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黄龙溪第一家一根面的老板，将景区另一家一根面告上法庭，
以败诉收场。草蛇灰线，绵延千里。这一出风浪始于2011年第一家一根面
餐馆的开业，盛于今年6家一根面餐馆齐头并进，花式拉面也在激烈竞争
压力下诞生。在黄龙溪，靠着把式和吆喝，一根宽度不足1厘米的面条，承
载着整家面店的荣辱兴衰。不断翻新的拉面把式，层出不穷的一根面新

店，一墙之隔的激烈竞争，都使得黄龙溪的一根面江湖竞争空前热烈。下一个花式拉面把式如何？下一个
拉面网红何时诞生？下一家拉面店好久营业……在黄龙溪的拉面江湖，没人能说清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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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校年检结果不合格
将被列入黑名单并暂停招生

近日，市教育局发布了民办学校年
检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区（市）县教育局在
民办学校党建工作、办学条件等方面工
作自查自纠的基础上，重点检查民办学
校的办学场地、财务管理、招生宣传和劳
动用工情况。如果学校存在以下四个
方面的问题，将被责令其立即整改或
限期整改。这些问题包括：

存在未经教育主管部门书面同
意设立的教学点，办学场地、设施设
备、食堂、饮用水等不符合安全、消
防、卫生、环保等规定等问题；存在
收费项目、收费标准、退费办法及程
序，未在主要办学场所的显著位置
公示或以书面方式全面告知家长
等；存在擅自变更办学层次（如小学
附设学前班、幼儿园，非学历培训机
构举办学历教育等）等问题；存在与
教职工未签署劳动合同，拖欠教职
工工资等问题。

2016年度民办学校年检结果分
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在
市、区（市）县教育局门户网站上公
布。年检结果为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的
要限期整改，整改期满仍不合格的，
列入当年度成都市公共信用信息管
理系统不诚信名单（黑名单），并暂停
招生，至年检合格后恢复招生。

成都商报记者 张瑾

房地产调控政策初见成效
市房管局：天府新区、
高新区降温尤其明显

从去年10月开始至今年4月，我
市先后四次出台房地产市场调控政
策。目前这些政策效果如何？昨日，
市房管局做客《成都面对面·政风行
风热线》节目时表示：限购最为严格
的天府新区、高新区降温尤其明显。

市房管局产业发展处工作人员
王颖表示，通过几轮调控政策的实
施，目前效果较为明显，购房需求由
限购区往非限购区外移，“今年1到4
月我们全市新建商品房成交面积的
同比增幅是10%，比限购之前大幅收
窄了14个百分点。其中高新和天府这
两个限购最为严格的区域，同比增幅
是由去年1到9月的45%，收窄到了今
年的负的45%。”记者了解到：截至4
月末，全市商品住房成交均价为
7429元/平方米，环比下跌0.1%。其
中，限购区域和非限购区域成交均
价分别为8246元、4670元/平方米，
环比分别下跌1.2%、0.8%。

针对“二手房交易”，在今年3月
23日我市将二手房纳入到限购范围
之后，购房需求外移现象，在二手房
方面的表现也尤为突出。“从今年4月
份来看，全市的二手住房成交面积环
比下降了15%，应该说这个效果是比
较立竿见影的。”王颖介绍，其中限购
区域降幅更为明显，是18%，高新和
天府环比降幅高达38%，非限购区域
环比增加了3%，“非限购区域和限购
区域呈现了不同的市场特征。”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竞争如此激烈，足以让每个面馆老板都不敢掉以轻
心，“其实我不喜欢音乐吵闹，但是没办法，竞争压力太
大，随时要担心其他店想出新花样。”刘建国原有的“酒
香不怕巷子深”的观念被颠覆，“我原来以为吃一根面是
嘴巴吃，现在才明白也用眼睛看的。”新招“龙飞凤舞”也
是应对办法。

黄龙溪一根面的江湖里，有餐馆在长期大量招收学
员，希望把花式拉面流水线延伸下去，避免拉面人手不
足的窘境。还有餐馆另辟蹊径，正在马不停蹄在外地考
察，希望把一根面的版图向外开辟。在激烈竞争中，也有
坚持者。古镇美食坊一直坚持不跳舞、不放音乐，既有主观
意愿“美食口味最重要”，也有客观限制，“店外上面有电
线，其他拉面店距离我们太远。”

对于这些一根面餐馆的激烈竞争，中国食文化研究
会常务理事、首批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刘学治提出两个建
议，一是走出去，二是做套餐。“既然黄龙溪开得走，也可
以开到其他旅游古镇，不要在黄龙溪里困死。”同时，对
于黄龙溪的餐饮店本身，刘学治建议通过套餐的形式出
售，“在主食基础上配汤配粗粮，像是一个面配一碟小
菜，一个汤等都可以。”

“如果市场饱和了，竞争达到一定程度，就要求全方位
竞争。”刘学治分析，现在黄龙溪的一根面竞争激烈，单纯
想靠味道来一招制敌，作用不会很大，“色香味形器意养”
都要兼顾，“既要吃招式，也要吃巴适。作为旅游景点来说，
表演只能说是营销手段，做长久还是质量和性价比。”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董晋升 摄影记者 王红强

有人的地方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江湖。。黄龙溪拉黄龙溪拉
面小哥田波走红的背后面小哥田波走红的背后，，隐藏着黄隐藏着黄

龙溪的龙溪的““一根一根面面””江湖江湖。。
在黄龙在黄龙溪溪，，靠着把式和吆靠着把式和吆

喝喝，，一根宽度不足一根宽度不足11厘米的面厘米的面
条条，，承载着整家面店的荣承载着整家面店的荣

辱兴衰辱兴衰。。

事实上，一根面
在黄龙溪的兴起远
不如想象中长久。
2011年，青白江人刘
建国来到黄龙溪开
店，当时店招就叫

“一根面”，蓝色彩旗
上方则标注“黄龙溪
名小吃”。

店铺开在黄龙
溪下段仿清街，开业
初艰难之时，十多天
也卖不出一碗面。转
机在2011年10月发
生，刘建国的“一根
面”参加第八届中国
国际美食节小吃争
霸赛一举夺魁，此后
被国内外近百家媒
体宣传报道。而刘建
国本人也投入大量
广告宣传“一根面”。

黄龙溪仿清街
“一根面”一下子打
响了名头，从早到晚
都是排队的人。紧挨
着刘建国店铺的是
一个太婆收费的公
共厕所，“光是公厕，
一天都可以收几百
块钱。”甚至有游客
因为太晚没吃到面
就在旁边旅馆住下，
方便第二天一大早
来敲门。

而一根面的制
作并不如想象中那
么神秘。在黄龙溪开
的一根面餐馆，大多
是从山西师傅处学
习一根面。成都商报
记者尝试搜索“山西
一根面”，发现网络
上有时长5分钟的山
西一根面制作视频，
视频中一位操着山
西口音的面食师傅
从“和面”“揉面”到

“抻面”都做了详细
讲解。

此外，网上名为
“中华百味鲜小吃培
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张
先生透露，只要花费
1500块，就可以在一
周内学会做“一根面”。

一家独大的格局不
到1年就被打破。2012年，
原本占了3亩地开快餐、
住宿的黄龙溪镇龙街69
号也开始做起一根面生
意，黄氏一根面（现更名
为黄真一根面）的木制牌
匾往上一挂，请来地道的
山西师傅做拉面。

同一年，镇龙街71号
的盘龙一根面（现在换老
板，改叫古镇一根面）开
业，既卖一根面，也卖三
大炮、菠萝饭。它和黄氏
一根面仅一墙之隔。不是
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
压倒东风。游灵说：“你生
意好，吼得凶，另外一边
也得跟着吼得凶，不然客
人都去那边了。在过去只
有我们店时一天销售额可
能有8000元，现在隔壁开
了一家，我们一天就只能
卖5000元了。”游灵印象
中，放音乐声大小、吆喝卖
力程度都跟当天生意好坏
成正比，这也让店与店之
间的竞争异常激烈。

黄龙溪的一根面江
湖之争，从这里发散开
来，覆盖了整个黄龙溪。
以黄真一根面销量为例，
旺季一天的营业额可以
达到2万，最高一天达到
过4万，“其中绝大多数是
吃一根面的。”该店知情
人士还透露，在去年大年
十五当晚，赶上游客在附
近烧香返潮，“仅仅一晚
上就卖了3000多碗。”

网红田波的走红，给
黄龙溪的旅游又添了一把
火，“过年那几天游客量估
计有7万人，田波红了以后
那几天，游客量超过10万
人，比过年还红火！”游灵
自己心里也有笔账。

2014年5月，首先在黄
龙溪开一根面的面馆老
板刘建国迫于竞争压力，
转而在黄龙溪上段镇龙
街开新店，旧店依然保
留。2014年10月，盘龙一根
面迁址到黄龙溪黄金路
10号，更名古镇美食坊。
原本的镇龙街71号由新
老板盘下，取名古镇一根
面继续做生意。去年，樊
哈儿一根面也开业。三年
时间，黄龙溪就新开了5
家一根面餐馆。

在刘建国看来，另
外4家新店给自己的打
击是致命的：“我的老店
处于黄龙溪下段仿清
街，从入口进最远处才
到，生意做不下去了。”
形势恶劣之至，老店可
能一天只能卖10多碗
面，前期十多万的广告
投入、一直以来的媒体
宣传都变成“为他人作
嫁衣裳”。

2016年，刘建国一
纸诉状，将黄龙溪第二
家开业的一根面餐馆古
镇美食坊告上法庭诉其
侵权。刘建国没有请律
师，“我只是要一个结
果，不管是输还是赢，我
都是赢。”当时他已经想
好，如果输了就更名，赢
了更好。在被告古镇美
食坊看来，一根面仅仅
是菜名，和店内售卖的
三大炮、菠萝饭没有区
别。“一根面不是黄龙溪
的传统名小吃，它是山
西的。”古镇美食坊老板
丁先生说。

2016年12月26日，成
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原告刘建国败诉，判决书
中表明：“本案中，黄龙溪
一根面小吃店所举的平
面媒体及视频新闻媒体
的证据中，更多的内容为
将‘一根面’作为制作方法
独特的‘黄龙溪古镇不可
错过的美食’予以介绍。”
法院认为，在现有证据已
经证明“一根面”为一种传
统小吃的情况下，该文字
不应在食品行业领域内
为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予
以独占。同时，法院认为

“被告古镇美食坊仅在其
店招上使用了‘一根面’字
样，并无证据证明其使用
了黄龙溪一根面小吃店
的企业名称。”

败诉后，刘建国被
迫把“一根面”招牌改为

“黄龙溪一根面”。这一
次新店装修开业，刘建
国多了一个心眼：“黄龙
溪一根面”牌匾下专门
用红底黄字提醒：“认准
黄龙溪一根面注册商
标，谨防假冒。”

竞争并没有随着这场
官司而消退。“商场如战场，
我都‘死’了两回了。”刘建
国觉得老店迁址、田波复出
是两次“死而复生”。

2016年上半年，边跳
舞边吆喝卖一根面的营销
方式开始产生，“最开始就
是瞎跳，大家没事干，扭扭
腰。”和黄真一根面一墙之
隔的古镇一根面店内员工
回忆。到了今年1月份，负
责拉面的小哥也开始伴随
歌曲舞动，花式拉面诞生。
谁也说不清，是哪家第一
个想出来，花式拉面迅速
在黄龙溪被复制，现在成
为新学员的必学课程。

从一个不会拉面的年
轻人，到闭着眼睛也可以
拉面的“老司机”，游灵只
用了3个月。他把飞速的进
步归功于竞争，“没有竞争
就没有压力，店里每一个
学员来，都必须练上一周，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

这样的花式拉面并不
如看起来容易，游灵最初
练习要将拉面抛高，“起码
要高过自己身高。”其次，
要渐渐熟悉转圈动作，最
后才是表情、手势与拉面
相配合。除了在店观察动
作，回家后的游灵还要通
过快手看拉面视频。“刚刚
开始，我同事说我的表情
看上去很凶，客人都走
了。”为了练好拉面，游灵
回家后，还要看着镜子继
续练习表情。

花式拉面花样多了起
来，“光是收尾面条入锅的
动作就有七八种，”游灵娓
娓道来，转圈后手请面入
锅、抖面后高处入锅、转身
后换手入锅、面从头上进
身上过都是收尾手法。也
因激烈竞争，古镇美食坊
的一根面迟迟不敢涨价，
维持15元。

古镇一根面的拉面小
哥阿飞（化名）才干了一个
月，妩媚的动作让这个习
惯戴横条纹帽子的小伙子
也小有名气，周围不断有
客人拍照。对着镜子练习
表情也是阿飞学习拉面的
秘诀之一，店里有专门的
女性拉面师傅，教每一个
学员如何通过妩媚眼神与
客人交流，还会把店内拉
面的视频拍下，方便店内
学员回家学习。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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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与成
都新闻实践》系列讲座
昨在成大举行

成都商报讯（实习记者 常宛）5
月9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与成都
新闻实践》系列讲座第五期在成都
大学举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四川
记者站站长陈俊为到场的200多名
同学带来了一场主题为《移动互联、
融合、多元化背景下的媒介发展
——以音频媒介为例》的精彩讲座。

陈俊认为，互联网的影响力日
益增强，传统媒体面临被边缘化甚
至丧失舆论引导权的危险，但音频
媒介具有其他传统媒体所不具备
的优势，“音频媒介在诞生之初，就
具备新媒体即时、移动的特征，接
受便捷，覆盖广泛。”陈俊认为，在
移动互联时代，音频媒介的媒介形
态、产品形式、生产方式等等都会
发生很大变化，每个人都有可能成
为内容生产者。

成都发行全国首单银行间
市场双创债

昨日，记者从成都高新区获悉，
全国首单银行间市场“双创”债由成
都高新投资集团在全国银行间债券
市场正式发行。该债券规模10亿元
人民币，期限五年，由成都高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国家开发
银行为主承销商，会同成都银行作为
联席主承销商来完成首次发行。

该债券发行主体为高新园区、
孵化器、“双创”示范基地等，募集资
金可用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偿还
银行贷款或通过委托贷款、股权投
资等方式支持一批诚信优质“双创”
企业获得稳定低成本融资。记者从
成都高投集团获悉，募集资金首期
发行 5 亿元，主要用于新川创新科
技园中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孵化园，
生物医药创新孵化园两个由成都高
投集团组织建设及运营的重大孵化
器项目。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艰难：开业初十多天
也卖不出一碗面。
转折：因美食节夺魁
打响名头。
红火：甚至有游客因
为太晚没吃到面就
在旁边旅馆住下，方
便第二天一大早来
吃面。

竞争：“过去只有我们店时
一天销售额可能有8000元，
现在隔壁开了一家，我们一
天就只能卖5000元了。”
盛况：以黄真一根面销量
为例，旺季一天的营业额
可以达到2万，最高一天
达到过4万。

原告：我只是要一个结
果，不管是输还是赢，我
都是赢。”
被告：一根面仅仅是菜
名，和店内售卖的三大
炮、菠萝饭没有区别。
判决：原告败诉，“一根
面”不应在食品行业领
域内为任何人以任何方
式予以独占。

变化：2016年上半年，边跳
舞边吆喝卖一根面的营销
方式开始产生。
升级：到了今年1月份，负
责拉面的小哥也开始伴随
歌曲舞动，花式拉面诞生。

“六强争霸”各擅胜场现状
沿着成都以南走上

40公里，府河、鹿溪河两
江环抱之处，双流、新津、彭

山三地交界之地，就是黄龙溪了。
网络和媒体的力量让黄龙

溪迎来“网红”时代。配合着音
乐，一根面在拉面小哥手上飞
舞，不足一厘米宽的面条承担着
揽客重责，甚至关乎整家面店的
荣辱兴衰。刚刚回归黄龙溪继续
拉面的“网红”田波，也变出了新
花样：他和一位女性拉面师傅一
起拉面，老板刘建国得意地取名
为“龙飞凤舞”，配上的音乐是

《两只蝴蝶》。
沿着黄龙溪景区走一圈，售

卖“一根面”的餐馆就有6家，其中

刘建国有两家店面，堪称“六强争
霸”，这还不算节假日临时开卖的
摊贩。在黄龙溪主街上段的黄龙
溪一根面、古镇美食坊、樊哈儿一
根面依靠地理优势夺得先机；一
墙之隔的黄真一根面、古镇一根
面激烈竞争，苦练花式拉面本领
吸引游客；位于仿清街的“一根面
餐馆”，也是刘建国的店面，距离
游客入口最远。

放音乐、扭腰肢、花式拉面成
为主流，“选择的音乐一定要是
DJ版，方便带动气氛。”在黄龙溪
镇龙街69号的黄真一根面拉面师
傅游灵技艺娴熟，午饭饭点过后，
游灵从铜锅火炉旁让开来，擦了
擦额上豆大的汗珠。

吃招式还是吃巴适？未来
●黄龙溪一根面的江湖里，有餐馆在长期大量

招收学员，希望把花式拉面流水线延伸下去
●古镇美食坊一直坚持不跳舞、不放音乐，既有主

观意愿，也有客观限制
●专家给出两个建议：一是走出去，二是做套餐

江
湖
之
远

一面
一江湖

在黄龙
溪，6 家一
根面店“齐
头并进”，使
得黄龙溪形
成了一根面
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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