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灯初上之时，位于科伦坡
的“阳光花园”中餐厅，已是热闹
一堂了。香卤鸭脑壳、毛血旺、新
鲜肥美的兰卡蟹，还有端上来就
能流口水的香辣鸡杂面……每一
道菜都挑动着食客的味蕾。这些
菜肴的掌厨者，是来自成都都江
堰的大厨贾学勇。他在科伦坡已
经干了四年，梦想着有一家自己
的川菜馆。

斯人喜辣
川菜正对他们胃口

“相对于斯里兰卡本地的人
均收入，中餐厅在斯里兰卡属高
档餐馆。他们的饮食也喜辣，川
菜正对胃口。”贾学勇介绍，当地
不少中国美食的爱好者，专门过
来打卡。有时候挑战了川味“辣”
后，还要求当面和厨师交流。

而对于在斯里兰卡工作和
生活的中国人来说，中餐馆也是
慰藉“乡愁”的好地方。“斯里兰

卡的海鲜产量非常丰富且便
宜。在科伦坡，石斑鱼只合 20
元人民币一斤，新鲜且肥美，龙
虾也相当便宜。”贾学勇说，除了
从四川空运需要的川味调料，科
伦坡当地的食材也能做出惊人
美味，在斯里兰卡当大厨也是很
美好的体验。

开中餐馆
先吃透文化与法律
虽然斯里兰卡的中餐馆很受

欢迎，贾学勇也特别提醒，在当地
投资中餐馆前不要光凭一腔热
情，一定要了解透彻文化和法
律。“比如有的投资者，花了很多
钱去装修餐馆。等到要开业的时
候，才发现斯里兰卡是个佛教国
家，餐馆卖酒是需要申请酒牌
的。如果没有牌照，是绝对不允
许销售的。”

据了解，今年2月5日，斯里
兰卡警方在科伦坡当地一家中餐
馆搜查出野生穿山甲，根据该国
的《动物虐待条例法》逮捕了该餐
馆中国籍经理并处以高额罚款。
此案经斯媒体曝光后，给中国公
民形象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对
此，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提醒
旅斯中国公民禁止购买、携带濒
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赖芳杰 刘秋凤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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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108个国家和地区，有约
680名四川省海外交流协会理事……
作为四川的“好友”，他们是生活在各国
的侨领、侨商等，像是一张巨大的“人脉
网”，覆盖全球。

8月12日，记者在斯里兰卡见到了
卢正闯，他是四川省海外交流协会理事
中的一员。从最开始从事贸易、餐饮，
再到珠宝、建材等行业。根据斯里兰卡
当地的发展，卢正闯的生意版图也在发
生变化。作为一名“老斯里兰卡”，他对
有意走出去的川企，有哪些建议？

怀着天不怕地不怕的胆识，卢正闯
在斯里兰卡内战结束之前就来到这
里。他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当时的情
景。比如说，2007年时，卢正闯一行
刚路过一辆军车，一分钟后，这辆军车
就发生了爆炸。自杀式袭击的爆炸威
力很大，如果当时车速慢一点，他们就
会被炸弹波及受伤。再比如2008年，
内战接近尾声时，猛虎组织偷袭科伦
坡，飞机在头顶盘旋，科伦坡全城停
电。“高射机枪炮弹打飞机，就跟放烟花
是一样。”

是什么让他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
坚持下来？卢正闯说，哪里有市场机
遇，哪里就有生意人。他看到了斯里兰
卡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发展。如
今内战结束已快10年，他依然坚持当
初的观点：斯里兰卡的发展空间很大。
他建议，外资适合进入斯里兰卡房地产
和旅游相关产业。首先，大量的外来务
工人员始终想在科伦坡有一个属于自
己的家。因此，房地产有投资空间。另
外，内战结束之后，来斯里兰卡的游客
总量不断攀升，旅游酒店、旅游地产和
旅游服务等旅游相关产业必定是未来
的高速增长产业。

作为四川省海外交流协会理事，卢
正闯对四川颇有感情，平时回老家都选
择搭乘科伦坡直飞成都的航班再转机，
有空闲时间就在成都多玩几天。他建
议有意走出去的川企要寻找对当地十
分了解的人参与项目的企划，“如果纯
粹按照中国做生意的思维模式，肯定不
适应这边，会遇到很多坎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刘秋凤 赖芳杰 杨涛

“现在成都每周飞科伦坡的直航
航班很火，中国游客对斯里兰卡的旅
游贡献也很大。”赵莹博士是西南政
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法治新闻教研
室教师，在今年3月来到中国-斯里
兰卡合作研究中心交流。她经过多
方调研后认为，斯里兰卡自然与人文
旅游资源丰富，但其内战结束之前，
入境旅游业发展缓慢曲折。而在
2009年内战结束之后，旅游业开始逐
渐恢复。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
后，斯里兰卡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愿支
持参与中国发展海上丝绸之路。2016

年 5月，中国与斯里兰卡两国签订了
旅游合作备忘录。中国是世界第一大
出境旅游市场，斯里兰卡希望借助中
国的旅游市场，带动斯里兰卡的旅游
发展水平。

“中国是斯里兰卡重要的客源市
场，仅在去年12月就有将近2万人次
中国游客来到斯里兰卡，斯政府期待未
来随着两国交流更加深入，每年能有超
过100万中国游客赴斯旅游。”赵莹介
绍，根据斯方旅游部门数据，斯里兰卡
2017年全年共接待211万人次外国游
客，同比增长3.2%，中国是其第二大客
源国。

斯里兰卡的第二大城市康提
市有“圣城”之谓——因是佛牙寺
的所在地，这里吸引了无数虔诚
的游客。一对成都小夫妻看准了
这里的商机，于今年2月1日来到
康提，接手了一家民宿。

年纪轻轻、成都人、资金不
多，满腔热血、理想主义……这些
都是他们身上的鲜明标签。他们
的海外创业经历了怎样的酸甜苦
辣？8月16日，90后杨峥和他的
妻子娜娜向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讲述了他们闯荡斯里兰卡
的故事。

杨峥告诉记者，来他们民宿
的客人中，欧美背包客居多。民
宿一共有7个房间，可以住15人
左右。他坦言，今年3月斯里兰
卡进入全国紧急状态——这是
斯里兰卡2009年结束内战之后
首次出现这种状况，对斯里兰卡
旅游业的冲击很大。受此影响，
民宿的入住率只有去年同期的
一半。

斯里兰卡的基础设施亟待完
善，这是杨峥认为影响客源的第

二大原因。他说，从首都科伦坡
到康提市，两个大城市之间竟没
有一条健全的高速公路。虽然只
有约120多公里的距离，但包车
需耗时4个小时，路况不好也打
退了不少游客。

虽然遇到不少困难，但杨峥
说，如再选择一次，他依然会带着
娜娜出来闯荡。“海外创业虽有风
险，但也蕴藏着大把商机。而且，
趁着年轻，有梦就一定要去实
现。”

2017年2月，杨峥与娜娜结
婚。12月，在一次旅行中，他们
结识了接手这家民宿的老板，听
其说民宿要转让时，杨峥和娜娜
动了心。虽说他们两人在成都的
五星级酒店工作，接手民宿可谓

“专业对口”，但实际上，“世界那
么大，我们想去看看”才是两人漂
洋过海最重要的原因。只不过，
当见到家乡的记者，小两口也禁
不住乡愁涌动，“我们想成都了，
真的太想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秋凤赖芳杰 杨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赖芳杰 刘秋凤杨涛
斯里兰卡科伦坡摄影报道

川企在斯里兰卡商机
可重点关注农业和基建
访中国-斯里兰卡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赵莹

在世人眼中，
冬夏季风交替的斯
里兰卡，散落着许
多令人不可思议的
沙滩和岛屿，是个
一年四季“无休”的
度假胜地。

“作为旅游目
的地，斯里兰卡自
身旅游资源条件优
越，旅游业在国内
呈现出快速发展的
趋势。斯里兰卡希
望借助中国的旅游
市场，带动斯里兰
卡的旅游发展水
平。”中国-斯里兰
卡合作研究中心副
主任赵莹认为，两
国在旅游合作上空
间广阔。而对于川
企在斯里兰卡的商
机，赵莹认为，可关
注农业与基建。

“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四川的优势产业发挥所长，不仅是单纯
卖产品、卖技术，还可以打造共赢的开放型经济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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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
四川的优势产业发挥所长，不仅是单纯
卖产品、卖技术，还可以打造共赢的开
放型经济生态系统。”赵莹解读，在“一
带一路”倡议下，川内城市可从西部内
陆城市转变为向西、向南开放的支点城
市，获得发展的新路径，成为开放的“龙
头”，从传统后方变成为前沿。

四川企业可以重点关注哪些投
资领域呢？赵莹认为，以斯里兰卡为
例，该国政府在其主要产业发展目标
中指出，要继续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
的投资力度，每年增加 30%-35%的
投资，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的发展，
进而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因此，道
路、港口、机场、桥梁、电力等项目是

未来斯里兰卡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
项目。

同时，作为农业大省，四川也可加
强与斯里兰卡农业领域的合作，特别是
茶叶、椰子及橡胶领域的合作。赵莹介
绍，斯里兰卡可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61%，拥有大面积的橡胶园、茶园和椰
子园。这三类农产品是斯里兰卡农业
经济收入的三大支柱。农产品出口也
是斯里兰卡出口创汇的重要组成部分，
约占斯里兰卡创汇总额的 25%左右。
近年来，斯里兰卡的香料出口比重逐渐
呈上升趋势，成为了斯里兰卡农产品出
口中的一大新兴产业，同时，斯里兰卡
也是世界上红茶第三大生产国和第一
大出口国。

每年能吸引超100万中国游客

旅 游 愿 景

关注农业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

他在内战未结束时就来斯里兰卡掘金

四川“好友”卢正闯：
看好高增长旅游产业

在商言商

支 招 川 企

掌勺的都江堰大厨

川菜受热捧只因“斯”人也爱辣

开民宿的成都小夫妻
想去看看世界不在意海外创业艰险

招商局科伦坡港南集装箱码头。赵莹认为，基建可作为川企来斯里兰卡重点关注的投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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