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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
“问题”
五星级饭店被摘星

伊朗油轮驶离
直布罗陀港口

11 家饭店被要求限期整改
新华社北京 8 月 19 日 的处理，对 11 家饭店予以限
电 记者 19 日从文化和旅游 期整改 12 个月的处理。
部获悉，由于在暗访检查中
据悉，5 家被取消星级
问题突出，包括天津滨海假 的饭店包括：天津燕园国际
日酒店在内的 5 家饭店被取 大酒店（原喜来登大酒店）、
消五星级旅游饭店资格，另 天津滨海假日酒店、上海裕
有 11 家饭店被要求限期 12 景大饭店又称齐茂（中国）有
个月整改。
限公司、重庆希尔顿酒店、重
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 庆典雅戴斯国际大酒店。
委员会 16 日发布公告指出，
限期整改 12 个月的 11
在近期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 家饭店包括：天津泰达国际
展的暗访检查中发现，部分 会馆、沈阳中山皇冠假日酒
五星级饭店的卫生和消防安 店、鞍山五环大酒店、大连
全问题严重，服务不规范问 泰达美爵酒店、上海富豪环
题突出。根据相关规定，全 球东亚酒店、上海紫金山大
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 酒店、上海东锦江希尔顿逸
经研究决定，对 5 家饭店予 林酒店、上海龙之梦大酒店 司龙之梦大酒店）、上海银
以取消五星级旅游饭店资格 （上海长峰酒店管理有限公 星皇冠假日酒店、郑州锦鹏

摘星

酒店、重庆海逸（解放碑凯
悦）酒店。

轿车街头自燃

不依规登记旅客信息

洒水车司机
变身“救火英雄”

长沙一酒店被罚 10 万元

新华社杭州 8 月 19 日
电 近日，
浙江金华市民许先
生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洒水
车
‘唱歌’
灭火”
的视频，
引起
了很多网友的转发和点赞。
视 频 显 示 ，15 日 18 时
40 多分，一辆黑色轿车在浙
江省金华市八一南街上发生
自燃。此时，一辆洒水车正
好路过，它秒变
“消防车”
，
一
边“唱歌”一边洒水灭火，在
危急时刻，环卫工人和交警
合力将轿车的火情扑灭。
记者联系到这位开洒水
车的环卫工人，他叫祝汝祥，
今年 53 岁，在金华市环境卫
生管理处江南一所工作 3 年
多了。祝汝祥说：
“当时我正
在洒水作业，我在远处看到
有辆车正在冒烟，同时有人
在冲我招手，于是我把车开
到前面停下来，立马配合扑
火。
”
“当时火势还不是很大，
喷了一会儿水，火苗就不见
了。如果等到消防车来，可
能车子就会被烧报废了。”
祝汝祥回忆说。
据悉，与祝师傅一起灭
火的男子叫金长洪，是金华
交警直属一大队的教导员。
两人配合默契，短短一分半
钟，
火势被很好地控制住了，
也为车主减少了损失。
有网友看到视频后称赞
说，
环卫工人不仅是
“城市的
美容师”
，
而且在关键时刻还
是能拿得出手的“便衣消防
员”，谢谢你们的挺身而出，
在危急时刻互相协助、互相
帮忙。

罚单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新华社长沙 8 月 19 日
电 记者 19 日从长沙市公安
局获悉，长沙一酒店只顾揽
客赚钱，不按法律规定登记
旅客信息，长沙警方依法对
其开出 10 万元罚单。
据 介 绍 ，7 月 29 日 ，长
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高桥派
出所民警对辖区某酒店进行
检查时，发现该酒店存在未
按规定登记住宿旅客信息的
情况，当场下发责令整改通
知书，要求酒店立即整改。
8 月 15 日，民警对这家酒店
再次进行检查，发现该酒店
仍有旅客信息未查验登记。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长
沙警方依法对该酒店处以
10 万元罚款，对酒店负责人
严某处以 1000 元罚款。

山西运城：

要
“文化谢师礼”不要“吃喝谢师风”
新 华 社 太 原 8 月 19
日电“谢师！”
随着主持人
的话音，55 名准大学生齐
刷刷深深鞠躬 60 秒，向辛
勤培育他们的 200 多名老
师表达感恩之情……
这是 18 日晚发生在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黄金
水岸社区感恩广场上的一
幕。当日，黄金水岸社区
举办主题为
“感恩老师·知
识报国”
的集体
“文化谢师
礼”，用简朴、文雅的茶话
会形式取代大餐，向辛勤
培育学生成才的老师们表
达感恩之情。

“尊师重教是我国优良
的传统美德，但表达适当更
重要。近些年来，一些变味
的
‘谢师宴’
偏离了
‘感恩’
初
衷。我们社区今年有 55 名
学子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为了避免大家争摆
‘谢师宴’
形成攀比歪风，我们特地举
办这样一场集体‘文化谢师
礼’
，既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之
情 ，又 杜 绝 了 铺 张 浪 费 之
风。
”
黄金水岸社区党支部书
记冯文俊说。
在集体
“文化谢师礼”
活
动现场，这些准大学生们表
演自编自演的歌舞、朗诵自

己创作的诗歌，以多种形式
向老师们表达感恩之情。
“高
中三年多亏了老师们悉心栽
培，让我能够考上理想中的
大学。今天这场谢师礼是我
们用属于自己的方式表达我
们由衷地感谢。”
今年刚被天
津大学录取的康杰中学毕业
生张雨嘉说。
“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有
意义的一次谢师活动，对我
来说也是一次精神上的洗
礼 。孩子们今后越来越优
秀，这就是我们老师们最大
的心愿。”
康杰中学教师胡晓
琴说。

新华社马德里 8 月 19 日电 据
西班牙媒体报道，此前被英国海外
领地直布罗陀当局在当地扣押的伊
朗油轮 18 日夜驶离直布罗陀港口。
伊朗驻英国大使哈米德·巴埃
迪内贾德 19 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伊朗被扣油轮已于 18 日晚些时候
离开直布罗陀驶向国际水域。
这艘油轮原名“格蕾丝一号”，
先前悬挂巴拿马国旗。18 日，该油
轮改为悬挂伊朗国旗并更名“阿德
里安·达里亚一号”
。
7 月初，直布罗陀当局在英国
海军协助下扣押装载伊朗原油的油
轮“格蕾丝一号”，称其违反欧盟制
裁令、向叙利亚运送原油。伊朗方
面否认这一指责，要求立即释放被
扣油轮。8 月 15 日，
“ 格蕾丝一号”
获直布罗陀当局放行，但美国哥伦
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 16 日发出
传票，
寻求继续扣押
“格蕾丝一号”
，
但被直布罗陀当局拒绝。

日本高端刨冰
青睐自然冰
日本老人山本佑一郎（音译）一
家世代采冰为生，在电冰箱普及后
险些丧失生计。多亏老人的坚守执
着，采冰这门传统手艺在日本没有
消失，刨冰这种寻常食品现在变身
为高档甜品。
山本佑一郎现年 68 岁。法新
社 19 日报道，他 13 年前接手家族
生意，
传统采冰行业当时濒临消失，
人力采集自然冰制作的刨冰与冰箱
制冰产品售价相当，一份卖 200 日
元。他知道，
这样卖下去只会倒闭，
于是耗费数月调研，推出价格不菲
的手工刨冰，每碗 800 日元。他还
把自然冰的价格提高到每箱 9000
日元，
比先前高出 6 倍。
手工刨冰原材料来自山本家乡
日光的自然冰，配上高浓度果泥而
非人造糖浆，但由于价格昂贵最初
几乎无人问津。一些时候，连续几
天 卖 不 出 去 ，扔 掉 的 冰 有 好 几 吨
重。幸运的是，日本三越百货的采
购人员看上这种手工刨冰，山本时
来运转。
现在，
山本的企业每年采集 160
吨自然冰。这是一项辛苦的工作。
每年秋天，
工人们在地里开辟出游泳
池大小的池子，
向池中注入泉水。为
去除水中泥土和落叶，
工人会将最初
冻结的薄冰刮去并在池中注满泉
水。冬天最为忙碌，只要冰上有落
雪，就要刮掉，否则会延缓泉水冻
结。山本回忆：
“我有一次连续 16 个
小时不停除雪。
”
下雨天则要当心冰
面破裂，
因为这样的冰只能弃用。
通常情况下，
大概两周时间，
结
冰厚度可达 14 厘米。这时候，工人
们将冰层切割成长方体，每块重大
约 40 公斤，再借助竹制滑梯将冰块
送到装有锯末的冰屋里储存。这些
冰块最后出售给高端甜品店或商
场，
用于制作刨冰。相比冰箱制冰，
自然冰更坚硬、更容易刨出薄且不
易融化的冰碴，制作出的刨冰口感
更佳。
（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