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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走在赣南各地的大街小巷，常能看见一些“老

字号”的店铺。一家家温暖的老店铺，见证着城市的发展，

承载着历史与文化。对于游客来说，这是一个地方、一座城

市的标志，是无法忘却的记忆。儿时常吃的零食，一家人去

过的照相馆，一种味道，几代人在追寻……那些记忆深处的点点滴滴，不时泛

起阵阵波澜。今天起，周末版推出“老店新传”系列报道，讲述赣南一些“老字

号”店铺曾经的辉煌、目前现状以及对未来发展的畅想，敬请关注。

已过不惑之年的朱先生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安了家，但每次回到赣

州，他都要早起走进赣州市阳明路的坛子巷，去那里的“周记早餐店”

叫上一碗拌粉、几个油炸米馃、一盅炖汤，美美地吃上一顿。“我不早起

的话，担心那些油炸米馃会卖完，吃不到。”为了解馋，他点的油炸米馃

一款一个，都不重样。茄子米馃、腌菜米馃、碗儿糕、糕头、葱条、芋包

子……哪款他都爱吃。而炖汤也是一天一换，鸡蛋肉饼汤、百合肉饼

汤、花生米排骨汤、生地排骨汤……每一味汤都令他回味无穷。

以前，赣州老城区有不少人气旺、口味好的早餐铺子，随着旧城改

造、老屋拆迁，曾经的老字号渐渐消失。但藏于小街巷角落里的“周

记”，正是因为被朱先生这样不论身在何地，仍然不忘家乡味道的众多

食客牵挂着，才得以顽强地生存至今，并且与时俱进走出老城区，在新

城区生根发芽不断发展壮大，将独具特色的虔城传统早餐传承下去。

无心成就的名店

1993 年，时年 42 岁的周元生从当时的赣州地区航运局下岗，一

同失去工作的还有妻子刘吉兰。在生存的压力下，夫妻俩决定开个

早餐店，只因刘吉兰和周元生的大姐都曾是国营企业餐厅的白案师

傅，有一手能做包子、馒头、花卷等面点的好手艺。

周元生记得那年的 4月份，他将家中临街一间 40多平方米的房屋

收拾出来，开了门脸，增添了炉灶、锅碗瓢盆、桌椅等，没有装修，甚至

连招牌都没挂，就这么简单地开张了。虽然屋里只摆得下四五张桌

椅，帮忙的也多是家中的亲戚，但早餐店的品种却不含糊。粉干、面

条、沙河粉可汤可拌，点心有葱花咸花卷、老面馒头，猪肉馅或豆沙馅

的包子以及各类油炸米馃，汤品除了肉饼和排骨系列的炖汤，还有赣

州女性爱吃的酒酿蛋、老人家爱吃的稀饭和豆浆……粗粗算下来，便

有几十种。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价格也颇为实惠，米馃一元四个，包

子 0.13元能买两个，粉面等 0.5元一碗，一盅汤也只要 0.8元。

“开张十几天后，店里的生意就火爆了，一直到现在。”周元生言

语平静，脸上的微笑却隐然透着自得。屋里不够坐，他就买了十几张

桌子沿着店门口这一侧一字排开，并在屋檐下支起了大雨棚。人们

根据他的姓，把店名唤做“周记”。即便可同时容纳近百人，但在就

餐高峰期时，“周记”也是一位难求，有的客人只能站着吃。而客人

一口气打包十几二十个包子或米馃、七八个汤带走的情况更是常态。

后来，周元生另辟了一间房单独做厨房，又租了邻居的房子，使整个

店堂的面积增至100多平方米，尽量保证客人能入店入餐。但无论他的

店面如何扩大规模，每天的用餐高峰期，仍是人满为患，刚出笼的肉包子

总是一抢而空，汤也蒸不及来卖。一个上午，光拌粉就要卖出几百份。不

少住得远的市民在周末慕名而来，就为品尝一顿这里的特色早餐。

“周记”的生意之道

生意跑火一天、一个月、一年，都不是难事，但能近三十载始终

如一，就值得说道了。

“周记，一碗拌粉，今天喉咙不舒服，少放点辣椒，再来一个枸杞

肉饼汤！”

“马上来！”

“周记，老规矩！”

“好咧！4个包子，一个生地排骨汤！”

……

自从“周记早餐店”远近闻名之后，人们也亲切地称呼周元生为“周记”。一年三百

六十五天，除了大年初一到年初七在家过年外，他和妻子几乎都在店里忙碌着。但再苦

再累，面对客人，不论是生客、熟客，还是男女老幼，高大魁梧的“周记”永远笑容憨厚、言

语真挚。他总是像旧时的跑堂一样大声吆喝着，令人觉得热情。

为了延续老口味，“周记”包子一直都是现做、现包、现蒸，一直坚持用煤火、蒸笼蒸

汤，食材一定要新鲜看得到的真材实料。“除了价廉物美、诚信经营，做生意必须和气生

财。”周元生说，众口难调，有时客人会刁难食物的咸淡、生熟，但不管话说得有多难听、多

混账，他从不顶嘴，总是乐呵呵地虚心接受。有时，遇上客人忘了带钱，他也只是客气地

说：“没关系，下次再来一起付啊！”幸而有心赖账吃霸王餐的人还是极少数，多数客人因

为“周记”的和善大度成了回头客，进而成了这里的“铁粉”。

小周的美食计划

随着旧城改造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周记”的老食客搬到了章江新区居住，只能偶尔有空

回坛子巷来吃早餐。他们强烈提议“周记”开到新区去。2016年7月，在章江新区的锦绣虔城

小区门口，“周记早餐店”分店开业了，在寻乌路的云星中央星城小区门口，也开设了一家分店。

“都是小孩他们去搞的，我还守着我这家老店。”和所有的父亲一样，周元生在说到

儿子周健荣时，无奈和嗔怪的背后更多的是欣慰和自豪。在外打拼多年的周健荣，一直

对家乡念念不忘，看着日渐年迈的父母，他终于回来了。小夫妻继承了父辈的勤劳肯干，

但年轻人总是有着与上一代人不同的梦想，他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高，也想走得

更远。延续了老店经营特色的两家新区分店均获得了成功，如今，锦绣虔城分店又扩大

了规模，正在装修。但周健荣并不满足于此，他告诉记者，他正计划把新店改成全天候的

经营模式，同时，发挥家里拳头产品包子的优势，结合赣州日渐快节奏的生活特点，在全

市布点开设连锁直营包子铺，为市民提供更为便捷的美食。

与小周相比，生长于老城区，对老城区有着浓厚情感和依恋的老周却不愿放弃这里，

甚至他算账还用着最早的手工算盘。“先吃后结账”，这使得坛子巷的“周记”，不仅有着浓

郁的烟火味，更有着中国街巷邻里才有的浓浓人情味。“每次回赣州来这里吃早餐，我总

会想着小时候爸妈带我来吃的情景。”对于定居福建的孙先生而言，美味已不再是味道本

身，更是对逝去光阴的无尽怀念，历久弥新。

新行业成蓝海 店如雨后春笋

真人密室逃脱最初源自惊悚电影和

网络游戏，后来发展为线下体验店。在

2013 年，因为第一批专业玩家的投入和

支持，国内一时间出现了密室逃脱店铺

热潮。因为投入小、回本快，赣州也有不

少人蹭着热度开设了几家机关类的密

室。不过，由于宣传不足，加上本土专业

玩家不多等因素，密室逃脱在赣州并没

有真正成为一个娱乐热门选择，更多的

是个猎奇存在。

密逃真正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年轻

人的娱乐新宠是在 2019 年。随着一档名

叫《密室大逃脱》的综艺节目上线，这个

小众游戏变得更为人所了解，沉浸式密

室体验和烧脑解谜闯关过程也让更多年

轻人对密逃产生了兴趣。有网友总结，

如果说 70 后、80 后沉迷棋牌麻将，那么

90 后、00 后则是痴迷密逃和剧本杀。据

公开资料显示，2018 年中国密室行业门

店突破 1 万家，较 2016 年的 7000 余家增

加了近四成。随着沉浸式夜间文旅市场

下沉至二三线城市，赣州市的密逃市场

也迎来新一轮发展。

近日，记者通过地图软件查找，看到

在赣州市目前有近 30 家密室体验店，有

三分之一主打沉浸式体验。譬如在赣州

市五指峰路就有一家刚开店一个多月的

实景密室，拥有三层楼 600 多平方米场

地，打造了四个主题沉浸式密室，可以说

是当下市中心城区规模最大的密逃店

铺。该店老板姓熊，是个 80 后，也是个资

深密逃玩家，因为热爱这个游戏，于是从

玩家变身“玩”玩家的老板。

目前大多密逃店铺除了根据主题搭

建的实景外，还有各类电子机械、机关设

计、穿戴设备以及真人 NPC（非玩家角

色）与玩家的互动。其中最吸引顾客的

就是密室主题，或是古风玄幻，或是宫斗

宅斗，或是探案推理。通常题材有惊悚

逃脱类、推理解密类、机关烧脑类、惊悚

逃脱推理俱全类等，设定背景有古代、末

世、现代等，场景则是监牢、古宅、迷宫、

医院、学校等。

因为“夜晚+沉浸式”娱乐是年轻人

的最爱，密逃店铺的营业时间大多下午

两点半以后开始，但是顾客往往“姗姗来

迟”。据一家密逃店铺店长介绍，店铺员

工通常是上班到晚上 10 时，但是预约 10
时以后来玩密逃的顾客是最多的。

花钱买被吓 跪了也要玩

如果一个密逃店铺只有 4个主题，那

么顾客最多玩 4 次，就可能不会再来了，

店铺要如何盈利呢？面对记者的提问，

熊先生表示，这就是路人和爱好者之间

的区别。其实真正玩密逃的人都知道，

一个密室主题是很难一次性就通关的，

而且这个和电脑游戏不同，是不能存档

的，所以每一次都要重新再来。“且游戏

难度都是由工作人员根据现场情况进行

调整的，所以每一次都会有一些细节上

的不同。”为了通关，玩家可能要玩上三

四次才行。“我们有一个主题，有玩家玩

了快 10 次。”“会很惊悚吓人吗？”对于这

个疑问，熊先生笑说，每次都会有顾客被

吓哭，但是哭了也还要玩下去。

在一个周末，一个多小时时间里，记

者在一家密逃店铺蹲守到了三四拨顾

客。第一拨来了 7 个人，他们都是某高校

的学生，相约来体验密逃。当中有曾经

玩过的，也有初次体验的，甚至还有两个

人是陪同过来“看看情况”，感觉有些惊

悚半路逃跑的。一个密室主题通常是 4
人至 8 人一场，满了之后或者人数不足，

就需要等待。有两人是闺蜜一起来感受

密逃氛围的，她们一边听店长的介绍一

边强烈要求给她们选一个不吓人的主

题。不过，密室一般都是在黑暗状态中，

所以难免受到机关或者 NPC 的惊吓。在

记者的询问中，顾客们大多是从团购网

站上看到的密逃店铺信息，新奇、刺激和

烧脑是他们选择这个娱乐项目的主要原

因。有老板透露，情侣或者正在追求中

的青年男女在顾客中占多数，“‘英雄救

美’有助于感情升温”。

经过老板同意，记者进入了密室的

监控调度室，现场感受了一下密室的“幕

后黑手”视角。为了保证密室效果，进入

调度室的通道是全黑的，调度室内每一

个密室主题都有一套监控设备，记者可

以清楚看到夜视仪下玩家在密室里的动

态。几个非玩家角色工作人员已经穿戴

好角色服装，头上套着各种面具和假发，

调度人员面授机宜，安排他们出现的位

置，以及主要惊吓的对象。正如密逃是

一个新兴的娱乐产业，密逃 NPC 也是一

种新兴职业。NPC——非玩家角色最早

源自单机游戏，在密逃中则是起到推动

剧情、提供线索、和玩家互动的工作人

员。小白（化名）今年 20 岁，对于当非玩

家 角 色 感 到 兴 趣 盎 然 ，是 个 专 职 的

NPC。“我特别喜欢吓人，觉得这样很好

玩。”这是他选择这个职业的理由。然

后，记者就看着他戴上面具，拿着会发出

声光特效的“电击棒”从密道出去“催促”

玩家快点找到关卡线索。据熊先生介

绍，在他的店中，工作人员有 20 多个，光

NPC 就有 10 多个。除了在场景中和玩家

互动的人员之外，在监控室还有负责场

外调度的主控人员。刚才还在店门口温

言介绍主题内容的店长，一旦拿起密室

调度对讲机就会换了个人似的，用沙哑

诡异的声调“诱惑”玩家深入剧情。

据说，玩家和 NPC 之间有个“一米原

则”，为了彼此的安全考虑，玩家和NPC要

保持 1 米的距离。由于剧情设置，有的密

室会有一些惊悚类元素还有追逐场景，虽

然知道是游戏，但是由于沉浸式实景设

置，很多玩家一时分不清楚游戏与现实，

会出现应激反应——例如攻击NPC，磕磕

碰碰在所难免。甚至有时候，NPC没吓到

玩家，反而因为玩家的反应被吓到。

发展前景较好 如何驶向远方

密逃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是比较低

的，据业内人士介绍，如果是沉浸式体验

密室，其月流水不但比普通密室高，而且

更具吸引力。记者在赣州市中心城区了

解到，目前，本地密室逃脱行业处在一个

“生长季”，有不少密室逃脱店都经营得

较好。尽管如此，仍有经营者、玩家对该

行业发展有各自的看法，认为该行业有

短板需要补齐，有资源尚待挖掘。

“我们的装修成本很高，投入近 300
万元，装修时间要 3到 4个月，装修期间的

租金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熊先生告诉

记者，装修费用高，装修时间长，导致经营

前期投入负担加重。在经营的中后期，前

期投入又会限制玩家体验，因为装修的高

成本，要 2年左右才更换一次装修主题。

密室逃脱店场景更新时间长，也限

制了玩家复购。赣州资深玩家刘媛表

示，她对沉浸式室内游戏的场景很在意，

对同一场景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因为装

修主题更新慢，她不得不一直更换新店，

现在，她在市中心城区已经“无店可玩”

了。赣州另一资深玩家王安博说：“目

前，本地的密室逃脱行业有供不应求的

现象。一家密室逃脱店受空间、时间的

影响，一天的接待能力很有限，经常有大

把客人在店外预约，店里已经满场。”

对本地密室逃脱行业的经营短板，赣

州另一经营者梅博谈了自己的看法。他

表示，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原创能力薄

弱，经营者们“各自为阵”，相互抄袭的情

况多，产品没有自己的文化内涵和特色，

没有形成完整、专业的产业链条。密室逃

脱店场景更新时间长除了资金成本的问

题，还有一主要原因是缺少文化支撑，全

国市场上仅有恐怖、悬疑等几大类的主

题游戏，室内装修和游戏剧本大多相似，

没有地方特色。密逃主题通常需要有专

职编剧参与撰写主题剧本，根据剧本设

计场景、机关、道具等。如果整合赣州的

文化创作资源，写赣州红色文化和客家

文化的游戏剧本，进行对应的室内装修，

这样有文化个性的室内游戏会更有市场

竞争力。同时，还可尝试扩大市场范围

和产能，将密室逃脱游戏与旅游景点进

行文化上的“有机结合”，开展合作经营，

发挥“1+1﹥2”的经济效益。另外，在从

业人员的专业性上，也需要有专门培训

机构，帮助从业人员专业化的同时，促使

该行业规范化。甚至可以尝试接触装修

行业资源，使得设计开发可获得易更换、

成本低的场景装修方案和材料，以减少经

营成本，加速产品更新。通过形成剧本原

创、人员培训、定制装修等多环相扣的链

条，促进本地行业健康良性发展，释放出

更多的市场潜能，沉浸式室内游戏或可成

为赣州文创产业发展中的一个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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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新业态，你“沉浸”了吗？
□记者穆宇清 胡星 文/图

提到沉浸式体验，人们的

第一反应会想到 VR——沉浸

式虚拟现实，让用户有一种置

身于虚拟世界之中的感觉。

不过，当下沉浸式体验早已遍

布各个行业，譬如沉浸式剧

场、沉浸式影院、沉浸式餐厅、

沉浸式艺术展、沉浸式游戏、

沉浸式设计……通过各种手

段，让参与者能够忘掉现实世

界，全身心地投入到特定场景

中。今天记者想要介绍的则

是沉浸式密室——一个方兴

未艾的真人密室逃脱新业态。

工作人员在调度室内引导玩家玩游戏。

密室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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