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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其林青睐的餐厅

《台 北 米 其 林 指 南 2019》
（Michelin Guide Taipei 2019） 近
日公布餐盘名店名单，共 113 间
餐厅入选，冶春茶社是榜单上唯
一一家陆资餐饮企业。2010 年，
大陆扬子江集团投资台北，开设
冶春茶社，9年来，冶春一直是台
北最受欢迎的陆资餐厅之一。

米其林为保证公正性，从不透
露评委身份。“你不知道谁是评委，
什么时候来，可能外表就是一个普
通食客。”申滨说，能够上榜，对冶
春也是个惊喜。“台北是美食之都，
好餐厅很多，冶春能够连续两年脱
颖而出，很不容易。”

坐落在台北金华城 11 楼的冶
春茶社，不是茶馆，而是正宗淮
扬菜馆。走到餐厅门外，就看见
雕梁宫灯，亭台楼阁，餐厅内装
饰着花鸟屏风、假山流水、文房
四宝等，环境清幽雅致。冶春台
北店经营面积 1200 多平方米，有
200 个餐位，设计上融入扬州园林
修造艺术，导入卢氏古宅的联排隔
扇和长廊建造技艺，独具匠心。

保持正宗淮扬菜特色

台北冶春的厨师团队主力是
扬州来的原班人马。在这里不但
能吃到刀工细腻的文思豆腐、著

名的扬州狮子头和蟹黄汤包，也
有清炖原味牛肋骨、椒盐泰国虾
等流行菜色，有从扬州直送到
店、自家腌制的泥螺，还有水煮
鱼、宫保鸡丁等川菜菜品。申滨
解释说，这是因为淮扬菜包罗很
广，“相传当年乾隆下江南来到扬
州，带了许多御厨，一些北方
菜、川菜的做法就留在了扬州。”

2008 年以后，不少大陆餐饮
企业赴台发展，但成功的例子不
多。冶春 9 年来能够在台北备受
肯定，最大的原因还在于其菜品
的正宗淮扬特色。“我们的客人以
中老年人居多，祖籍浙江、江苏的
尤其多。”申滨说：“我们餐厅的位
置较偏不太好找，但有的客人远道
而来，就为尝一口家乡的味道。一
些老先生会跟我们讨论某一道菜
该怎么做，口味跟过去有什么变化
等，我们都乐于跟他们探讨。”

为了保证菜品质量，冶春的
新鲜食材都是当天采购，绝不过
夜。“除非是冷冻食材，新鲜的蔬
菜、肉类等如果留到第二天，就
只能做员工餐。”申滨介绍，台北
冶春成功的另一秘诀，则是价格
接地气。刚来台北的时候，冶春
走的是高端路线，后来根据台北
市场的特点，在保证菜品质量的
前提下调整成了亲民价格。所以
此次米其林官网对冶春台北店评
价，专门点出“新鲜食材、细心
准备、美味佳肴”，类别分级为

“相当舒适”，而人均消费则为500
元新台币 （约合110元人民币）。

文化底蕴是一大卖点

浓郁的文化气息，给冶春平
添魅力。餐厅内有琴师现场演奏
古筝和琵琶，古风古韵常随琴音
飘扬。逢周六日，冶春还邀请台
北演员演唱昆曲和京剧。淮扬菜
文化底蕴深厚，冶春也乐于在菜
单、宣传品或通过服务员现场讲
解跟客人分享。

“乾隆下江南时，一位法号文
思的僧人给皇帝做的豆腐羹，就
是文思豆腐的由来。松鼠鱼、狮
子头都出于扬州菜典，是当年隋
炀帝下扬州时开发的菜色，一直
流传至今。”申滨说，扬州炒饭有
两个版本，隋炀帝下扬州时出现
的叫扬州蛋炒饭，就是隔夜饭加
蛋、笋、韭菜等炒成，后来乾隆
御厨又往里面加了虾仁、海参等，
演变成今天的扬州炒饭。“这些历
史典故，我们常常跟客人介绍。”

冶春台北店聘请了 10 位台湾
厨师，跟随常驻台北的 8位扬州厨
师学习淮扬菜技艺。台北冶春积极
投身公益，2014 年高雄气爆，在台
陆企捐资 2000 多万新台币，其中
就有冶春的一份心意。“无论在文
化还是经济层面，冶春都希望能给
台湾社会更多回馈。”申滨表示。

（本报台北4月19日电）

到台北最受欢迎的陆资淮扬菜餐厅冶春茶社

“尝一口家乡的味道”
本报记者 王 平 孙立极

台北的陆资淮
扬 菜 餐 厅 冶 春 茶
社，近日获评2019
年 米 其 林 餐 盘 名
店，这已是冶春台
北店连续第二年获
此荣誉。“能够再次
上榜，说明台北市
民真的认可我们。”
台北冶春负责人申
滨对记者说。

港生看好内地发展

近年来，内地学生“赴港热”在降温，港
生北上蔚成风气。一是因为内地高校的学历在
香港认可度越来越高，二是北上求学的港生熟
练掌握“两文三语”（即中文、英文书写，英
语、粤语、普通话口语）、熟悉内地和香港情
况，越来越受到内地和香港企业的青睐。尤其
随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全文公
布，大湾区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香港学生北上升学。

“内地现在发展快，机遇多。全世界都看好
这里，为什么我们不看好？”来自香港的黄同学
报名了“免试收生计划”，黄同学的妈妈表示，
虽然女儿也有收到英国高校的录取通知书，但
她还是希望孩子回内地读书。黄同学说，自己
预估文凭考试 （相当于香港的“高考”） 成绩
能达到 30 分，在香港应该可以考取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但是她认为，
在香港，自己青睐的生物科研专业就业机会
少，所以她报考内地高校，申请清华大学的理
科试验班类 （化生）。

大湾区的磁吸效应，使得广东省院校成为
香港学生关注的重点。中国教育留学交流 （香
港） 中心统计显示，今年报考内地高校的港生
中，在前 4 个志愿选择报名前往广东省大学的
学生，不仅没有随着文凭考试考生的减少而下
跌，反而由 2018 年的 5355 人增至 2019 年的
5755人，增幅近10%。

家住深圳、在港读书的陈同学一口气报了

暨南大学的 4个专业，主要为酒店管理和 IT类
专业。他对暨南大学2019年新增的智能科学与
技术专业较感兴趣，认为这是因应大湾区发展
创科而开设的专业，看好其发展前景。

拥有更多学科选择

香港共有10所法定大学，而参加文凭考试
的考生每年大概为七八万人，竞争相当激烈。
因此，内地众多优质高校为香港青年提供了更
多升学机会。2019 年，内地新增了 7 所参与

“免试收生计划”高校，包括中央音乐学院、中
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湖北大学、广东
海洋大学、长安大学和兰州大学，部分新增的
院校开办了香港高校未能提供的课程，为香港
学生提供更多元化的学科选择。

“港生已不再将内地升学视之为‘次选’。”香
岛专科学校内地升学资源中心副辅导主任余慧
泓表示，不少港生和家长认为到内地升学“不用
困在香港”，有助扩大眼界，未来就业发展可开拓
更多机会。家长也希望借此机会让孩子变得更加
独立，所以到内地读书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香港市民陈太太和女儿禧华已经考察过浙
江理工大学等内地高校，对于女儿日后可能到
内地升学，陈太太表示很放心。她说，随着广
深港高铁香港段的开通，即使女儿前往距离香
港较远的内地省市升学也不会舍不得，反而认
为有助于女儿开阔眼界。

“内地科技发展迅速，内地高校也有不少与
科技相关的专业，增加了香港学生的选择。”将
来希望从事软件开发的禧华认为，若想投身科

技相关领域，到内地发展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今年 1 月，教育部等下发通知，香港居民

可参加内地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认定中小学
教师资格。受此利好，今年香港学生报读师范
大学的人数也增至1239人，增幅8%。中国教育
留学交流 （香港） 中心表示，7 月将邀请港生
报名较多的35所内地大学赴港，为北上升学的
港生提供行前咨询与辅导。

加深青年之间友谊

港生北上求学选择越来越多，既体现了国
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其实也是一个双赢的选
择。校园内外，思维活跃的北上港生都为内地
高校带来新鲜的“空气”。这些有志青年来内地
拓展人脉、结交朋友，长远来说，也有利于加
深青年之间的友谊，有益于香港繁荣稳定和国
家发展。

曾有不少北上求学的港生告诉记者，在香
港受媒体负面报道等影响，一度对内地产生不
好的印象。但踏进校园，接触社会，才发现真
实的内地十分可爱，身边的同学都非常优秀。
他们也会向内地同学介绍香港发展历史，大家
有了更深了解，青年之间才能用思辨的态度去
认知香港，认知内地。余慧泓也认为，北上升
学港生应进一步在心态上开放自己，多接触其
他地方的学生，这将大有帮助。

受惠于内地推出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等新
政策，香港学生在内地学习、创业、就业和生活可
获得越来越多的便利。未来，相关部门将进一步
完善政策措施，为香港学子提供更多“利好”。

港生北上求学忙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又是一年升学季。数据显示，今年不少香港青年不再纠结读哪所大学，而是
果断选择加入“港生北上”的求学热潮。2019年通过内地部分高校免试招收香港
学生计划（“免试收生计划”）、港澳台联招、自主招生报名的香港学生达10433
人，创过去8年新高。

澳门大学日前举行开放日，速递机械人、趣味工程实
验、解读基因密码、历史长廊等精彩活动和别具创意的摊
位游戏、学生文艺表演等，吸引数千民众到校参观。

图为澳门大学学生在表演舞龙。 资料图片

图①：在京港生与林郑月娥自拍合影。 资料图片
图②：香港学生在“内地高等教育展”上咨询高校招生

情况。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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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日前举办“齐
为澳门动脑筋”座谈会，以“积极有为：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为主题，邀请粤
港澳多位专家发表真知灼见，为澳门更好
融入大湾区发展，积极建言献策。现将部
分专家发言摘编如下：

澳门作为大湾区4个引擎城市之一，应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其他湾区城市功能
互补，通过努力构建结构科学、集约高效
的大湾区发展格局，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取得扎实成效。

建议澳门在参与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中，一是面对机遇，需积极有为，自强不
息；二是面对挑战，需勇于创新，大胆
闯，大胆试；三是面对竞争，需取长补
短、发挥澳门所长，服务大湾区所需。

——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会长萧志伟

大湾区规划纲要提出多项政策建议，
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天
时”是“莫等待莫空谈”，抓紧大湾区难得

机遇，借助国家政策谋求澳门更好发展；
“地利”是认清澳门在大湾区全局中能起到
什么作用和优势；“人和”是精准发挥澳门作
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联系桥梁的独特优势。

虽然粤港澳社会制度的差异会增加三
地融合进程难度，但也正是有差异才有别
于其他国际湾区。相信粤港澳大湾区能成
为国际规则、国际标准和中国效率有机结
合的创新“试验田”和结合体。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梁
维特

澳门财政储备充足丰厚，并有“一国
两制”优势，应利用充裕的财政储备到大
湾区进行投资，在金融、商业、科技、医
疗等方面寻找发展机会。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
张志刚

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任务和
使命，对外是要协助国家扩大开放和合作
发展，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对内则要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解决大湾区居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主要矛盾。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
长杨爱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