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然想習近平主席能試試我們的西裝，他
穿過就會知道我們的西裝有多舒服。」香港
「四大裁縫」中僅存兩間之一的培羅蒙西服
行負責人柯慶華說。培羅蒙曾陪伴老一代上
海商人來港立足，見證香港經濟起飛的黃金
時代，作為一間立足香港69年的中國老字號
品牌，培羅蒙始終秉持低調、堅持品質的理
念，「習主席來香港，希望他能試穿我們的西
裝，感受香港培羅蒙對品質的堅持。」

滬遷港69年 名流「御用店」
老字號手工製衣品牌培羅蒙自1919年首

先在上海打響名堂，後隨一代上海商人於
1948 年一同遷至香港，至今已有 69 年歷
史。當時香港較少手工縫製西裝的舖頭，
而不少上海商人最初來到香港，在語言不
通、不熟悉當地經營環境的情況下，要真正
立足談何容易，不少上海商人急於打開市
場，他們出席重要場合時所穿的西裝必定
在培羅蒙訂製。
「老一代船王包玉剛曾說，中國人出去做

生意一定要穿中國人的西裝，打扮體面，是
尊重他人的表現。」柯慶華回憶，包玉剛每
次出外公幹均會事先在培羅蒙訂製3套新西
裝，希望每次會見外賓都穿得體體面面，為
中國人樹立好的形象。

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是培羅蒙發展的全
盛時期，如李嘉誠、邵逸夫、何鴻生、利國
偉等人均在培羅蒙訂做西裝。培羅蒙亦因此
被稱為「金融界富豪御用裁縫」，成為當時
香港「四大裁縫」之一。
上世紀80年代，培羅蒙更成為內地裁縫行

家來港必到的「旅遊景點」，「他們上海的
師傅每次來香港，必定要來培羅蒙舖頭參
觀，參考我們的技術與服務方法。」柯慶華
說，亦有好多內地人專門來香港培羅蒙製作
西裝，無論他們在香港停留一天還是三天，
培羅蒙從不壓縮製作時間，一定要將最好的
給客人。
不過，隨着時代變遷，西服成衣銷售愈來

愈普及，不少外國手工縫製品牌進駐香港，
打壓了培羅蒙的發展空間。柯慶華表示，未
來希望着力拓展網絡宣傳，並開闢更多年輕
人市場。

留意習主席着裝 盛讚「好靚」
柯慶華說，現時有一批年輕人去外國讀書，

他們透過網絡找到培羅蒙幫他們訂做西裝。柯
慶華平時與這批年輕人似朋友一樣相處，「希
望以我30多年的經驗教給他們更多着衫的講
究、選擇，有些年輕人從讀書至結婚，所有西
裝、禮服全在培羅蒙訂做。」

柯慶華平日亦有從媒體留意國家主席習近
平的着衫習慣，並稱讚「好靚」，「看得出
他都是講究穿着的人，但如果有機會試下我
們培羅蒙的衫，會感覺更舒服。」他說，培
羅蒙會根據客人的身形及需要在西裝上做出
不同的凹凸線條。他注意到習近平主席經常
在鏡頭前處於站立的狀態，認為他的西裝褲

腳可以稍微收窄，「若他來港訪問多數需要
站立而不是坐，便可以稍微收窄褲腳，修身
些，顯得人更精神。」
「培羅蒙作為由上海遷至香港立足近70年

的『中國老牌子』，有資格亦有底氣為習主
席做出一套適合、體面的西裝，希望他能感
受到培羅蒙對品質的堅持。」柯慶華說。

「習主席來港，盼望他來坐坐港鐵南港
島線，一定要到香港自己的主題公園─海
洋公園看一看。」南區區議員、區議會主
席朱慶虹向習近平主席發出盛意邀請。他
指出，港鐵南港島線開通是回歸後一件意
義重大的事，27.5萬南區居民因此免受出
行不便之苦，南區豐富而優質的旅遊資
源，得以和四方來客分享。他相信如果習
主席來南區走一走，一定會愛上南區瑰麗
自然的風光，被南區中西薈萃的獨特文化
所吸引。

南港島線帶旺南區
朱慶虹說，如果習主席能親身坐一下南港
島線，就可以分享這項回歸後重大利民工程
給市民帶來的便利和喜悅。
他說，南區約佔港島一半面積，20年來經
濟和人口規模均無太大變動，人口只有約

27.5萬人，主要是受制於交通條件的限制。
嚴重交通堵塞，令南區經濟難以發展，無法
提供足夠就業機會，以至區內大部分工作人
口需每天往返中心區上班，又進一步加劇交
通堵塞，形成惡性循環。
去年12月28日南港島線正式通車，市民

進出南區的時間大為縮短。開設了地鐵站
的黃竹坑，由接近荒廢的舊工業區迅速形
成南區新的經濟中心區。不少商企向黃竹
坑遷移，大量藝術創意工作者亦開始選擇
交通方便、租金相對低廉的黃竹坑工廈作
為工作室，藝術產業悄然進駐。黃竹坑由
工業區向新興商貿中心、藝術中心轉變的
趨勢明顯。
朱慶虹強調，南港島線開通，對南區旅遊業

意義重大，更極力推薦習主席坐港鐵到香港人
自己的主題樂園─海洋公園看一看。1977年
開幕的海洋公園位於黃竹坑，佔地逾91.5公

頃，是中國第一座集海陸動物展覽、機動遊戲
和大型表演於一身的大型主題公園。
港鐵海洋公園站開通，為海洋公園歷久常
新的發展帶來足夠人流支持。海洋公園新一
期擴建計劃、興建新的酒店和水上樂園，擁
有了充足的市場前景。

漁港泳灘風景獨好
朱慶虹也盼望習主席來海洋公園附近的淺水

灣游泳。他說，這裡有遺傳百年的歐式建築淺
水灣酒店，有世界十大最美麗沙灘之一淺水灣
泳灘，有濃郁海上人家氣息的淺水灣天后廟。
每年都有大批已遷移至東南亞等地的香港漁民
後裔，不遠萬里來淺水灣天后廟拜祭。歐陸風
情與地道港式漁業文化，在此相互輝映：「我
走遍全球各地，也沒見過如此獨特、迷人的人
文氣息。」
朱慶虹說，南區是港島未充分開發的迷人

處女地。這裡有全港最優質的12個泳灘，有
大量無敵海景的郊野公園徒步徑，有保留完
整漁業文化的香港仔避風塘、海濱公園，很

期盼習主席來親眼來看一看。地鐵開進南區
突破交通樽頸，南區勢必成為全港最吸引全
球遊客的聖地。

南區議員：南港島走一走 賞中西文化薈萃行行

■■朱慶虹盛邀習主席坐港鐵來海洋公朱慶虹盛邀習主席坐港鐵來海洋公
園看一看園看一看。。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攝

■■培羅蒙老裁縫師傅培羅蒙老裁縫師傅。。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衣衣老字號洋服店：盼為主席縫製西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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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夫人彭麗媛出席外
事活動時，大方得體的衣着

更引起各地媒體爭相報道。據媒體報道，習近
平主席與夫人彭麗媛的着裝多由內地設計師打
造，彭麗媛的多套服裝更巧妙融入中國元素，
包括刺繡、立領、中式紐釦設計、旗袍等，在
服裝界掀起一陣「中國風」。
1919年成立的上海老字號西裝製衣品牌培羅

蒙，擁有近百年的歷史，於1948年遷至香港立
足，成為香港「四大裁縫」之一。作為立足香

港69年的老上海製衣品牌，在習主席來港視察
之際，培羅蒙負責人柯慶華說，希望有機會為
懂穿着的習近平主席量身訂做一套西裝，讓對
方感受一下「老中國品牌」的魅力。

堅守品質 不是謀生是享受
客人來到首先度身，由師傅裁布做出西裝的

「模樣」，再由客人試身，之後要等1周至10
日便能取貨。今年57歲的柯慶華是培羅蒙的創
始人許達昌最後一名徒弟，他希望秉持上海老

字號對品質的追求，堅持手工、細節，將最好
的給客人。
柯慶華說，「衣食住行」中衣居於首位，因

為中國人講究着裝體面，衣服是一個人的門
面。對裁縫師傅來說，一件衫由頭到尾全手工
做出來，過程不是謀生而是一種享受，「好似
藝術家創作自己的作品。」
培羅蒙不似其他品牌一定要在人流大的中

心地帶開舖，而在較為偏僻的商場佔據一席
之地。柯慶華說，希望在租金上減少開支，
將所有的投入放在師傅手藝培訓及西裝品質
保證上。「我希望將培羅蒙這個老字號的核
心即對西裝品質保障繼續堅持下去。」

手工「藝術品」西裝「香港風」

住住 公屋聲樂教師：盼主席家訪 獻歌歡迎

香港是世界著名的美食天堂，不同美食應有
盡有，不少老店更已經營了數十年，與港人一
起成長。「香港的潮州菜精緻、味道有層次
感，期待習近平主席訪港期間能來我們潮州菜
館品嚐一下。」與父親於灣仔經營「新光潮州
菜館」接近35年的趙輝忠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說：「絕對歡迎習近平來港視察，習主席若
光顧我店子，是我一個天大的榮幸，我會先給
他泡上一壺功夫茶，再上一盤滷水拼盤、潮州
凍蟹、潮州蝦棗、手打墨魚丸，最後來一碗潮
州蠔仔粥，希望他能品嚐到地道潮州美食。」

子承父業 歷盡香江潮起潮落
坐落灣仔駱克道的新光潮州菜館已有40年
歷史，趙輝忠的父親原本做工程出身，約35
年前在同鄉好友力邀下斥資逾百萬元入股該
店，轉行做潮州菜。
然而，趙輝忠的父親卻墮入騙局，同鄉購
入鮑魚等一堆貴價食材再半價放售圖利，趙
父要承擔一筆「街數」，要賣樓還債。
趙輝忠憶述，當時正在外地讀書的他即回港
支援父親，從找尋優質貨源、挑選海鮮、驗
秤、保鮮至下廚、開發新菜式，是從零學起，
自言「交了很多學費」，最終打造出今日新光
潮州菜館的好口碑、硬招牌。
逾30年間，除要摸索選食材、做菜、招徠
生意，趙輝忠與其菜館還先後經歷金融風
暴、「沙士」、金融海嘯、違法「佔中」的
洗禮，「沙士期間，每日的人工連水電都要
2萬元成本，但生意得5,000元，好慘淡。」
不過，趙輝忠並無炒掉一起打拚多年的員
工，只是讓他們每月放多4日假，與店舖一
起挨過最艱難的幾年。
後來，趙輝忠還獨創在送外賣的同時免費

贈送板藍根涼茶，成功留住店舖熟客，令舖
頭在「沙士」結束後，能以最快的速度恢復
以往80%的生意額。他感激中央開放內地個
人遊，重新為香港注入生機，店舖生意直線
向上，「內地客吃一餐動輒二三萬元！」

斥「佔中」禍害 生意慘過「沙士」
不過，後來79天違法「佔中」卻慘過「沙
士」。趙輝忠指出，「沙士」期間都會有零星客
人入店消費，「佔中」時卻因道路完全被封，生
意慘淡。他續說，「佔中」期間，加上舖租、人
工及水電，至少蝕約200萬元，「而且當時根本
不知道什麼時候能結束，不知如何應對，好多行

家都頂不住，準備結業。」
經歷過起起伏伏的趙輝忠深知各行業的發展

均需穩定的社會環境，飲食業尤甚。他指出，
習近平於香港回歸20周年及新一屆特區政府誕
生的日子來港，是香港的盛事，反映了國家對
香港的支持，傳遞兩地人民互相緊扣、香港是
中國一部分的重要訊息。
若有機會向習近平反映心聲，趙輝忠希望

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未來在改善香港基層市
民住屋上有所作為。「吃、穿都有得省，住
就省不了，沒有就是沒有。」他並希望香港
人調整心態，正視內地的進步並配合內地發
展，實現雙贏。

民以食為天，要貼地了解平民生
活，當然要從「食」入手。國家主席習
近平喜歡百姓飲食，源於其擔任基層官
員時養成的習慣，曾在北京吃包子、
在蒙古邊防哨所吃番茄炒蛋等。他在
港期間又可以考慮吃些什麼，去感受
香港的飲食文化呢？賣了45年車仔麵
的陳俊全認為，在30秒間製成、任選
配料且味道美味的車仔麵，正好代表港
人「快靚正」的生活節奏，希望習主席
能過來親嚐一碗，感受一下香港人的節
奏。

名廚功架 全在秘製辣醬
車仔麵(又稱嗱喳麵)在1950年代出

現於香港街頭，以流動攤販方式出
售，小販夾起油麵拋進滾水爐，食客
任選食材，再配以湯料及醬汁，短短
30秒間即可食用。做過流動攤販及店
面的泉生美食車仔麵負責人陳俊全

指，車仔麵不論是麵底及配料也有很
多選擇，主打配料為豬腸、豬皮、豬
紅、牛腩、豬皮、蘿蔔、冬菇等；
而湯底及醬汁配搭亦因廚師能力而
味道有所不同，更稱「車仔麵無辣不
歡」，每名廚師也會自製辣醬，令車
仔麵更添風味。
他續稱，營運45年的車仔麵檔，
港人仍很喜歡吃車仔麵，除了價格經
濟外，「最緊要係有得揀，夠大堆
頭」，直言車仔麵是代表香港的麵
食。不過數十年過去，港人口味又有
沒有變？陳俊全稱，港人喜歡食辣、
「重口味」及多配料，麵底較喜歡油
麵、粗、幼麵及米粉。
被問到習近平主席若到訪，會弄什

麼的車仔麵予他品嚐？陳俊全稱，車仔
麵會有豬腸、牛腩、豬皮、冬菇，還有
生菜，最後會畀少少秘製辣油帶出鮮味
及香氣，希望習主席會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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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屋為不少基層家庭提供安居之
所，目前全港公屋住戶達76萬個。公屋
居民翁錦中在彩虹邨度過大半生，是政府
公屋政策的受惠者。他坦言，香港房屋問
題嚴峻，為下一代感到擔心，希望習主席
聽到香港市民改善居住環境的希望，並期
望特區政府興建更多公共房屋，讓港人安
居樂業。
今年61歲的翁錦中，在1964年搬入彩

虹邨，最先居於單位較小的紅萼樓，
2001年再調遷至較寬敞的金華樓，見證
彩虹邨50多年的變遷。

讚梁振英任內致力建屋
他憶述，彩虹邨是首批提供獨立廁所

和廚房的廉租屋，邨前的巴士總站四通八
達，巴士路線遍佈全港，因此當年獲編配
入住的家庭可說是跟「中馬標」沒兩樣，
後來家庭成員多了，需要調遷較大單位，
都堅持在原邨安置。

翁錦中在這道「彩虹」庇蔭下安居樂
業、養妻活兒，本應安枕無憂，但近年香
港住屋問題日漸嚴峻，令他大為擔心，更
以自己兒子為例，婚後亦要與太太和兒子
分開居住，「現在的年輕人真係好辛苦，
收入跟樓價脫節，根本拿不出錢付買樓的
首期。」
翁錦中讚揚現屆特首梁振英任內致力增

加房屋供應，已成功解決一部分問題，
「始終樓房不是說建就立即建好。」
他很希望可以親自向習主席反映港人面

對的房屋問題，為香港市民改善居住環
境，並希望新一屆政府利用郊區公園邊陲
建屋，紓緩房屋短缺和高樓價問題。
他說：「為何不可以？那些是政府自
己地，只要在建屋的同時，避免生態受影
響不就好？為什麼有些人要這麼自私？」
他又建議新政府在覓地建屋之外，可推出
更多元化的房屋政策，例如重推公屋租置
計劃等。

京班出身的程建國歌聲如洪鐘，與太太及
兩名女兒同住九龍灣新屋邨彩福邨，對附近
一帶環境讚不絕口。現年63歲的他來自山
東，在港16年，由最初租住40呎單位，到
現時一家四口在公屋安居，生活得到大大改
善，「心裡覺得很滿足！」作為歌唱導師的
程建國十分歡迎習主席視察香港，更笑言如
果遇到習近平伉儷，「最期待與主席夫人彭
麗媛高歌一首《共築中國夢》。」

接房署「派屋信」夫妻欣喜無眠
彩雲道一帶前身是石礦場，後來房屋委
員會發展為彩盈邨、彩福邨及彩德邨3條
屋邨，提供逾1.3萬個單位，容納超過3.5
萬人。程建國提起7年前收到房署的「派
屋信」，與妻子興奮得徹夜傾談，「天一
光就搭車到九龍灣，望望外圍。」
程建國憶述，他2001年初來港時已申請公
屋，其間以1,000餘元租住北角一個40呎單
位，僅能放下一張床。雖然不習慣，但心裡
早有預備，「凡事一開始都不會是幸福甜
蜜，也是預期內，不會有很大怨氣。」他倒
稱讚這個小單位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關
上門尚算自成一角，「聽聽歌，也可練
歌」，在音樂世界裡找到慰藉。
程建國未來港前，教授戲劇表演，
「在內地教藝術、教唱歌同跳舞。」來
到香港由零開始，勝在心態豁達，什麼
都願意做，曾任職廚房及裝修師傅。他
說在香港謀生「最緊要有料」，故盡量
考取專業資格如冷氣牌、油漆牌及吊船
牌等，如今家中的批盪、上油漆，也由

自己一手一腳做。
因緣際會下，熟人介紹他兼職教唱歌、

教台風、教動作，下班後跑到香港仔、銅
鑼灣及柴灣等區，高峰期一班有20名至
30名學生。他說很多新來港人士不夠主動
融入社會，「只是站在一旁，這是不足夠
的，一定要努力主動融入社會，等天掉下
來是沒有可能的！」積極樂天的性格，讓
他順利融入社會，再加上拚搏精神，得到
的機會更多。

參加慶回歸合唱 緊鑼密鼓練習
程建國的太太及細女在2009年來港，

輾轉之間再搬到彩福邨，連同大女在內，
一家四口終於能在較好的環境安居樂業。

他很滿意這個窗向東南、景觀開揚，背靠
青山的單位，「心裡覺得很滿足！」他說
上到公屋，大大改善一家人的生活，自己
也同情未能上樓的人，希望政府增建公屋
及居屋幫助基層。
習主席視察香港，程建國感到十分興

奮，指自己與彭麗媛都是山東人，對方是
著名歌唱家，也是在藝術學院畢業，「如
果他們來我家中，簡直是三生有幸！」
程建國今晚便參加在紅磡體育館舉辦

的「紫荊綻放二十載—香港各界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20周年合唱大匯演」，他說
近日正在密鑼緊鼓練習，希望獻唱一
曲，向習主席致意，感謝他為國家帶來
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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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潮州菜新光潮州菜
館館」」老闆趙輝忠老闆趙輝忠。。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記者梁祖彝 攝攝

■■潮州名菜潮州名菜
滷水豆腐滷水豆腐。。

■車仔麵師傅
陳俊全。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慶威 攝

■彩虹邨住戶
翁錦中。

香港文匯報
記者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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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日蒞港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日蒞港，，與港人與港人

共慶香港回歸祖國共慶香港回歸祖國2020周年周年，，並視察香並視察香

港特別行政區港特別行政區，，香港市民充滿期待香港市民充滿期待。。

有市民更希望有機會向習主席推介香有市民更希望有機會向習主席推介香

港在港在「「衣衣、、食食、、住住、、行行」」等方面的特等方面的特

色色，，領略香港風情領略香港風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多區聽市民心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多區聽市民心

聲聲，，灣仔潮州菜館老闆想沏一壺功夫灣仔潮州菜館老闆想沏一壺功夫

茶茶，，配配上潮州凍蟹及蝦棗上潮州凍蟹及蝦棗，，讓習主席讓習主席

品嚐潮州地道美食品嚐潮州地道美食；；南區區議員希望南區區議員希望

邀請主席乘搭南港島線邀請主席乘搭南港島線，，欣賞風光旖欣賞風光旖

旎的南區旎的南區；；老字號西裝縫製師老字號西裝縫製師大讚習大讚習

近平主席穿着講究近平主席穿着講究，，希望為主席度身訂希望為主席度身訂

做一套西裝做一套西裝；；彩虹邨及彩福邨的居民希彩虹邨及彩福邨的居民希

望邀請習近平主席伉儷到家作客望邀請習近平主席伉儷到家作客。。

儘管習主席和夫人在港儘管習主席和夫人在港33天行程緊天行程緊

湊湊，，未必能全部滿足他們的願望未必能全部滿足他們的願望，，但但

相信習主席一定會聽到這些香港普羅相信習主席一定會聽到這些香港普羅

市民的心聲市民的心聲，，對香港的民意對香港的民意、、民情有民情有

更貼身的感受更貼身的感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聶曉輝、、陳文華陳文華、、

殷翔殷翔、、楊佩韻楊佩韻、、岑志剛岑志剛、、翁麗娜翁麗娜

食食
2017年6月29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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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國一家程建國一家歡迎習近平伉歡迎習近平伉
儷來家坐坐儷來家坐坐。。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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