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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武深树

“毛氏红烧肉”主料出自哪款名猪
才算正宗？

自2010年以来实施的湖南省《毛
氏红烧肉地方标准》，明确毛氏红烧肉
以宁乡猪的五花肉为主料，以甜酒汁、
酿造酱油为有色调味料烧制而成。

不过这一标准即将到期。
记者今天从相关部门获悉， 新修

订的《毛氏（家）红烧肉标准》已获专家
评审通过， 将从2016年1月1日起实
施。按照新的标准，沙子岭猪、罗代黑
猪、宁乡猪等地方猪种，都是制作毛氏
（家）红烧肉的优质原材料。

省标准化研究权威专家杨代明
称，毛氏（家）红烧肉新标准，从全局利
益出发，凸显地方名猪的“多赢”。

两大名猪“争”标准
多年来，随着湘菜蹿红餐饮市场，

省内两大地方名猪———宁乡猪和沙子
岭猪， 为了谁是湘菜招牌菜毛氏红烧
肉的正宗原材料，争得不可开交。

宁乡猪最早想到了标准这一开拓
市场的“利器”。2010年5月实施的《毛
氏红烧肉地方标准》规定，毛氏红烧肉
主料仅为宁乡猪， 并不包括其他地方
名猪。

湘潭市畜牧部门力挺沙子岭猪。
市畜牧兽医水产局总畜牧师吴买生
说，作为湘菜的招牌菜，正宗的毛氏红
烧肉应该选湘潭沙子岭猪的五花肉为
主材料。一方水土，造就一方名猪；选
择沙子岭猪， 更能凸显毛氏红烧肉的
原汁原味。

宁乡猪产业开发较早。2010年毛
氏红烧肉标准制定时， 宁乡猪在市场
上如日中天。 湖南农业大学教授王运
亮介绍，其实，宁乡猪、沙子岭猪都是
全国名猪，都有“国保”待遇，肉质都很
好。

吴买生告诉记者， 现在实施的
2010年版《毛氏红烧肉地方标准》，由
省餐饮行业协会与省食品质量监督检
测所共同起草， 当时畜牧部门没有参
加。沙子岭猪那时候规模小，抢占市场
制高点的意识不强， 才导致列入标准
资格的“旁落”。

近几年，沙子岭猪种群快速壮大，
每年全市出栏沙子岭肉猪40万头左
右。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沙子岭猪在
延长产业链上做文章， 此次列入新修
订的《毛氏（家）红烧肉标准》，成为湘
菜这一招牌菜的正宗主材料， 正是其
开拓市场的关键一步 。

“多赢”结局皆大欢喜
经过反复论证，多方征求意见，新

标准“多赢”的结果，自然让利益相关
方皆大欢喜。

由于原标准中对毛氏红烧肉主要
原材料界定为宁乡猪， 造成的歧义是
其他猪种的肉做出的红烧肉就不能叫
毛氏红烧肉。

按照即将实施的新标准， 沙子岭
猪、宁乡猪、罗代黑猪，都可制做毛氏
（家）红烧肉。宁乡猪作为毛氏红烧肉
主材的地位， 依然保持不变。湘
潭沙子岭猪制做的红烧肉，可以
称毛氏红烧肉或毛家红烧肉。长
沙县的罗代黑猪，即金井、双江
等地的大围子土猪，由于肉质也
非常好，此次也列入标准，成为

毛氏（家）红烧肉的正宗主材。
“对于毛氏（家）红烧肉的主材标

准，新标准具体要求，80千克左右的沙
子岭猪、70千克左右的罗代黑猪及宁
乡猪等地方猪宰杀后分割的五花三层
带皮肉， 原则上产于湘潭周边的地方
优质土猪都可以，互不排斥。”按毛氏
（家） 红烧肉新标准起草组的说明，新
标准的制定， 完全遵循从全局利益出
发，力争实现各大名猪“多赢”。

中国餐饮文化大师范命辉认为，
毛氏（家）红烧肉新标准的制定，充分
考虑了地域特色。湘潭周边的沙子岭
猪、宁乡猪、大围子猪，在厨师看来，
品质同样好， 用于制作毛氏红烧肉，
都是很好的选择。 一个好的标准，从
文化来看要突出地域性，从产业开发
来看，要带动地方名猪开发，努力实
现多赢。

李志林

互联网经济掀起的浪潮，扑面
而来，即使占有最繁华地段曾经卖
什么都不愁的商界大佬，心里也不
得不打鼓，恭谨起来。

冬至夜，笔者与业界一大佬聊
天。他诉说道，做了几十年的生意，
就这几年间，发现以前为争市场打
破脑壳的那些对手，仿佛消失了似
的。 以前在同城或者同一区域，竞
争对手看得见摸得着，谁家长处谁
的软肋，谁有什么大计划甚至小动
作，都在眼界之内。而现在，互联网
的兴起，以往的竞争对手之间较劲
少了，但“敌人”却越来越多还不知
道在哪里 ，找不到攻击方向 ，也不
知在何处设防。

互联网经济的风口上，他的困
惑 ，反映着这个时代的变迁 。商海
之中 ，人潮涌动处 ，互联网经济的
兴盛， 老本本不那么起作用了，而
新模式又不确定。

目前，我国互联网用户达到6.5
亿 ，潜在的商机可想而知 。伴随而
来的是互联网市场的生意火爆。仅
注册的互联网站， 就有430多万家，
其中大多数是商业网站。互联网上
的商家 ，“买卖 ”全球 ，不再是传统

商家点与线的思维。互联网市场中，
竞争对手不再仅仅是传统的 “赵钱
孙李”，更多的是埋伏于线下的“芸
芸众生”。由此，商界的“老麻雀”感
到不适应是很正常的。

传统的优秀商家， 面对互联网
市场纷起的“乱势”，应该镇定，搞清
楚自己哪些方面落后了， 厘清自己
的内在优势有哪些。就手段而言，传
统商家必须主动投身互联网大潮，
而不能抱残守缺。顺势者昌，逆势者
亡，不可不遵循市场规律。

但是，优秀的商家，经过风浪，
遭受过艰难困苦的洗礼， 由此锻造
出的品牌、 诚信、 亲和力等宝贵品
质， 是后起的互联网商军所不具备
的。 互联网经济不管怎样发展，诚
信、和气、感恩等等这些商业道德和
品质是永远不会变的， 也永远不会
死去。

由此看来，互联网经济中，商道
变亦不变，万变不离其宗。变的是手
段，不变的是商道中向上的精神。

互联网市场， 生意的订单在线
上， 服务在线下， 品牌在顾客的心
里，诚信写在时间流逝的天地间。敢
于“弄潮”的优秀传统商家，挟着经
年锻造出的诚信品质等“大道”，也
许会拼出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聂廷芳

本周年度收官之战，沪指不看
空。

历年来 ，年底资金紧张 ，造成
股市动荡 ，人心惶惶 。今年不存在
这个事 。年关在即 ，极少有人提起
这个事。 按照央行的货币供应，今
年年关不缺钱。

股灾以来，股市运行具有鲜明
的慢牛特征。市场已普遍接受慢牛
的判断。 慢牛不会因年关而改变。
慢牛一只脚已踏入新年。

上周三，沪指创股灾以来新高
3684点。这是攻击的信号，代表多头

的实力、进取心，昭示市场方向能够
向上拓展。

唯一的悬念是 ，“十战3400”才
拿下3400点大关 ，3600点已五次攻
击、跨越、撤退，是“六战3600”还是
“十战3600”、还是更多争夺战？

我们看到的“模糊数学”是，空
间上， 不断形成对年线3700点一带
的包围、蚕食，不断累积进攻年线的
力量、筹码、胜算。

2016年国际局势充满复杂性、不
确定性，国内“四个全面”引向深入。
展望新年股市，有无数的激动、冲动。

（以上两文仅供参考。股市有
风险，投资需谨慎！）

湖南日报１２月２８日
讯 （记者 刘跃兵 ）今天，
昆明-永州-上海往返航
线 开 通 。 该 航 班 号 为
MU5807/MU5808，每周
周一、周三、周五共3趟。
航班9:00从昆明机场起
飞 ，10:05抵永州机场。
10:50从永州机场起飞，
12:55抵上海（虹桥）机
场。14:15从上海（虹桥）
机场起飞，16:40抵永州
机场。17:25从永州机场
起 飞 ，18:25 抵 昆 明 机
场。

谈经论市经济视野
新修订的《毛氏（家）红烧肉标准》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多年来围绕这一

湘菜招牌菜的正宗原材料之争尘埃落定———

一道红烧肉，“烹”得名猪“香”飘市场
变的是模式，不变的是商道

“六战3600”
还是“十战3600”？

昆明-永州-上海
航线开通 加固站台

12月28日，长沙
火车站，工人在加固
股道和站台。长株潭
城际铁路通过一条
地下通道与长沙火
车站换乘，通道下穿
长沙火车站八股轨
道，将于明年春运后
进行地下凿进施工。
为避免施工影响火
车站的安全运行，最
近，工人对通道上部
的站台、轨道进行加
固。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