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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唐人街：有条不紊
“解封”后，澳大利亚唐人街

的复工进行得有条不紊。

悉尼的餐馆开放堂食的第一

天中午，位于唐人街附近的“钓小

宴”迎来了一拨客人。餐馆执行董

事王文珺热情地向他们推荐“禁

足”期间她研制的几道新菜，客人

吃得很开心，王文珺更开心。

“禁足”在家期间，王文珺一

直在琢磨新菜，为复工做准备。一

些老主顾和朋友尝过后，都纷纷

点赞，这让她对“解封”后重新开

业更增添了信心。“疫情给我们的

生意模式、日常生活都带来了很

多改变。”王文珺说。为了适应目

前的状况，她改变了餐馆经营模

式，加入了做外卖的行列。“再难，

日子还得过。坚持吧。”她笑言。

餐厅老板许亨利感叹道：“这

里变得很安静，很多商店都关门

了，已经不忙了。”复工后，他的餐

厅迅速采取了新的商业策略，提

供送货服务和打折优惠活动。

如今的唐人街上，不少关闭已

久的餐馆已重新开门；店堂里，三

三两两的顾客在用餐；街上，拎着

外卖食品的人走来走去，令沉寂多

时的城市多了几分生气和活力。

唐人街的经营者们相信一切能

够恢复如常。“唐人街的大多数餐馆

通常都很忙，但今年非常安静，其中

一些人保留着外卖生意。我们决心让

唐人街继续活下去。”墨尔本唐人街

区协会副主席林姆说。

美国唐人街：举步维艰
相比之下，美国各大唐人街

要面对的困难远没有这么简单。

疫情暴发后不久，旧金山和

奥克兰唐人街的餐厅收入下降了

五成。在纽约曼哈顿，往日人潮涌

动的唐人街也已经一片萧条。“负

面影响最早从 1月底就开始了。”

生活在纽约的华裔张英华说。

“唐人街如同鬼城，许多店铺

都拉上了铁闸，人烟稀少。”华裔

餐饮业者蔡孟伶说。她在唐人街

附近经营马来菜餐厅，4 月底时，

餐厅的日营业额就只有以往的

2%-5%了。

据媒体报道，在疫情流行期

间，美国多地唐人街中餐馆营业额

暴跌，最多的甚至减少了 80%。有

亚裔权益倡导者和研究人员认为，

亚裔企业面临了沉重的压力，而这

种压力并不会随着美国个别地区

的重新开放、复工复产得到缓解。

不少唐人街商户还因华裔、

亚裔背景受到骚扰。华人彭海山

在纽约市经营了两家火锅店。他

的一些雇员在下班时，曾因亚裔

背景遭受袭击。他的儿子晚上走

过唐人街，也曾被人大声叫骂。现

在，彭海山的火锅店已经停业

了。

“茶霸”以及“九汤屋”面馆

的老板林国耀则表示，他们接到

过许多骚扰电话，对方会询问类

似“是否可以订购冠状病毒”的问

题。他有一名雇员因为是华人，在

洗衣店洗衣服时就遭受了袭击。

此外，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

德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引发

的风波愈演愈烈，美国多条唐人

街也受到了波及。

5月 30 日，在旧金山游行引

发的混乱中，许多店铺被砸被抢，

路边停放的车子也被砸，有 30 多

人闯入了当地唐人街的一处店铺

进行抢劫。

在纽约市唐人街，一家华人

的手机店被砸并遭洗劫，唐人街

也受到了冲击，多处店铺遭到破

坏或洗劫。据媒体报道，受游行引

发的混乱影响，当地中国城一天

里有十几家华人商铺被抢，更有

华人店主被打伤。

而在 6月初的一场示威游行

中，洛杉矶中国城的益群药房、真

心金铺，以及华人阅览室、万里香

餐馆等，全都遭到了打砸抢，电

脑、投影仪、现金、药品及首饰等

众多财物在混乱中被抢走。

日本中华街：各显“神通”
复工后，日本三大中华街则

各显“神通”，走出了各有特色的

“新路”。

5月 6日，日本长崎县结束休

业邀请。5月 7日，长崎中华街的

老店“会乐园”中餐馆率先启动午

餐便当销售。该店负责人林慎太

郎称，如此长的休业期，为创业来

首次，难关当前要勇于面对。

便当一经面市就受到好评，首日

的销售额达预计数量的4倍之多。林

慎太郎称表示，为保证物美价廉，所

涉及菜品售价均低于往日。希望通过

该形式，让更多人体验到正宗长崎中

华街美食的魅力。

在横滨中华街，部分店铺推

出了预订餐食的新方式“得来

速”，顾客不用下车，就能打包带

走餐点。

据横滨中华街发展会合作社

介绍，有约 20 家店铺将采用“得

来速”方式。中华街在位于东侧朝

阳门附近的停车场内，用餐桌设

置了临时车道，顾客可提前向各

家店铺打电话订餐。坐车抵达后，

店员就会送去刚做好的餐食。

自日本紧急事态宣言延长后，

横滨中华街已有 4家店铺关门。中

餐厅“吉兆”的负责人鹤冈毅认为，

每月亏损额较大，必须在接下来的

时间里提高营业额。一起讨论后，

大家想到了“得来速”方式。

6月 19 日，日本宣布解除各

都道府县之间的人员出行限制。

21 日，横滨中华街、神户南京町

举办了传统舞狮活动，庆祝疫情

的消退，祈愿经济的复苏，吸引了

不少华侨华人举家前往。再次看

到繁荣的街景，许多人脸上绽放

出了笑容。

疫情期间，唐人街一度陷入

艰难时刻。如今，随着各国的逐步

“解封”，希望各国的唐人街能够

尽快走出困境，重现往日的热闹

景象。

（转载自中国新闻网、澳洲

网、美国《世界日报》、美国《侨

报》、美国《星岛日报》、日本《中文

导报》、日本新华侨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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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是中国传统节日端

午节，疫情下海外侨胞们过端午

的形式与往年不同。

虽然少了赛龙舟、舞龙狮等

热闹的活动，但漂洋过海的粽香

却始终延续，传递着浓浓的乡情。

“粽叶卷成‘漏斗’的样子，先

放一勺糯米，放三块酱肉，再盖一

层糯米......”在法国侨胞王薇拍摄

的端午视频中，她丈夫正在教一

双儿女包粽子，孩子们包出的粽

子有模有样，王薇则在一旁弹奏

古筝，为包粽子活动伴奏助兴。

王薇的老家在浙江嘉兴，虽

然在法国定居多年，她和家人每

年端午仍会自制正宗的嘉兴肉

粽。“我老公是法国人，但他很喜

欢中国文化，去年我教会了他包

粽子，今年轮到他教两个孩子

了。”

“粽叶和糯米是两周前就在

华人超市里买好了，肉用酱油、黄

酒和香料腌制了三天，糯米也要

加入酱料浸泡一夜。”王薇说，她

也会把粽子作为伴手礼送给邻

居，外国朋友很喜欢这来自中国

的风味。

在西班牙，侨胞们在巴塞罗

那“餐餐美食”中餐馆门前排起了

长队，领取侨社发放的爱心粽。6

个结实饱满的四角粽绑在一起，

有咸甜两种口味，一袋袋分发到

侨胞手上，不少领到粽子的侨胞

还拍照打卡留念。

这次“万水千山粽是情”活动

由浙江省侨缘公益会、浙江省侨

联餐促会，巴塞罗那青田同乡会

共同主办，从 6月 23 日至 6月 25

日，每日在巴塞罗那凯旋门大众

食府、批发仓库区好运来餐厅、圣

诞科洛马餐餐美食餐厅三家中国

餐厅向侨胞发放 3240 个粽子。

“仅 10 分钟，1080 个粽子就

发完了。”活动主办方之一、西班

牙巴塞罗那青田同乡会会长周建

虹说：“希望这些粽子可以给疫情

下的人们带去关怀，也想借此提

振和宣传中餐。”

在马来西亚槟州，华人高国

钦在粽子专门店订购的粽子端午

节一早就到货了。“我们家都爱吃

咸粽，馅料有腊肉、肥肉、咸蛋黄

和香菇，今晚的祭祖活动后，我们

一家老小就会聚在一起吃饭和粽

子。”

高国钦介绍，马来西亚的华

侨华人来自不同地方，包的粽子

也比较多样，有福建肉粽、广东咸

水粽、海南枕头粽、潮州粽等。“最

具特色的当属融合了中国味道和

南洋做法的娘惹粽，糯米要用蝶

豆花染成蓝色，馅则是椰肉丝。”

“艾草挂在门前，粽子香飘满

天，戴上小香囊，篮子装满花瓣

……”端午当天，瑞士苏黎世有一

场“云上过端午”活动，华裔女孩

儿杨熹昀身着汉服、佩着香囊，演

唱了一首端午民谣。

活动主办方、苏黎世中国传

统文化协会会长陆金莲说，共有

110 名苏黎世华裔青少年参加活

动，他们朗诵端午诗词、包粽子、

编五彩绳、做香囊、画龙舟……

“我们每年端午节都会举办大型

活动，今年只能线上举办，但丝毫

没影响孩子们对端午民俗的热

情。”

在美国，不少华人食客来到

洛杉矶蒙特利公园的中餐厅“深

井烧腊美食坊”，购买招牌“鲍鱼

太爷粽”。鲍鱼粽的馅料由鲍鱼、

干贝、咸猪肉、东菇、栗子等精制

而成，一个粽子比手掌还大，足有

一斤多重。餐厅创始人福哥介绍，

虽然今年原材料涨价，但鲍鱼粽

还是维持往年的价格，“为了开拓

市场，我们今年还推出了符合华

人口味的传统肉粽，销量也不

错。”

虽然市面上可以选购到品类

丰富的粽子，美国罗德岛州华人

协会副主席陈和栋还是习惯于自

己在家包粽子。“我包的粽子里有

虾干、冬菇、腊肠、干贝，糯米中还

掺入了花生粒，全家人都很爱

吃。”

“我来美国 38 年，每年都会

和家人一起过端午、吃粽子。”在

陈和栋看来，“端午”是抹不掉的

文化记忆，更是消不去的浓浓乡

愁。 （选载自《侨闻天下知》）

海外生活 粽香飘万里，遥寄思乡情

唐人街：疫情之后，都还好吗？
海外疫情趋缓，多国陆续“解封”，海外唐人街也

纷纷复工。然而，各国的唐人街面临的情况各不相同。

有的唐人街一点一滴恢复往日生气；有的唐人街复工

之路举步维艰；还有的唐人街探索出了新的发展道

路，可以说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王薇的孩子在包粽子

西班牙侨社发放的爱心粽

澳大利亚悉尼唐人街，一家肉店限定进

店顾客人数

华盛顿市中心的唐人街街景 纽约曼哈顿唐人街，一家恢复营业的烧腊店

为人们提供外卖服务

日本横滨中华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