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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 秘书
长宋向清认为"具备# 口碑$的老牌传统
小吃是一个城市的名片" 不能让他们无
声无息地消失%

& 传统小吃要想延续下去" 必须根据
现有的时代因素进行演变"但前提是食品
的质量和口味要稳定"保证品质% $宋向清
说"传统小吃的首位经营者多为文化层次
不高的& 手艺人$"对于现代经营的管理'

人力资源以及营销不太精通"造成以旧的
模式在新的商业环境下延续的局面"同
时" 传承人不愿意接手辛苦的小吃行业"

也是让传统小吃逐渐消失的原因之一(

& 要珍爱品牌"注意传承"如果自己
的家人不愿意接手" 可以考虑将技术和
品牌传承给感兴趣的后来者" 以收徒弟
的方式把几代人建立起来的品牌延续下
去"不必拘泥于传给家人( $宋向清说(

& 我就打算面向社会找徒弟" 愿意学
的"有潜力的"就把自己的手艺交给他"把
马记豆沫这个招牌做下去( $马成立说(

& 政府没有支持"老字号很难做( $也
有经营者称"传统小吃的特点是投入低"

利润低( 在现在租金昂贵的情况下"如没
有政府支持"他们很难存活下去(& 政府
可考虑设一个老字号最低收入保障"对
达不到的"进行补贴( $

食者的遗憾)& 再也找不到那个味了$ 传承的无奈)& 现在不好往下传了$

傍着& 时代$"延续& 那个味儿$

$

月
%&

日至
%'

日"创富热线连续推出了& 寻找老郑州小吃$系列报道"在
老郑州的讲述中"黄桥烧饼'胡辣汤'葛记焖饼'炒凉粉**这些令老郑州人
倍感亲切的小吃被逐个重温%

在调查中不难发现"同为传统小吃"经营状况却不尽相同"传统小吃如何
延续+ 这成为摆在传统小吃经营者面前的一道命题%

& 有赚钱快的门路"谁还会做小吃啊+ $

顺城街豆沫的第三代传人马成立说" 再干
几年"自己打算退休"孩子不愿意干这行"

& 说不定这个味道过两年就没得吃喽% $

他说"& 传统小吃费时'费力'费工'利
润还薄"现在的年轻人不愿吃这个苦% $

连续一周"记者根据热心读者的描述"

跑遍郑州大街小巷" 寻找能够代表郑州风
味的传统小吃"除了形成品牌的葛记焖饼'

方中山胡辣汤等之外" 一些被市民津津乐
道的小吃却不容易找到"即使找到了"相对
破败的门面也让人不觉有点遗憾%

$

月
%%

日上午" 一名住在黄桥烧饼店附
近的老顾客扑了一个空%& 我专门来买烧饼
呢"咋关门了+ $据她回忆"以前的黄桥烧
饼"要排长队才能吃到%

& 主要是物价上涨'员工不好请"最近
不得不关门了% $黄桥烧饼老板说"有条件
了还会继续经营下去"但显然"这个小吃已
经失去了往日的红火场景%

& 传统的郑州小吃我一直很喜欢" 以前
都集中在管城区附近"像豆沫'烩面等"非常
多"味道也很好%但现在味儿找不到了"有些
人也找不到了% $退休多年的高秀荣说%

& 有些小吃师傅年岁高了" 干不动了"

他们的子孙有些也没有继承% 经过多年"再
也找不到以前的那个味儿了% $今年已经

()

多岁的老郑州人刘女士颇觉遗憾%

& 传统小吃是靠手艺"已经不适合在街
边或小门店经营" 传统的郑州小吃必须换
代升级% $& 京都老字号葛记焖饼$第三代传
人葛素云女士认为%

& 传下来的小吃传了好几代"可是郑州
的小吃没有太大起色" 餐饮价格原地拔葱
式的涨价之后"就更没有人吃了% $对于部
分传统小吃的经营难以为继" 一位本地能
源咨询有限公司老板这样判断%

葛素云的经验是)传统小吃要想继续延
续下去"只有创新一条路可走"要将自己的
手艺变成特色连锁店"还要用老字号做店的
名头"但不只卖特色小吃"还卖家常饭菜%

& 现在"我店里除了焖饼"不断添加各
式特色菜% $她说"同时还要将自己的产品
升级为& 名牌$"以特色小吃为招牌"将老郑
州特色小吃精致化'改良化"并结合现代人
口味"体现出郑州小吃的& 品位$%

顺城街& 老马记豆沫$是不少老郑州吃
了十几年的早餐" 而老板马成立却并没有
因此而变成& 大老板$%

& 早点小吃做起来太辛苦"天不亮就要
起床熬汤"到了中午才能关门休息"下午还
要采购材料等"以前都是一代传一代"现在
不好传下去了% $马成立说"由于豆沫秘方
只有自己知道"至今店里仍是他在掌勺%

他觉得" 传统小吃不像肯德基' 麦当
劳"容易复制连锁"传统工艺制作起来非常
复杂"不是带几个徒弟就能学会的%& 所以"

我打算过两年就退休不干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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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桥烧饼虽是外来小吃" 曾经在郑
州非常红火% 老板蒋桂英介绍"

%**+

年从
江苏引进来后"红过一阵子"最火的时候
在市内开了

%)

多家店%

,)))

年以后"生意
日益惨淡"目前就这一家店了% $

& 鸡蛋灌饼'面包等花样出现"而黄
桥烧饼从来没有革新"品种单一"仅仅还
是甜'咸两种口味"不免让人觉得制作老
套"于是就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了% $蒋
桂英说%

说到小吃经营的难处" 蔡老先生叹
了口气"说)& 一言难尽啊, $

老字号小吃在新一轮商业开发和
招商造就的残酷环境中 " 本就孱弱的
竞争能力 "根本经受不起考验 %& 城市
的发展 "有时需要拆迁拓宽道路 "我们
小店遇到这些问题只能搬来搬去 % 而
且每年都有很多酒店 '餐厅开张 "我们
小吃都快被挤到餐饮圈的边缘 % 真希
望政府能够实施一些优惠政策 " 支持
我们这些老字号 " 毕竟这是我们中华
的传统美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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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电器成功入选家电& 以旧换新$

回收销售双中标企业
& 以旧换新 $工作

是国家继& 家电下乡$

之后又一项扩大内需'

促进消费的新举措 "

$

月
%'

日省商务厅公布
了河南家电 & 以旧换
新$中标企业名单% 我
省最大的家电连锁企
业---河南永乐生活
电器成功入选% 省商务
厅负责人表示 "& 中标
的企业是经过层层筛
选决定的"他们具有很
强的实力"具备综合行
业素质" 相信他们同样具备为老百姓谋
实惠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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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河南省家电以旧换新实施办法/ 暂
行01规定"销售企业的投标人必须具备企业
资信状况良好'年销售额应在

,

亿元以上等条
件%河南永乐生活电器是河南最大'实力最强
的家电连锁龙头企业" 连续

%%

年荣获行业冠
军" 凭借在家电销售领域的专业地位和影响
力"永乐电器成功入围河南家电# 以旧换新$

回收和销售双中标企业%

河南永乐生活电器有关负责人今天表
示"从下周开始"永乐将率先启动家电# 以旧
换新$的预约登记工作"培训结束后"正式开
展家电# 以旧换新$工作%据悉"为迎接国家以
旧换新政策在河南省的实施" 河南永乐已对
以旧换新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准备"

(

月初"

永乐联合下游供货商成立了 . 诚信补贴联
盟1 "内部成立了# 以旧换新$专项工作小组"

从硬件设施'人员培训'卖场布置'产品备货
甚至到库房扩容"从战略到细节"进行了细致
的准备工作% 同时在各永乐门店都为家电以

旧换新工作设立了绿色通道"力求在回收'销售
两个环节上用最短时间'最专业便捷的服务满足
消费者的需求"帮助消费者在最短时间内享受以
旧换新带来的实惠和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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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台的. 河南省家电以旧换新实施办法
/ 暂行01规定"向中标回收企业交售废旧家电的
消费者在购买新家电时可获得政府

%)-

的补贴"

其中补贴上限为电视机
.))

元
/

台"电冰箱
0

含冰
柜

1&""

元
2

台"洗衣机
,')

元
3

台"空调
&')

元
4

台"电脑
.))

元
5

台% 永乐在以旧换新工作中"不
但让消费者享受到政府补贴"还增加了永乐补贴
以及联合厂家给予厂家补贴"实现政府'永乐'厂
家三重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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