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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吃，全世界没有任何一

个国家的人可以与中国人相提并

论。中国人不光会吃，还会做，更

会想方设法去寻觅获取美食的渠

道。全世界各地华人街的建立都

是以中华料理的出现开始的，中

国人每去一个新地方首先想到的

是这里有没有家乡的料理，家乡

的食材。

因为从事导游工作，我每天

的任务便是带着中国游客尝遍各

种日本料理：生鱼片、寿司、拉面

……但每当工作结束后，我自己

却扎进东京城北琦玉县内一个叫

西川口的地方。那里车站周围有

着几十家中华料理和中国物产店

等，号称琦玉“中华街”。因为房租

便宜，这里有着更多东京主城区

所没有的小吃，比如这家福建小

吃馆———福记。

来到店门口就看到墙上贴着

几张被中日媒体报道过的新闻照

片，相信是店长引以为傲的宝贝。

店面的装修没有很高大上，简单

的几个桌椅，就和中国街边上的

小馆子一模一样，在一片中国红

映衬下，感觉分外亲切。老板林先

生是一个看着身板健壮，却有着

清秀南方人面孔的福建小伙，一

会跑进厨房炒菜，一会又和日本

客人聊天开玩笑，偶尔还能听见

日本客人在用生涩的中文夸奖老

板是“帅哥”。

大老远跑来福记做饕客，怎

少得了这道招牌菜。作为一个地

道的东北糙汉子，第一次吃海蛎

饼竟还有点小清新的感觉。海蛎

子的鲜美和炸得酥脆的面糊掺在

一起，外面炸得金黄嘎嘣脆，看起

来像是东北的锅贴饺子，但口感

却意外 Q弹，里头咬出来的汤汁

和海蛎肉，就一个字：“鲜”！

砸吧着嘴，竖起大拇指，这卖

相普通的小吃完全开启了我这个

吃货新世界大门。而且福记的海

蛎饼才卖 300 日元（约合人民币

18 元），在高物价的日本简直难

以置信，路过店门口谁都可以买

个捎带着回家尝鲜。

除了海蛎饼，还有福建传统

特色小吃番薯丸。番薯丸用东北

人的话说就是地瓜丸，又是个表

里不一的食物。外皮软却很有嚼

劲，用猪肉、海苔、葱、牡蛎搅和调

出来的鲜美混合馅，咬上一口让

人欲罢不能。同时林先生对食材

的选料非常讲究，就拿番薯丸的

配料海苔来说，虽然日本也有海

苔，但他还是坚持使用从中国运

过的福建海苔，他说这样味道才

更正宗。番薯丸外形圆圆的，林先

生说有着那么点团团圆圆的意

思，这大概也是福清人离家后的

“乡愁”吧。

几年前福记开业之初

并不像如今这般门庭若

市，起初林先生选择的

是随大流的日式居酒屋，

主打传统日料，但因经验

不足，门可罗雀。眼看着这

样下去就要关张大吉，那时正巧

一位福建的朋友来到店里，带来

了做家乡小吃海蛎饼的工具勺，

说想尝尝家乡的味道。林先生顺

手操起小勺做起了海蛎饼。海蛎

饼以新鲜海蛎搭配上蔬菜，裹上

稠稠的米浆，是福清人心中的最

爱，当时意外的这一勺竟受到了

其他中国客人的好评，从此一传

十十传百，这里成了日本海蛎饼

网红店。

林先生终于琢磨到了门路，

原来福建小吃才是那把金钥匙，

开业半年后日式居酒屋的菜单全

都撤掉了，

店里卖起了福建

小吃。店名也从最开始迎合日本

人的“酒厂一旬屋”改成“福建料

理福记”。刚开始一些中国食客尤

其是福建老乡经常来光顾，后来

当地的日本人陆陆续续也会来尝

鲜，现在在网上用日语都能搜出

来“海蛎饼”，日本最大的电视台

NHK也曾经来这里采访过。其实

福清料理在日本的华人华侨圈里

不怎么知名，但就这样一个装修

简单的小店，却吸引着好多舌头

挑剔的日本人前来。

我有一次好事地和隔壁桌的

日本客人聊了起来，这位日本食

客因为自己在中国厦门留学过，

对海蓝蓝的厦门别有感情，一听

说有福建小吃店，就立刻赶来了。

他说“泛着海潮的香气，好吃到牙

软。”

林先生说他有一个小目标，

就是在东京推广福建小吃，让更

多人吃到正宗的福清料理。来到

异国，就意味着与家乡告别。但至

少到他这里，坐下来点一盘海蛎

饼，也许没那么精致，但热腾腾香

喷喷，够解馋，也算是过一把回家

的瘾。如果觉着好吃，那就再来一

盘。 （选载自《旅日》）

天下美食

海外生活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华商的生意普遍受到不小冲击。如今随着欧洲

疫情趋缓、多国逐步解封，复工复产也相应提上日程。但就复工后业务开

展，华商普遍持审慎态度：与赚钱相比，当下防疫安全处于首要位置。

大家的生意还好吗？受疫情启发，对下一步业务拓展又有何思考？

据希腊《中希时报》报道，希腊

发展和投资部副部长尼克斯·帕帕

萨纳西斯表示，伴随着禁足令解除

进入第二阶段，5 月 11 日起包括服

装鞋帽、家用电器和化妆品店在内

的众多零售业可恢复营业。

这也意味着 5 月 11 日起，希腊

的大多数华商批发和零售店铺可以

恢复营业。

“因为希腊政府早期借鉴了中

国的防疫经验，使得疫情在当地得

到了有效控制。”张玲在希腊从事投

资移民行业。她介绍，自从 5月 5日

起，部分行业已允许开门营业，但华

商对此普遍持审慎态度，“华人大多

比较重视防疫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张玲的

公司也计划于下周复工。现在，她已

经开始着手备足消毒液、口罩等防

疫物资，同时对办公室进行消毒，开

工后也要注重疏离员工密度，“保护

好自己，亦是保护好他人。”

疫情下，投资移民行业受到很

大程度影响。张玲坦言，自 3 月 13

日以来，其团队也一直采用居家网

络办公模式。

“平日除了看房，后续所有事情

也几乎都是网上办理。”张玲介绍，

疫情间，有些客户也通过网络进行

了交易，希腊政府也为企业员工提

供了一定补助，这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公司经营压力。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 4 月 28

日，西班牙宣布将分四个阶段降低

紧急状态，并计划在 6月底回归正

常状态。

包建安从小在西班牙长大，已

在当地从事服装批发生意 15 年。随

着西班牙逐步解禁，他的公司也在

停工近两个月后复工。但考虑到运

营成本及员工安全，公司采取了部

分员工到岗办公的形式。

“目前，大家主要进行配货、发

货。”包建安介绍，为保证员工的复

工防疫安全，公司每天会为员工配

发口罩和手套，规定大家活动距离

保持 2米、错峰就餐，同时每天对工

作场所进行 3次消毒。

包建安说，受疫情影响，运输渠

道受阻，公司近两个月来造成库存

积压，现在亦不敢大量订购新款货

品。“与去年同期相比，公司营业额

损失了 70%左右。”

“但线上订单较此前增长了好几

倍。”包建安表示，虽然大客户还是习

惯当面检验货品面料后再订货，但许

多客户也已逐步转向网络订购。“此

当地时间 5 月 4 日起，

意大利开始解除全国“封

城”状态，在严格遵守防疫

卫生规定的前提下分阶段

逐步复产复工，进入抗击疫

情和恢复经济活动并行的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下，各地政府

纷纷出台相关法案。罗马市

政府网站 5 月 7 日发文称，

罗马市长拉吉已签署了法

令，规定了在 2020 年 5 月

18 日至 6 月 21 日期间罗马

各商店、企业的营业时间。

程素克在意大利经营

有百货生意。疫情下，他的

连锁店铺于 3 月 10 日停

工，随着当地疫情趋缓，近

日已恢复了部分百货生意。

他介绍，每年此时本是

生意旺季，但受疫情影响，

今年营业额只占去年同期

的五分之一左右。

“现在人流量不多，主

要卖一些消毒液、手套等必

用品。”程素克表示，开门营

业起码可以保证货物流通

性，减少一些亏损。

程素克公司共有 30 多

位员工。他表示，复工后店

铺严抓安全防疫，从多方面

为员工提供关怀。“他们的

事就是我的事。”程素克为

员工们准备足了口罩、面罩

等防护用品，并严格遵守工

营业时间规定、调整大家轮

流上班，在力保员工安全的

情况下，保证大家收入。“也

叮嘱大家按要求服用中国

国内发来的中药，以增强免

疫力。”

“疫情让大家认识到了

线上经济的活力。”程素克

说，此前店铺本已在筹备入

驻电商平台事宜，经此一

疫，会重视并加速推进这方

面的进程。

（选载自《中国侨网》）

前多数华商并没有对电商业

务给予重视，一定要转变思

想。”

包建安认为，与中国国

内如火如荼的电商业务相

比，西班牙在此方面尚存在

提升空间，“我十分看中电

商业务的发展前景。”

坐标：希腊雅典

坐标：西班牙马德里

坐标：意大利罗马

“老板，再来一盘海蛎饼！”

福建传统小吃海蛎饼

日本埼玉县海蛎饼网红店

西班牙巴塞罗那街道上，工人们扩展人行道面积，以便利行人保持社交距离

希腊中希友好华侨华人协会实施爱心行动
意大利的两名小镇居民在购物时保持安全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