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餐
不需要在外卖平台

下单，一个电话，或口口
相传

▼点评
如果味道不合适，

村民会直截了当提出
来；送餐稍微晚了点，一
句“抱歉”谁也不计较

▼餐品
一份干锅鸡 240

元，一份红汤羊肉180
元；家常“快餐”，肉丝、
肉片、回锅肉搭配时令
菜蔬，人均15元

▼客人
一两公里范围内的

村民，最远来自10公里
开外的鱼化镇。“过惯了
城市生活”的返乡村民，
不想做菜时，便用电饭
煲煮一点米饭，再在罗
江胜那点两个菜。一些
村民办酒席，或来了客
人，直接电话订餐

▼送餐
村民在地里劳动时

点餐，忙的时候直接送
到地里，大部分时间，村
民会就近找一户农家就
餐，便送到指定农家去

乡村式
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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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深处也有外卖？那是怎样一种卖法？
几年前，罗江胜也想象不到，自己能在偏远的山村开上农家乐，

然后每天接到订餐电话。
罗江胜被村民称为“送餐老板”、“外卖大哥”。他每天骑着摩托

车送餐，在村道上来来回回要跑10来趟，最远送到10公里外的邻
镇村庄。如今，罗江胜的农家乐一年有40万元纯收入。

四川省古蔺县东新镇呐喊村，靠山，对面还是山，站在山上喊，
声音就在村里回荡。村子离古蔺县城将近60公里，离东新镇集镇也
有10多公里。村主任郭登举说，“呐喊村山高路远，以前村里的年轻
人都不好娶媳妇。”

但现在，村子满坡种上了猕猴桃、甜橙、蜂糖李，回乡就业、创业
的人也越来越多，村子又充满了人气与活力。2012年，罗江胜回家
置办了一套厨具，跑十里八乡的宴席。随着村里产业经济的发展，他
抓住机遇办起了农家乐，送起了外卖，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罗江胜最新的计划是“从农村迈向集镇”，在邻近的皇华镇集镇
上再开一家“分店”。

大山深处大山深处

外卖外卖
有有

开店送餐年入40万
跑的是条什么“路”？

罗江胜49岁，黝黑，微胖，但看
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一点。

他做的干锅鸡、羊肉汤锅很好
吃，村民爱点，家常的回锅肉、炒素
菜也味道可口。从早上开始，就不断
有人打电话订餐，他挨着记下来。然
后准备食材、配料……整个上午，他
和妻子赵永菊都在厨房忙。

中午他开始送餐，大多数都是
一两公里范围内的村民。他送餐的
时候，赵永菊掌厨，忙不过来他又搭
一把手。

“平均每天要送10来趟。”罗江
胜说，一份干锅鸡240元，一份红汤
羊肉180元，也有家常的“快餐”，肉
丝、肉片、回锅肉，搭配时令菜蔬，人
均15元。一个月下来，他的农家乐要
卖出100只鸡、300斤牛肉、2只羊。

都是本地食材，鸡是附近村民

卖的，牛肉、羊肉也从当地人那里购
买。罗江胜说要保证食材品质，虽然
在村里开农家乐谈不上竞争，但一
样要树立口碑。鸡买回来后，他常常
自己先吃，发现肉肥、肉里含水量
高，就会把这群鸡放养个把月再杀。

一般的蔬菜，是罗江胜自家地里
种的，白菜、青菜、莴笋、蒜苗……房
屋周边几块地里种的各种蔬菜，最
终从他的厨房端上了村民的餐桌。

最远的一户订餐，来自10公里
开外的鱼化镇，点了1700元的菜。这
户村民为老人做寿宴客，需要搭配
一些“硬菜”，点的都是鸡、牛肉、羊
肉等菜。他送到的时候，客人给了50
元的路费，他不要，对方坚决要给。

这户人家本来可以在更近的集镇
上点餐，就是觉得罗江胜的菜食材
可靠，味道好。他自己也有点意外，
口碑传得这么远。

罗江胜年轻的时候一直在外打
工，先在浙江的建筑工地干活，然后
又去了广东一家燃气公司上了7年
班，2007年突然想回老家，便辞了职。

他后来意识到，如果不辞职，有
机会进入这家公司的“管理层”，拿
上高工资。讲起这份工作，罗江胜多
少有些遗憾，但没有后悔，毕竟他现
在赚了钱。他的农家乐，一年纯收入
有40万元左右。

从广东辞职回来后，罗江胜在
古蔺县一家工厂承包了3年食堂，
合同期满后，他回到了呐喊村。

他最终置办了一套厨具，跑十
里八乡的农村宴席。那是 2012 年
的时候，罗江胜正式成为一名乡
厨。一年能接到几十场宴席，春节
前后忙，大部分时间是淡季。

变化始于 2014 年，呐喊村开
始推进猕猴桃产业发展。村里流动
人口多起来，机械施工人员、技术
人员，以及参观考察人员，这些人
就餐，只有找到他这里。

罗江胜就势开起了农家乐，挂
上“菊胜餐馆”的招牌。大部分点餐
的还是年轻人，或者收入较好的家
庭。他没有明确统计过客户的信
息，也没有详细分析过客户群体，
但他跟大部分客户都熟悉。

有了这些产业基地，农村的生
产生活也随之改变。呐喊村村主任
郭登举说，如今，村里人已经习惯了
去地里上班，授粉、锄草、施肥、搭棚
……还有村民向大户承包了劳务。

村民忙着上班，便没了时间做
饭，于是常常有三五个村民在地里
劳动时，便相约点份“外卖”，电话打
给罗江胜。罗江胜便准点送过去，特
别忙的时候直接送到地里，大部分
时间，村民会就近找一户农家就餐，
罗江胜便送到指定的农家去。

务工返乡的村民多起来，这些
“过惯了城市生活”的村民，也是罗
江胜的常客。他们用电饭煲煮一点
米饭，再在罗江胜那点两个菜。

还有一些村民家里办酒席，或
者来了客人，有时候邀约到“菊胜
餐馆”，有时候则直接电话订餐。

29岁的村民罗庆祝以前在成
都建筑工地打工，2017 年回到呐
喊村种了 30 亩猕猴桃。他算得上
罗江胜的老主顾，地里请人干活，
家里来了客人，甚至是自己不想做
饭，一个电话打给罗江胜就行。

去年，村里又开了一家农家
乐。在呐喊村，这个离县城和集镇
都很偏远的山村，人们吃饭开始了

“随时下馆子”。

罗江胜不送外卖的时候，会骑
着车子在村里转悠，看那些整整齐
齐的猕猴桃长满田间。这山村，已
经不再是他过去熟悉的山村。

罗江胜说，更早的时候，村民
种水稻、玉米……所有人都在地里
找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开
始外出打工，越来越多的人走出
去，村里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孩子。
村子变得寂静，空空荡荡的，田里
长满荒草。

但现在，村子又热闹起来，土
地被流转，重新整理，栽上整齐的
果树。穿梭在田间，罗江胜喜欢闻
空气里弥漫着的青草味道、鲜花盛
开的味道。

呐喊村村主任郭登举告诉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2014年，呐
喊村开始实行土地流转，11户村民
种了308亩猕猴桃。随后两年，猕猴
桃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如今，呐喊
村已建成3000多亩猕猴桃基地，种
植户达到六七十户，超过100亩的
大户有五六户。

除了几户外来投资的大户，其
他都是当地村民种植的。郭登举说，
过去两年，10多户在外务工村民回
到家里，种上二三十亩猕猴桃。

郭登举介绍，呐喊村有村民
2600多人，其中富余劳动力500多
人，大部分在外务工。随着产业的

发展，一些村民开始回乡创业，很
多六七十岁的留守老人，也实现了
就业。在种植业的带动下，养殖业
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村民的收入
明显增长，村里基础设施也得到极
大改善。2018 年，呐喊村实现了整
村脱贫。

郭登举说，目前，村里成立了
合作社、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也建了脱贫产业园区，原有的山村
景象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
农村的另一番风貌。

东新镇党政办主任陈哲告诉记
者，目前全镇4个村种了8000多亩
猕猴桃。而根据产业发展规划，全镇
的山区根据海拔不同，分成了不同
的“经济带”，根据不同的海拔高度，
分别种上甜橙、猕猴桃、蜂糖李。

大部分时间，罗江胜都忙得不
可开交，平常都是他和妻子两个人
经营。采摘节或者过年前后，他不
得不请人打下手，100 元/天的工
钱，如果还加班的话，便是 200 元/
天。2017 年 10 月 28 日采摘节那几
天，他请了13个人帮忙。

罗江胜决定抓住“发展的机
遇”，他最新的计划是“从农村迈向
集镇”，在邻近的皇华镇集镇上再
开一家“分店”。因为最近两年，除
了东新镇，周边的鱼化镇、皇华镇，
农业产业化也在轰轰烈烈地发展。

罗江胜至今还感到意外，没有
想到生意会做到这个地步，即便当
年开农家乐，建新房，办证照，也没
有“想到这么长远”。

他说自己并没有开餐厅的经
验，都是一步一步跟着村民的需求
发展。

有时候，村民要点外卖，不论
多远，只要打了电话，罗江胜都会
尽力送去。他也会根据点餐人的情
况，推荐哪几样菜合适、点多少菜
就够了。有时候微信支付，有时候
给现金，甚至过几天再来结账，“都
是一句话的事情”。

“都不需要说点什么菜，说几
个人就行。”村民罗庆祝说，如果点

“快餐”，他会根据人数直接配菜，
保证吃饱吃好。如果点了干锅鸡之
类的“大菜”，罗江胜还会主动送个
凉菜、素菜。

罗庆祝说，因为都是熟人，彼
此很信任，菜的味道、分量大小，都
不会在点餐的时候强调，而收费也
是大众消费。

平时送餐，罗江胜是不收送餐

费的。订餐也很简单，不需要在外
卖平台下单，也不需要在线好评，
都是村民一个电话，口口相传。如
果味道不合适，村民往往会直截了
当地提出来，送餐稍微晚了点，一
句“抱歉”谁也不计较。

郭登举也时常在罗江胜这里
订餐，他说自己可能是“提意见最
多的客户”，如果味道不合适，会专
门给他打个电话说一下。罗江胜告
诉记者，自己没有学过厨师，只是
一直喜欢做菜，至今的拿手菜，也
是自己摸索，还有村民不断提意见
提出来的。

“抬头不见低头见”，罗江胜认
为，在农村做生意，人品和人情最
重要。平常一两个人到他的农家乐
就餐，他都是免费。有人晚上来吃
饭，他忙完了，也坐上桌子，跟着一
起喝一杯闲话家常。

他骑一辆摩托车，村里的路早
已跑熟。村民习惯喊他“送餐老板”、

“外卖大哥”，他乐呵呵地应着，跟谁
都和和气气。 朱启丹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杨灵 摄影报道

在呐喊村在呐喊村，，
这个离县城和这个离县城和
集镇都很偏远集镇都很偏远
的山村的山村，，人们吃人们吃
饭开始了饭开始了““随时随时
下馆子下馆子”。”。

原本只是花68元到美容店洗脸，
之后又交了980元打算除皱纹，最终，
54 岁的李树英（化名）被成都金堂一
家名为“鲜女”的美容院的员工，带到
成都武侯区的四川圣丽整形美容医
院，办理了4万多元的分期贷款，进行
除皱术。

直到收到两家网络贷款平台的信
息，让她按时分期还款之后，这位农妇
才恍然大悟。尽管医院和李树英就办
理贷款时的细节各执一词，但记者发
现，鲜女美容院在没有整形资质的情
况下，自称可以做除皱术，并且是四川
圣丽整形医院的分院，圣丽整形医院
自称为李树英做了一次除皱、打了 6
支玻尿酸，但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明细。

美容店交除皱费
结果被带到整形医院办4万分期

3 月11 日，数条贷款平台的短信
占据了李树英手机，两家网络贷款平
台分别发信息，提醒她最近的一次还
款日期和金额。李树英女婿下载了平
台APP,结果发现丈母娘分别在“超G
会员”和“马上分期”贷了共计4万多
元，需分期还款。

分期还款的短信，让李树英说出
了过去3个月的美容经历。2018年底，
她在金堂县城街头接到了一张“鲜女
美容养生店”的洗脸体验券。“凭这张
券，只需要付68元就可以洗一次脸。”
李树英说，今年的1月23日，她到该美
容店使用了这张券，洗脸期间，美容店
员工向她推荐了一个980元的除皱项
目，随后，她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该
店店长转了 980 元，并约好 3 月 11 日
做除皱术。

李树英回忆，当天，美容店工作人
员打车把她带到了四川圣丽整形美容
医院，最终，980元的除皱费用，变成了4
万多元的分期贷款。“我当时不清楚他
们在办啥子，只让我提供身份证，还照
了相。”这位只有小学文凭、户籍身份为
农业劳动者的妇女，不清楚工作人员用
她的手机操作的具体是什么东西，“我
签了字之后，就安排打针，也不清楚打
的什么东西，最后就离开了。”

事后，记者让李树英致电两家贷款
平台，查询贷款审核时所填写的信息，
不过平台客服表示无法查询。那么，4万
元的“美容贷”到底是怎么来的？

养生店竟称可做除皱术
是整形医院的分店？

李树英女婿将丈母娘“美容贷”的
遭遇投诉到了市长信箱。3月25日，位
于金堂南桥附近的鲜女美容养生店暂
停营业，大门上张贴出标语：公司安排
25~26日去成都学习，暂不营业。

随后，记者以顾客身份致电该店
店长，询问是否可以做除皱术。对方最
初表示可以做，“就在我们这里做”。随
后又表示美容店没有这方面的资质，
要在另外的地方做，“在南岸那边，万
达那边的店。”

记者前往金堂万达广场，商场二
楼果然有一家“鲜女”美妆店，该店员
工称，除皱术要到南桥店才能做。事实
上，两家店均没有做整形的资质。

当天下午，记者再次联系上鲜女
美容店店长并表明身份，对方却转变
了说法，“除皱我们这里做不了，只能
去医院做。”那为何会收客户980元的
除皱费？对方表示这 980 元是一个体
验卡，收的钱又转给了医院的人。

该店长否认她们店与四川圣丽整
形医院有关系，却又在微信朋友圈中
宣传“热烈祝贺鲜女美容院升级为圣
丽整形美容医院 2019 医美大平台连
锁分店”。

整形医院：
用户自己办的分期贷款
不清楚与养生店的关系

尽管李树英称办理分期贷款当
天，不清楚整形医院的工作人员在操
作什么，但四川圣丽整形美容医院一
位王姓负责人表示，客户过来之后，医
院都会告知她所做的项目，客户认可
了，还会让她阅读所有细则，然后签字
确认。

对方称，分期公司是医院的合作
单位，对于分期的办理和费用的支付，
客户也要先认可了才会去选择。该负
责人认为，“如果顾客觉得原本不愿意
贷款，是我们让她贷款的，那没办法，
你自己白纸黑字写清楚的。”

鲜女美容养生店与四川圣丽整形
美容医院是什么关系？该负责人以顾
客没到场为由，拒绝回答记者的任何
问题。

26日下午，当记者与李树英及其
女婿再次来到圣丽整形医院，在医院
大厅碰到该王姓负责人时，对方竟告
知李树英女婿，自己是顾客，随后离开
了医院。

医院另一位工作人员出面接待，
不过仍旧表示不清楚鲜女美容养生店
与医院的关系，至于记者提出的更多
问题，只称“领导不在”不予回答。几经
周折，医院工作人员表示，愿意为李树
英办理没有使用的费用退还事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逯望一

每天10来趟，最远送到10公里外

1 送外卖的“老板”

村子发展猕猴桃，村民的生活方式也变了

2点外卖的“新人”

3山村返乡潮
抓住发展机遇，准备去镇上开分店

4乡村式外卖
点餐一个电话或口口相传，讲诚信也讲人情

农妇遭遇“美容贷”
说好的980元除皱
变成4万贷款

罗江胜正在厨房做菜

罗江胜准备出门送餐

▼罗江胜正在打包餐盒

在呐喊村，村民已经习惯了在猕猴桃种植基地“上班”

罗江胜最新计划是在邻近的皇华镇再开一家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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