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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輯權的露斯茶餐廳坐落在成都
一個時尚之窗——蘭桂坊，一

個人流十分密集的地方。
記者應約而至時，彭輯權正在他的

露斯茶餐廳裡悠閒地品着奶茶。「剛
剛忙完，才坐下休息一會兒。」彭輯
權說，做餐飲非常辛苦，他從早到晚
幾乎都泡在店裡，平均每天工作時間
達10小時以上。

改良口味試水 遇挫重回原味
2010年，彭輯權與合夥人何達仁、
潘正耀、黃光德一行到成都考察，看
到滿大街的茶館和休閒的人群，令他
們信心百倍。
剛開業時，他們按照成都人重口

味，愛吃辣的喜好，在咖喱牛腩飯、
水煮牛肉等菜品中多加辣椒粉，沒想
到市場反響卻沒有達到預期。經過再
次深入調研，彭輯權與合夥人商定，
回歸正宗口味的港式茶餐廳。
「今天的奶茶不錯喲，特別正

點！」「菠蘿包有冰火兩重天的感
覺。」正宗的港味，首先贏得在成
都的香港人認可，還吸引了大批成
都本地人慕名而來。彭輯權說，如
今，許多成都本地人在點菜時也會
提出「少油、少鹽，清淡一點」，
港式餐飲正在改變着成都人的口味
喜好。

「燒鵝用的黑棕鵝等原料，在成都
根本買不到，若用本地食材代替，口感
會遜色許多。」彭輯權說，露斯的原材
料大多從香港運來。菠蘿包嚴格按照香
港配方，採用從荷蘭進口的「風車牌」
麵粉；絲襪奶茶完全按照香港的標準和
流程，連一包小小的方便麵也從香港空
運而來。廚師和店員，也大多從香港或
深圳聘請過來。

不斷研發新品 不懼同業競爭
「目前，韓國菜、泰國菜、日本

菜，世界各地的餐飲在成都匯聚，競
爭非常激烈。」彭輯權說，做正宗
「港味」，是露斯立於不敗的原因。
每周露斯的質量總監都會到分店巡
查，向消費者收集意見和建議，不斷
研發新產品，其「戀上．海鹽芝士奶
茶」便受到年輕人喜愛。
「港式茶餐廳有中餐、西餐、水吧
和燒臘，十分豐富，適宜不同人群的需
求。」彭輯權說，以前，食客超過三成
是在當地工作生活的港人，如今，更多
的是成都人甚至外國人。
如今，露斯在成都開了6家門店，還

有其他品牌的港式餐飲大量進入，一些
食材代理商、供應商都在成都開設分公
司。「以前，我們的食材超過70%需
要從香港運過來，如今超過70%可以
在當地採購。」彭輯權說。

「2010年來成都時，還未
有地鐵，短短7年過去，成
都便有 4 條地鐵開通運

行。」彭輯權說，近年內地發
展速度非常快，變化可謂日新月異。
何先生從香港退休後，便來到成都

生活，是露斯茶餐廳的常客。「內地
機會特別多，香港青年應多來內地看
看。」何先生說，內地是一個龐大的
市場，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為兩
地青年創造了更多機會。
前不久，在英國工作的兒子來電
稱，工作非常辛苦、收入不高。「內
地發展快、機會多，特別重視青年人
才。」彭輯權向兒子介紹，他所在的
錦江區給外來創業青年從資金、稅
收，以及政務服務等方面，列出了一
系列優惠政策。
近年來，彭輯權收到不少香港或國

外朋友赴內地求職的信息，他總是提
供力所能及的幫助，還經常向在川的
香港學生講述自己的創業故事。

租金平過香港 包容性亦好
彭輯權介紹，他的一位朋友在香港

經營茶餐廳，200平方米的舖租要20
萬元/月，經營成本非常高。而露斯
茶餐廳（成都蘭桂坊店）面積500平
方米，每月舖租8萬元（人民幣，約
合港幣9.43萬元），經營成本相對較
低。
「成都是一座包容性很強的城市，

外地人到成都投資創業不會『水土不
服』。」 彭輯權介紹，他所在的錦
江區，有港資興建的IFS、太古里、
香格里拉大酒店等，是外資和「海
歸」相對集中的一個區域，已成為成
都國際化的一個窗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蘇榕蓉福州報道）港
生覃文洛今年剛考上了廣州中醫藥大學（以
下簡稱「廣中醫」）針灸專業研究生，福建
中醫藥大學給了他五年學習和生活的舞台，
一生難忘受益良多。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鄭榮之中學畢
業的覃文洛，因覺得香港高校的醫學專業相對
比較難考，所以選擇赴內地修讀醫學。「考慮
到福州離香港也比較近，福建中醫藥大學在內
地中醫高校中排名前十，所以就報名了。」
畢業後，覃文洛報考了廣州中醫藥大學針
灸專業研究生，「首個原因是離家更近一
些。」覃文洛說，「廣中醫有挺多的專家都
會到香港講課，如果將來我要留港工作，平
時可能會有一些學長學姐可以諮詢。另外我
想多學一些，利用研究生這兩三年努力一下
準備香港的證考。」

見習參與搶救 感悟生命可貴
「與其說上大學是來學習的，不如說是來
混日子的。」覃文洛對曾經聽過的這句話並
不認同，「有的高校專業畢業只要交論文就
好，但我們學校中醫專業畢業除了實習成
績、書面考試外，還有操作類型的考試，即
OSCE（客觀結構化臨床）考試。」覃文洛認
為，醫科類高校畢業生學習五年專業知識，
而且還在醫院實習見習至少一年多的時間，
「這種是不容易混的，肯定會學到不少東
西。」

2015年，覃文洛在泉州安溪縣醫院見習半
年，曾參與過三次搶救。「那半年讓我感覺
到做醫生必須有扎實的基本功和極強的臨證
能力，自信和膽量。」覃文洛說，「也讓我
感受到生命的可貴。」
「有一次，一名心臟病的病人神志不清，

呼之不應，當日現場的老師們全部趕去搶
救，爭分奪秒。」每次配合帶教老師搶救過
程中，覃文洛都感覺到「救死扶傷就是醫生
生命價值的體現」。
「80多歲的老人一晚搶救了三四次，最後
家屬要求不再搶救，辦理出院手續回家，好
讓老人在家安心走完最後一程。」這次搶救
經歷讓覃文洛覺得，「有時需要面對死亡，
但最怕看生命逝去。」未來定會全力以赴，

讓病人花少錢、看得起病、看好病。

勤能補拙 磨合中適應
回憶起大一剛入學，覃文洛笑言自己亦經

歷過一段「水土不服」的日子。「福建的飲
食不少口味是辣的；有的老師、同學有口
音，有的說得太快我也聽不懂。」諸多的不
適應在磨合中也慢慢習慣適應了。
「個人認為醫科的基礎知識學習除了做題

就是背，只能多讀。」「勤能補拙是良
訓」，自認為比較笨的覃文洛採用「笨」方
法一邊寫一邊讀，提高了學習效果。「其實
學校提供給你的機會是比較少的，但你要自
己去爭取，爭取操作動手學習的實踐機
會。」覃文洛說。

在覃文洛看來，內地擁有更廣闊的發展空
間。「內地是啟發式教學，學習氛圍較香港
好。我們港生較內地生更勇於表現自己，更

有競爭意識及對新事物的敏感度，很多話都
敢說，很多事都敢做。」
覃文洛和內地生的關係比較好，他認為學

校海外生喜歡和海外生一起玩，比較少融入
內地生中，其實多交友好處多多。覃文洛當
過學校中醫學院足球隊的隊長，「多運動人
也會比較外向。」中學時就愛踢球的覃文
洛，一談到足球這個真愛就開始滔滔不絕，
「香港比較喜歡看英國的球賽，我個人喜歡
一支叫阿士東維拉的球隊。」雖然學校中醫

學院足球隊成員不多，但覃文洛認為球隊很
像一個大家庭，大家在學校裡一起有個目標
努力流過汗，這些都是他以後能交心的好
友。
平時福建中醫學院和福州大學、福建醫科

大學校隊的比賽，覃文洛亦有去參加。讓他
略感遺憾的是，大三時適逢福建省第十五屆
運動會，本來覃文洛也有參加高校足球比
賽。「一開始挑選我是可以去的，後來報名
說不能讓港澳台生參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顧大鵬
石家莊報道）北方的冬日，兩
歲半的橦橦和姐姐華華、爸爸
媽媽手拉手，一家四口站在村
口，迎接來自香港的叔叔阿
姨。當愛佑（香港）慈善基金
會總幹事郭一鳴和香港義工到
達時，大家一下子圍攏過來，
像久違的朋友一樣格外親切。
愛佑（香港）慈善基金會每年
會安排捐助者探訪救助對象，
今年冬季他們來到河北。
橦橦是愛佑（香港）河北之
行看望的第一名幼童，橦橦出
生後，被河北省兒童醫院確診
為法樂氏四聯症。
要治好橦橦這種先天性心臟病

重症至少要10萬元（人民幣，下
同），花費超出愛佑慈善基金會
補助標準的2倍多。加上剛剛久
病不治的爺爺奶奶的治療費、喪
葬費，橦橦家現在欠下近7萬元
的外債。
橦橦一家年收入約1.9萬元。

郭一鳴先生幫助橦橦家算了一
筆賬，按目前的收入情況，這
個家庭還清債務至少需要 20
年。
按照內地新農合政策（新型
農村合作醫療），橦橦可以報
銷40%至60%的治療費，加上
愛佑（香港）慈善補助，本可
以支付大部分治療費。但由於
橦橦出生當年漏報了社會保
險，新農合7萬元報銷費用因此

卡了殼。
橦橦家的遭遇，讓香港義工

很焦慮。直到午餐時，郭一鳴
先生還在與大家討論，可否通
過特別渠道為橦橦申請一筆補
助；可否與當地政府溝通一
下，把橦橦應該享受的新農合
政策落實到位。
愛佑（香港）慈善基金會還

到河北農村看望了可可、康
康、龍龍、鑫鑫、佳佳等幼
童。郭一鳴說「香港企業家李
家傑先生，自 2010 年與愛佑
（香港）慈善基金會籌得善款
近3億元，救治內地先天性心臟
病兒童17,600人，其中河北有
4,096名。」郭一鳴說。
「河北省兒童醫院與愛佑慈善

基金會合作已有7年，基金會專門
救助內地農村先天性心臟病兒
童。」香港義工河北之行嚮導，兼
河北省兒童醫院愛佑救助項目部主
任張振影女士說。
12月 11 日上午，愛佑（香

港）慈善基金會義工與河北省
兒童醫院召開交流會，郭一鳴
代表李家傑先生和香港愛心人
士，由衷地讚美河北省兒童醫
院的專業精神，感謝他們傳遞
了香港市民的愛心。他表示，
將進一步完善愛佑（香港）慈
善服務鏈。在場的香港義工也
表示將繼續關注內地幼童健康
狀況，動員身邊的香港市民與
內地交流合作。

地道港味川受捧地道港味川受捧
六年連開六店六年連開六店

今年53歲的彭輯權，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香港人，曾在香

港、英國等地做過傳媒，開過港貨公司。2002年，一個偶然

的機會，他與朋友合夥在深圳開了一家名叫「露斯」的茶餐廳。

2010年，彭輯權轉戰四川成都，從2011年第一家店開業以來，已

在成都開了6家茶餐廳。彭輯權不僅悉心經營好每家店舖，還積極

推廣、宣揚香港文化，幫助港青赴內地創業，儼然一位民間推廣

大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

見證快速發展 助友北上求職

堅守食材質素 樂聽老饕建議

港生守夢中醫 分享五年感悟

當足球隊長 與內地生交心

■覃文洛和球隊隊友們。 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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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佑（香港）慈善基金會和香港義工與橦橦一家人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顧大鵬攝

■■彭輯權（右）與香港朋友在一起。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攝

■彭輯權指導服務生沖絲襪奶茶。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攝

■覃文洛（右三）拍畢業照告別美好校園時光。 受訪者提供

■■露斯茶餐廳成都蘭桂坊店露斯茶餐廳成都蘭桂坊店。。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攝攝

■■彭輯權正在他的露斯茶餐廳彭輯權正在他的露斯茶餐廳
裡裡。。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