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浏阳市委、市政府申报“中国蒸菜之乡”汇报会现场。

“蒸”之悠久，早在祭孔春、秋二
典礼仪之上，“浏阳蒸菜”便登上大雅
之堂。

“蒸”之养生，唐朝药王孙思邈归
隐浏阳孙隐山，著有《千金要方》、《千
金翼方》，喜食蒸菜，亦痴心研究蒸菜
的营养价值和功效，活至 101 岁。

“蒸”之尊贵，1898 年，北平湖湘
会馆，谭嗣同以“浏阳蒸菜”宴请戊戌
变法六君子；1927 年，浏阳文家市老
乡以“浏阳蒸菜”款待领袖毛主席与
秋收起义会师部队。

“蒸”之霸气，作为湘菜中的一枝
独秀，“浏阳蒸菜” 吸纳天地之灵气，
汇集湖湘文化之底蕴， 历经 4000 多
年发展， 现已成为年销售额过 35 亿
元， 每年吸纳就业人数达 20 万人的
重要富民产业，它与鞭炮烟花、生物
医药、机械制造并驾齐驱，成为推动
浏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产业集群
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小“蒸”菜引领大产业
2011 年 8 月 30 日 ， 中国烹饪

协会批准授予浏阳 “中国蒸菜之
乡 ”称号 。 这标志着浏阳蒸菜在产
权保护 、品牌建设上又迈出了历史
性的一步。

由过去的“将军之乡”、“花炮之
乡 ”、“花木之乡 ”、“菊花石之乡 ”到
今天的 “中国蒸菜之乡 ”，浏阳经济
社会发展已逐渐由原来的注重经济
增长向注重经济增长与百姓衣食住
行、 生活品质提升的协同式发展方
式转变。

为做大做强浏阳蒸菜产业 ，浏
阳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市长任顾问，
市委常委 、 常务副市长任组长 ，商
务 、财政 、农业 、卫生 、工商 、质监等
16 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
浏阳蒸菜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并由
市商务局牵头组织相关企业成立了
浏阳蒸菜产业协会、 浏阳蒸菜营销
管理中心和浏阳蒸菜科研中心。

该市还专门设立了 1000 万元浏
阳蒸菜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并由市财
政连续五年每年预算安排 200 万元，
主要用于补助蒸菜产业龙头企业贷
款贴息、 大中城市形象店建设补助、
浏阳蒸菜产业化示范、菜系标准化研
发及浏阳蒸菜科技创新等。

“要把浏阳蒸菜培育成与浏阳花
炮相得益彰的又一名片。 ”浏阳市委
书记钟钢在 8 月初的申报汇报会上
表示，浏阳全力以赴争取“中国蒸菜

之乡”的美誉，就是要以此为契机做
大做强浏阳蒸菜产业。

根据《浏阳蒸菜产业发展规划纲
要 》提出的 “一年打基础 ，三年树品
牌，五年成规模 ”总体目标 ，到 2015
年， 浏阳蒸菜产业将实现销售额 70
亿元以上， 年吸纳就业人口达 50 万
人。

“蒸”奇斗艳 富民利民
优美的原生态环境、 丰富的自然

资源、 悠久的乡土历史赋予了浏阳蒸
菜独特的魅力， 而现代生活的快节奏
又让“浏阳蒸菜”备受人们的喜爱。

目前，浏阳市已拥有“浏阳蒸菜”
示范店 8 个，“浏阳蒸菜” 店铺 1200
家， 年餐饮收入近 20 亿元， 提供了
50000 多个长期就业岗位。 全国各地
开办浏阳蒸菜馆、 连锁店超过 2 万
家。

湖南湘通天下公司、 老蒸笼浏
阳蒸菜公司 、西湖楼 、友谊大酒店 、

湘东食府、 湘食天下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美林美食 、丰顺园 、何爹浏阳
蒸菜有限公司、 湖南梁嘉食品有限
公司、浏阳河食品有限公司、美津园
油脂公司、 浏阳沿溪长发蒸菜原材
料供应基地、 沿溪龙建蔬菜基地等
一大批浏阳蒸菜产业龙头销售 、流
通企业和基地纷纷涌现，争相斗艳。

品牌发展需要产业支撑。在积极
保护浏阳蒸菜品牌产权的同时，浏阳
市也在不断探索浏阳蒸菜产业壮大
之路。 他们制定了浏阳蒸菜菜系标
准，培育了水产、蔬菜、肉食等原材料
供应基地及原料加工企业、 物流企
业，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运作的思路，
积极扶持浏阳蒸菜配送中心等企业
进行产业整合提升。

目前， 该市已与 50 多家农业专
业合作社建立了原材料供销关系。 并
由浏阳蒸菜产业协会牵头成立了浏
阳蒸菜科研中心，与餐饮企业联合制
定出了 108 道快餐型浏阳蒸菜标准

和 100 道酒宴型浏阳蒸菜标准。
“统一品牌管理、统一质量标准、

统一形象标识、统一装修格调、统一
原料配送”的“五统一”运作模式正积
极引领着浏阳蒸菜产业的规模化、科
学化发展。

“蒸”出国门，走向世界
近几年来，浏阳蒸菜逐渐从长株

潭地区向外辐射，北京、上海、东北、
江西、湖北、广州和西安等地区和城
市都能看到浏阳蒸菜的身影。

“我们要把浏阳蒸菜真正打造成
为全球中式快餐名品！ ”浏阳市商务
局负责人信心满怀地说，申报“中国
蒸菜之乡”的成功是浏阳蒸菜产业发
展的一个新的起点。

作为带动经济发展的一个产业
来说，浏阳蒸菜才刚刚起步，目前只
是一个区域品牌，店面规模、地域涵
盖、服务品质、品牌效应、文化氛围与
省内国内一些餐饮大品牌相比，还有
一定差距。

目前，由浏阳市蒸菜产业协会和
湖南湘通天下湘菜生态原材料有限
公司合作开办的浏阳蒸菜科研中心，
已为浏阳蒸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
量技术支撑。 今年 9 月，该市还举办
了浏阳蒸菜高级厨师培训班，聘请从
事湘菜研究 46 年的全国著名的烹饪
大师、湘菜大师、中国烹饪协会副会
长许菊云老师授课， 来自全市 60 多
家大中型酒店和星级农庄的 100 多
名厨师参加培训，为进一步提升浏阳
蒸菜品位奠定了基础。

下一阶段， 浏阳将以成功创建
“中国蒸菜之乡”为契机，以打造浏阳
蒸菜品牌为目标，全面推进产业标准
化、规模化、特色化建设，力争把浏阳
蒸菜打造成为中式快餐的知名品牌、
打造成为浏阳一张熠熠生辉的靓丽
名片，让浏阳蒸菜冲出国门，走向世
界！

———探寻“蒸菜之乡”浏阳蒸菜产业发展之路

“蒸”霸天下
唐璐 孔瑞

美味小贴士：

浏阳蒸菜五大“关键词”：

2009 年底
省政协原副主席李贻衡就浏

阳蒸菜发展问题多次组织湘菜烹
饪大师和湖南大学教授到浏阳考
察 ，并专题向时任省委书记 、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张春贤和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写信汇报。两
位领导高度重视，并分别作出重要
批示。
2010 年 1 月

《加快浏阳蒸菜产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 》和 《浏阳蒸菜产业发展五
年战略实施规划 》相继出台 ，正式
提出申报 “中国蒸菜之乡”， 申报
“浏阳蒸菜” 为国家地理标志注册
商标，使浏阳蒸菜产业成为浏阳重
要产业集群。
2010 年 2 月

3 位县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
提出： 要加强浏阳蒸菜品牌建设，
通过尝试麦当劳式的连锁经营方
式，促进浏阳餐饮业的发展。 而政
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 ，要

“挖掘和包装浏阳蒸菜、 农家菜特
色，做大做强浏阳餐饮品牌”。
2010 年 3 月
� � � �时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张春贤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
长杨泰波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
记陈润儿，省政协原副主席李贻衡
一行到浏阳调研浏阳蒸菜产业，对
发展浏阳蒸菜产业提出了系列要
求，寄予了殷切期望。
2011 年 6 月
� � � � 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冯恩援一行到浏阳考察，对浏阳
蒸菜产业发展和创建“中国蒸菜之
乡”提出了宝贵意见。
2011 年 8 月

由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卢永
良、许菊云带队的评审团到浏阳，对
浏阳申报“中国蒸菜之乡”工作进行
评定。 专家组一致认为：浏阳具有成
熟的产业环境、 深厚的人文环境和
优越的制度环境，基本符合“中国蒸
菜之乡”认定条件。

“浏阳蒸菜”大事记：

“营养”。 蒸能最大限度地保持
食物的原汁原味和营养，避免受热
不均和过度煎、炸造成有效成分的
破坏和有害物质的产生，蒸菜含油
脂少、热量低，易于消化吸收。 加上
浏阳肥沃土地上蕴植出的天然食
材，量多质佳，绿色无污染，充分保
证了营养从田间到食客口中的最
大限度地保留。

“卫生”。 蒸的过程在医学上叫
湿热灭菌。 菜肴在蒸的过程中，餐
具也得到蒸汽的消毒，避免了二次
污染。

“健康”。 蒸菜以水渗热、阴阳
共济，吃了不易上火，清淡养胃，不
含胆固醇和致癌物质，所用调料量

较少，控制盐的摄入 ，有利于高血
压、冠心病、肾病等患者的保健。 且
蒸菜不产生油烟，无害于烹饪者的
身心健康。

“快捷”。 蒸菜店多，菜品多为先
蒸后卖，随堂点菜，即点即食，方便快
捷，非常适于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

“安全”。 浏阳蒸菜原材料全部
来自本地无公害、无污染、纯天然的
蔬菜、肉禽种养殖基地，经过了层层
食品安全检测。 原料加工企业严格
按照安全生产标准， 提供放心蒸菜
原辅材料。 餐饮企业对蒸菜制作的
每一个环节层层把关， 工作人员执
证上岗，真正实现了浏阳蒸菜“品得
舒心，吃得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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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国 王永斌 罗桂君 廖胜仁 夏小虎 冯丽芳 吴 平

蒋厚坤 王里仁 左忠圻 王墨泉 许菊云 聂厚忠 谭添三 张力行 肖厚培
朱炳森 曹秋泉 朱克纯 罗 权 高沉香 曹恒斌 李建国 周四安 郝新国
文焱华 谭南海 周伯安 袁佩钧 赵蛮强 关良松 李 杰 谢德义 卢向阳
姚亚生 高 魁 宋锦曦

浏阳市荣获 中国蒸菜之乡

陈纪明 长沙华天大酒店 董事长
龙伟里 长沙新长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谭 飞 长沙火宫殿有限公司 总经理
汪峥嵘 好食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柏 鹏 长沙秦皇食府餐饮公司 董事长
胡艳萍 冰火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筱铃 湖南金太阳大酒店有限公司 董事长
汤瑞仁 韶山毛家饭店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徐国华 徐记海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自康 湖南大蓉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霍全林 金牛角王中西餐厅 董事长
张 佳 长沙乌龙山寨餐饮文化公司 董事长
廖胜仁 湖南餐谋天下餐饮管理公司 董事长
黄志峰 郴州得月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仕荣 衡阳旺鸣轩酒楼 总经理
黄青柳 永州万喜登旅游实业集团公司 董事长
谢纯辉 邵阳秋月大酒店 总经理
李国浩 湘西民族宾馆 总经理
董深球 张家界乐口福大酒店 总经理
李长方 岳阳市俏巴鱼馆 董事长
李泽林 湘潭红月亮大酒店 总经理
林友清 常德柳叶大酒店 董事长
刘中生 娄底宾馆 总经理
范献武 长沙市驻北京办事处 主 任
姚经健 北京中商浏阳河大酒店 执行董事长
叶 毛 北京金莎苑餐饮管理公司 总 裁
毛小青 北京毛小青红星韶膳餐饮养生会馆 董事长
许 颖 北京静海轩湘菜王餐饮有限公司 执行经理

朱文明 张伟明 石兴辉 罗觉林 李建国 黄国钧 齐跃东 毛奇新
罗干武 阳建安 雷苹卿 郭庆献 郑强生 阳立新 张小春 冯海泉
严 健 刘 晟 裴世军 蔡智敏 帅铭武 刘 伟 杨 军 龙曙光
肖志忠 龚兆勇 王永斌 夏 戈 李 强 曾广富 张 良 廖胜仁
夏小虎 陈 灿 罗 兵 廖 仁 李 灿 张 理 杨 龙 刘 忆
罗志和 左忠东 欧阳烂阳 周天顺 周军亮 王海林 颜 宏 陈国顺
刘光华 陈志华 王公元 谢德义 张竣生 刘宽心 童鹏飞 符兴明
钟清山 丁进忠 石定桂 汤红卫 马满生 刘光明 徐 石

新晋湘菜大师

彭雪平 吴 平 黄立运

新晋湘点大师

熊红霞 李玉学 王习云 肖海燕 李 芳 唐利敏 彭敏莉

新晋湖南餐饮服务大师

湘菜推广突出贡献奖： 唐铭植

华天杯·中国湘菜新闻奖获奖篇目

2011 年度金厨奖获得者名单

湖南餐饮从业 50年终身成就奖名单

中国湘菜 2011年度最具影响力人物名单

北京：三千湘菜企业对接湖南农产品 中央电视台 张本

湘菜以何“打天下” 湖南日报 秦慧英

放眼看湘菜 湖南日报 王珊

摄影：长沙火宫殿湘菜展示人头攒动 湖南日报 徐行

湘菜将成为湖南又一个新的千亿产业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李浩

五“湘”抱团，横向联动拓市场 湖南卫视 熊军 李汪瑾 田睿 龙科

湘菜入世博，湖湘元素无所不在 湖南经视 周海宁 王潇 郭士龙

田头对接餐桌 为在京湘菜企业打造配送窗口 三湘都市报 刘玲玲

厨房运动：跟着湘菜大师学做菜 潇湘晨报 吕琳瑗

新湘菜进星级酒店呼唤中坚力量 红网 汤红辉

天下美食荟萃世博园 长沙晚报 周斌

湘菜标准化之路任重道远 湘菜杂志 刘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