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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和过去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
下。“别的不提，就说家里养的这六七只
鸡，我都是用菜和面拌成糊糊来喂，以前
这些哪能给鸡吃，都只舍得喂孩子。”
“爷爷奶奶家这日子，在廖家寨还不
算最好的。”邵丽仙是廖家寨所属的勐冒
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熟悉寨子里的每家每
户。听她说，过去廖家寨人的日子不好
过。因为地处高海拔冷凉山区，相对气温
低，人均耕地少，这里的水稻产量不抵热
区产量的一半，更别提种植经济作物了。
“这几年，村里搞脱贫攻坚，对有能
力的劳动力，就引导外出务工。对留在寨
子里的村民，乡里又引进了一家龙头企
业，带来西门塔尔牛、安格斯牛等新品
种，领着大家一起发展肉牛产业，一头牛
就能卖上万元。”邵丽仙说。靠着就业扶
持与产业发展一道发力，2016 年勐冒社区
整体脱贫出列。去年，廖家寨最后 27 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摘帽”。

寨子里充满了笑声
日子好了，寨子里老倌老奶的乐子更
多了，精神头更足了。
“以前，
老年人没事干，
就只能靠着墙头
晒太阳闲白话，哪像我们现在，还能聚在一
起打球锻炼。现在身体好呢，
哪都不疼！
”
聊
到门球，
郭新美的脸上又笑成一朵花。
作为门球队的“元老级”球员，郭新
美眼见着球队规模越来越大，寨子里的许
多老人与她一样，因为门球而尝到生活更
美的滋味。
“和我们一起打球的杨玉珍，虽然她听
不见我们说话，但是特别聪明，我们一指方

向，她就知道怎么打。”郭新美说到的杨玉
珍 ，也 是 廖 家 寨 村 民 ，今 年 70 岁 ，是 聋 哑
人。过去，她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女儿远
嫁了，儿子不听话，她成天在家闷着，很少
出门。两年前，门球队的队员们鼓励她一
起来打球散心，村里还给她安排了一份保
洁工作。渐渐的，杨玉珍脸上的笑容多了，
隔三岔五就能在球场见到她的身影。
而今的廖家寨充满笑声与活力。2018
年，门球场边的平房改建成了乒乓球室，
对面还立起了篮球架。年轻人外出打拼事
业，留在村里的老人也闲不住，就约在球
场小试身手。等到太阳落了山，附近的农
民文化大院里又会响起欢快的音乐，五六
十岁的村民自发聚拢而来，跳起广场舞，
享受属于他们的“夜生活”。
“有时候，奶奶看着心痒，也跟着去
跳！”邵丽仙笑说，寨子里的老人们有一
个共同的感觉：“时间一到，心就跳，拿
着球棒就想打门球；音乐一响，脚底板就
痒，就想跟着节拍跳舞。”
除了门球队，廖家寨还有一支 40 多
人的“草根剧团”，经常开展各种文艺活
动。每到春节，大年三十举办门球赛、正
月初一举办“小春晚”成了廖家寨特有的
传统。就连远在缅甸的廖家寨乡亲都有所
耳闻，向往不已。
去年春节，旅居缅甸皎白的廖忠育老
先生回乡过年，正好赶上寨子里的“小春
晚”。在一片喝彩声中，年逾古稀的廖忠育
登台演唱了一首《赶马调》，那是他年幼时
曾经当过“马锅头”的父亲教他唱的。站在
台上，想到当年父辈远赴异国他乡谋生的
艰辛，再看如今廖家寨人一双双笑盈盈的
眼睛，廖忠育动情地说：
“ 看到乡亲们日子
越过越红火，我打心眼里替大家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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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3 点多，廖家寨的门球场内不时
传出球杆击球的清脆响声。走近一瞧，场
上挥杆的，场下观望的，竟都是头发花白
的老倌老奶。粗略一数，有近 20 人。
“这些老人都是我们廖家寨门球队的
队员。现在队里总共有 38 人，好几位都
80 多岁啦！”说话的是廖耀昌，廖家寨村
民，刚过花甲之年。
廖家寨竟有门球队，队员还都是七八
十岁的老年人？面对记者的好奇，廖耀昌
小村寨变了大模样
作为这支老年门球队的创建者，娓娓道来
背后的故事。
2016 年，龙陵县举办老年人运动会，廖
“走，去我家坐坐嘛！不远，四五分钟
家寨组队参赛，报的项目是门球和太极。 就能走到。”见场上两队打得正酣，郭新美
作为领队，廖耀昌那时也是第一次接触门
拉起记者，招呼去她家做客。她与老伴住
球。
“一边比一边学，我发现，这个运动既不
在小儿子一家 5 年前新修的小院里。平
累人，又能锻炼四肢，很适合 60 岁以上的
常，儿子在外做生意，家中就老两口。
老人。”廖耀昌想到了廖家寨的老人们。这
走进庭院，一栋二层小洋楼宽敞气派，
些年，多数年轻人外出打拼，留下一群七老
刷着黄漆的木制装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八十的老倌老奶守着寨子。
郭新美的老伴黄云昌正坐在院子阴凉处，
“现在生活这么好，得让老人们过得
埋首编织一只竹筲箕，细长的竹条在他手
更有幸福感！”廖耀昌决定，回寨子组建
中左插右穿，不一会儿就有了大致轮廓。
一支老年门球队，带大家动起来！没曾
“奶奶总拉爷爷一起打门球，但他爱
想，听他一说，寨子里的老人都跃跃欲
静又手巧，喜欢在家编竹具。”同行的孙
试，一下就报名了 20 多人。
媳妇邵丽仙从外村嫁来已有 10 年，和两
2017 年，廖耀昌与村民小组商量，将寨
位老人住得很近，时常走动。在她印象
子里废弃不用的小学校舍拆除，新建了一
里，老两口一直身体硬朗，平日里自己扛
片露天门球场。2018 年，村里又整合当地政
着锄头挖地、种菜。“爷爷 80 多岁了，一
府部门提供的多笔资金以及旅缅侨胞的捐
到夏天还能洗凉水澡呢！”
款，修建了门球场的围墙与挡雨棚。这下，
郭新美领着记者在家转了一圈。看到
老倌老奶们打球就不怕日晒雨淋了。
厨房灶台上放着中午没吃完的一盘卤猪头
“你看，这是我丈母娘，83 岁了，是
肉和一盘辣子炒肉，她不好意思地笑道：
门球队最早的队员之一。”顺着廖耀昌手 “中午赶着去打球，匆匆忙忙的，都没顾
指的方向望去，球场边，一位头戴草帽的
上 收 拾 。” 屋 梁 上 还 挂 着 四 五 只 腌 制 火
奶奶正健步走下球场，将手中的球棒递给
腿。“这只是小儿媳家的，那只是二儿媳
另一位老伙伴，红润的脸上堆满了笑。
家的，都先挂在我这儿，要吃了就来拿。”
“刚打完一局，好玩着呢！”老奶奶名
聊到吃食，郭新美忍不住感叹，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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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倌老奶动起来

叫郭新美，是一位缅甸归侨。和记者聊起
自己的日常作息，她笑言，自己几乎一天
都“泡”在球场。“每天早晨 8 点多吃过
早饭就来打球了，中午回家吃顿晌午饭，
下午 2 点多再来，打到天黑嘛！”
在廖家寨，像郭新美这样“痴迷”打球
的老人不在少数。
“ 大家都喜欢打呢，来晚
了都没球棒。”郭新美边说边指着球场上另
一个矫健的身影：
“ 那是杨才美，家里也有
亲戚在缅甸。她年轻，才 70 岁，是我们队
的主力。今天上午还去集镇赶集呢，一回
来吃了午饭就又赶着来打球啰！”

图为郭新美（左）与球友打球间隙，
在球场边休息。

在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龙新乡，有一座小有名
气的侨村——廖家寨。自清朝年间起，为了谋生，
廖家寨人赶着马帮运送货物，往来中缅之间，不少
人因此旅居缅甸。如今，全寨 1450 人，超过半数是
归侨侨眷，并仍与远在缅甸的亲友保持密切联系。
这些年，外出谋生依然是大多数廖家寨人的选
择，不过寨子里一点也不冷清。留在家中的老倌
（老汉） 老奶身体棒，精神好，舒心爽朗的笑声时时
可闻。为什么？且跟记者去看个究竟。

新冠肺炎疫情推动海外传统
中餐馆调整经营模式，拓展外卖
业务。如今的中餐外卖不再是
“送餐”而已，业者们在更新菜品
和包装上下了不少功夫。
在纽约中式简餐“君子食
堂”创始人赵勇看来，顾客与餐
厅的交流方式和空间都发生改
变，营销模式、菜品口感等自然
也要跟着调整。“从线下到线上，
从店里的纸制菜单到坐在自家沙
发滑动手机，从餐厅人工销售转
变成网上销售，我们需要改变很
多。”
赵勇举例称，菜品要在路上
运送超过 20 分钟，怎么做到口感
不受影响，就需要做菜品改良和
外包装的升级。另外，餐厅还努
力提升顾客点餐体验，比如每周
推出不同主题的“云快闪”菜单。
美国南加州罗斯密市的海珍
大酒楼也在外卖包装上下足功
夫，餐厅经理露西近日花费数万
美元购置了两台塑封机器，外卖
菜品塑封后干净卫生，还能锁住
温度。餐厅还推出专门针对附近
上班族的特价外送盒饭，比如 22
美元的龙虾意面和 30 美元的螃蟹
油饭。
虽然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不少中餐馆还准备了一份份免费的
爱心盒饭，不仅为生活受疫情影响
的民众们送去中国风味，也将久违
的热络生意吸引进中餐馆。
中式炸鸡、麻婆豆腐、鱼香肉丝……位于日本东
京的中餐馆“三巴汤”，曾经连续一个月每天免费发放
盒饭。“盒饭从最初一天做 200 份，到做 500 份，最后
到做 1000 份，来领取的九成是当地人，还有亲人不在
身边的孩子们。”店主李先生说。
7 月下旬起，“三巴汤”晌午时段的客流量逐渐恢
复，但仍不能与疫情前相比。对此李先生非常乐观：
“生意人要乐观才能生财。”他表示，如果日本再次进
入紧急状态，“三巴汤”还会继续免费发放盒饭。
“爱心中餐”活动也在西班牙、意大利、巴西等国
的中餐馆进行。7 月 20 日起，西班牙巴塞罗那“大众
食府”“好运来”“餐餐美食”3 家中餐厅，连续 4 周每
天提供 600 余份爱心午餐，发放给当地困难侨胞、留学
生和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
西班牙巴塞罗那青田同乡会会长周建虹说，每天
发餐时，一排排中餐盒饭都能吸引行人驻足，原本生
意萧条的中餐厅，也因为热闹的活动积攒了人气，店
里接到的外卖订单明显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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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餐业逆境求新

廖家寨的老年门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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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2020 年 8 月 9 日，英国伦敦一家中餐馆座无虚
中新社记者 张 平摄

“间隔游”探索中日文化交流新途径——

体验不一样的日本乡村
本报记者
平坦的田野间即将成熟的水稻一片绿意，葱郁树林
掩映着山脚错落散布的民居，隐藏山中的当地神社艳丽
又古朴……在旅居津和野的李胜博日常拍摄的视频中，
一副恬淡的日本乡村画卷徐徐展开。这里是位于日本西
南部岛根县鹿足郡的津和野町——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
乡村。
疫情发生后，李胜博一直在津和野旅居。此前的 3 年
间，他不断往返中日两国，先后带领 200 余名中国年轻人
来到津和野，体验日本乡村生活，也尝试带领日本当地青
年来到中国，了解中国城市“非典型”的一面。李胜博将
这个还在探索中的创业项目取名“X++间隔游”。

不一样的日本乡村

福建泉州：
百姓书房品书香
近年来，福建省泉州市各级政府积极完善
公共文化服务，营造市民爱读书、读好书的文
化氛围。目前，泉州全市已建成百姓书房 163
家，“15 分钟阅读圈”正逐步形成。
上图：市民在百姓书房泉州市区德济门阅
读点内看书、学习。
右图：市民在百姓书房泉州府文庙阅读点
内看书、学习。
林 升摄 （人民视觉）

李胜博与津和野结缘，源于 2016 年的一次日本旅行。
带着对日本乡村的好奇，李胜博通过互联网平台找到津和
野一位愿意提供免费住宿的当地姑娘，成为一名跨国“沙
发客”
。来到津和野，
他打开了对日本乡村的全新认识。
整洁宽敞的街道、便利的公共交通、自然清新的田
园风光让李胜博眼前一亮。除了硬件设施，瑜伽练习
班、篮球俱乐部、足球俱乐部和地方文化讨论小组等丰
富的业余活动增添了津和野的人文气息。
更让李胜博意外的，是在津和野居住着一群“奇
妙”年轻人。曾经留学海外、就职于联合国组织的日本
女孩，选择回到津和野学习杀猪。曾经在美国就读植物
学、热爱周游世界的日本男孩，选择来到津和野种田，
打造自己的田园“王国”。
津和野与中国农村迥然不同的社会文化氛围感染了
李胜博，也启发了他：会不会有中国年轻人像他一样，
爱上津和野的农村生活？带着这样试探性的想法，李胜
博开始了他的“X++间隔游”项目——每次邀请一定数
量的中国年轻人来到津和野体验不一样的“活法”。

不一样的人生“活法”
清酒酿造见习、垃圾分类教学、花艺茶道体验……
在为期一周的间隔游期间，中国青年不仅体验当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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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文化项目，也拜访当地青年，感受他们日常生活
的魅力，听他们讲述自给自足的生活之道。
当地青年中，有放弃东京都市生活的“隐居者”，
在津和野种田种菜、建房子、享受一日三餐；有将食物
作为自己艺术表达载体的料理艺术家，依据每天偶然获
得的食材制作日本料理，传递自己对不同食物的理解；
有从法国移居日本的夫妇，在当地经营茶铺，享受自然
生活，将日本茶叶卖到法国……间隔游的体验者既与当
地青年交流，也彼此互相交流。在且行且思的过程中，
津和野的乡村生活唤起了体验者的人生思考。
“在津和野，通过和当地人非常近距离的接触，我
们的体验者就像进入电影一样，发现原来这些听起来奇
妙、理想化的人，就在我们面前，是触手可及的，是非
常真实的。这种感觉会让我们意识到：他们能做，我是
不是也能做？”李胜博说，“在结束间隔游后，有人想换
专业，有人想辞职，有人想搬家，有人想换城市……间
隔游让一些人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轨迹。”

不一样的文化交流
随着“间隔游”的持续开展，津和野当地民众对中
国年轻人的态度也逐渐发生变化。“日本人对待客人普
遍非常客气，但这里的当地人对待中国人非常热情亲
近。”李胜博说，他和间隔游的中国伙伴一直秉持“出
行教育与地方振兴”的理念，即在不给当地民众带来麻
烦和负担的同时，为当地作出一定贡献，帮助当地经济
发展。目前，间隔游项目已经帮助津和野的酒和茶叶销
往中国，当地还组建起中文学习班。
带领日本青年到中国旅行体验的活动也应运而生。
2018 年，李胜博组织一批日本青年来到中国深圳，在参
观深圳高楼大厦的同时，他们也走进城中村，感受嘈杂
市井中蕴藏的生命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尽管跨国“间隔游”项目全面搁
置，但李胜博和他的同事们没闲着，又开始在中国寻找类
似津和野的“别样农村”。今年端午假期，
“X++间隔游”开
启尝试在福建省屏南县龙潭里村开展国内间隔游。李胜
博有信心，
这样的小众
“间隔游”
会越来越大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