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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美国华人餐馆业处境的思考
郝洪梅高伟浓
（广州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广州，５１０６３２）

摘要“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的足迹，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中国餐馆”，此种说法
或许有点言过其实，但自从中国人踏上美国的土地起，就与餐馆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一度将其发

扬光大。尽管如此，华人餐馆业在美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起伏颠簸中，可谓喜忧参半。本文重
点分析了近２０年来美国华人餐馆业的发展现状及其发展过程中的优劣势，并针对其劣势及发展前
景提出一系列建议。
关键词

美国；华人；餐馆业
人餐馆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质量高，而且分布广，影

（一）

在《林语堂文选》中，林语堂先生曾十分幽默地

响深。１９８８年美国人口调查统计，全美餐馆３８７

２８０

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

家，其中东方餐馆１９ ３６４家，中餐馆占极大多数，约

子里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

为１６ ０００家。

个Ｅｔ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妇。”尽管林先生说得

到１９９５年．据统计．全美华侨大小餐馆已超过

有些夸张，但从他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厨子”

２万家。估计全纽约市内曼哈顿（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布朗市

的国际地位，而“中国厨子”所折射出的便是有着几

（Ｂｒｏｎｘ）、皇后区（Ｑｕｅｅｎｓ）等地区，有大小中餐馆约

千年历史的中华餐饮文化。时至今日，中华餐饮文化

５

已随“中国厨子”传遍世界每个角落．华人的餐馆业

美楼、大上海、丰泽楼等。旧金山市约有中餐馆６００

也日益兴旺发达起来。

家，其余分散于东湾各区的约有５００多家，全市不下

据１９８５年美国国华公司的征信调查及电脑统
计．在美国及加拿大的中国餐馆及酒店共计２１

０００家。著名中餐厅有：银宫、帝国、怡东、金丰、致

千家．可以容纳得下１００席的大宴会厅布置辉煌如

０００

同宫殿。洛杉机有大小餐馆约８５０间，规模较大的有

余家，投资总额约４０亿美元，就业人员达２４万人。

香港、金钱、万国、新月等家，新近开设者规模更大。

到１９９０年代，散落于美洲、欧洲、大洋洲及亚洲（不包

夏威夷有大小中餐馆约３００家，多数在檀香山，少数

括中国）等地的中餐馆达数万间。其中德国有２

０００

散处其他各岛：著名中餐馆有：和发酒家、汉宫、平

余间，西班牙约１ ０００间，巴西约８００问，荷兰１

９８８

城、凤凰、麦架利、梅利利、金龙等，均属生意鼎盛。

间。在加拿大，中餐（也称唐餐）受到八成以上的人士

２０００年美国《侨报》报道，目前全美约有３．５万家中

喜欢．拥有广大的市场。在英国，中餐业已成为华人

餐馆。可见，在华人聚居的美国几大城市中，华人餐

的第一大产业．美国等地的中餐馆更是比比皆是。中

馆业兴旺发达。

餐业不仅给华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还带动了

（二）

各国华人经济的发展，因此．中餐业又被称为海外华
人的“诺亚方舟”。
华人餐馆业最发达的地方要算美国。美国的华

在国际经济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华人餐馆业能
在美国占有一席之地。说明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
难以抵抗的魅力。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年１月
作者简介：郝洪梅，广州暨南大学２００２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代海外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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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提并论。”如：广东菜以清淡、甜为主；四川湖南

健康相结合

菜以麻辣为主；潮汕菜以酸甜为主；山东菜多葱蒜；

在美国，华人餐馆的价格明显低于其他各国餐
馆。据美籍华人王灵智教授说，华人餐馆最大的优点

福建菜有著名的汤；江西菜多炸肉炖肉；新疆菜则看
重蒙古人的羊肉，另外，还有上海菜、北京菜等。

是便宜。到像样的西餐馆就餐每人至少１０美元，若

近几年华人餐馆正向着规模化、国际化发展。如

在巴黎法国酒店用餐，其价格昂贵不在话下，到马路

纽约陈设豪华的银宫酒家可容纳客人１ ０００人；第

旁边的半露天餐座去吃，吃得稍讲究点，就得８～１０

一酒家可坐５００人；旧金山最大的四海（Ｆｏｕｒ Ｓｅａ）

美元。在日本餐馆吃西餐则更贵。但在中餐馆多数在

酒楼，可容纳６５０人，供应中国各种菜系；枫林小馆

５美元以下便可饱吃一顿，价格几乎相差一半。其

系彭氏兄弟经营，先创业于香港，继到台北投资，后

次．主要配菜来自中国，保证了口味纯正，来料广。以

发展至美国，并耗资五百万，在洛杉矶好莱坞影城山

全美１万家中餐馆每家每年平均销货１万元计，全

岗上兴建观光餐馆．土地约三万余平方尺，于１９８１

年可销国产食品至少１亿美元。再者，华人配菜讲求

年９月开幕，已发展为国际性的观光餐馆业。另外，

营养与健康饮食。美国医生希曼博士在加拿大《满地

华人餐馆业现代化、自动化有所发展，有的餐馆已运

可日报》发表专论，说中国菜是世界上最合卫生的菜

用了“餐馆电脑管理系统”，实行电脑操作，系统管

肴之一。他说，中国菜含有多种蛋白质，既有肉类、鱼

理，统一配货。联网经营，如张祥华的“起筷”餐厅。

类，还含有多种蔬菜和稻米．可帮助平衡饮食。

近来，高服务、高层次、科学化、制度化也成为中餐业

２．经营灵活，形式多样．已由单一的家庭式管理

追寻的目标。

走向多样化．逐渐迎合世界经济发展潮流

（三）

华人餐馆经营类型多样，既有特色型的餐馆，如

但是。华人餐馆业这只华人的“诺亚方舟”，并非

香满楼、海景翠亨村、金宝石酒楼等，又有豪华型的

风平浪静。在憧憬之余，我们不免有些担忧：美国华

饭店，如１９８０年四位华侨在华盛顿集资开设的第一

人餐馆业在某些方面确实危机重重。
１．缺乏市场观念，多家族性保守经营，负担压

家高级中餐馆湖南大饭店，还有简单快捷的快餐厅、
小型外卖、饮食连锁店等。快餐连锁店在美国走俏。

力大．难担风险

如美国著名的华人企业家张祥华。在美国创办了“起

海外经营中餐业者，多为厨师或餐馆从业人员

筷”餐厅．并拥有５４家连锁店，还建立了自己的“配

出身，普遍缺乏市场营销观念。同时，营运规模不大，

货中心”。再如，美国聚丰园快餐连锁店在美国拥有

从业者或在厨房，或主持营业，日均工作１０小时以

分店１３５间，雇员近３ ０００人。这些中餐馆有的仅供

上，即使有市场学识，亦无法分身来深入调查市场状

中国菜，有的兼备中西餐，有的兼设酒吧，有的备有

况及趋势。又因大部分为家庭事业，为全家生活所依

洋琴助兴．如新泽西州之明珠（Ｃｈｉｎａ Ｐｅａｒｌ）及纽约市

赖，不得不小心谨慎，不敢贸然从事。这样经营餐馆

之凯宫（Ｈｏｙ Ｋｕｎｇ）。有的备有乐队演奏，如新泽西

势必缺乏市场信息，导致经营的盲目性。此外，中餐

州的新琼楼（Ｊａｄｅ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鲁契特的南太平洋

馆数量虽多．但９０％左右是中小型家庭营业，且以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等。有的与旅馆合营，如新力桥的雅

小吃为主。甚至没有能力提供大的酒席，招聘技术精

Ｒｅｓｔ）

湛的厨师。家庭经营的后果是“一荣俱荣，一损俱

鲁哈与纽约州附近的得第酒家（Ｑａｃｋｓ

Ｍｏｔｅｌ

集旅舍餐馆于一家。
３．菜系丰富，香气浓郁，服务周到

损”，没有外来的股份承担风险，一遇挫折，全家瘫
痪。
２．“一窝风”的情况严重。同行竞争激烈

中菜可以说色香味俱全，不仅取材广泛，烹调方
法繁多，菜色变化无穷，而且，菜系丰富，口味独特。

中餐馆无论在菜色变化、装潢设备，还是经营规

德国的金曼教授（Ｐｒｏｆ Ｇ．Ｋ．Ｋｉｎｄｅｒｍａｎｎ）说：“中国饭

模等方面，往往形成“一窝风”跟进情况，导致了同业

是西方的交响乐，酸、甜、苦、辣、咸，烹、炸、炒、烩、

间无谓的竞争。再者，中餐馆分布过于密集，仅旧金

煎，五味百法交揉而得到一大和谐，所以不怕德、日、

山的中餐馆就有五六百家，１９９５年时，大纽约地区

法、意、美的各式饮食烹调，到这儿一齐等而下之，没

已有１ １５０家华人餐馆。中餐馆多，竞争力就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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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中餐业也受到其它国家餐馆业的影响。近年

不仅是五角大楼．还有美国人甚至各国侨民的信心

来，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餐馆陆续涌向美国，

与经济。“９·１１”事件后，许多华人餐馆至少停业一

吸引了不少白领顾客。因此说，中餐对高档消费阶层

周，游客大减，亏损严重。华侨餐馆业协会首两个月

敌不过考究的西餐，对普通大众而言，其吸引力远逊

反映该会会员的生意大致下跌了４成，６０％的中餐

于肯德鸡、麦当劳及意大利薄饼等。

馆营业额下跌了３～７成。中新网报道：美国纽约亚

３．从业人员素质低．不善管理，经验技术缺乏

美商业发展中心的最新调查显示，尽管纽约华埠没

管理服务跟不上。店主为减少支出，尽量压缩服

有一例，但有关传言和人们对ＳＡＲＳ的恐惧心理仍

务员数量，忽视服务质量。更甚者，有些老板会把员

令华埠经济在经受“９·１１”恐怖袭击的打击后雪上加

工的小费收缴上来，使员工的服务热情大大降低。尤

霜。调查显示，华埠商家整体认为，ＳＡＲＳ使得华埠

其一些既无资本又无厨艺的新移民以中餐为生，一

的营业下降了３０％，情况严重的商家说下降了５０％

味以价廉吸引顾客，导致恶性竞争，令华人餐馆业逐

～６０％。由于ＳＡＲＳ源起于中国，人们纷纷对美国的

渐衰退。另外，缺乏具有专业水准的厨师，烹饪技术

唐人街和亚洲人开设的餐馆避之不及，尤其旧金山、

差。加之，中餐食谱一成不变，做来费时费力，等菜时

波士顿和纽约的唐人街生意萧条。以洛杉矶为例，这

间长，也令顾客望而却步。

里有７０万华裔人口以及全美最价廉物美的中餐馆，

４．资金薄弱，管理保守，推销路径窄，难经历大
风浪

往日顾客盈门，如今生意减了一大半。过去，洛杉矶
的半岛海鲜酒家以大龙虾２．９９美元一磅（一磅合

由于未能突破家庭经营观念，多数中餐馆无法

４５４克１最为出名，但２００３年４月份有人散布谣言

吸收更多资金，以支持事业扩展所需，往往竞争无

说这家饭店发现ＳＡＲＳ患者，生意因此一落千丈。最

力。管理制度往往“以人治代法治”，管理餐馆不是靠

后．甚至市议员和警察局长也出来为这家饭店辟谣。

正规的经营制度，而是带有很大感情因素，往往以口

可见。ＳＡＲＳ对华埠餐馆业的打击尤为严重，去华埠

头指挥为主。中餐馆一般多分布于华埠（唐人街），服

就餐者大为减少。
另外，中美饮食文化的差异也对华人餐馆造成

务对象主要为华人。经济来源少，经营保守。在推销
方面，由于资金、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原因，宣传面很

了影响。中国菜尽揽天下可食之物，把珍禽异兽、生

窄，推销路径较少。

猛海鲜等都纳入盘中．如“龙虎斗”（蛇猫合烹）、“香

５．餐馆档次偏低．星级餐馆少，环境较差，卫生
条件欠佳

肉煲”（狗肉）等，而在美国人眼中，狗猫之类乃宠物，
怎能用来烹食。此种饮食着实让美国人“跌破眼镜”，

尽管在美国也有一些知名的中餐馆，如纽约的

哪敢再进中餐馆？况且，美国人认为不洁的东西也被

银宫、帝国，洛杉矶的金钱楼，华盛顿的湖南大饭店

华人摆在桌上，如鸡爪、猪蹄、动物内脏等，美国人一

等，它们不仅装潢独特，环境卫生、服务等方面也出

见此物便胃口全无，哪来勇气再咀嚼一番？

类拔萃，但此类上档次的中餐馆为数很少。美国国际

可见．中餐业在美国的发展并非想象中那样好，

食艺推广协会副主席汤富翔曾在美国报纸上刊登告

又由于美、１３等国也开始进军中餐业，致使华人餐馆

示：凡经营中餐业的华人，谁的饭店能率先跻身四星

在很多地区受到排挤。当然，华人餐馆在美国出现的

级以上饭店行列，以汤家饭店股资相送，此说一直无

一系列问题，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如果能很好地解决

人问津。

这些问题，对华人餐馆业的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

６．受客观因素影响，尤其“９·１１”事件以及ＳＡＩＬＳ

作用。

侵美谣言的影响．美国华人餐馆遭受打击

（四）结语

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灾难也日益全

球化，恐怖事件、疾病、能源战争等开始蔓延全球。如

华人餐馆业要在现有基础上取得更大进展，在
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应注意以下几点。

“９·１１”事件，打击的不单单是美国，也影响到世界的

１．确立适应顾客需要的经营观念，留意顾客取

各个角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打击美国

向及同行业（包括中国菜及其他各国菜系）的营运趋

势必影响到各国来的移民。“９·１１”恐怖分子炸伤的

势，搞好市场调查研究，迅速有效地掌握市场需求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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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班，扩大其经营力量。

息，最好聘请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做顾问。同时，突破
家庭经营观念，实行股份制，健全资本结构，吸收社

５．创造自己的品牌，向国际化、高档次进军。要

会上的有效资金（如商业贷款等），来积累资金并分

保证环境优美舒适、菜肴美味可口，餐厅、洗手问随

担风险，并且要迅速掌握国家经济政策信息，积极利

时保持清洁，厨房符合标准，食品储放讲究卫生等。

用政府优惠政策。

服务更是重中之重．无论是老板还是服务生要做到

２．建立餐馆前，首先做好投资环境的考察，如当

服装整齐雅洁、态度诚恳热情、动作灵活矫健、工作

地的地理位置、居民生活水平及数量、餐馆的分布及

积极负责。再者，要提高餐馆的经营效率，运用联合

数目、附近有无停车场等，若在餐馆饱和的地区再建

采购与连锁店的有利模式，集团采购，降低成本，最

餐馆，必定竞争激烈，获利少。要坚决避免“一窝风”

好建立自己的配货中心，经营走向企业化，管理走向

的做法，应以服务质量取胜，莫以价格便宜为上。要

科学化。
６．要充分利用政府的经济援助政策，做好华人

了解顾客人１３结构的变化及其生活习惯，增加供应

餐馆的重建工作。由于近年来美国成为恐怖分子的

各类货色。
３．提高经营者及从业者的素质．注重专业人才

重点袭击对象，美国华人也不可避免地被波及到。尤

（管理者、厨师等）的培训及聘任。管理人员要多与顾

其“９·１１”事件，对华人社区造成较大影响，更甚者，

客交流，听取他们的亲身体会和意见，对于提出宝贵

ＳＡＲＳ谣言四起，致使华埠经济损失惨重，华人餐馆

建议的顾客要有优惠政策，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厨

业更是遭受重创。因此，华人餐馆的重建工作显得尤

师们随时掌握烹饪潮流，是以“中”为主，还是“中西

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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