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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艰难前行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
2022年12月，全国餐饮收入4157亿元，同
比下降14.1%；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882
亿元，同比下降17.8%。2022年1月至12
月，全国餐饮收入43941亿元，同比下降
6.3%；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10650亿元，
同比下降5.9%。

作为疫情期间最惨的五大行业之一，
三年来，餐饮人面临疫情的“大考”“小考”
接连不断，对整个餐饮行业来说，无论从经
营者内心的认知，还是从经营思路和经营
模式等方面都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磨砺。
2022年更是餐饮人最难的一年，一年来的
起起伏伏，让餐饮人有了一种历经风雨、铭
心镂骨的感悟。

孙老板去年开了一家新店，投资200多
万元，几个月装修后没开多久就遇到了疫情，
不得不关门歇业。一年下来前前后后有半年
多的时间没有营业，人员工资、投入成本、房
租等压得他喘不过来气，丢弃不甘，重新启动
囊中羞涩，内心煎熬进退两难。

如果说像孙老板这种新店基础不稳抗
风险能力不足，面对疫情反复进退失据的
话，对许多老店来说，同样感到深深的寒
意，即便有着深厚的基础和客户资源，2022
年也让他们深深感受到有一种遇到“最后
一根稻草”的惶恐。

如何安置和安抚自己的员工，何时开
放堂食、疫情之下的餐饮之路该如何走、疫
情之后的企业如何迅速恢复生气？种种的
问题一年来都在他们脑海里不停地出现，
也成为他们躲不过去的难题。

这一年，许多老板们之间聊天说的不
是你赚了多少，而是如何维持企业正常运
转，保住员工的饭碗，让每个餐饮企业背后
的一个个家庭能渡过这个难关，和企业一
起坚持到春暖花开来年再战！

新的一年 烟火愈浓

2022年是餐饮界最艰难的一年，也是
餐饮行业经历三年疫情后发生转折的一
年，因为这一年，许多餐饮人经历了洗礼，

从内心到行动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
对市场、企业自身、未来，也有了更新的认
知和打算。

黄河滔滔，经九曲之后方能奔腾入海，
人生漫漫，经历磨难才能获得成功。这也
许就是经历过这三年疫情后，在新的一年
里餐饮人内心最深的感悟。

不管是在河南省餐饮与住宿行业2022
年表彰大会上，还是在焦作市餐饮与住宿
行业协会2023年度第一次会长办公会议
上，谈到过去、现在、将来，餐饮人脸上、话
语中，有悲壮，更有豪情和信心。大家谈的
有这三年来的艰难，但更多谈的是三年来
的感悟和对未来企业发展的思考。

疫情期间，政府相关部门出台了许多
促销措施，积极帮扶餐饮企业渡过难关，而
焦作餐饮人即便曾经迷茫过，但从来没有
后退，从来没有放弃希望。

有像“马家大爷”的老板王军一样，在
2022年静心思考学习，积极推进线上平台
建设，加快“马家大爷”品牌方便食品的售
卖力度，形成线上线下优势互补，逐步完善
企业产品和经营结构的。

远在兰州的陈维精六代孙陈九如，也
守家中精心整理了几十万字的陈家菜谱，
还将其姐夫马中杰与人合作的，一个描述
上世纪90年代初一名藏族青年致力于兰州
拉面推广的二十五集电视连续剧的剧本整
理出来，在网上进行连载。陈九如说，这是
当年马中杰的和友人的心血，也是对牛肉
面200多年文化传承的一种敬意。

也有像轩成大别山、园鼎餐饮一样，利
用自身品牌和优势，在做好团餐的同时，积

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延伸产品架构，创
新思路，开拓新的销售渠道的。

也有像“三锅演义”的老板李秀梅一
样，在面临困难时，静下心来加强队伍建设
和新品开发，用一个新品羊肉包子支撑起
对未来的希望，为以后工作更好地开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的。

“每个人背后都需要撑起的是一个家庭。”
李秀梅说，现在店里工作的都是老员工，越是
在困难时期，越要保证每一名员工都不掉队。

“开好饭店更要带好这个队伍，这才是一个企
业负责人应尽的社会责任。”李秀梅说。

也有像月季花园酒店、龙佰服务有限
公司、老怀山药酒有限公司、福旺商务酒店
这样的餐饮企业，在疫情期间积极捐款、捐
物支援抗疫的。

疫情无情人有情，许多餐饮企业都在坚
守，都在尽力维持员工队伍的稳定，在勇于担
当不忘社会责任的同时，等待春天的来临。

2023年，随着优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地、
助企纾困力度加大，各地餐饮业开始逐步
回归正轨，人们出行不断增多，春节将至，
新的一年里，烟火愈浓，也相信我们的餐饮
人在千锤百炼之后必然迎来更强大的自己
与更美好的未来。

图① 河南省餐饮与住宿行业协会
2022年度表彰大会。

图② 越秀人家新年开新店，喜迎新春。
图③ 焦作迎宾馆开展特色活动喜迎

春节。
图④ 焦作市餐饮与住宿行业协会领

导到餐饮企业走访调研。
本报记者 陈东明 摄

春天来临 烟火愈浓
本报记者 陈东明

1月22日就是春节，2

月4日是农历正月十四，立春。

1月16日，在河南省餐饮与

住宿行业 2022 年度表彰大会

上，来自我市的 10 家企业单位

和19名个人分别获得了河南省

正餐、简快餐、团餐、抗疫爱心奉

献企业和个人、金鼎、金厨、金爵

及四星级、五星级豫菜师傅等先

进集体、个人奖。

会议现场，历经三年风雨过

后的餐饮人脸上洋溢的不仅是

拿到奖项后的喜悦，更是内心对

春天的向往，对未来餐饮市场发

展美好前景的坚定。

这10家企业单位和19名先

进个人代表的不仅是行业协会

和社会对他们去年工作的点赞，

更是对焦作餐饮界2022年一年

来在艰难中努力前行和勇于担

当的认可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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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风阵阵吹过，满眼桃花
红透。啊，北孔，我的梦，那里春
天我们在这里邂逅，共游美景，
你我一起走。”在1月10日央视
播出的《我的宝藏“村晚”》中，马
村区武王街道北孔庄村带来的
一首原创歌伴舞《我在北孔等
候》，击中了很多人的乡愁。

“孔子问礼，车绕城走；武王
伐纣，名扬千秋。窈窕淑女，驻
足停留，相思缕缕，缠绕衣袖。”
不少观众说，《我在北孔等候》这
首歌有《诗经》的韵味，更是打湿
了人们的点滴乡愁。“这首歌朴
实无华又富有诗情画意，旋律优
美动听而且易学易传，是歌颂家
乡歌曲中的佳作。”一名听众说。

这是谁写的歌词呢？很多
人想不到，这首歌是由当地农民
贾文峰创作的。

贾文峰今年快60岁了，是
马村区安阳城街道土门掌村人，
是当过兵、下过井的农民，如今
在一家银行当保安。

说起创作《我在北孔等候》，
贾文峰娓娓道来。贾文峰说，他
在2022年10月24日上午接到
马村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
负责人的电话，希望他能创作一
首反映北孔庄村农村建设新貌
的歌词，作品要参加2023年全
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

北孔庄村坐落于太行山南
麓，历史文化悠久，物产底蕴丰
厚，著名的“孔子问礼”以及武王
伐纣“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故
事就发生在此。近年来，国家倡
导的“乡村振兴”建设事业在北
孔庄村蓬勃发展，已成为马村区
以文旅为引领、助力推动乡村全
方位兴盛的模范村。

接到这个任务后，贾文峰多
次到北孔庄村采风，用审美的眼
光看这里的景与物、人与事。在
深入采访体验的基础上，他产生
了创作灵感。回到家后，他趁热
打铁，晚饭也来不及吃，用短短
几个小时就顺利地完成了歌词
初稿，之后又进行了精心修改。
歌词用第一人称，以一个恋人的
角度去回忆邂逅北孔庄村时的
美丽情景，然后进行时空交错、
穿越，把现在、过往与远古在此
处所发生的故事，用丝线般的手
段有机地串连起来，展示在人们
面前。

北孔庄村在全国“村晚”展
示活动中受到好评，这首歌被不
少听众津津乐道。贾文峰说，这
是今年新春佳节前收到的最好

的礼物，也是他多年孜孜
不倦填词的最好回报，更是
他厚积薄发的结果。

央视《中国诗词大会》年度
总冠军、“外卖小哥”雷海为，在
泥土里生活、在云端读诗。贾文
峰也是这样一位在泥土里生活、
在云端填词的凡人，依然有着自
己的“诗与远方”，写作、填词就
是他所仰望的“星空”。

贾文峰从小就喜欢文学，考
大学时因两分之差落榜，1979
年参军入伍，在火热的军营里依
然追求他的文学梦，坚持练习写
作，先后当过连、营、团部新闻报
道员和师部新闻写作员，因为采
写发表了大量反映军旅生活的
新闻作品，多次受到部队嘉奖。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涉足
歌词创作，在《心声》词报发表了
处女作歌词《战士的爱》，从此与
歌词结下了不解之缘。

退役返乡后，贾文峰在繁重
的劳动生活中笔耕不辍，多次在
全国性歌词征集比赛中获得奖
项。2008年，广西民族出版社
结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歌词集
《心愿彩虹》。2017年，在吉林
大学白求恩医学部、吉林大学白
求恩精神研究中心举办的“白求
恩之歌”海内外歌词征集活动
中，贾文峰创作的《白求恩之歌》
斩获优秀奖奖杯与荣誉证书。
2018年，他为焦作市首部非遗
文化微电影纪录片《戏迷姬文
印》创作的同名主题歌词，随同
影片在网络与院线面向全国展
播。2021年，他为马村区武王
街道等创作了《武王，我美丽的
家乡》《十里泥土十里香》《爱的
家园》等歌词。

仅2022年，贾文峰就在省、
市级媒体平台发表歌词近百
首。这些饱含浓郁真情的歌词，
字字句句诠释着一位农民对党、
对祖国、对人民、对现实生活发
自内心的热爱。

多年前，我国著名词作家曾
宪瑞曾为贾文峰出版的词集《心
愿彩虹》作序。序中说，有志者
事竟成，贾文峰心中蕴藏的理
想、追求和热情，一旦得到释放，
便会像他开采的煤炭一样发热、
发光，他那美好的心愿将像彩虹
一样升起在蔚蓝的天空。

我们也像曾宪瑞那样衷心
祝福，心愿的彩虹把贾文峰托举
起来，让他的工作、生活、创作更
上一层楼，成为他人生路上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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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贾文峰在试唱新写的歌词。
图② 亲近自然，寻找创作灵感，贾文峰在进行歌词创作。
图③ 每一首新歌词都要经过反复修改。
图④ 贾文峰的诗歌集。

本报记者 吉亚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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