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曾在上周报道了“周杰伦
的奶茶店”machimachi撤离宁波
的消息。事实上，machimachi并
非个例。近年来，在宁波的茶饮市
场上，也有许多曾经红极一时的网
红品牌黯然淡出消费者的视野。

号称“2018年最火网红奶茶”
的鹿角巷也是其中之一。广州店排
队100米、上海店排队需4个小时
……2018年9月，鹿角巷宁波首店
在鄞州印象城正式亮相。

不出意外的，在宁波，鹿角巷也
延续着与全国其他城市类似的排队
热潮。据了解，在开业初期，排队购
买饮品的平均时长在30-45分钟，
顾客接待量始终处于“满载状态”。

实际上，由于当年“红极一时”
的热度，在鹿角巷宁波首店之前，早
已有不少“山寨版”鹿角巷在宁波提
前收割了一波关注和流量。

截至2018年7月，大众点评上
搜索鹿角巷，宁波地区显示有7家
门店，分别是南塘老街店、天一广场
店、城隍庙店、明州里店、南雷路店、
滨江商业广场店、新城吾悦店。然

而，据鹿角巷创始人邱茂庭证实，这
7家门店均非鹿角巷正版门店。

然而，这番热度在宁波持续的
时间并没有很长。到2018年年末，

“排队买鹿角巷”的火爆场面已经不
复从前。

鹿角巷的爆红，主要归功于首
创的“黑糖珍珠奶茶”。其黑糖鹿丸
系列备受追捧，堪称流量爆款，让鹿
角巷迅速成为“排队王”，而后在社
交平台上迅速扩散。此后，全国范
围内掀起黑糖珍珠的热潮，几十个
奶茶品牌马上跟风，竞相推出黑糖
珍珠类产品。

自此，黑糖奶茶变成满大街都
可见，属于鹿角巷的新鲜感已经消
失。在产品更新换代神速的茶饮市
场，无法持续打造有“记忆点”的产
品，也就意味着“泯然于众”。

2020年下半年，这家曾经吸引
无数人专程打卡的“宁波唯一正版
鹿角巷”，黯然离场。记者从鹿角巷
官网看到，目前该茶饮品牌已经撤
离宁波。截至2021年6月，鹿角巷
大陆直营门店仅剩60家左右。

销声匿迹的“排队王”A

近两三年来，宁波的新茶饮市
场迎来一轮“全面爆发”，先后涌现
出喜茶、奈雪の茶、古茗、乐乐茶等
一大批新式茶饮品牌，在迅速席卷
庞大消费群体的同时，对宁波吃货
而言，“排长队买一杯茶饮”也不再
是什么新鲜事。

而在消费热度退去后，除了
machimachi、鹿角巷等“匆匆离场
者”，在市场厮杀中留存下来的头部
选手，大多也不复往日的火爆光
景。最直观的感受是，网红茶饮门
店排队的人少了，动辄几百人的“长
龙”不见了。

以喜茶为例。从2018年12月
进入宁波市场以来，在较长的一段
时间里，喜茶始终保持着“排队2小
时，喝茶5分钟”的热度。

无论是位于宁波来福士广场的
喜茶宁波首店，还是吸引众多网红
品牌的鄞州印象城店，浩浩荡荡的

“买茶长队”，都真实见证了喜茶在
宁波的高光时刻。这样的场景，一

直到喜茶微信小程序喜茶GO上线
之后，才有所分流。

“竞品”奈雪の茶也不例外。
2018年11月，宁波首家奈雪の茶
门店在天一广场亮相，也不出意料
地成为当年的“排队王”。在社交平
台上，不时有人一边吐槽“实在实在
太难买了”，一边“炫耀”排队许久买
到的每天限量60杯的霸气芝士车
厘子。

在更早之前开启“排队热潮”
的，则是相对平价、打败coco的“一
点点”。2016年底，在宁波突然全
面开花的一点点，以颇具辨识度的
绿色店招、更为透明可见的饮品制
作台以及当年很火的“高阶喝法”、
隐藏菜单等营销方式，引得不少宁
波吃货“每天一杯一点点”。

然而，现在再一家家看过来，这
些曾经“排队长龙”如今都已经消失
了。更准确地说，消费恢复了常态
——想要买杯茶饮，走进店内随到
随买，随坐随喝。

刚刚过去的立秋，宁波人的朋友
圈、微博等社交平台，被“秋天的第一
杯奶茶”刷屏。确实，随着奶茶已经
成为年轻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新茶饮
市场的发展如今也如火如荼。

其中，年轻人成为茶饮消费的
主流。据奈雪联合CBNData发布
的《2020新式茶饮白皮书》数据显
示，2020年，新式茶饮消费者规模
突破3.4亿人。而90后与00后成
新式茶饮的主流消费人群，占比近
七成。

伴随着网红茶饮品牌的排队现
象，“你愿意为一杯奶茶等多久？”也
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据艾媒咨询数
据显示，33.8%的用户每周消费一
次新式茶饮，16.0%每天消费一次，
新式茶饮逐渐成为中青年群体的高
频消费品，这也推动了新式茶饮市
场快速发展。

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0
年第二季度，中国 34%新式茶饮
消费者愿意排队等待时长在10分

钟以内，32%消费者愿意排队等
待 10-20 分钟，愿意排队等待
20-30 分钟的消费者占比 26%，
5%的消费者愿意排队30分钟-1
小时，2%的新式茶饮消费者表示
从来不排队。

不过，从众多茶饮品牌从红极
一时到黯然退出，也不难看出消费
市场喜新厌旧的速度之快。在“来
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新式茶饮市
场，如何抓住消费者？

“餐饮界从来不缺网红品牌，一
种是爆红后能后续发力，保持火热；
另一种是爆红过后，销声匿迹。当
网红的头衔红利期过去，消费者更
加注重的是饮品口感和服务质量本
身，好的产品才能持续抓住消费
者。与此同时，网红茶饮需要解决
同质化、新品创新迟缓等问题，否则
容易使得整个市场呈现出疲态，消
费者的热情也会逐渐消退。”宁波市
商务局流通处处长张宇平说。

记者 史娓超

从排队长龙到随到随买

你愿意为一杯奶茶等待多久？

B

C

近年来，宁波的新茶饮市场迎来一轮“全面爆发”。在迅速席卷庞大消费
群体的同时，对宁波吃货而言，“排长队买一杯茶饮”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

然而在其迅猛发展的同时，也有不少细心的宁波吃货发现，“那些我曾经
排过队的奶茶店，为什么突然关门了？”

从红极一时到黯然离场……

那些曾经排过队的奶茶店，为啥关门了？
从红极一时到黯然离场……

那些曾经排过队的奶茶店，为啥关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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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宝龙广场machimachi之前的排队景象。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