聾啞夫婦：：有心就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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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手語咖啡走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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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城西的星洲街上，坐落着

一 家 或 是 全 城 最 安 靜 的 咖 啡 館 ——

SIGN COFFEE（手語咖啡）。這家咖
啡館的創始人是一對聾啞人夫婦。
「我不會說話，但我用心為您做咖

啡。」窩心的廣告語，讓許多人

動容。香港文匯報記者走進這家

咖啡館，陸俊、楊迪夫婦正在為
顧客王小姐手沖咖啡，王小姐說
自己是看到朋友圈轉發，特意從
城東開了一個小時的車過來，「每一
位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尊敬。」

■ 店內藉
「手
語牆」
語牆
」推 廣手
語交流。
語交流
。

■ 圖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我之前做了16年的平面設計，落下了嚴重
的頸椎病，只能辭職在家。後來，杭州

市殘疾人就業服務中心的老師聯繫到我，說中心
推出了免費的咖啡師培訓課程，問我有沒有興
趣。正好我的太太很愛喝咖啡，我就報名了。」
陸俊在本子上認真地回答着香港文匯報記者的提
問。

避貴租賣平價咖啡

細看菜單，拿鐵、摩卡、澳白……經典的咖
啡品種都有，價格也挺親民。陸俊一筆一劃地
寫道：
「房租便宜，所以咖啡也不貴。」
15 平方
米的小店，房租一年 3 萬元
（人民幣），夫妻兩
人將店內打理得溫馨接地氣。「我們找了一位
聾啞人設計師，現在的風格我們都很喜歡。」
做咖啡時，陸俊非常認真。磨粉、壓粉餅、
萃取、拉花……不疾不徐，一
絲不苟。他說，自己還不熟
練，做一杯咖啡要5分鐘。
聽障人士學做咖啡不易，陸
俊說，一般咖啡師打奶泡，
會根據牛奶與蒸氣碰撞的聲
音來判斷奶泡的質感與厚
度，但夫妻倆只能用手
觸摸奶缸，通過感受
奶泡震動的變
化來掌握「火
候」。
漸漸地，
不少聽障人
士都喜歡

來這兒聚會。陸俊很驕傲，不僅受到社會關
注，還能幫助其他聽障者。陸俊表示，如果有
人想學手語，他也很樂意幫忙。

與顧客溝通
「用筆談」
經營這家店，夫妻倆最大的困難就是溝通障
礙。所以，他們盡可能做到「提醒到位」。
「您說話，我聽不見，請用筆談。」吧枱上有
中英文標語，牆上貼着簡單的手語，例如冷、
熱、中杯、大杯、無糖等等。
儘管這樣，還是有顧客因溝通困難離開的。
「我們都很理解，而且大部分人都非常友
善。」有不少顧客喝了一口咖啡後，會伸出大
拇指。
據說開店初期，一個男士點了一杯手沖咖
啡，喝了一口後就跟他筆談說，配方的比例
不對，應該怎麼怎麼改。「那位男士是一名
專業咖啡師，他把多年技巧都寫下來，讓我
受益良多。」

因
「缺少聲音」
更專注
微信朋友圈大量轉發，讓手語咖啡名氣漸
響，「我們來自同一個
世界，因為缺少了聲
音，所以他們能更專注
地做一件事。」顧客王
小姐表示。
然而，王小姐坦言，
杭州咖啡館競爭激烈，
希望老闆能持續提高咖
啡的口感和品質。「這
樣即使不依賴顧客的善
意或者說同情，手語也
能生存下去。」

■ 陸俊
陸俊、
、楊迪夫婦笑
容可掬，一如店內風
容可掬，
格溫馨宜人。
格溫馨宜人
。

顧客朋友圈宣傳 日均銷量漲兩倍

■ 夫婦故事在微
信大量轉發，
信大量轉發
，吸引
了許多年輕顧客。
了許多年輕顧客
。

◀ 吧枱上
中英文提
示「 我 聽
不 見 」，
請顧客用
紙筆下
單。

洪秀柱勉台青登陸「站巨人肩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率團在北京交流的前中國
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昨日於北京師範大學演講時，勉勵兩岸
青年要多交流，並表示，台灣同胞要明白，大陸「水
漲」，台灣就會「船高」，要懂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洪秀柱以「兩岸青年共圓中國
夢」為主題進行約 1 小時演

講。她表示，大陸的科技、建
設、效率、便利、文創等發展機
會，是吸引台青選擇到大陸發展
的主因；讓更多台青立足大陸、
實現夢想，才是兩岸走向融合最
具成效的催化劑。她也勉勵大陸
學生要多跟台灣年輕人交流，互
相了解、認識。

「惠台措施」
促台青赴陸
她引述台灣媒體的調查表示，
61.6%的台灣年輕人在大陸推出惠
台措施後，增加到大陸發展的意
願。
「大陸對台灣人民的吸引絕非
船堅炮利，或是大國崛起的雄偉
之姿；同樣，兩岸的競爭也不在
於軍事、政治，而在於何種制度
安排可以讓人民過更好的日
子。」洪秀柱說，尤其對於競爭
激烈的年輕世代，更應比較誰能
提供更好的就學、就業與創業的
機會。

洪秀柱也呼籲，兩岸之間想要
有暢通的管道，要守住的底線就
是「九二共識」，反對「台
獨」。此外，13 日晚間洪秀柱與
北京市委書記蔡奇會面，表示需
警惕民進黨當局「去中國化」的
一系列舉動。

陸學者：洪訪京「開了好頭」
多位學者接受記者採訪時表
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兩制」
台灣方案的呼籲後，洪秀柱願率
團與大陸開展對話交流，這種精
神和勇氣值得讚賞。
其中，上海社科院台灣研究中
心執行主任盛九元分析，13 日汪
洋會見洪秀柱一行的講話有三層
含義，強調了兩岸開展對話交流
的基礎是雙方均堅持「九二共
識」、反對「台獨」；明確了融
合發展是新形勢下推動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的重要途徑；點明了中
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有賴於兩岸民
眾攜手推動，而不能單靠大陸一
方面。

■洪秀柱以「兩岸青年共圓中國夢」為主題進行約1小時演講，並與現場聽眾交流。 網上圖片

高雄農產外銷量 首 4 個月超去年全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主打「貨出
得去」的高雄市長韓國瑜上任後，不停幫農民
找訂單。根據高雄市農業局昨日公佈的最新統
計，截至 5 月 12 日止，高市農產品外銷數量
7,190 噸，到 4 月底外銷量已超越 2018 年總量
6,122噸。
據統計，高雄市農產品（不含漁產品）的
外銷數量，在 5 月 12 日已達 7,190 噸，總金額
2 億 153 萬元（新台幣，下同）。事實上，在
半個月前，4 月底累計的農產品外銷量，已超
越去年整年數量6,122噸。

高雄市農業局指出，今年農產品出口品項
包括鳳梨、番石榴、香蕉、蓮霧、蜜棗、木瓜
等，主要出口至大陸、日本、加拿大、新加
坡、馬來西亞、香港、澳門、中東地區。
其實高雄農產品過去一直有推動外銷，只
是今年大陸、港澳、新加坡訂單增長非常明
顯；日本也會大幅增加對高雄農產品的採購
量。
韓國瑜上任 5 個月，農產品外銷量已超越去
年一整年，目前出口最多的水果是鳳梨，總計
達5,306.7噸，產值1億3,415萬元。

台研納米疫苗 有望禦「新 SARS」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有「新
SARS」之稱的中東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
變異快速，至今沒有有效的疫苗或藥
物。台灣「中央研究院」昨日發佈消
息，其參與的研究團隊運用納米科技，
研發出一款冠狀病毒疫苗，為這一疾病
的預防和治療帶來曙光。
據悉，台灣「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
科學研究所與台灣大學、美國得克薩斯

州州立大學組成的研究團隊，運用納米
科技，模仿冠狀病毒外形，研發出創新
有效的「冠狀病毒納米疫苗」，有助於
對抗中東呼吸綜合症。
該研究成果已於近日刊登於國際知名
學術期刊《先進功能材料》雜誌。
台「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
所助理研究員胡哲銘是薄殼中空納米粒
子的發明者。

他表示，疫苗的功能，就是讓體內的
免疫系統「以為」身體已被病毒侵略，
提前產生免疫反應，進而抵禦真正的病
毒。因此，許多疫苗便會特地模仿病毒
的特性。

刺激免疫系統產生抗體
胡哲銘介紹，本研究發明的納米疫
苗，便是比照病毒，將抗原做成納米大

小，更模仿冠狀病毒表面的「皇冠樣突
起」，在薄殼納米粒子的表面，覆上
「蛋白質冠」，進而讓搭載於粒子內部
的納米級強效佐劑，得以一起傳遞給免
疫細胞，刺激免疫系統產生抗體，大幅
提升免疫力。
胡哲銘工作室介紹，此次研發的納米
疫苗，它的中空顆粒沒有毒性，可以在
人體代謝掉，優勢顯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來到南京工作後，
我就慢慢喜歡上這裡，把這裡當
作第二個家。」26歲的台青林孟
達，去年 10 月應聘加入南京寧
台青年創新創業管理服務有限公
司，短短半年時間已開始融入當
地生活。

去年 台青赴蘇實習就業

赴北京師大演講 籲兩岸青年多交流

手語咖啡的生意，
剛開始並沒有想像中紅
火。陸俊寫道，3 月開
業時，一般一天賣十多
杯，周末忙一些，一個
月下來，也有 5,000 多
元的盈利。曾有人想幫
夫妻倆做宣傳，但被他
們拒絕了。「不想被同
情，我希望，客人是真
心喜歡我們的咖啡才
來。」
隨着越來越多的顧
客在朋友圈晒出手語咖啡的故事，小店漸漸有
了一定的知名度，如今每天能賣出 40 多杯咖
啡。名氣漸響，從城東特意開車趕來的顧客王
小姐頗為感觸地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與其他
店裡的咖啡相比，手語咖啡並不會特別好喝。
「但每杯咖啡，你都能喝出認真的味道。」
「手語咖啡代表了一種新的力量，讓聽障人士
們看到了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王小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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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專項計劃支持

林孟達坦言，南京比台灣工作
步調更快，語言方面也略有差
異，因此自己剛來南京時稍微有
些不習慣。
但是在當地同事朋友的幫助
下，他很快進入角色，而南京
市台協會會長林銘田等台商前
輩的指教，也讓自己很受激
勵，希望在大陸也能做出一番
成績。
包括林孟達在內，2018 年共
有超過 4,000 名台青前來江蘇實
習就業，全省新增台灣青年實習
1,400 多人、台青創業項目及團
隊270多個。
江蘇省台辦主任練月琴昨日表
示，江蘇省專門編印了《江蘇支
持台灣青年實習就業創業政策彙
編》，今年將進一步支持台青來
江蘇實習就業創業，推出了「台
灣青年 2019 年江蘇省實習專項
扶持計劃」，明確 2019 年在全
省同步實施「台灣千名大學生實
習計劃」，為台灣青年提供至少
1,000 個優質實習崗位，目前已
落實1,400多個。

創業基地總數全國第一
同時，江蘇省引入民間力量，
配套設立江蘇省台灣青年實習獎
助學金，獎助 150 名台青來蘇實
習。全省新增 2 家海峽兩岸青年
就業創業基地和示範點，總數達到 12 家，位
居大陸第一，累計入駐（孵化）台資企業及團
隊超過 240 個，服務台灣實習就業創業青年超
過1,700人次。
江蘇省還積極為台灣高層次人才申報各級人
才計劃。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江蘇已有 7 位台
胞入選國家「千人計劃」。
其中，中國工程院院士、台灣長庚醫院名
譽院長陳肇隆院士工作站落戶泰州市人民醫
院，台胞徐博翎博士成功入選蘇州「2018 年
重大創新團隊」和「第一批姑蘇人才創新創
業領軍人才」，敏實集團時代芯存工藝開發
項目總監陳聖元、產品開發項目總監吳瑞仁
入選淮安「淮上英才計劃」企業創新領軍人
才，4 名台灣青年入選南通「江海英才計
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