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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孟非的小面、韩寒餐厅相继在南京
开张。一时间，南京明星店云集，包括早前开业
的“梅婷餐厅”以及近两年开业的“张嘉佳餐厅”
“姜武面馆”
“ 赵忠祥面馆”都成了香饽饽。不
过，有细心市民发现，明星餐厅的热潮正在退
去，曾经疯狂排队的场景，现在很难看到了。而
最近，
“赵忠祥三生面馆”也默默关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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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餐厅难经营

赵忠祥面馆开一年悄关门
明星餐厅经营喜忧参半，
盛况不再

赵忠祥三生面馆
关门一个多月了
去年 9 月，继孟非、韩寒等明星之后，赵忠祥也来南京开餐
馆了。赵忠祥三生面馆主打老北京炸酱面，店里还陈列了他
珍藏的字画、老北京照片。据称，店里最便宜的一碗面要 25
元，招牌三生面要 36 元。
今年上半年，
“ 赵忠祥三生面”在南京新街口又开了第二
家店。
不过，有细心的市民发现，三生面馆最近似乎消失了，搜
索大众点评，
也找不到这两家店了。
昨天，探访了位于新街口新百和江宁万达的两家“三生
面”店，发现都已经关门歇业。
在新百 B 座五楼，一位工作人员指着一个老北京风格的
餐馆门头告诉记者，这里原来就是赵忠祥三生面馆。如今这
里大门紧闭，招牌已经被拆除。木门正中间挂着一个小牌子，
上面写着
“工程改造，暂停营业”
。
江宁万达的店看起来比新街口店大一些，不过，整个店面
都被围挡挡了起来，
围挡上也写着
“店铺改造中，敬请期待”
。
记者询问旁边商家的工作人员得知，这两家赵忠祥三生
面馆已经关门歇业一个多月了，
“生意不好，没有多少人来。”
记者搜索微博发现，很少有人说面好吃，有网友评价“量
少味道一般”，也有人说“点了招牌三生面，就是味道一般、贵
了很多的炸酱面，不怎么值得”
。
昨天下午，记者联系上赵忠祥的助理，对方表示，三生面
馆在南京的两家店确实都关门了，但对于其他事情不愿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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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赵忠祥、孟非、梅婷、张嘉佳、姜武……众多明星扎堆
在南京开餐厅，掀起南京吃货圈的粉丝经济。如今，赵忠祥三生
面馆没说“再见”，就默默和南京人告别了。那么，南京其他明星
餐厅经营得怎么样？
昨天中午 11 点半，来到南京虹悦城，姜武的面馆“武面”今年
2 月在南京开业。工作日的中午，武面的人气还算可以，一共 60
个餐位，上座率差不多有一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店里的生意
一直还可以，周末有时还需要等位，今天，武面要在苏州开第二
家店，
“接下来还要在其他地方开呢。”
新街口德基广场的“很高兴遇见你”，是继长江路店之后，韩
寒在南京开的第二家店。中午 12 点，店里的客人并不多，楼上、
楼下两层，
座位空了一大半。
梅婷的米法西班牙餐厅开在江宁万达广场，餐厅外的小木
板上写着各种打折信息：
“11 月 17 日到 20 日 5 折起”
“ 支付宝买
单享 85 折”……尽管如此，客人还是不太多，下午 1 点左右只有
两桌客人在用餐。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使是饭点，客人也不是
特别多。
2014 年年底孟非的小面刚开业时，几乎是一面难求，有重庆
记者来南京吃孟非小面，买了 20 元黄牛票才进了店。上周日下
午 2 点半左右，记者来到河西万达广场的孟非小面，虽然过了饭
点，但上座率达到 80%。不少吃货表示，如果是饭点来吃面，还
是需要
“小排一下队”
。

今年 8 月，2013 年餐饮业遭遇 业协会秘书长于学荣首先给出肯
开餐
寒潮，但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不 定意见。他说，一些明星的店，以
厅， 少明星进军这一行业，
“ 其赚钱的 经营地方特色风味小吃为主题，这
目的不言而喻。
”
可是，
反观上世纪 具有一定的特色和生命力。
味道 九十年代那一批明星开的餐厅，
情
但他也认为，明星开店的目的
比老 况并不乐观。孙楠、刘嘉玲、韩庚、 有多种，有的是出于兴趣，有的则
还有姚明在 是投资人看中其名气进行投资和
板更 郭德纲等明星的餐厅，
美国的一家餐厅均已停业。
炒作。在互联网思维下，明星效应
重要
对于明星开店，江苏省餐饮行 更容易引起消费者关注，但如果没

有过硬的管理和产品，明星开店的
成功率就不会太高。
“很多明星没时间也没经验打
理餐厅，再加上产品一般、价格不
低，那还去干吗？”于学荣非常认同
一名网友的观点，即味道比老板更
重要。他说，猎奇心理不应是餐饮
发展的常态，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事。

真正参与餐厅
管理的明星很少
明星开店，除了吸引消费者眼球，出了
问题也容易受到更多的关注。
昨天，有媒体报道，韩寒餐厅在武汉的
一家分店因无证经营以及鼠患严重而被关
停。
两年前，
“ 国民岳父”韩寒开始涉足餐
饮业，推出原创餐饮品牌“很高兴遇见你”，
并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开了 30 多家门店，一
时间名声大噪。
然而，步子跨得大，问题也暴露得多。
继去年宁波分店涉嫌无证经营被立案查
处、今年 8 月苏州分店遭遇装修公司讨薪之
后，武汉分店又出事了。日前，武汉中南路
的“很高兴遇见你”餐厅因无证经营、鼠患
严重等问题，被当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强制关停。
执法人员发现，该餐厅鼠患严重，仓库
货架顶部全是老鼠屎，有些食品包装袋已
经被老鼠咬破，有些餐桌上甚至都能看到
老鼠屎。此外，执法人员还发现，这家餐厅
属无证经营，而且运营得相当不规范，员工
没有按照规定穿工作服，制冰机也没有按
照规定清洗和保养。
韩寒餐厅因为人气高、连锁店多一直
备受关注，今年 9 月 1 日，现代快报也就其
外卖餐品和堂食餐品不是一回事做了报
道。
明星开店是不是只是拿明星说事，却
疏于管理和经营？很高兴遇见你南京店市
场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韩寒餐厅
在各个地方的管理方式不同，就南京而言，
是股份制，
总部很少参与，
“只是管钱。”
在“武面”，当记者询问姜武会不会来
店里看看，工作人员笑笑，
“ 一年最多来两
次吧。”据了解，明星餐厅大多是合伙人或
家人在代为打理，比如梅婷的餐厅是由其
哥哥梅海涛打理，明星本人真正参与进来
的很少。

刘銮雄发分手声明 他的人生比八卦剧精彩
近日，香港富商刘銮雄的花边新闻甚嚣
尘上，两女共侍一夫的后宫争宠戏码疑似尘
埃落定，最终甘比坐上刘銮雄大房宝座。刘
銮雄在香港多份报纸发表声明，称早在 2014
年便与吕丽君分手，如今两人的关系，仅限
于两人是两名年幼子女的父母。

两女共侍一夫
刘銮雄离婚后生活更精彩
谈及刘銮雄与吕丽君、甘比的风流情
事，要从 1998 年说起。被称为“股坛狙击手”
的刘銮雄，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女明星狙
击手”，曾与关之琳、李嘉欣、蔡少芬等香港
一线女明星传过绯闻。刘銮雄人称大刘，据
传，身为房地产大亨的大刘以送女明星房产
为泡妞利器。据港媒爆料，大刘曾送李嘉欣
价值 8000 万的两处豪华别墅讨其欢心，还曾
转名下两处房产为蔡少芬偿还母亲欠下的
巨额赌债。
早年，大刘曾于加拿大多伦多求学，并
结识了来自北京的宝咏琴。1977 年，刘銮雄
与宝咏琴结为伉俪，两人育有一子刘鸣炜、
一女刘秀融。1992 年底，大刘与第一任妻子
宝咏琴离婚。
1998 年，吕丽君参加港姐落选后返回伦
敦继续读书，并在某奢侈品店兼职售货员。
51 岁的刘銮雄一次往英国购物时，结识了在
店内工作的吕丽君，两人迅速打得火热，随
后，吕丽君为刘銮雄生下了一对子女。与吕
丽君在一起后没多久，刘銮雄便认识了时任
香港某报纸娱乐版记者的甘比，甘比也为大
刘生下了一儿一女，自此，两女共侍一夫长
达十余年的“宫斗”生活拉开帷幕，而吕丽君
与甘比谁将入主刘銮雄后宫宝座获得巨额
财产也成为了网友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

话题。
2014 年刘銮雄曾豪掷 2 亿多拍下 3 枚顶
级蓝钻赠予吕丽君母女，并以女儿 Zoe 为钻
石 命 名 为“The Zoe Diamond”，宠 爱 可 见 一
斑。大刘对两边女儿的宠爱还算公平，在吕
丽君母女获得豪礼后，2015 年 11 月，刘銮雄
又花费 1.8 亿人民币为甘比的女儿拍下罕见
粉钻，一时间风头无俩。

发布声明，但刘銮雄本人否认了这一说法，
称自己绝无被人强迫，反斥吕丽君贪得无
厌，用不同借口跟他要钱。据港媒称，刘銮
雄身体抱恙，同时患有肾衰竭、心脏病和糖
尿病等多种病症，每周需洗肾 3 至 4 次，连说
话都有困难。而生病期间，刘銮雄都是由甘

比照顾，反倒是吕丽君仅来医院探望过一
次，逗留 10 分钟就走人，让大刘对吕丽君彻
底心死。
虽然分手两年后才发声明令网友们猜
测不已，但这份声明之后，刘銮雄正宫之位
终将属于甘比了。

刘銮雄吕丽君 16 年情断
甘比最终上位
据港媒称，最近一年多，甘比获专宠陪
大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刘銮雄也经常带她
出席重要场合，地位似超过吕丽君。终于，
11 月 15 日，刘銮雄发声明宣布与女友吕丽
君 16 年情断。从声明中可知，刘銮雄与吕丽
君已于 2014 年分手，并订立书面协议，承诺
双方今后互不相干，
“ 不会向对方要求或追
讨任何资产权益。”此外，刘銮雄对外界关心
的财产分割问题也解释得很清楚，强调因分
手前有大量现金馈赠，如今吕丽君身家已逾
20 亿港币（约 17.6 亿元人民币），因此毋须任
何经济支持。但是出于父亲的责任，刘銮雄
将继续负责与吕丽君所生子女的开支，吕丽
君仍可住其豪宅，但一切安排“绝对不代表
本人对吕小姐的任何关照或爱护”
。
这份分手声明可谓面面俱到，考虑周
全。然而，事后吕丽君以短信回复媒体，似
透露出仍不死心。吕丽君称，
“看到你（刘銮
雄）这么辛苦，我们的心极痛！不管是谁写
的声明，内容是什么也不重要，我和孩子只
希望你早日康复，远离一切烦扰你的人。此
时此刻，养病要紧，吉人自有天相。你说‘茶
是故乡浓’
，我是明白的……”
吕丽君的这番话疑指甘比操纵刘銮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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