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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饼店分外惹人爱
老字号何时再走俏

本报记者 周月桂

繁华的长沙城，小巧精致的
西饼店已成为街头常见一景，从
本土的罗莎 、马里奥 ，到新近入
驻的仟吉、面包新语、米旗、元祖
等，无不以极其主动的姿态迅速
扩张， 在取得不俗业绩同时，也
给长沙烘焙业带来了新的经营
模式：闹市设店、现场烘焙、兼卖
饮料 、雅座休闲等 ，带领烘焙业
步入一个新的时代。

在西饼店凌厉攻势下，产品
瑟缩在超市角落的传统中式糕
点又将何去何从？

遍地开花的浪漫西饼屋

走进位于长沙市湘江北路
的仟吉西饼店， 奶白的货架、透
明的橱窗，彩色果酱、甜蜜奶油、
软蓬蓬的面包、小玻璃瓶装的奶
酪……加上气味、 音乐和灯光，
一切就像一个又绵又香的美梦。

除货架柜台外，这里还设有
专门雅座，饮料单上有各色咖啡
奶茶， 俨然是个小型的饮料吧。
雅座一侧有一个透明玻璃工作
间，消费者可以直接看到新鲜面
包出炉过程。

记者看到，这里的面包蛋糕
每一个都取了新颖别致的名字，
如雪媚娘、黑森林、梦回青涩、玛
丽之莓等。 糕点都论个卖，个头
小巧外形漂亮定价不菲，远比超
市论斤卖的糕点贵 。 一小杯布
丁，12元；90克的香草慕斯，10元；
漂亮的礼盒里装着绿豆糕，净重
160克，19元。一个小蛋糕，换了个
甜蜜的名字 ， 添上些缤纷的果
酱 ，配上一个美妙的故事 ，再加
上漂亮的纸盒包装，放到西饼店
奶白的货架上， 顿时身价倍增，

原本两三元的蛋糕， 可卖上10多
元。

尽管价格不菲，但顾客盈门，
靓丽的少男少女人人端着白色餐
盘，自助选购着糕点，柜台前还排
着等待结账的小长龙， 雅座上则
几乎永远是满座。

“我们号称‘味觉空间里的情
调家’， 追求全新的视觉形象，迎
合年轻人追求时尚、新奇、漂亮、
有趣的心理。”长沙仟吉食品公司
企划部一名负责人称， 仟吉西饼
地段好的门店， 日营业额可轻松
上万元。

中南大学的学生小唐说出了
作为一名仟吉超级粉丝的心里
话：“我喜欢小小个的面包蛋糕，
吃起来没有负担； 我喜欢漂亮的
点心，拿它们当早点，一整天好心
情，当夜宵，就一整夜都好梦。 ”

仟吉西饼的经营模式， 也正
是烘焙业蛋糕店眼下流行的一种
新模式： 店面选址由以前的居民
社区店变为繁华商业中心， 店面
面积由以前的几十平米到现在常
见的一二百平米， 产品用料更讲
究，外形更漂亮，环境雅致，设有
咖啡雅座甚至无线网络， 许多店
还24小时不打烊， 几乎具备休闲
餐厅和咖啡馆的功能。

据了解， 仟吉西饼是湖北的
一家私营企业， 创立于2000年 。
2009年进驻长沙，短短3年，开出
28家连锁专卖店，扩张速度惊人。
与仟吉有着相近经营模式的还
有 ：罗莎 、马里奥 、米旗 、面包新
语、罗蒂公主等。其中长沙本土品
牌罗莎创立于1993年， 目前在长
沙城已有80家连锁店， 在全国拥
有200多家连锁店， 店面覆盖湖
南、四川、重庆等地。

步步退缩的老字号糕点

西式蛋糕店大行其道， 那些
凝结了传统文化的精髓、 带着我
们童年珍贵记忆的老字号传统糕
点处境又如何呢？

在黄兴路沃尔玛超市，散装
的各类中式糕点， 包括九如斋、
南北特等耳熟能详的品牌，论盒
买、论斤称，价格不贵，500克在10
至20元之间。 薄的包装纸裹着扎
实的酥糖 、桃酥 、胡椒饼 、灯芯
糕、绿豆糕等，一个一个，安静敦
实，仿佛褪色的回忆。

然而， 市场是不怀旧的，食
客们是挑剔的，人流在这些糕点
柜前并不过多停留。

1915年创建的九如斋， 曾在
长沙红极一时。 九如斋总经理杨
建煌说， 由于产品结构单一，季
节性强（主要是元宵、粽子、月饼
和年货），平时的消费者并不多，
如今只在中秋和春节两个时段
开专店销售， 卖月饼和年货，尚
能赢利 ；其余时间 ，消费者只能
去超市寻觅九如斋糕点的身影
了。

身为省烘焙业协会会长 ，
杨建煌认为 ， 中式糕点和西式
糕点同属烘焙业 ， 在目前烘焙
市场上 ， 西饼屋步步逼近 ， 传
统中式糕点企业全面退缩 ， 像
九如斋这样的老品牌 ， 还算拥
有稳定的市场份额 ， 但市场越
来越严峻的挑战 ， 已不得不使
他们警觉起来。

据记者观察了解，中式糕点
相对外形要刻板 、干硬 ，原料使
用高糖 、动物油 ，不符合现代人
的口味 ， 且中式糕点一般论斤
称， 大多为作坊式手工生产，销
售依托超市 ， 较少自己的专卖
店 ，因此利润也较薄 ；而西式糕
点采取发酵工艺， 口感松软，多
使用植物油 ， 消费人群年轻时
尚，一般论个买，大多是“中央工
厂”生产，机械化程度较高，门店
再进行简单加工销售，利润相对
较高。 即使同一种糕点，西饼屋
做出来也比传统企业更符合年
轻人口味， 从而更受市场青睐。
以传统的中式糕点月饼为例，在
长沙市场，传统企业与西饼屋的
市场份额比约为3： 7。

中式糕点企业何去何从

长沙市家佳福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钟克元认为， 中式糕点与
西式糕点并非两大对立派别，现
在的西饼屋一样卖月饼、桃酥，中
式糕点企业也做面包、蛋糕，传统
中式糕点企业完全可以向西式糕
点企业学习。目前，中式糕点企业
大多还是在走流通，拼的是价格，
以量取胜， 停留在低层次的竞争
上。中式糕点企业应注重包装，加
强策划，增设门店。

“创新才是真正的出路。 ”邵
阳市食品研究所所长黄名勇说，
中式糕点企业应在原材料上创
新，更注重健康、营养；在技术上
创新，改进保鲜、保质工艺；在营
销手段上创新，增加文化内涵，改
进包装。

“中式糕点里凝结着传统文
化的精髓 ， 不是可以随便放弃
的。”九如斋总经理杨建煌有一个
想法，利用每一个节气，推出一种
符合本地人口味的节气食品，最
好还能在这一食品里讲一个好
“故事”， 给每一个产品更多的内
涵、更高的附加值。

杨建煌告诉记者， 九如斋比
较高端的盒装产品， 就比散装卖
得起价且卖得好，在北京、上海、
广州等地， 大多数传统糕点都以
旅游产品出现， 既扶持了传统糕
点，也彰显了本地文化。 他认为，
中式糕点企业的出路在于挖掘传
统文化，打造高端旅游食品品牌。

业内人士认为， 烘焙市场目
前远未饱和， 糕点行业仍然是一
个蕴含着巨大潜力的朝阳产业，
有着传统糕点文化的中式糕点
业， 应尽快更换思路， 从改善环
境、产品、服务入手，开发和挖掘
民族特色的糕点店。

期待有那么一天， 中式糕点
能与西式糕点一样身价备增，老
字号与西饼屋一同以甜蜜的芬芳
令人陶醉。

“我终于拿到驾照了！”
4月25日下午4时 ， 溆浦县龙
潭镇52岁的残疾人候周章领
到了C5驾照。 当天， 怀化市
10名残疾人拿到了机动车驾
驶证。

本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李娟芳 摄

本报记者 邹靖方

邹德华，刚过不惑之年，看上去，一介书
生，斯文谦逊，可同事偏偏送给他一个“邹老
虎”绰号。

原来，这是他敢作敢为的性格所致。 他
做起事来雷厉风行，就像猛虎下山，谁都别
想拦住他。

邹德华脑瓜子转得快，凭着层出不穷的
新点子、新套路，他把所里的事摆弄得井井
有条。

1988年，邹德华从学校毕业，到娄底市
电业线路管理所当了一名电工。

这一干就是20多年。经过输电线路运行
检修、带电作业、工程施工等一线岗位锤炼，
很快成为了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他先后担
任过带电作业班班长、工程班班长，工程股
股长、副所长，去年竞聘走上了所长岗位。

不少人称邹德华为“创新达人”。
工作中， 邹德华经常生发出种种疑问。

他总是带着这些问号，边工作，边思考。
“遇到技术‘卡壳’时，他会像磁铁一样，

黏住不放，即使几天睡不好、吃不香，也不放
弃”，一位同事这样形容邹德华的钻劲。

导线走线的隐蔽性挠伤，一直是困扰输
电线路走线的难题。

早在工程班工作时， 邹德华就盯上了
这一难题。 他抠住难题， 冥思苦想， 翻阅
了大量电工线路材料方面的资料， 走访了
多位线路老同行， 但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答
案。

一天，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电动车上的
广告，“遥控一按，动力就转起来”。邹德华顿
时产生灵感：如果把这一原理利用到输电线
路走线上，既可完全避免导线人工走线带来
的挠伤，又能减轻劳动强度。

他与所里的技术人员一道，经过近半年
攻关，终于研制出了输电线路导线遥控走线
机。 使用这种走线机，完全克服了导线走线
挠伤，工作效率比原来提高了3倍，人力成本
也大幅度降低。

人作业，电不停，工人把带电操作比作
“与死神共舞的玩命活”。

邹德华把杜绝安全事故，作为技术创新
与设备创新的头等大事。他除千方百计提高
员工的业务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外，每年在
操作流程、设备改进、防护设施等方面，都有
多项创新成果。 如“全方位升降绝缘平台”、
“高性能防护攀登设备” 等都已装备每个施
工现场和全体一线施工人员。安全保障方面
的创新效果十分显著，该所创造的连续12年
无安全事故记录，已成为全省电网系统的安
全标杆。

成功的喜悦，激发了邹德华一发不可收
拾的创新“钻劲”。他带领所里的质量创新小
组成员，在短短两三年内，完成了“架空线路
带电跨越网”、“水泥电杆上绝缘操作平台”、
“融冰短路装置”等10多项研究课题。

这些项目，有的被推荐申报国家电网公
司技术创新优秀成果，有的获得省、市创新
项目奖。 目前，所有成果都运用到了作业现
场，并被推广到全省电力系统。

邹德华在管理上也是新招迭出。
线路管理所人员少，设备多、线路分布

半径达20多公里，跳闸问题突出。 他经过反
复调查发现，原有管理模式的漏洞，是产生
问题的根本原因。

他果断推出“四级设备主人制”线路管
理新模式，把运行班成员，班组长、片区负责
人，专责，所领导分成4个级别的设备主人。
一级设备主人为线路设备责任主体，负责具
体实施；二级负责区域管控、组织协调；三、
四级负责整体调度、检查和管控。 级与级之
间， 在责任和利益上又有一整套首尾照应、
环环相扣的制约机制。

实行这种“四级设备主人制”后，管理水
平很快登上新台阶， 线路跳闸率大幅降低，
其中220千伏线路跳闸率比过去降低近九
成。其管理模式也被收入国家电网公司典型
经验库。

邹德华在创新求索路上， 孜孜不倦，用
汗水和智慧默默书写传奇。他把线路管理所
带进了全省电力系统先进行列，先后获得省
电力公司授予的 “工人先锋号”、“质量创新
先进单位”、“优秀质量信得过班组”及“科技
创新先进集体”等荣誉。

“邹老虎”的创新求索路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娄底电业线路

管理所所长邹德华

主力军风采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