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圃：百年腊味“老树发新枝”

文/江泽丰

黄圃镇位于中山市的最北部，西北与佛山市顺德区接壤，东北与广州市南沙

区隔河相望，居珠江三角洲中部都市圈发展中心板块，与广州、深圳、珠海、佛

山、东莞、江门、香港、澳门同处 1小时交通圈内。

黄圃镇是广式腊肠的发源地，黄圃人王洪发明腊肠制作始于清朝光绪年间的

1886年。此后，这种工艺陆续传至东莞、广州和香港等地，最终形成了享誉全

国的广式腊肠。

近年来，黄圃镇依托传统工艺，发展以黄圃腊味为主体的特色食品产业，初

步形成了腊味、干果、饮料、水产品加工、稻米蔬果加工、食品印刷包装、冷藏

储存、养殖、种植九大行业为主的食品产业体系。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区域特色

日渐明显。2004年，黄圃镇获得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认定的全国首个“中国食品工

业示范基地”和“中国腊味食品镇”称号。“黄圃腊味”于 2006年获“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广东省著名商标”。2008年黄圃腊味生产取得“地理

标志产品——黄圃腊味”广东省地方标准。同年 10月“黄圃腊味”被中山市政府认

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 8月，“黄圃腊味传统制作工艺”被列入“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遗产名录”。

黄圃镇以腊味为代表的食品特色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如今，“黄

圃腊味”已成为黄圃镇的一张名片。黄圃腊味在广东乃至全国的市场销售长期稳

占广式腊味 60%以上的份额。

一、黄圃人百余年前发明腊肠制作

传统的岭南人有句俗语：秋风起，食腊味。就是说，每年立秋之后，北风送

爽之时，就是民间制作腊味的季节。市场的摊档里，一串串、一排排挂起的各式

腊味制品，在灯光的辉映下，玛瑙般的鲜亮，流光溢彩，浓浓的腊肉香味，吸引

着人们在摊档前流连忘返。在这些腊味摊档中最惹人注目的就是标示“黄圃腊味”

商标的产品。

黄圃，是广东省中山市最北部的著名市镇。西北与佛山市顺德区为邻，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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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广州市南沙区隔江相望。相传宋代兵灾，南雄珠玑巷先民乘筏逃难到这里，看

到遍地黄花，美如园圃，就在这里登岸定居，称这里为黄圃。

千百年来，美丽的珠江为三角洲带来了大片富饶的冲积平原，在这块土地上

生活的黄圃人民，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和无比的智慧，总结了农、畜、鱼循环饲养

的农业生产体系：塘基上种果种菜，塘边搭棚养猪养鸭，猪、鸭的排泄物养鱼，

鱼塘泥肥田种果种菜。先进的农业技术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生命力，时至今天，

丝苗米、淡水鱼虾、果蔗、香大蕉、四时蔬菜远近驰名。历史上蛋肉兼用的中山

麻鸭、膘厚肠肥的大花白肥猪是这里的名产。这些名产令黄圃商人大动脑筋：把

这些初级的农产品转变成高级的商品——腊味制作方法就在此时创造出来了。

据《黄圃历史文化》一书记载，黄圃人发明腊肠制作始于清朝光绪年间的

1886年。当时灵会坊做小贩经营者众，有一天，以卖猪肉粥为生的王洪（又名

王联盛，1836年生），卖粥剩下较多肉料，为免隔日变质浪费，遂把肉料切成粒

状，拌以糖酒味料，装填于用猪小肠掰出的薄衣内，吊挂于尚有余热的烧猪炉中

烘干，发觉食之别有风味。于是他如法炮制在坊间出售，生意日盛。坊中人争相

仿效，并不断改进完善加工技艺，逐渐形成黄圃腊味加工行业。黄圃腊味由此成

名，走出了不少腊味师傅，也带动了酿酒、酱油、制糖等辅料生产行业在黄圃形

成特色生产，如聚隆厂生产的豉油和珠油 ，泰生厂生产的玫瑰露白酒和白糖等。

清末民初，黄圃已有定期班船行走广州、江门、肇庆一带，师傅们把黄圃腊

味的生产制作技艺迅速扩散到珠三角一带。当时广州、佛山等地有名的腊味商号

如沧州、东昌(皇上皇前身)、其友、八百载、芳州、长州、佳栈、信丰、晏玉、

亚洲、广安和、广利和、王旗馨、王甘然、有然、美都等，均是黄圃人当老板或

雇请黄圃人做腊味师傅。当时黄圃镇内有名的腊味店是永记、元栈等。清末民初

黄圃出名的腊味师傅有王添、王德明、王拱望、王锦全、王腾生、黎润、黎敦潮、

黎芬、黎元财、黎炳联、刘敦、刘九等，稍后一辈的腊味师傅有王社带、王老建、

王康、王德明、王伟和、范带、韩纯、李龙、黎世友、黎勤乐、何牛昌、何念富

等。

清末民初，广州腊味商号以“沧州栈”腊味为开办最早，随后其友、良田等店

铺开设。当时广州的腊味品牌口头禅是：“城内讲沧州，城外讲其友，河南讲良

田”。沧州栈的老板是黄圃北头坊黎敦潮（花名大泡和），其友店的师傅是黄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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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刘姓人。当时沧州栈的腊味供不应求。有一次师傅不在，新接手的助手经验不

足，对烘房的火盆温度掌握不好，造成该批次腊味质量走样，产生酸味，但铺面

腊肠已卖空，伙计急中生智说新做一批“浙醋”（一种带酸性的味料）腊肠，价格

实惠，欢迎品尝，引得顾客争相抢购。第二天更有品尝过的回头客要买“浙醋腊

肠”，伙计只好说，仅有上日一批货，已卖完，再有货时另行通知。此为“沧州腊

味”的一段笑话。

现时广州腊味最出名的是“皇上皇”，其前身是始创于全国抗日战争期间总部

设在海珠南路的“东昌”腊味店，老板是肇庆人、师傅是黄圃人，行内称“海东昌”，

门市部分设于文化公园后门和上下九路各一间。“皇上皇”品牌的影响，皆因有一

次，腊味师傅何念富（黄圃灵会坊人）在挑拣一批腊鸭时，每当拣到一只质优肥

美的腊鸭时，便高叫这是“皇上皇”，而归类列为优级出售。因被其挑作“皇上皇”

的产品选购者众，生意特好，何念富便依样在分拣时叫喊分类，逐渐导致顾客来

店铺买腊味时，也点名要“皇上皇”名称的才买。老板见有机可乘，就把“皇上皇”

的名称定为东昌腊味公司的商标名称。20世纪后期，“皇上皇”名称更代替“东昌”

而作为广州食品公司皇上皇肉类加工厂的厂名，使用至现在。

二、20 世纪初至改革开放初期的腊味产业

苏照恩是《黄圃历史文化》一书的执行主编，近年来他收集和整理了黄圃腊

味的相关历史资料。根据相关资料，苏照恩认为：黄圃腊味自王洪发明腊肠生产

以来，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民国期间至解放初期，黄圃的“五古坊”

涌现出一大批以腊味制作为生的腊味师傅，如王添、王锦全、王德明、王伟和、

何牛昌、黎敦潮、黎炳联、范带、刘九、刘敦等。他们或自己开店或到广州、佛

山、肇庆、梧州等地打工做师傅，以此养家糊口。

二是“公社化”期间，昔日的“五古坊”演变成镇一、镇二、岗东、石岭 4个大

队。在以老带新促进下，又产生了新一代腊味师傅，如黎世友、陈苏九、何嵾、

王珠宝、林纯、韩纯、李龙、王汇财、黄均洪、王大嵾、黎耀玲、王朝荣兄弟等

一批人。他们中大部分是农民身份，平时在生产队开工，待立秋后便到广州、佛

山、石岐等地做腊味季节工。直至春节返乡便结束一个腊味工季度。这批腊味师

傅每年都携带大批生产队内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做腊味。整个“公社化”大集体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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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年年如此。20世纪 70年代中期，黄圃外出做腊味季节工的人数多达千人。

故立秋后，镇郊几个大队便少见青壮年在田间劳动，有时坊间“赛龙船”也要改期。

这批年轻人便是改革开放后的黄圃腊味私营企业创始人。当时外出做腊味工的

人，要把领取腊味厂的工资交回所属生产队记工分，用作集体分配；个人只获取

星期天加班和夜班补贴的小部分薪金。即便如此，他们也都乐于去做腊味工，目

的是想转换一下农民日晒劳作的辛苦环境，也希望为所属生产队集体增加一些副

业收入，提高年终工分结算的分配水平。

改革开放以后，昔日外出打工的腊味技师，伴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改变，开

始筹划经营自己的腊味店铺生产，当起了“小老板”。20世纪 80年代初，昔日“五

古坊”内的镇一、镇二、岗东、石岭几个大队在两三年间便涌现出 150多家腊味

小作坊。此时大家都是沿习前人的腊味生产方式。如腊肠制作工艺以手工操作进

行肉类分割，切粒、洗脂、拌料，然后以漏斗装填肉料灌装到肠衣内，继而针刺

打孔，草扎分段，绳索悬挂，再经热水洗脂后拿到阳台穿竹晒晾，至下午 3时左

右，经“转竹”（把上下绳索转换挂肠）后再转入室内烘房，以炭火增温烘焙。吃

过晚饭后，再经一次“转竹”，次日“升棚”（烘房内设三四层，入房烘焙的腊肠每

天上升一层至出房），前后三四天时间，便可达到成品干度而出房包装销售。那

时做腊肠是在凌晨两三点钟开工，目的是充分利用白天的阳光尽量晒干腊肠水

分，既节省室内烘干用的燃料，又增强腊肠天然生晒的风味感。

三、从转战外地作战到回归黄圃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黄圃的腊味企业小老板经过几年的私营生产实践后，

发现四川省有丰富的质优价廉的肉源材料和劳动力，于是纷纷到四川省各县市设

厂，仍以广式风味生产腊味制品，然后把大部分产品运返广东销售，从而获取显

著的生产成本效益。经四五年后，在四川省设厂生产的黄圃腊味老板们都逐渐积

累了一定的自有资金，为进一步扩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中山市泰和腊味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献章回忆说，经历了几年的异地设厂

腊味生产，四川与广东的肉源材料和劳动力成本差异日益缩小，而产品的长途返

运矛盾却日益显露：如产品在运输周转过程的保质问题，在四川生产不能及时把

握广东气候动态以应对消费者的需求变化等。因此，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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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腊味老板又开始返回黄圃本地设厂生产，泰和公司也成为返回黄圃的其中一

家企业。

当时，黄圃镇政府及时调整了经济发展计划，引导腊味厂家入园入区，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先后在该镇石岭村、镇一村各规划 200多亩工业用地作腊

味专业生产用地。继而在 20世纪 90年代末，该镇先后在文明村奋篸朗规划 500

多亩腊味工业区和在文明、兆丰二村交界处规划 3000 亩食品工业园。从 1993

年到 2003年的 10年间，黄圃腊味形成了石岭、镇一、奋篸朗工业区、食品工业

园 4个生产基地；先后从四川、广州、肇庆、东莞返回黄圃设厂、经工商注册登

记的腊味企业 106家（至 2008年 80家）。至此，黄圃腊味从私营企业产生的 25

年间，经历了从输出技术到自营设厂，从内（地）到外（省）又返内（本地）生

产，从简单小量的手工作坊式生产到先进的大厂房大批量半机械化以至全自动化

生产，从日晒炭焙的旧式生产操作到热风管太阳能蒸汽烘干工艺，从靠眼观鼻闻、

无章可循的原始生产经验到调控自如、卫生保质、处处按标准规范进行的现代食

品生产的过程。

四、21 世纪初期腊味产业腾飞

可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黄圃镇党委、镇政

府积极采取用地、用电、用水、税收等优惠措施，大力扶持腊味行业的发展，使

腊味行业得到迅猛的发展。

早在 1992年，黄圃腊味企业就组建了“中山市黄圃烧腊商会”，规范行业运

作。为提高产业聚集发展能力，形成规模效应，黄圃镇党委、镇政府及早谋划引

导食品企业入园入区生产经营，2001 年在中山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建成

了“中山市食品工业园”。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壮大，2004年，黄圃镇又把工业园

打造成全国性的“中国食品工业示范基地”。至 2005年 8月 27日，基地引入企业

200多家，引进投资金额 20多亿元。2007年 3月，在黄圃镇政府的帮助下，“中

山市黄圃烧腊商会”增加了镇内的其他食品企业而组建成“中山市黄圃食品腊味

商会”，共有会员企业 120家。

在生产工艺上，当地人不断研究改进生产技术。泰和腊味食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献章说，在最为传统的制作工艺里，黄圃腊味干燥过程只能依靠自然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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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味师傅需要根据日照温度、空气湿度的不同，来选择腊味干晒时间的长短，这

也决定了腊味的味道、色泽和口感。但这些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指标，全凭腊味师

傅的个人经验。即便在现在，有了太阳能烘房技术，腊味的干燥可以不受天气的

影响，但烘房技术仍然是黄圃腊味制作工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在美食家的眼里，黄圃腊味正是由于采用天然烘干的方式，才会色泽鲜红明

亮，口感嚼后回香；同时由于在腌制的过程中，加入糖酒酱等味料，方可鲜甜适

中、食而不腻。

面对现代工艺，黄圃腊味企业大多秉持着一种宽容开放的态度，会主动引进

很多先进设备来提高生产效率和保障食品安全。但与此同时，这些腊味企业家也

始终恪守着最为古老的传统制法，选取最优质的食材，秉承最严格的制作流程，

只为保证最纯正的风味。

王献章介绍，按传统制法，腊肠的制作包括选肉、切肉粒、拌料、灌肠、针

刺、水草扎肠、挂绳、清洗、上竹、日晒和烘烤共 11个环节。黄圃腊味在引入

现代设备，如灌肠机、太阳能烘房等，主要在于提高生产效率，但并不曾降低每

个环节对品质的要求。比如泰和腊味做腊肠，全部选用猪的后腿肉，因为后腿肉

比较结实，肥瘦适宜，制作腊肠口感最佳。

而在腊肉腌制过程中，酱油是必不可少的调味品，黄圃腊味腌制过程所使用

的均是传统工艺天然生晒酱油，而这也是一直以来黄圃腊肉的制作秘笈之一。王

献章表示，天然生晒酱油用盐、黄豆，再加入面粉和酱油种精制而成，不添加任

何防腐剂。选择用天然生晒酱油制作腊味，才更能吃出腊香味。在王献章看来，

祖辈是最有智慧的，黄圃腊味制作工艺中借用了很多大自然的馈赠。

伴随着腊味行业的发展，其他食品行业也在黄圃逐渐发展起来，稻米蔬果加

工、干果饮料、水产品加工、包装印刷等行业也加入到黄圃食品产业的发展行列，

使黄圃以腊味为代表的食品产业越做越大，并成为门类较齐全、具有一定发展规

模、初步形成产业链条的区域特色产业。至 2005年 8月 27日，全镇拥有食品及

配套企业 300多家，占全镇企业总数的 30%，产值近 20亿元人民币，约占全镇

工业总产值的 25%；腊味行业更是一枝独秀，年产值超 10亿元。黄圃腊味以其

选料精、制作巧、色香味俱全成为广式腊味的名产，远销欧美、亚太数十个国家

和地区，黄圃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广式腊味”生产基地，被誉为“腊味之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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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引导下，涌现出了今荣、泰和、银华、千腊村、创格等一批

知名腊味企业，其中银华腊味有限公司被授予“中国食品工业优秀企业称号”，泰

和腊味有限公司和银华腊味有限公司荣获“中山市农业龙头企业”称号，其生产的

系列产品被评为广东省优质产品。黄圃腊味产业登上了快速发展的列车。

五、一年内连获两块“国字号”招牌

黄圃腊味虽然传统，但并不意味着落后，其生产工艺和技术引领同行业。

进入 21世纪以后，黄圃腊味企业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先进适用技术设备，

通过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生产工艺和技术，产业技术不断升级

换代。过去原始的家庭手工作坊式生产已基本淘汰，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和先进精

良的设备普遍投入运行。全自动切肉机、灌肠机、真空包装机、金属探测器、微

波杀菌设备以及太阳能蒸汽热锅炉加温烘烤技术、新型低温干燥技术等纷纷进入

企业推广应用。实行电脑化监控管理、建立质控室已成为企业的共识，并付诸实

践。银华腊味公司的微波杀菌生产技术和净化包装工序为同业所推崇；泰和腊味

公司的太阳能烘烤技术，既保存腊味传统特色，又环保卫生、节能省时，成为保

证质量和降低成本的代表之作；千腊村公司引进的全自动化流水生产线使冻肉分

割到产品包装整个生产过程由电脑控制，领先全国。质量赢得市场，黄圃腊味蜚

声海内外，畅销全国各地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南美洲、非洲、澳大利

亚等地。

原黄圃镇党委书记黄永林认为，黄圃腊味靠质量打拼市场，赢得口碑。质量

是企业安身立命之本，黄圃镇各腊味加工企业深谙此道，高擎质量兴企大旗，严

格执行国家、行业产品质量标准及法规，不降低标准生产，也不鱼目混珠以劣充

好，因而顶住竞争风浪，最终赢得市场。

至 2004年，黄圃腊味企业大部分都建立了产品检验室，配备了必要的检验

设备和检验人员，并且逐步建立了检验室操作规程和管理制度，所有检验人员都

经过严格培训，并且由质量计量监督检验部门核发上岗证。截至 2004年 8月 27

日，黄圃镇就有 20家腊味企业通过了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44家腊味企

业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有 8家腊味企业被评定为卫生量化管理 A 级单位（免

检），53家腊味企业被评定为卫生量化管理 B级单位，每年腊味卫生质量抽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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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率达到 97%以上。

“酒香也怕巷子深，靓货也要重宣传。”2004 年以前，这已成为黄圃腊味企

业的共识。黄圃镇也积极引导企业转变经营观念和经营模式，从注重产品数量向

提升产品质量转变，从办企业向做品牌转变，鼓励企业狠抓产品质量，多创品牌，

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为推动品牌带动战略，黄圃镇制定了《实施名牌名标战略发展规划》，对被

评为国家名牌产品、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给予 30万元的奖励，对被评为广东省

省级名牌产品、省级著名商标、国家级质量免检产品的给予 10万元奖励。通过

长期实施名牌名标战略，黄圃有效地提升了腊味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增强了企

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了腊味行业做强做大。

在政府的推动下，黄圃镇腊味企业开始“驶上”创品牌的道路。2004年，该

镇腊味企业获国家级奖 1个、省级质量管理奖 2个、省级名牌产品 4个。其中，

银华腊味有限公司被授予“中国食品工业优秀企业”称号，建华牌腊肠、建华牌腊

鱼、泰上王牌腊肠和利家佳牌特级腊肉被评为“广东省优质产品”，食品工业园和

银华腊味有限公司获批准为“广东省食品药品放心工程示范基地”。

2004年 10月 30日，黄圃镇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授予全国首个“中国食品工

业示范基地”称号，标志着具有百年腊味生产历史的黄圃镇成为全国第一个“中国

食品工业示范基地”，同时成为中山市第 14个国家级产业基地，书写着黄圃食品

产业强势发展的新篇章；2004 年 12月 15日，黄圃镇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授予

全国首个“中国腊味食品名镇”称号。

六、“食洽会”助黄圃腊味腾飞

2005年 12 月 16 日，一场以“汇聚国际食品精华，共享多赢发展先机”为主

题的 2005中国国际食品工业经贸洽谈会（简称“食洽会”）在黄圃镇盛大开幕。

这是第一届“食洽会”。首届“食洽会”600多个展位全部爆满，400多家国内

外食品名企参展，100多个采购团队赴会，过万采购商前来寻找商机，参展商和

采购商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50多个采购团为国内外连锁超市客商。

本次“食洽会”受到国际商界以及食品产业界的极大关注，欧中联合商会会

长、前欧盟委员会主席、现欧盟传媒委员会主席、卢森堡前首相桑特先生和前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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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商会主席、现欧洲商会主席团成员、全球商会平台主席安东尼先生亲自为本次

“食洽会”题了贺词，并发来了贺电。

美国、法国、德国、波兰、意大利、瑞士、加拿大、芬兰、澳大利亚、越南、

印尼等国家的驻广东领事馆以官方名义组团参加了这次食洽会，瑞士总领事聂

伟、美国领事黄隧清、越南领事阮维富、印尼副领事优莲花、波兰商务领事康拉

德·扎包斯基等出席了活动。国际商界也聚集“食洽会”，深圳侨商国际联合会秘

书长黄茂增、美国通鹏投资公司总裁袁亚康、香港圣煌国际集团董事长张博凯等

也赴会觅商机。

为高标准、高水平举办这次“食洽会”，黄圃镇投入 5000多万元，历经 6个

月的紧张施工，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国际会展中心。

首届“食洽会”开幕式，有当时的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韩家增、广东

省政协副主席韩大建、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林英、欧中联合商会秘书长王海

曦、商务部欧洲司副司长马社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鉴开，市政协副主席吴

建新、吴月霞等出席。开幕式由时任副市长冯煜荣主持。

首届“食洽会”开幕式上，还进行了 20多个投资项目和贸易合作项目的签约

仪式，投资额超 4亿美元，贸易额达 1亿多美元。山东莘县、贵州独山县、四川

隆昌县、陕西三原县、潮安庵埠镇 5个县镇分别与黄圃镇签订了经贸友好合作协

议。华南理工大学轻工与食品学院、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广东省食品工业研

究所等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分别与黄圃镇签订了技术合作项目协议。“广东省中

山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黄圃食品检测站”正式成立，并举行了揭牌仪式。

首届“食洽会”于 2005年 12月 18日闭幕。这次展会极大地鼓舞了黄圃腊味

企业做强做大食品产业的信心。400多家名牌企业同台亮相，既提升了全镇企业

的观念、意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同时也增强了黄圃食品企业和企业家们的危

机感和紧迫感，为做强做大黄圃食品这一区域特色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食品

产业、食品产品没有质量安全，没有质量品牌，没有创新发展，没有市场空间就

会丧失一切。黄圃镇政府如此大规模地为企业搭台、让企业尽情展示和推动其发

展，极大地激发了本地企业奋起改革、锐意做强做大的信心。

这次展会也开辟了让国内外企业同台展现品牌和贸易交流合作的平台。400

多家参展企业和 100多家采购商以及来自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业内人士、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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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给予这次展会极高的评价，“参展企业质量好，展馆建设水平高，展会内容丰

富多彩，组织严密安全可靠，场面宏大，人流密集，服务一流，吸引力强”是他

们的共同认识。特别是时任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韩家增、欧中联合商会

秘书长王海曦、商务部欧洲司副司长马社都有上述的共识，并表示明年将倾力支

持帮助展会再上新水平，使展会更好地体现国际性，做强、做优“食洽会”。

此后，“食洽会”每年都在黄圃举行一次，让更多的腊味企业通过展会树立品

牌，创造商机。2012年，“食洽会”改名为中国（中山·黄圃）国际食品博览会（简

称“食博会”），引入食品商务网联合办展，尝试市场化运作。

2013年，“食博会”停办了 1年，这也是在对历届成绩与不足进行深度分析，

寻找更适合产业发展的办展思路和定位。

2014年 9月 18日至 21日，第九届中国（中山·黄圃）国际食品博览会暨腌

腊制品、原辅材料及加工机械采购订货会（简称“食博会”）在黄圃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来自全国的 300多家腌腊制品、原辅材料及加工机械企业参展。本届“食

博会”实现全面市场化运营，由黄圃国际会展中心与广州瑞展展览有限公司合作，

围绕腌腊食品上下游全产业链，搭建“一切服务于交易”的贸易平台，通过展会促

进黄圃镇腊味产业转型升级，擦亮“黄圃腊味”金字招牌。

“食博会”的新形式、新内容，为中山本土腊味企业所乐见。泰和食品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文强称，腊味企业需要更有效的平台来展示推广产品，全国腌腊制品

汇集必然将形成行业规模效应，有互为推动发展的作用。中山食博会组委会介绍，

此次展会定位的调整，是在对中山乃至珠三角食品工业深入调研分析之后进行

的，未来将专注于腊味产业本身，逐渐拓宽黄圃食品产业链，改变现有产业格局。

七、百年腊味的传承与创新

2006年，“黄圃腊味”获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广东

省著名商标”。2008年，黄圃腊味生产取得“地理标志产品——黄圃腊味”广东省

地方标准。2008年 10月“黄圃腊味”被中山市政府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

年 8月，“黄圃腊味传统制作工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名录”。

不过，随着现代社会工业化程度日益提高，黄圃腊味的生产环境也在发生变

化，传统手工技艺日渐被现代化生产设备所代替。随着老一辈艺人年事已高和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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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离去，年轻人又缺乏学习的热情，黄圃腊味传统制作工艺的传承也出现了问题。

有鉴于此，黄圃镇不仅对黄圃腊味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举行 “广式黄圃

腊味十大传承人”评选活动，希望借助这些传承人，使这一传统工艺在现代设备

的冲击中保持原有的风味。

2011年 11月 4日，为弘扬黄圃腊味食品文化，纪念黄圃腊味发明生产 125

周年，黄圃公布了“广式黄圃腊味十大传承人”名单，并为他们举行了授衔仪式。

“广式黄圃腊味十大传承人”包括金煌食品有限公司黄永良、得福肉食制品有限公

司何祥吉、黄圃镇泰和食品有限公司王献章、业冠食品有限公司苏卓荣、黄圃银

华腊味有限公司何建华、千腊村食品有限公司黄华照、黄圃镇创格肉类制品厂刘

善文、黄圃镇今荣肉类制品厂王秋扬、黄圃镇忠厚腊味制品厂刘忠良、荣业食品

有限公司叶纯钊。

有了传承，黄圃腊味的名声更加响亮。不过，腊味产业每年不到 30亿元的

行业产值却不足以支撑整个镇域经济的发展，所以“用文化促产业，以产业保文

化”便成了政府和行业的共识。在现代化的生产车间里，在光速般的网络传递中，

黄圃腊味早已剥离了纯粹商品的宿命，业已附带上了一方山水的祝福，而做好品

质便是对祝福的保证。

近年来，电子商务大潮汹涌而至，席卷了众多行业。无论主动抑或被动，从

2012年始，黄圃腊味企业便密集涉足电商。但黄圃腊味企业的电商之旅却并非

一帆风顺，但对于品质的执着和坚守，却早已成为行业的共识。

泰和腊味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献章认为，通过电商平台销售腊味是一种吸

引年轻消费者、拓宽传统食品消费群体的方式，相比以往零星随意的淘宝销售，

泰和公司在 2013 年年底开设了天猫旗舰店。3年多过去了，泰和的电商业务走

得很辛苦，因为追求质量，便没有了价格优势，销量就上不去。王献章说，为保

证腊肠最好的风味，泰和只选用猪后腿肉，价格因而高出许多，然而消费者在电

脑屏幕的另一端，不了解产品的情况，很容易去选择价位更低的同类产品。

在王献章看来，电子商务是大势所趋，而且腊味作为常温产品，运输、储存

方便，很适合通过电商渠道销售，对此企业更应顺应潮流；但是，企业做电商也

要有自己的节奏，不能随波逐流、急于求成。

“我们还是会坚守做好品质的理念，品牌塑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越往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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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有价值。”王献章认为：“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在互联网营销思维与品质理念之

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进行更多适应现代消费需求的产品创新。”

其实，近百年来，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迁，黄圃人对于腊味品质的坚守近乎

固执。电子商务对黄圃腊味企业的触动，或许只是这个急剧变革时代的一个缩影。

20世纪 50年代，老一辈腊味人到外地传艺，黄圃大师傅便是品质和风味的代称；

到 20 世纪 80 年代，大批外出打工的黄圃师傅回乡创业，一时间黄圃涌现出近

200家腊味加工企业；再后来，随着一些企业率先引入自动化生产设备，生产效

率倍速提升，一批小微企业和家庭作坊被淘汰，至 2007年黄圃有腊味企业 150

家左右；近 10年来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快，生产工艺的革新、资本力量的渗入，

外加互联网的冲击，腊味行业也加速洗牌，当下黄圃镇腊味企业的数量缩减至

80余家，但行业产值却在不断增加，黄圃腊味的品牌也越来越响。

泰和腊味是一家传承了数代的家族企业，王献章不仅是黄圃腊肠创始人王洪

的第五代传人，也是目前泰和腊味的掌舵者。谈起这些行业变迁，王献章说得最

多的便是对腊味传统的坚守和传承。

百年腊味，传承至今，或许最大的依靠便是一群甘守品质与寂寞，又能随着

时代潮流不断创新的腊味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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