赛手选用的辣妹子辣酱、 龙牌酱油和烟村
猪肉制作的 5个菜品和 1个主食均获金奖。 赛
后，我会特邀美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突
尼斯、日本、秘鲁、瑞典、埃及和孟加拉 11 个国
家的 22名烹饪艺术家来湘，进入张家界阳光酒
店、华天总店、秦皇食府、大蓉和、好食上、徐记、
金牛角王、金源、西野、西湖楼、喜来登、圣爵菲
斯等企业， 面对面交流烹饪艺术和经营服务理
念。最后国外代表团和我会各选代表，通过湖南
卫视“天天向上”栏目做表演交流，上演了“舌尖
上的地球”，影响空前。

● 2013 年湘菜产业促进周活动主题

“湖湘食材供天下，天下湘菜
回娘家”

2013年是湘菜产业促进会成立的第六个
年头。 我会在年初提出了“依靠政府，服务会员
企业，面向市场，促进产业发展”的办会宗旨。
并议决以促进“食材”和“人才”建设为 2013 年
度工作主题。 2013 年的湘菜产业促进系列活
动，再一次喊响“湖湘食材供天下，天下湘菜回
娘家”的口号。与 2010 年提出这句口号时所不
同的是，在湘菜食材加工业近几年的飞速提升
发展下，在湘菜餐饮企业对外扩张、湘菜职业

教育群体与外地经销商队伍更
加夯实的基础上， 湘菜食材走得
更深更远，重视湘菜产业发展的人
也愈发增多。 湘菜产业促进会也更
加注重与主流媒体的战略合作，在与
《湘声报》联手成功打造《湘菜周刊》
的基础上， 今年又与湖南省电视台战
略合作，推出“百厨、百菜、百味、乡思”湘
菜产业大型公益微纪录片《加油吧！ 湘菜》，
借电视湘军之力，让更多湘菜企业和湘菜从业
人员走上荧幕成为明星。

今年的促进周活动，不仅更加突出文化的
交流与推广，更通过促进周活动加大了“湘菜
出湘”推广力度。 活动期间，我会组织湘菜少壮
派厨师代表，与以中国烹饪协会名厨专业委员
会主任高炳义为代表的大师们， 通过赠书、笔
会、评菜等形式进行了盛大的文化交流；举办
了“湘菜产业文化展”，展销包括《中国湘菜大
典》在内我会成立 6 年来编辑出版的各类图书
及协助编辑整理的《开餐馆的滋味》 第一、二
部，在第 23 届中国厨师节上掀起了高潮；先后
接待了香港美心集团、 深圳市餐饮烹饪协会
（筹）、新疆特色餐饮业发展促进会等团队以及
来自海南、广西等地的品牌餐饮企业考察我会
优秀餐饮经营、 食材加工与商贸流通会员企
业；举办了“中国梦·食品安全梦”餐饮食材食
品安全高峰论坛，邀请来自省卫生监察系统和
食品安全科研领域的专家与学者，并组织金牛
角王、新长福、徐记海鲜、派派食品、王栏树食

品和天锦食品等
企业负责人与现场

500 多位餐饮、 食材加
工和商贸企业交流食品
安全管控心得； 组织来

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同行及湖南主流媒体代表
考察小天鹅国际公馆，参观湖南最大投资规模
后厨加工基地，评定并授予其湖南首家餐饮后
厨食品安全示范单位称号；与长沙商贸旅游职
业技术学院湘菜学院一起筹备出版《湘菜群
星》丛书，面向全国范围甄选了近百位餐饮企
业、食材加工企业、商贸流通企业领军人物和
顶级厨师入书，与此同时，与副会长单位王栏
树食品一起邀请了全国近千名优秀湘菜食材
经销商代表回到长沙，举办了规模空前的“湘
菜功勋”颁奖典礼，一百多名对于湘菜产业全
国发展有推动作用的功勋代表接受了促进会
的表彰。

“湘菜产业促进周”，已经成为贯穿湘菜
产业促进会全年工作重点与中心，服务整个湘
菜产业链上相关行业龙头企业的大型品牌活
动，是为传播湘菜文化、树立龙头企业、推广产
业影响而服务的旗帜与标杆。

湘菜产业促进周品牌四年成长回顾

跨行业整合优质资源
推动湘菜产业整体发展

执行会长单位 57
度湘在 2012 促进周活
动之北京国际美食大赛
上获团体赛金奖

组织食材会员企业参
与 2012 首届北京奥林匹克
公园国际美食大赛

2013 促进周湘菜功勋颁奖典礼上首批授牌餐饮龙头企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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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促进周期间长沙商贸旅游职业
技术学院刘国华院长主持高峰论坛

2011 年促进周主体活动高峰论坛

新 加 坡 考
察 团 在 高 桥 鼎
顶 湘 滋 味 商 贸
行 品 尝 酒 店 预
制菜食材

在促进会推动下， 湖南唯
一以湘菜食材加工为主题工业
园区落户宁乡， 首批食材加工
会员企业与当地政府签约入驻

大型“祭火神祝融，取饮食文明圣火”活动在南岳祝融峰隆重举行，标志着 2012 湘菜产业
促进周活动正式启动

火宫殿厨师长在《加油吧！ 湘菜》实景拍摄棚内录制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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