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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牛肉店经营得有声有色，
旁观定安黑猪骨汤从鼎盛到没
落，陈明大认为，“一方面因为仙
沟牛肉更新鲜，另一方面，当时都
是黑猪骨汤店，同质化现象太严
重。”

“黑猪骨汤的没落，是我们没
能把握住机遇。”定安餐饮烹饪协
会副会长罗敏说，从 2011 年到
2016年，是定安黑猪骨汤最辉煌
的时期，但这段时期内既没能推
出行业发展规划，也没能形成统
一标准，最终由于行业门槛低，造
成食材品质参差不齐、核心竞争
力孱弱，“加上部分商家为了降低
成本，使用普通猪骨或猪骨粉冒
充黑猪骨，让品牌口碑崩塌，最终
让定安黑猪骨汤被市场冷落。”

反思定安黑猪骨汤的失利，
也是为了支撑正当红的仙沟牛肉
能走得更远。

“去年仅定安县就出栏2.8万
余头牛，产值1.8亿元。”罗敏说，
其实仙沟牛肉产业还处于初级阶
段，产业链相当薄弱，“目前仙沟
牛肉的从业者主要以家庭为单
位，缺乏大企业带动，产业后续发
展乏力。”

“事实上，仙沟牛肉已走到关
键的‘十字路口’。”海南省烹饪协
会会长陈建胜说，仙沟牛肉的崛
起与潮汕牛肉火锅的“发迹”十分
相似。

曾红极一时的潮汕牛肉火
锅，也是以鲜嫩牛肉为卖点迅速
成为火锅品类中的爆款产品。

2016年，潮汕牛肉火锅在全国热
度达到最高。当时在上海的一项
火锅门店调研显示，上海的潮汕
牛肉火锅门店数量达到了惊人的
上千家。但仅仅1年后，全国潮汕
牛肉火锅就迎来关店潮，在一线
城市“阵亡率”高达80%。

“与潮汕牛肉火锅一样，仙沟
牛肉过度依赖食材，也制约了其
进一步的发展。”陈建胜说，尤其
是今年以来，肉价上涨带来了经
营成本的增加，仙沟牛肉的市场
竞争力也受到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
品牌餐饮企业逐步进入我省市
场，为人们提供多元化的餐饮服
务。新势力的加入，也进一步加
剧了海南餐饮行业的竞争。

重庆火锅产业集团近期宣
布，整合集团自身的餐饮资源以
及集团战略合作伙伴的资源优
势，在定安投资建设集“吃住行
游购娱”为一体的火锅美食小镇
项目。该项目将按照重庆火锅传
奇大观园的模式，结合定安本土
的文化特点进行打造，同时引入
海南本地特色餐饮、定安知名小
吃及超市。目前已有重庆刘一
手、重庆顺水鱼、浙江澳门豆捞、
重庆富侨等9家火锅餐饮、保健
养生企业意向落户。

内含潜在危机，外有强手环
伺，定安仙沟牛肉如何在竞争中
提升自我，成为本土餐饮的一面
金字招牌，成为定安餐饮业的新
期待？

思危
“一时鲜”能否“常常鲜”

不论是曾经的招牌定安黑猪骨汤，还
是如今的“网红”仙沟牛肉，定安美食近年
来不断走红，与定安县委、县政府持续发
掘与推介本地原生态食材有关。自2010
年起，定安县在每年端午节期间，都会举
办端午美食文化节。

罗敏说，为了维持仙沟牛肉的竞争
力，定安餐饮烹饪协会已组织全县10个
餐饮单位的负责人及厨师进行烹饪技能
培训，指导他们更好地处理特色食材，“把
一些成熟的、好的做法传授给他们，用美
味牛肉吸引消费者，保护仙沟牛肉来之不
易的市场口碑。”

同时，在端午美食文化节上，定安县
委、县政府也重点发掘、推介新的牛肉产
品，创新出更丰富的仙沟牛肉吃法，给消费
者带来新鲜的体验，满足不同的口味需求。

那么如何才能让仙沟牛肉更好“抓住”
消费者的胃呢？陈建胜结合自身创业经历
给出建议，仙沟牛肉要发展，必须做好“3
个稳定”：确保食材稳定，明确“谁来养，如
何养”，养出高品质肉牛；确保价格稳定，稳
定成本与售价，稳住仙沟牛肉的市场；确保
标准稳定，保证产品风味不变，让消费者吃
上正宗仙沟牛肉，“同时，在菜品设计、餐厅
特色、服务水平、营销手段等方面下功夫，
尽可能打出特色，丰富产品线。”

创新是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比如在
上海拥有41家连锁门店的潮汕牛肉火锅
品牌“左庭右院”，以庭院设计和繁花软装，
赢得女性食客的偏爱，从而在市场趋于平
静的阶段迎来逆势扩张。有业内人士指
出，目前定安县城的“牛肉一条街”，距离人
们心目中的牛肉主题美食园还差距甚远。

产品供给上的创新更为重要。“我们推
出的三酸汤锅底很受顾客喜爱，很多儋州、
东方的客人专程过来吃。”邓洪也向海南
日报记者透露了自家店面生意红火的秘
诀。她说，目前仙沟牛肉店一般只有一种
高汤锅底，也没有在锅底上形成统一标
准，“但口味越丰富，就越能满足更多人的
需求。”

仙沟牛肉的发展现状，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我省本地特色餐饮产业的部分发
展现状。省政协委员陈巍认为，由于普遍
缺少顶层规划的引导和综合性制度安排，
政府也缺乏“一行一策”的精细化、人性化
的管理模式，常常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
乱”的现象，这些都进一步制约本地特色
餐饮产业的发展。

陈巍表示，政府应对当地具有代表性
的美食餐饮品种采取措施，如制定地方标
准、支持企业获取权威认证、推动产业联
动、打响品牌、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加强对
外营销推广、以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培养
专业人才等，并在财政和金融政策方面给
予扶持，“特色餐饮文化应当代表一座城
市独特记忆和人文精神。”

事实上，定安仙沟牛肉的发展，离不
开百年牛市的支撑。自清代起，仙沟就是
全省重要的牛市之一，全省牛商牛贩们汇
聚于此，衍生出独特的仙沟牛文化。

“百年牛市就是一个很好的文创IP，
应当把它利用起来。”陈建胜说，餐饮行业
应当主动往文化内涵上延伸，开发文创产
品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内容，“尤其是食品
类的文创产品很容易打开市场。”

今年国庆期间，厦门曾厝垵“鹭仁甲”
的鲜花馅饼销售量持续增长。这款利用
传统工艺结合女性喜欢的鲜花而开发出
的文创旅游产品，年销量超过120万枚。

“多样化、个性化、定制式、体验式，成为当
前消费升级后的主要特征，这要求企业精
准把握市场需求变化、细分市场，调整和
优化供给结构。”陈建胜表示。

（本报定城12月10日电）

换角
从“全城都喝猪骨汤”
到“满城尽飘牛肉香”

爱喝黑猪骨汤的定安人林祥
还记得，2014年的定安街头，放眼
望去满是“定安黑猪骨汤”的大招
牌，霓灯闪烁、人声鼎沸、门庭若
市。彼时，正是定安黑猪骨汤的鼎
盛时期。

“黑猪骨汤门店火爆时，甚至
开遍全省，在海口市南沙路、美祥
路、海垦路、义龙路等路段，都能看
到定安黑猪骨汤的招牌。”林祥说。

然而不到2年时间，“城头变
幻大王旗”的戏码就在定安县上演
了：一块块“定安黑猪骨汤”招牌

“倒”下，一家家店铺改换门庭。至
今，偌大定城，已找不到几家定安
黑猪骨汤店。

“2014年国庆期间，我的牛肉
店开业，是当时定安县城首批牛肉
美食门店之一，当时满大街全是黑
猪骨汤店了，也没人认为我的店能
做得下去。现在我的店越做越好，
猪骨汤店倒是越来越少了。”回忆
创业之初，经营牛肉店的陈明大不
禁唏嘘，“开业以来，我们店生意都
不错，最多时1天接待40多桌客
人。”

“从16岁做餐饮到现在，我还
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好做的生意。”
牛肉加工店经营者邓洪笑着说，经
营牛肉加工店的压力要比原先做
其他餐饮店小得多，“店内主做加
工，不需要备货，按加工量计费，每
桌还有58元的锅底钱。我们从开
业到现在一直盈利，每个月有两三
万元的利润。”

在定安黑猪骨汤由盛转衰之
时，定安牛肉开始“异军突起”。自
2016年起，定安牛肉逐渐“吃掉”
定安黑猪骨汤的市场。

许多食客被吸引来定安仙沟
吃牛肉，是因为网络上流传仙沟牛
肉是“会跳舞的牛肉”。他们过来
不仅满足好奇，品尝美味，还能在
微信朋友圈里“打卡”。

在定安仙沟一家牛肉加工店
内，海口人刘伟和朋友大快朵颐。
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口子母
锅，子锅烹煮着清甜的牛肉高汤，
用来涮牛肉；外圈的母锅被铺上一
层烧烤纸，用来煎烤牛肉。刘伟感
慨道：“人均消费80元，既经济又
美味。”

在食客看来，比起定安黑猪骨
汤，仙沟牛肉在吃法上更胜一筹，
既可以打边炉涮着吃，又可以煎烤
着吃，“而且仙沟牛肉原汁原味，口
感好，食材鲜是最重要的。”刘伟强
调。

在定安县城“牛肉一条街”开
牛肉档口的老莫，一天要卖四五百
公斤牛肉。他的肉档案板上，一块
块牛肉还在“跳动”。老莫认为，仙
沟牛肉最大的卖点就是鲜：“只有
刚宰出的牛肉才会‘跳舞’。”

这样的肉档在“牛肉一条街”
还有十多家。如今，在小小的定安
县城，各类牛肉店的总数已超过
80家。每天食客们在定安能吃掉
70头肉牛。

➡火爆的定安牛市。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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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曾经风靡街头的定安黑猪骨汤如今受冷
落。手机打开美食APP，搜索“定安黑猪骨汤”，只跳出几个搜索结果。

同为定安美食，“会跳舞”的仙沟牛肉却在近年走红了。有食客甚
至夜里驱车30公里，从海口赶到定安，只为吃一顿牛肉夜宵。

是“吃货”们“喜新厌旧”，冷落了定安黑猪骨汤吗？
现在正蒙宠爱的仙沟牛肉，又能在竞争激烈的餐饮

市场上挺立多久？
除了“新鲜”和“原汁原味”，定安美食乃至

海南美食，还能拿出什么特色，来长久抓
住食客的胃口？

问策
招牌如何变品牌

2011年
定安黑猪骨汤
进入鼎盛时期

两大美食
发展史

2014年
定安第一批

牛肉美食店开业 2016年
定安黑猪骨汤走向没落
仙沟牛肉逐渐占领市场

2018年
定安县出栏2.8万余头牛

产值1.8亿元

2019年
“会跳舞的牛肉”
成“网红”美食

扫一扫看视频

“会跳舞的牛肉”

当牛肉开始“跳舞”
是一种怎样神奇的画面

在海南定安仙沟
一个百年牛市

正吸引着八方食客慕名而来

会“跳舞”的仙沟牛肉

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