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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们旗下的餐厅越来越

忙，生意开始明显好转。”美中餐饮

业联合会主席、连锁中餐企业“老四

川”创办人胡晓军说。刚结束为期两

周的美国中餐现状考察之旅，他又

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餐厅的日常营

业中。

随着疫苗的大规模接种与民众

防疫习惯的养成，海外疫情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控制。近日，多位海外中

餐业者表示，疫情的好转给生意带

来了起色，但面临的挑战也不少。

随着美国疫情的缓和，Mama

Chang 餐厅堂食的客流量从 5 月底

开始稳步上升。“周末及节假日几乎

能恢复到疫情前的 70%—80%。”餐

厅负责人 Peter Zhang 说。他认为，生

意的恢复受到地区、客源等很多因

素影响，“现在好或不好都是正常

的，一切还在观望中”。

在奥地利维也纳，川菜馆“川菜

香”一直吸引着大量本土食客。老板

娘张太太表示，由于疫情原因，餐厅

恢复营业后生意并不如之前火爆。

“游客进不来，本地人用餐也要

提供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张太

太说，堂食客人相对较少，大家还是

担心增加感染风险。此外，选择打包

的大多是华人，而到店里用餐的则

多是奥地利本地人。

疫情让许多人面临失业危机，

部分国家推出了“失业补助金”。如

今，餐饮行业重启需要大量劳动力，

许多中餐业者也面临着人力成本过

高的问题。

“我有 60 多名员工申请了补助

金，目前只有几个人在工作。”洛杉

矶康年海鲜酒家负责人李彪表示，

疫情令唐人街生意冷清，加上租金

压力与复工后的人工成本，这家拥

有 101 年历史的老店正面临着关门

的危机。

在胡晓军看来，目前中餐馆的重

启主要有两个挑战：劳动力与防疫措

施。“目前美国政府的补助机制增加了

雇人的难度；疫情反复，我们也必须更

重视防疫，这两点非常重要。”

面对疫情，中餐业者们各显“神

通”。有人在业务上精益求精，推出

了特色菜肴；有人另辟蹊径，在服务

上进行了大胆创新。

针对食客的特点，胡晓军认真分

析并改进了菜单。“中国传统菜主要

面向年龄较大的客人推出；年轻人

对近几年的流行菜更感兴趣，他们

也是消费的主力。”胡晓军说，针对

美国客人，也保留了美式中餐的精

华，此外还研发了部分自创菜作为

特色。

他认为，目前中餐业面临着挑战，

但商机也很多。“我们仍看好中餐的前

途，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奥地利维也纳餐饮协会会长、英

雄酒店业主朱茂奏的餐馆疫情期间客

流量不降反升，得益于高科技手段。“3

年前我开了一家新店，全部采用二维

码点餐；两年前我引进了机器人送餐，

疫情期间就派上了大用场。”

利用封城的时间，法国巴黎中餐

馆“蜀园”的负责人孙文雄租下了所

在大楼二层，装修成了“蜀宗三味老

火锅”，还重新整修了门口的开放地

带。随着法国公共场所限制令的进

一步开放，他对餐饮业的重振充满

了信心。

“疫情的‘严冬’即将过去，餐饮

业的‘酷寒’才刚刚开始。不在摸索

前行中寻找出路，就会在旧思维的

框框里灭亡。”Peter Zhang 在朋友圈

里这样写道。在最新的照片中，他蹲

在有机蒜薹田里，满眼都是发现优

质食材的喜悦。 （中新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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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的脚步日益临

近，每届奥运会，中国观众最期待

看到的无疑是中国健儿的身影。

但事实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

团中也经常出现华人面孔。这届

东京奥运会上，同样有不少华人

运动员参赛。

中国一直号称“乒乓球人才

输出大国”。在这个项目上，很多

代表团里都有不少华人球员的身

影。日本乒坛的王牌运动员张本

智和就是一名华人运动员。他的

父母不仅来自中国，而且以前都

是乒乓球运动员。

张本智和似乎继承了父母的

天赋，15 岁那年就获得了国际乒

联巡回赛总冠军，成为日本乒坛

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这一次，是

张本智和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而

他也将成为国乒男单的最大对手

之一。

已经 58 岁的倪夏莲也将开

始自己第五次奥运会的征程。这

位出生在中国浙江的乒乓球选手

被誉为“乒坛常青树”。1979 年，

她入选中国国家女子乒乓球队，

还随队获得过世锦赛冠军。1989

年，倪夏莲前往欧洲并在卢森堡

定居。2012 年和 2016 年，她都是

卢森堡代表团中的一员。本届东

京奥运开赛后，倪夏莲将成为年

龄最长的奥运会乒乓球参赛选

手。

新加坡名将冯天薇出生在中

国。她从小练习乒乓球并曾经入

选中国国家青年队。2007 年，冯

天薇获得新加坡国籍，隔年就在

北京奥运会上帮助新加坡夺得了

一块女团银牌。

这次东京之旅将是冯天薇第

四次登上奥运会的舞台。已经 35

岁“高龄”的她希望为新加坡队带

来一枚奖牌。

代表加拿大队参加东京奥运

乒乓球比赛的选手中同样也有华

人球员。其中包括曾三度参加奥

运的 32 岁女球手张墨、参加过两

届奥运的 35 岁球员王臻。他们二

人都出生于中国河北省石家庄。

东京奥运会上，他们将搭档参加

混双的比赛。

另外，21 岁的新秀、拥有一半

华人血统的夏仲文将代表加拿大

参加男单比赛。

羽毛球项目也是亚洲球员的

优势项目。出生在香港的李文珊

从小就随家人移民到了加拿大。

17 岁那年，她开始参加职业公开

赛，曾在泛美运动会和英联邦运

动会上获得金牌。

李文珊曾代表加拿大队参

加过伦敦奥运和里约奥运，不过

都没有站上领奖台。此次东京之

行，她也在为奥运奖牌而努力。

除了李文珊，曾是加拿大最年轻

的全国冠军并获得过泛美锦标

赛、青奥会金牌的 19 岁小将杨

灿也将随加拿大羽毛球队参加

奥运。

另一位澳大利亚羽球手陈煊

渝 1993 年出生在中国台湾。上一

届奥运会，她就曾代表澳大利亚

出战，不过战绩并不突出。

进入东京奥运周期后，陈煊

渝夺得了 2017 年怒美阿国际羽

毛球赛女子单打冠军，也在澳大

利亚国家队中站稳了脚跟。东京

奥运会，她将继续代表澳大利亚

参加女单比赛的角逐。

1988 年出生在中国广东的

李世鑫是一位跳水运动员，也曾

是中国男子跳水国家队的成员之

一。从 2011 年到 2014 年这段时

间，李世鑫的成绩都很出色，先后

将国际泳联大奖赛、世锦赛等国

际大赛的金牌收入囊中。

2019 年李世鑫获得澳大利亚

国籍。今年 6月份，他在个人社交

媒体宣布，将代表澳大利亚参加

东京奥运会。

同为跳水运动员的覃帆也即

将代表澳洲出战女子单人 3 米板

的项目。从 12 岁起，覃帆就开始

在北京练习跳水，18 岁那年，她

随父母移民到澳大利亚。来到南

半球之后，覃帆不仅重拾跳水运

动，而且还获得了代表澳大利亚

参加东京奥运的机会。

18 岁的华裔少女托里 - 哈

斯克是美国奥运代表团中最耀

眼的新秀之一。她的母亲是华

裔，父亲则是芝加哥本地人。东

京奥运会上，她将参加 100 米蝶

泳和 4 乘 100 米混合泳接力的

比赛。

希望在东京奥运会上，不论

是华人面孔还是西方面孔，所有

运动员都可以发挥出色，共同创

造一届令人难忘的体育盛会！

（中国新闻网）

当下欧洲杯刚刚结束，

夏季旅游季也已经到来。欧

洲多国近日开始“解封”，放

宽人员流动条件，但许多欧

洲华人旅游业者的心情却是

喜忧参半。

金丽丽在意大利经营旅

行社 26 年了，正在随着疫情

变化精进业务。她认为，服务

做到位，就会积累良好的口

碑。“现在航班虽然少，但是要

对旅客进行‘跟踪式服务’，繁

杂的事情依然很多。”

西班牙东方旅行社负责

人徐晓东每天在朋友圈转发

疫情数据并评论，字里行间显

得忧心忡忡。

“疫情把大家关在家里

一年。如今大量欧洲年轻人

出来度假，但忽视了防护细

节，许多人被感染。”他表示，

最近从欧洲其他国家到西班

牙的旅游订单已被大量取

消。

“担心业务，也担心人员

流动再引发疫情，我们也为难

得很。”英国阳光家园旅行社

负责人孙先生说，英国“解封”

的确带动了业务的恢复，但人

员流动也会对疫情防控造成

隐患。

“如果再次出现疫情暴发

高峰，或许 10 年内旅游业也

无法完全恢复。”

希腊在疫情前每年接待

游客 3300 万人次。希腊丝绸

之路旅行社负责人兰孝成表

示，虽然目前政府加大了疫苗

接种力度，但随着夏季旅游高

峰的到来，疫情还是出现了反

复。

“在罗马比赛期间，当地

酒店全都是爆满的，许多人好

像完全不怕传染。”欧洲杯期

间各国球迷蜂拥而至，狂热程

度让金丽丽有些担忧。

金丽丽表示，如今业务相

比去年有了一些起色，而意大

利境内游比国际游更受青睐，

“经历了疫情，现在许多意大

利本地人不再出国旅游，而是

在意大利与亲朋小规模聚

会。”她深感，意大利的风景和

人文也是发展境内游的一大

优势。

7月 1 日起，欧盟启用了

数字“疫苗护照”，旅客在机场

出示 App 版数字疫苗护照便

可快速完成核验。几位旅游业

者肯定了“疫苗护照”的作用，

但仍认为旅游业的恢复需要

时间。

在徐晓东看来，国际旅游

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

恢复。目前华人旅游业者要根

据疫情调整策略，增加本国业

务，在市场低迷期先生存下

去。

“如果疫苗能有效防护各

种新冠病毒变体，未来疫苗接

种率高的国家间或许可以实

现人员自由流动。”

“打疫苗后政府会给出二

维码，在欧洲境内出行还是蛮

方便的。”金丽丽说，虽然有

“疫苗护照”，但各国隔离政策

随时更新，为了游客的出行体

验，自己也会提醒客人途中的

检测、过关等事宜。

“每个国家都希望打开国

门，尽快恢复经济，但实际情

况必须要根据疫情来定。”

英国阳光家园旅行社负

责人孙先生表示，无论未来各

国政策如何变化，旅游业者在

自我防护、防疫措施上都应该

坚持高标准，保护自己也是尊

重游客。

“随着疫情的发展，旅游

者自我保护意识加强，小团队

旅行可能会更受欢迎。”他认

为，未来旅游业的模式会发生

明显改变，线上平台服务、多

元化发展或许会成为新的发

展趋势。 （中新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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