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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段「武漢爺爺」跪謝醫護
的視頻引發熱議。今年年初，72歲的
武漢老人朱傳才不幸感染新冠肺炎。
在遼寧援鄂醫護人員的精心治療與照
顧下，他康復出院。老人最大的心願
就是去遼寧瀋陽，當面跟救命恩人說
一聲「感謝」。
9月17日，朱傳才從武漢乘火車前往

遼寧瀋陽，共用時21小時，跨越了
1,800公里，專程去中國醫科大學附屬
第四醫院，感謝曾經救過他的醫護人
員。
見到三位「恩人」後，老人情緒激
動，忍不住向醫護人員下跪，連聲道
謝。醫護人員急忙將其扶起。朱傳才
說：「他們太好了，救了我的命，就
是討飯也要來看他們。」
朱傳才回憶道，自己在雷神山醫院

住院時，三位醫護人員都無微不至地
照顧自己，故出院時特地留下了他們
的聯繫方式。而三位醫護人員稱朱傳
才出院後亦時常關心他們。

不少網友被這些暖心的情誼所感動，紛
紛讚揚是「最樸實的感謝！」

「戰友」赴漢培訓 的士發起義載
同樣的一聲「感謝」來自武漢的兩
位的士司機。
52歲的夏青和45歲的王丹都是武漢

本地的的士司機，疫情期間他們主動
報名加入志願服務車隊，負責山西援
鄂醫療隊出行。夏青、王丹和另外一
名師傅，3個人、3輛車，每天三班倒
與白衣天使們共同戰鬥。
3月底，山西援鄂醫療隊離漢後，夏
青、王丹還一直和他們保持着聯繫，
並時常邀請他們回到武漢來看看。其
中，山西白求恩醫院手術室總護士長
王秀梅說，師傅們在5月12日護士節
這天，還特地為醫護人員預定了鮮
花，很暖心。
9月17日，夏青收到了王秀梅要到武

漢培訓的消息，於是他就和王丹師傅
一起計劃了王秀梅的武漢之旅。王丹

代表武漢的士司機，對援鄂醫護人員
發出來武漢遊玩的邀請，並期待更多
車主、司機加入進來。
「我們承諾，『你們遊武漢，我們
來接送』。」武漢的士協會也向多家
的士公司發送倡議書，徵集司機意願
組建車隊。
網友被這簡單而有力的喊話所感動，

讚許他們「有情義、有擔當」，並感謝
武漢的哥的盛情邀請。

■中央廣電總台中國之聲

二十三年前，浙江平湖有36個年輕人被分
到湖北當兵，退伍後關係也一直很好，後來
其中一位出車禍去世，留下一個四歲的女
兒。剩下的35個戰友就一起來幫助這個孩
子，慢慢的，這個去世戰友的女兒長大了，
今年考上了大學，17日上午要去大學報到
了，熱心的「爸爸們」又來組團送行。
1997年，這一批平湖新兵一共36人，被分

到了湖北省。在那段軍營歲月中，他們結下
了深厚的情誼，即使退伍也一直保持聯繫。
但誰也沒想到，十幾年前鄭菘芳的父親因為
車禍意外去世，留下了一家老小無人照顧。
於是，35位戰友沒有半點猶豫，向這個破碎
的家庭伸出援手，捐錢捐物，像爸爸一樣陪
伴着菘芳慢慢長大。他們對菘芳說：「你儘
管往前走，有我們做你的後盾。」

專程請假 暖心送行
如今，鄭菘芳考上大學，「爸爸們」自然
也是格外高興。雖然大家不能一起陪着孩子
去學校，但不少「爸爸」還是專程向單位請
假，起了個大早，趕來送行。

當日早上7點，幾位老兵趕到平湖新埭星
光村，他們要送鄭菘芳去台州學院。大家從
平湖、乍浦、嘉興等地陸續趕來，圍坐在一
起，說着臨行那些暖心的囑託和祝福。聲聲
叮囑，只希望孩子能過得好。屋前的空地來
一張合影，紀念這個特殊而有意義的時刻。
上午8點左右，鄭菘芳和「爸爸們」揮手
道別，帶着滿滿的祝福和愛，開啟了她大學
生活的新征程。希望伴隨着這份延續的愛，
鄭菘芳可以勇敢地向未來出發，追求自己的
夢想！ ■看看新聞

戰友遺女升大學
35「爸爸」組團送行

武漢翁記醫護恩 遠赴遼寧傳謝意

2020廣州米芝蓮指南昨日發布，三星餐廳再度從缺。這對於「食在廣州」來說，難免

「一聲歎息」。就此，有評論家認為，「食在廣州」強調的是味道而非整體餐企水平，廣

州餐企在互聯網時代活力不足，又面臨新舊衝突。因此，未能摘得「三星」並非矮化廣

州，而是恰恰為廣州餐企提出了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黃寶儀 廣州報道

穗89餐廳登米芝蓮
創新不足難摘三星

不過不過，，閆濤也閆濤也
強調廣州雖然時尚度強調廣州雖然時尚度

不夠但兼容性很強不夠但兼容性很強。。香香
港文匯報記者梳理發現港文匯報記者梳理發現，，此此

次米芝蓮發布榜單涵蓋次米芝蓮發布榜單涵蓋1818種菜種菜
系系，，包括粵菜包括粵菜、、印度菜印度菜、、印尼印尼、、

新加坡菜新加坡菜、、泰國菜泰國菜、、素食等素食等。。
而兩度摘星成功的川而兩度摘星成功的川

菜菜「「宋宋」」餐廳餐廳，，就就
是很好的例子是很好的例子。。
「「宋宋」」餐廳市場部譚先生表餐廳市場部譚先生表
示示，，如今餐廳創新和傳統中尋求平衡如今餐廳創新和傳統中尋求平衡
發展發展，，滿足當代食客的飲食需求和習滿足當代食客的飲食需求和習
慣慣。。比如比如，，麻婆豆腐加入鵝肝麻婆豆腐加入鵝肝，，增加增加
口感和香氣口感和香氣，，但這些東西很少人做但這些東西很少人做，，
製作繁瑣也賣不起價格製作繁瑣也賣不起價格，，所以還在不所以還在不
斷努力斷努力，，堅持培育廣州市場堅持培育廣州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胡若璋、、黃寶儀黃寶儀 廣州報道廣州報道

今年廣州共有89家餐廳上榜，31家必
比登推介餐廳和46家米芝蓮餐盤餐

廳入選。備受矚目摘星餐廳，共十二家
摘星成功，其中2家二星餐廳，10家一
星。其中，在三年的摘星路途中，廣州
老牌酒家炳勝用「四店五獎」向廣州食
客交出了老牌實力。例如，摘得一星餐
廳的炳勝公館、炳勝私廚；榮膺廣州服務
獎的炳勝私廚以及榮獲米芝蓮餐盤獎的炳
勝品味（海印總店）和炳勝禪意茶素。

而承載着眾多港人回憶的白天鵝賓
館今年三家中餐廳也全部入選米芝
蓮廣州指南。其中，「玉堂春
暖」連續三年蟬聯一星，
風味餐廳、宏圖府兩家
餐廳榮獲米芝蓮餐
盤獎。

此次，

米芝蓮還首次在中國內地頒發「2020米芝
蓮年輕廚師」和「2020米芝蓮服務」兩個
特別獎項，旨在褒獎廣州餐飲人的專業精
神與執着態度。

固守菜餚味道 脫節網絡時代
有意思的是，這些粵港食客心中「白

月光」般存在的老牌餐廳，似乎缺了些
火候，鮮能代表廣州摘得米芝蓮三星。
美食評論家閆濤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
訪時指出，目前，廣州沒有米芝蓮三星
餐廳的情況非常合理。
「廣州有厚重的文化傳統，但未必有

足夠的活力和水平。」閆濤表示，廣州
的許多老牌餐飲都有一種思維定勢，認
為只要味道好了，其他什麼都似乎只是
旁支末節可以忽略不計。但在互聯網時
代，老牌餐企們恰恰忽略了當下是一個
影響力傳播和用餐者需要信息緊密交流

的時代。

食客求性價比 難為服務買單
此外，「北上深的廚師致力於創新研

發，很輕易可以獲得有足夠的回報，因
此從業者們才能獲得源源不斷的創新動
力。但在講究『性價比』的廣州，一個
創新菜，願意為其高價買單的食客不
多。」閆濤認為，廣州食客消費心理偏
傳統，對品牌的溢價和增值服務短時間
內難以快速接受並買單。
在閆濤看來，廣州三年一直沒有出米
芝蓮三星，原因在於老牌餐企在當下最
基本的資本運營、品牌管理等方面都保
守不前。而那些斥巨資、擁有
豪華裝修的餐廳又缺少歷史與
人文的底蘊。因此，廣州的
「三星」之路還需要走上
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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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傳才專程去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四朱傳才專程去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四
醫院感謝曾救過他的醫護人員醫院感謝曾救過他的醫護人員。。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川菜餐川菜餐
廳廳「「宋宋」」餐餐
廳連續兩年廳連續兩年
榮膺米芝蓮榮膺米芝蓮
一星一星。。

■■ 廣州廣州1010家餐廳摘得家餐廳摘得
米芝蓮一星米芝蓮一星。。

掃碼觀典禮

■■ 鄭菘芳的鄭菘芳的「「爸爸爸爸」」們為她的大學生活們為她的大學生活
送上祝送上祝福。 網上圖片

香港賽馬會刊物《駿步人生》最新
一期已經出版，封面人物是新任馬會
主席陳南祿。縱橫商界多年、勇於革
新的他，笑談工作和個人經歷當中的
轉變與應對。
今年6月底接任馬會主席的陳南
祿，在商界身經百戰40多年，領導和
革新過不少香港知名企業，自有一套
獨門心得，認為「肯用腦就有出
路」。就如他過往成功帶領不同企業
走過高山低谷，他強調平日必須做足
準備，因為危機隨時殺到。
在專訪中，陳南祿更分享他的20字
真言成功秘訣——「老闆英明、同事
能幹、夥伴合作、顧客支持、唔關我

事」。何解「唔關我事」？他笑言：
「一個人怎可能懂得處理那麼多事
情？必需依靠每個人出力，才能推動
公司到一個好環境上。」
工作認真之餘，他也是旅遊達人。
談起旅遊，從日本相撲的歷史，到蒙
古的金鷹節，以至敘利亞的騎士堡，
陳南祿都滔滔不絕，暢談他鏡頭下的
所見所聞。
29歲的劇曲新晉江駿傑，在「奮駿

路」細說自己在傳統粵劇中尋求創新的
點滴，當中他有份參與編劇的劇目在馬
會捐助下公演，又創作賽馬會本地菁英
創作系列的劇目，致力令粵劇變得平易
近人，吸引更多年輕人參與。

工商資訊資訊 ■責任編輯：蘇 璇 ■版面設計：歐鳳仙

該會主席吳惠權於得獎名單公布後，率先以短片祝
賀此次獎學金得主。他鼓勵學生，繼續延續客家

精神和中華民族優秀文化，期望年輕人書寫新的客家傳
奇。
該會執行主席曾智明強調客家子弟要把個人發展融入社

會、融入時代，在香港、在國家的發展中，成就個人的成
功，為自己、為家人、為客家人爭氣、爭光。
香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拍下個人短片向得獎同學送上祝

賀，他提及今年香港受疫情影響，學生可能需在家上課，
勉勵同學在老師幫助下，努力適應不同的學校安排。
中聯辦教育科技部部長蔣建湘祝賀得獎學生，盼望客家

年輕一輩，增强本領、開拓眼界、提升修養，成為有益於
家鄉、有益於國家、有益於世界的優秀人才。
該會榮譽主席、全國人大常委、大紫荊勳賢譚耀宗於祝
賀短片中除恭賀獲獎同學，亦點出「國和家」是相輔相成
的存在，勸勉年輕人堅持「愛國愛港愛家鄉愛家人」原
則，貢獻家庭、家鄉和國家。
該會榮譽主席、全國政協常委、大紫荊勳賢余國春以

「善、孝、禮、勤」中國傳統四德，寄語年輕學生培養道
德文化，弘揚中國優良傳統。
該會創會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副主任梁亮勝盼望客家

子弟弘揚客家精神，體現人生價值。在祝賀客家子弟之
餘，特別以客家歷史為例，盼望客家青年弘揚客家精神，
為國家為父母爭光，體現人生價值。
該會榮譽主席、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楊
釗乘9月新學年開始之際，勉勵學生秉承客家人自強不息
的精神，努力學習以取得好成績。
該會榮譽主席、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立法會議員劉業強
祝賀此次獎學金計劃得獎人數突破新高之餘，亦勉勵得獎
學子，積極開拓潛能，循多元發展。
該會常務副主席古爾夫認為，今年獎學金計劃在經評審
委員評選後有124位客家子弟獲獎，是對學生刻苦努力取
得佳績的肯定。
該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簡松
年以自身經歷，道出成功背後一定要付出努力的代價，鼓
勵年輕學子奮發圖強、努力讀書。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下稱「長江實業」) 旗下
Horizon Hotels & Suites，擁有四家以創新「Fami-
tel Living 酒店+居」概念營運的酒店，早前推出震
撼月租價16000港幣起租住位於紅磡的「海灣軒」
及「海韻軒」、兩廳兩房600餘呎的套房優惠後，
迄今查詢已超逾千個，並成功租出接近100伙。酒
店有見市場反應熱烈，宣布將優惠期延至中秋節周
末（10月4日）止。
長江實業地產投資有限公司董事劉啓文表示，為
推廣「Famitel Living 酒店+居」的全新租住概念，
酒店以宣傳專車走訪不同地區，希望籍此為有短期
或長期租住需要的人士提供一個嶄新的租住選擇。
Horizon Hotels & Suites 營運的四家酒店，紅磡

「海灣軒」及「海韻軒」、馬鞍山「海澄軒」、葵

涌「雍澄軒」，早前
安排了員工自願參加
新冠肺炎病毒檢測，
已參加員工的檢測結
果全部呈陰性。酒店
進行的防疫措施包
括：每周於酒店樓層
走廊及公共空間安排
消毒噴霧；大堂接待
處安裝防飛沫透明板以減低飛沫傳播風險；地下大
堂出入口放置溫度探測儀；每小時消毒公共空間及
設施；住客穿梭巴士每小時消毒一次；於住客退房
後為套房全面消毒；所有員工均會於當值前進行體
溫檢測及於當值時佩戴口罩。

陳南祿接受《駿步人生》專訪

Horizon Hotels & Suites旗下兩酒店優惠期延 客屬總會「客家子弟獎學金計劃」完成
日前，「客家子弟獎學金計劃」

頒獎典禮於香港客屬總會會所舉

行。今年有來自本港194所中小學

校的近300位優秀客家子弟申請，

為歷年申請人數之冠。獎學金名額

也由原定的30個大幅增至124個，

獲獎者包括67位小學生及57位中

學生，獎學金總額亦破紀錄共送出

近50萬港幣予得獎之客家子弟。

■陳南祿接受《駿步人
生》訪問。

■酒店員工定時消毒公共空
間及設施。

■該會首長與中學組得獎學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