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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给我的英国室友做了一盘酸辣土豆丝，结果室友感动哭了，说从
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土豆。”谈到周边外国人对中餐的感受，在美国读书的
小陈对记者这样说道。
根据去年发布的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显示，当今中国在世界
上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要素为：中餐、中药和中华武术。中餐在海外的文化
价值由此可见一斑。如今，世界各地，有华人的角落就有中餐馆。在中国影
响力不断增大、华人地位不断提升、中华文化日益凸显的今天，如何擦亮中
国餐饮的“国际招牌”，成为海外中餐业者当下面临的新的时代命题。

扎根海外逾百年 九成华人做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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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中心”伸向海外
“倒退到 200 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是世
界的‘餐桌中心’了！”日本学者榊原英资
在其著作 《吃遍世界看经济》 中如是说。
中国餐饮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文
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法国、土耳其烹
饪并称世界三大烹饪体系。在人类历史长河
的大多数时期，中国都是作为世界经济贸易
中心，与世界各国频繁交流往来。经济文化
交流必然带动饮食领域的融合交汇，中国饮
食虽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却也吸收了不同
国家和民族的饮食文化，这就导致世界各国
民众对中国饮食都有较高的接受度。
正因如此，当华人开始走向世界时，拿
起菜刀开餐馆，便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首
选。同时，海外华人喜欢开餐馆，也有文化
层面的内在因素。在中国，吃饭是一种文化
社交，餐馆通常是亲朋好友团聚或是洽谈生

场景：钱德勒的母亲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时说
“我喜欢吃宫保鸡丁”。一则普通的电视片
段，折射出的是中餐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渗
入外国民众生活的现实。
据英国 《泰晤士报》 曾报道，中餐可能
是英国最受欢迎的菜系。英敏特公司的调研
显示，约有 12%的英国人每周至少会叫一次
中餐外卖。
很多人认为外国人对中餐的接受度一直
较低，但事实并非如此。餐饮品牌“甘其
食”的老板童启华去年把分店开到了哈佛大
学的门口——哈佛广场。起初很多人质疑，
一家以卖包子为主营业务的店面，能在美国
安身立命？然而，实际运营状况却十分乐
观。据介绍，这家门店每天的营业额约 6000
美元，日销将近 2000 只包子，且美国当地
顾客占到了 90%。
而随着中餐逐渐向规范化、高端化方向
发展，中餐在海外的形象也获得大幅提升。
坐落于美国硅谷的中餐馆“喜福居”，如今

在热播美剧 《老友记》 中，有这样一个

◆擦亮招牌要靠文化
经过多年发展，中餐已经从过去的
小规模、碎片化、实体经营模式，转向
多样化、专业化、网络化发展。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海外中餐厅约 50 万家，市
场规模超过 2500 亿美元。中餐菜品也在
朝专业化和正宗化发展。在中餐业相对
发达的美国、荷兰、英国、德国、法国
等国家，能够吃到菜品十分丰富的中
餐，且保持原汁原味，而非过去的“中
西结合”。
同时，中餐馆在业务上也渐趋多
元。有的中餐业者发现中国境外旅游的
商机，尝试与广告业、旅游业、地产业
结合。
规模大了、业务范围广了、经营更
专业了。但是，在从业者们看来，中国餐饮
的“金字招牌”要真正在海外叫响叫亮，中
华餐饮文化的“落地”必不可少。
“我是厨师，本职工作就是炒菜，一辈
子就干这一件事，我就想把湘菜做大做
强，做到国外去。”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
表、著名湘菜厨师许菊云说，中国饮食文
化博大精深，是国家“软实力”的强力体
现，他建议兴建“中国饮食文化博物馆”，
设立“一带一路”国际美食长廊，在传承中
国饮食文化的同时，也让“中餐走出去”。
而结合自己在海外开店的经验，童启
华也认为，开拓海外市场的难点在于，如
何在完整传递中国传统餐饮文化的同时
又快速融入当地文化之中。
“ 只有让外国
人充分尊重食物的价值、认可中国餐饮文
化的魅力，中国餐饮品牌才能更好更快地
走出去。也只有这样，中国餐饮才能赢得
更大的未来。
”
他说。
在经营餐馆的过程中，朱镇中发
现，美国人对华人的态度也在向好，这
显示出中国饮食的文化价值。40 余年的
经营历程，朱镇中聚拢了一批“中国菜的
粉丝”，俨然将餐厅打造成文化交流的场
所，他辟出一个小房间做教室，每个星期
六花 3 小时现场教学 4 道中国菜，
“哪怕学
会几句中文都让美国人感到很新鲜”。
朱镇中在海外的开店历程并非个
例。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
内热度的提高，餐饮文化作为中国“软
实力”的一部分，也得到了越来越多海
外民众的关注，中餐已经不仅仅是一种
食物、或是经济载体，而是化为世界了
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一扇窗。

2 月 8 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家中国餐厅，餐厅经营者祁溥莹 （左） 和同事帕
特里克·奥根切·奥托托展示各自的新年心愿。
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摄

飘香更要扬名

◆多点发力“圈粉”世界

是一家明星餐馆。美国媒体票选硅谷 16 个
著名景点时，这家餐馆就与脸书、斯坦福大
学共同上榜，美国民众对其喜爱程度可见一
斑。然而，40 多年前，这家餐馆开业前半年
顾客寥寥。餐馆经营者朱镇中经过摸索，总
结出“菜色单一、没有座位、无法聚餐”3
个原因。于是，他摆了 30 把椅子，把快餐
店改成了餐厅，菜品样式也增加了不少。不
久之后，餐厅就逐渐出现了排队等餐的火爆
景象。
如今，很多中餐馆开始结束过去单打独
斗的模式，“抱团”崛起。
目前，浙江省侨联正在大力实施“海外
万家中餐馆计划”，已在全球 50 个国家 100
个城市的中餐馆进行布局。而早在 1991 年
成立的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如今的会员已经
遍及美国、加拿大、法国等 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据统计，现在已经有 60 多个国家建
立起中餐业行业协会组织，它们在海外中餐
业起到很大的作用。而由中国烹饪协会组织
的“中餐走进联合国”、“中餐走进教科文组
织”、“中国美食国际文化节”等餐饮国际交
流活动，每一次都能在海外掀起中国餐饮文
化的高潮。

近几年来，国家的支持也成为中国
餐饮品牌海外发展的“后盾”。作为“海
外惠侨工程”八大计划之一，2014 年，
国侨办推出“中餐繁荣计划”，旨在通过
学历教育、技术培训、在线授课等一系
列扶植体系，支持海外侨胞的中餐事业
发 展 。 就 在 不 久 前 的 2 月 4 日 至 13 日 ，
由国侨办主办、福建省侨办承办的“中
餐繁荣团”赴菲律宾、马来西亚访问，
开展“春节送年饭”、厨艺培训和交流活
动。

（本 版 未 注 明 来 源 的
为资料图片）

二 ○
一 六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在 埃 及 首 都
开 罗 ，中 餐 馆﹃如 意 坊﹄的 师 傅 在 给 月 饼 坯 子
刷蛋液。
新华社记者 孟 涛摄

中国人千百年来一直遵奉“民以食为
天”的信念，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能像中国
一样，拥有令人羡慕的饮食历史。时至今
日，中餐的影响依然无所不在，世界上任何
一个国家都有中餐馆。与此同时，中国美食
也在成为世界饮食圈儿的一股“清流”，老干
妈、辣条、枸杞、火锅，来自中国的美味正
在“征服世界”。
但是，除了人人叫好的“枸杞、辣条”
和遍布各国的中餐馆，中国的美食品牌往往
缺少精细化管理，世界各国民众对中国美食
也缺乏深入理解。海外中餐馆的发展更多地
停留在提供一个吃饭地点的水平，世界各地
许多中餐馆，更像是廉价的快餐店。
中国美食，飘香更要扬名。从中国味道
到世界美食，需要的是品牌的塑造和文化的
认同。
扬名首先要立名。百年前出海的华侨华
人把中国美食带向海外，“摸爬滚打”至今，
海外中餐厅多是个体经营。以美国为例，据
媒体报道，其中餐馆数量已经超过麦当劳、
汉堡王等快餐连锁店的总和，然而在形象上，
它们却多是廉价的快餐和外卖店。中国美食以
其色味俱佳，很快抓住了人们的胃，而要长远
发展，则需要塑造品牌，抓住消费者的心。近年
来，许多餐饮品牌企业也开启了出海之路。与
个体开店相比，这些餐饮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上更加谨慎，把树
立中国品牌作为海外探索的第一步。这是有远见的表现。
有了品牌，还要坚持特色。中国餐饮文化的博大精深也造
成了中国餐饮行业的乱象丛生。同样一道菜，从街边小摊到高
端饭店，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特色，许多街头巷尾的小吃
甚至比玉盘珍馐更有滋味。许多中餐到了国外，虽然还是中餐
样，却没有了中国味儿，变成了“四不像”。中国美食，美在
中国特色的原汁原味。中餐走到国外，需要兼顾不同地区的饮
食偏好，但更要保持自身的属性与特色。每一种饮食文化都是
如此，日本料理的鲜美，法国大餐的精致，都在于坚持特色。
坚持特色，还得注重宣传推广。5 年前，一部 《舌尖上的
中国》 让全世界为中国美食惊叹，更让海外华侨华人为之“泪
奔”。中国美食走出去的难点之一在于我们的餐饮品牌企业目
前走出去的还比较少，政府引导和社会宣传力量不足。很多名
牌企业、老字号企业在海外的抗风险能力和开拓意识比较弱。
把中国美食端上世界的“大餐桌”，需要有组织地与国外进行
美食文化交流，宣传推广美食里的中国韵味。
中国美食之中蕴藏着中国文化深处的遗传密码和文化图
景，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
存智慧与和谐之道。中国
美食，要飘香全球，更要
扬名世界，扬的是中国美
食之名，更是中国品牌和
中国文化之名。

萌

意的好去处。近代中国风雨飘摇，海外华人
客居他乡，难以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而餐馆
也就成为他们重拾乡情和亲情的所在，这也
造就了以中餐馆为主要载体的唐人街文化。
回顾中餐出海历史，大约经历过两次浪
潮。第一次浪潮可追溯到 100 多年前的清末
时期。以美国为例，根据现有资料，美国的第
一家中餐馆是 1849 年于旧金山开张的，这家
餐馆位于最早的唐人街区内，主要服务华裔
同胞。第二次浪潮则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此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很多国人
开始走出国门，海外“淘金”。而众多中餐馆也
正是搭乘这股潮流在海外落地生根，进入高
速发展期。统计显示，上世纪 90 年代，仅美国
纽约就有近 5000 家中餐馆。
如今，经过多年发展，中餐已经在海外站
稳脚跟，而海外华人开餐馆的“传统”也并未
改变。据《中国餐饮产业发展报告（2015）》的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海外华侨华人中，从事餐
饮及其相关行业的比例仍占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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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21 日，在荷兰举行的第八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上，获奖选手在领奖台上
庆祝。
新华社记者 龚 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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