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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天違法「佔領」的日子，對不少飲食業界人
士來說，猶如一場夢魘。1年過去，但他們至今仍難復
昔日光景。在灣仔近金鐘經營逾10年的樓上舖金蘭花
泰菜的林玉卿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違法「佔中」
期間，交通問題令生意勁跌約70%，初期每日接得最
多的電話，便是「取消訂位」。「佔領」結束後，生
意已難復舊觀，不少熟客流失了，生客亦大減，林玉
卿大嘆：「整個經濟都輸晒，為咩呢？」

「頭七」蝕10萬 國慶被迫「拉閘」
她憶述，9月28日衝擊事件後數天，對他們的影響

最明顯，每天生意僅得平日的10%，加上不少食材因
沒有食客而浪費掉，單是「佔領」開始後頭一周已損
失10萬元，後來迫不得已要暫停聘用4名兼職員工，
以降低成本，但仍需「倒貼」少許，「有時唯有提早
收舖，或要員工放有薪假來節省成本，總之慳得就
慳。」她指出，去年國慶當日更令她覺得「好灰」，
因為當時附近一帶多條道路被封，當天被迫要「拉
閘」暫停營業。

大批熟客流失 重創樓上舖
「佔領」鬧劇告終後，林玉卿指生意雖慢慢回升，

但仍與「佔中」前有一段距離，最要命的是不少熟客
已流失了。她坦言，平日午市主要靠金鐘及中上環一

帶的「白領」，晚市則大部分是從各區駕車而來的食
客，「『佔中』時又封路又怕亂，很多熟客都不敢
來，可能他們已改到其他地方吃，且不少已經沒有再
來了。」由於金蘭花屬樓上舖，亦少做宣傳，主要靠
口碑由食客介紹朋友，少一個熟客的影響比想像中來
得要大。
雖然「佔領」已經過去，但林玉卿慨嘆，其後時常

發生的「趕客」事件，直接導致訪港旅客下跌，連帶
本港整個飲食業都受衝擊：金蘭花附近有不少酒店，
不時有旅客「摸上門」，但近月這些「生客」明顯減
少了，「其實飲食業不景，對我們這些中價小店影響
最大。」
她解釋指，連鎖食肆可透過資源分配或減省成本去應

付；快餐式的食店則因價格便宜，生意受影響較輕微，
「你看看現時整條街都是茶餐廳就知道了。」
林玉卿透露，她於去年9月初才與業主續租兩年，

「別指望有得減租，且我們大部分食材是從泰國入
口，成本較高，很難透過減省成本去應付難關。」最
近，她嘗試每周一至周四，推出從來未試過的「午
餐」，例如一個密沙文雞腿連一罐汽水60元有找，期
望能吸引多些食客。

「不覺得激烈行動可取得成果」
放眼未來，林玉卿坦言最擔心「二佔」重臨，現時

正計劃在銅鑼灣或港島其他地區覓舖開分店作分散風
險投資。她說：「飲食這行業一贏就贏，一輸就好
甘。開多間分店，萬一金鐘再爆『佔領』事件，都有
另一間『頂住』。」
她認為，任何人都有權利抗議及表達訴求，但應該

透過和平理性的手法，「我不覺得激烈行動可以取得
什麼成果，但整個經濟都輸晒，為咩呢？有些人出發
點未必有錯，最終卻可能害了其他人。」 ■記者 鍾立

香港去年經歷了近年最黑暗的違法「佔中」79天，最終不但令全

港500萬名合資格選民於2017年普選特首的願望落空，更賠上香港

經濟、民生及國際聲譽。從違法「佔中」爆發起至今1年，旅遊、

飲食、運輸等各行業均大受打擊，金鐘、中環、銅鑼灣、旺角一帶的小商戶首當其衝，生意大受

打擊，加上近年租金、人工成本不斷上漲，不少商戶都被迫結業，無數打工仔飯碗遭打破。

違法「佔領」令從事零售、飲食業的小商戶都生意大跌，有的跌四成，有的跌五成，店舖熟客

被趕走，即使能「生存」下來，也仍在承受「佔領」所帶來的後遺症，包括由「佔領」衍生的

「鳩嗚」、「反水貨客」等激進行動，已嚴重影響各地旅客對香港的印象，令他們打消了來港消

費的念頭，也影響了香港市民本身的購物意慾，生意大不如前，且至今仍無絲毫復甦跡象，有人

更抱怨因「佔領」撕裂社會，令家人之間關係變差。他們都衷心希望香港社會專注發展民生經

濟，讓全港市民安居樂業，「二佔」不再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違法「佔領」所帶來的影響，不僅在於經
濟，更造成了社會撕裂。香港鮮果業物流協
會主席周勝在接受本報專訪時嘆言，太太及
女兒都是支持「佔中」的，曾經就政見不同

而吵架，雙方吵得面紅耳赤，「『佔中』令人輸掉親
情！」他又曾經到過金鐘「佔領區」掛橫額，呼籲「佔
領」學生回家，怎料遭多名「佔領者」侮辱：給予他一隻
紙杯，將一元、五元人民幣掉在地上，稱：「夠未呀？阿
叔走啦！」令他親身感到社會的撕裂。周勝認為，「佔
中」的後遺症為社會帶來很大衝擊，希望特首梁振英要
「夠狠」，嚴正執法並解決社會分化的局面，以免滋事者
氣燄囂張，令悲慘歷史再重演。

「佔區」愈擴愈大 嘥工時增成本
周勝在訪問時表示，旺角「佔領區」癱瘓彌敦道，初期

對他們的生果運送影響不大，因業界從碼頭取貨，將生果
運至油麻地果欄下貨，多行走於窩打老道及佐敦區附近道
路，其後「佔領區」範圍愈擴愈大，送貨至各區超級市場
的車輛都受到影響，如要送貨到銅鑼灣百德新街及皇室堡
的超市，工友都要提早在幾個街口卸貨，再拖板步往目的
地，致令工時延長，增加成本。

不過，他坦言，「佔中」對他來說，最大的損害不是經
濟，而是親情。他表示，兒子在外國定居，自己與太太及
女兒同住，但她們都是支持「佔中」的，大家曾經因政見
不同而吵架，雙方面紅耳赤，女兒曾向他說「爸爸你都唔
錫我」。他又曾駕車至銅鑼灣百德新街，在紅燈前停下，
怎料遭「佔領者」包圍及拍打車輛，其妻子揶揄道：「佢
哋驚你撞親佢！」這讓周勝大感疑惑，感嘆只能以包容之
心去面對家人，「『佔中』令人輸掉親情！」

「佔鐘區」勸學生 反遭掟錢辱罵
周勝除親證「佔中」影響親情外，更體會因政見不同而

遭敵視的痛心感受。他表示，在去年10月6日獨自
駕車至金鐘「佔領區」，並掛上呼籲學生及其他
「佔領者」回家的橫額，未幾已遭「佔領者」拆
下，再掛又再拆。其後，有「佔領者」向他稱：
「阿叔，你收了多少錢？三千？四千？」有人更給
他一隻紙杯，將一元、五元人民幣掉在地上，說：
「夠未呀？阿叔走啦！」儘管在場受盡辱罵，突兀
諷刺的生日歌在旁響起，但周勝當時淡然處之，因
為他覺得那些人是自己侮辱自己。而由
「佔領」期間至今，有人揮動港英旗幟，
此舉更是侮辱自己、香港及國家。

盼嚴正「狠」執法 免滋事者囂張
他相信，「佔領」有外國勢力介入，旨在

擾亂香港社會秩序。79天的違法「佔領」，
是一段很長的時間，為社會帶來很大的後遺
症，他希望梁振英要「夠狠」，嚴正執法，並
解決社會分化的局面，以免滋事者氣燄囂張，
令悲慘歷史再重演，又期望香港可步向經濟繁
榮，法治重新步入正軌。 ■記者 文森

自違法「佔
中」後一直在旺

角盤踞不去的「鳩
嗚團」，曾經每晚都在旺角街

頭出現，影響本地消費者與遊客的購物
心情，也令到在當區工作的售貨員日日提
心吊膽，擔心終有一天會被「誤中副
車」。油尖旺商會代表向本報表示，「鳩
嗚」令內地旅客感覺不受歡迎，加上其他
連串影響，令當區商戶的生意平均下跌四
成，更一直未見回升跡象，令人擔心商戶
「捱得過聖誕都捱不到新年」。

生意跌四成 碧街酒家「執笠」
專門針對內地遊客的「鳩嗚」行動，曾

經每晚擾亂旺角商戶及行人，早前更有
「鳩嗚團」成員借「鳩嗚300日」之名舉
行街頭論壇及遊行，有市民表達反對意見
時更被打至頭破血流。油尖旺工商聯會會
長沈安儀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批評，「鳩

嗚」行動影響本地消費者與遊客逛街及購
物的心情，更令當區居民與售貨員人心惶
惶，擔心自己無辜被牽連其中，「見到佢
哋一大班人行過就會驚，擔心會發生不可
預計的事，每晚都驚會有衝突發生，驚打
錯人，驚入來搗亂。」
她指出，自「佔領」後，油尖旺區商舖

的生意平均下跌四成，很多小商戶支持不
下惟有結業，「例如碧街一間酒家在『佔
中』後就執了。」儘管「佔領」已經結
束，但當區商戶的生意仍「漸漸愈跌愈
多」，她解釋，「鳩嗚」發出了「不歡迎
內地客」的負面訊息，加上中央推出「一
周一行」，以至外幣貶值等因素，內地旅
客寧到其他國家及地區消費，令人大嘆生
意難做，「大家對今年聖誕市道都不感樂
觀。」

擬推廣助解困
全港各區工商聯秘書長陳俊達也說：

「2003年『沙士』對零售業的負面影響都
不會持續咁長時間。」根據當區商戶反
映，他們的銷售額呈「插水式」下跌一
半，即使「佔領」結束後仍未見回升的跡
象，「行人見到『鳩嗚團』就覺得討厭，
唔想走埋去。」為此，聯會正計劃每月於
不同地區舉行推廣，按當區特色鼓勵消
費，「例如旺角會做服飾、波鞋或飲食的
推廣」，希望由10月底或11月頭開始推
行，幫助商戶渡過難關。 ■記者 文森

在違法「佔
領」行動後期，入稟申請禁制堵塞
金鐘部分路段的冠忠巴士集團，其主席黃良柏在接受本
報記者專訪時稱，「佔中」期間來往深圳皇崗至灣仔的跨境巴士線大受打
擊，高峰期客量減少20%至30%，「到現在還未恢復」，需改變業務策略來
補救。回顧過去，黃良柏慨嘆，香港社會各界的關係愈來愈撕裂，「佔中」
後更衍生出「反水貨客」及「鳩嗚」等激進行動，嚴重打擊內地及外國對香
港的信心。他慨嘆，「搞破壞容易，建設就好難」，希望社會專注發展民生
經濟，讓香港這輛「大巴士」可以駛到「安居樂業」的終站。

「佔領」直接損失最少69萬
黃良柏在訪問中憶述，「佔領」期間夏慤道受阻，影響公司來往深圳皇崗至灣仔的

跨境全日通線，不但要棄走西隧改行紅隧，導致車程增長，更要改變下車地點，令乘客
感到不便而改乘港鐵，單是「佔領」期間的直接損失就最少69萬元。他表示，高峰期
客量更減少了20%至30%。
他續說，雖然在成功申請禁制令後，情況有所改善，但已有部分熟客改乘港鐵，加

上跨境巴士因應灣仔碼頭工程而需另設終站，客量至今仍未回復至2014年的水平，整
體客源較去年同期減少10%。
黃良柏指出，其公司同時經營學童保姆車，但「佔領」期間因交通受阻，令保姆車沒

法如期到達學校，其間收到不少家長的電話查詢。為此，公司要作出不少後勤調動工
作，就連投訴及查詢電話都接多了三成，司機、保姆及後勤工作時間增長，令成本增
加，但收入卻減少。

「我要養好多員工及家庭」
而「佔領」後衍生的「反水貨客」及「鳩嗚團」等激進行動，令訪港內地旅客數字連

續錄得下跌，更令冠忠來往深圳灣口岸及元朗站的新大嶼山巴士B2線受到影響，在今年
6月至8月份都錄得下跌，平均每月跌幅約逾20%。黃良柏指，巴士業務要轉投本地市
場，如上下班接送服務、商場穿梭服務等，才能補救，「搞破壞容易，建設就好難。」

談到該公司當時申請禁制令一事，黃良柏形容自己是個政治冷感的人，「搵錢緊
要，我要養起好多個員工及其家庭」，而「佔領」一事，更是「天要下雨，娘要嫁
人」，難以靠一人之力去阻止，「我哋只係希望條路順返，可以盡快將客人送到終
站。」
他認為，香港面對的最大問題是社會各界關係愈來愈撕裂，民

生怨氣愈來愈重。部分年輕人看事物未夠成熟，覺得自己沒有出
路，就覺得社會「好似欠咗佢哋咁」，未有經過努力就想得到成
果。他認為，市民可以提出訴求，但不應以堵塞道路方式影響他
人。

冀港「大巴」抵「安居樂業」終站
被問到香港這輛「大巴士」的終站在哪兒，黃良柏就認為是

「安居樂業」。他解釋，香港未
來的政經發展要看今次區議會及
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因為今屆政
府與立法會的關係緊張，不論基
建、政策等都進度滯後，希望有
個強勢的政府出現，減少不必要
的爭拗，專注發展民生經濟，讓
市民可以安居樂業。■記者 文森

為期 79 天的違法
「佔領」行動，癱瘓

多條交通樞紐，猶如截斷本
港經濟血脈。兩間位處上環經營

海味蔘茸藥材的店舖東主都異口同聲地說，兩
個多月的非法「佔領」令香港社會陷入紛擾，
除了影響本地人外出消費的意慾，也使遊客止
步，更衝擊本港文明形象，「餘震」至今未
息，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內地訪港旅客減少。
他們希望香港年輕人與政府和平溝通，而非
用犯法行為宣洩不滿。

生意挫15% 損失至少400多萬
貴為行內龍頭、同時在港島區擁有多間海
鮮酒家、開業近80年的永泰行海產有限公

司董事總經理盧德光在接受本報訪
問時嘆道：「說無影響是騙人
的。」他表示，在「佔領」的兩個
多月時間，其公司每月生意額
平均下跌15%，損失至少400
多萬元。「佔領」更造成嚴重
塞車，導致很多本地人減少外
出消費，「社會多爭拗，大家
都沒有興致外出用膳。」
永泰行同時經營本地批發，

供貨予超過300多間超市、酒
家及食肆。盧德光表示，在

「佔領」事件發生初期，不少客戶已經預見後
市，紛紛選擇減少入貨，尤其以貴價品如吉品鮑
及冬蟲草為主，再加上旗下車隊受到示威者堵路
所影響，改為要靠人手運送，「結果原本一程車
可以完成的交易，就要伙記走多幾趟。」
盧德光表示，「佔領」事件結束後，仍然遺下
「餘震」，例如內地訪港旅客大減，再加上多項
外圍因素，使今年年初的生意相當不理想，幸好
其公司歷史悠久、實力穩健，使其生意不致大受
影響。不過，為了追回生意，他決定改變銷售策
略，將門市店貨品大減至六折出售。
辦公室放着數代同堂的合照、大半生在香港

拚搏的盧德光慨嘆，港人經歷過很多風風雨
雨，走過2003年的沙士、走過2008年的金融海
嘯，指香港是一片福地，希望所有港人都愛護
香港，冀望日後彼此能融洽和諧，不再有爭
拗。

「佔」傷大眾生計 鐵一般事實
仁德泰記公司老闆梁啟康在接受本報訪問時

也表示，「佔領」行動影響他人生計是鐵一般
的事實。在「佔領」期間，的確嚇窒了不少訪
港遊客，加上本地人無心消費，公司在該兩月
的生意額平均下跌了15%。受堵路影響，車隊
的送貨效率大跌，平日原本花兩個小時就可以
成功交貨，但當時花5個小時都未必得。
他憶述，當時原本可以泊車的地方都被示威

者霸佔，司機需要不斷打圈覓路泊車，即使成
功泊車，也要用手推車運載數十斤貨品，走一
段長時間的路，期間又提心吊膽怕被警察抄
牌，可謂非常苦惱。
梁啟康坦言，他明白年輕人率性，有自己一
套想法，但他們「未捱過，不知搵食艱難」，
以為通過「佔領」可以爭取某些東西，但不應
該因此而挾持其他港人，加上一次過「佔領」
多個地方，嚴重影響眾人生計。他希望年輕人
不要衝動行事，應該採用和平手法去表達訴
求。

難容暴力推撞 打擊國際形象
其店員羅小姐回憶「佔領」期間，她看到電
視播出示威現場的推撞畫面，感到內心惶恐不
已，並認為當時的暴力及挑釁行為，已超越社
會可以接受的範圍，也使香港的國際形象受到
影響。 ■記者 文森

旅遊業是香港的
四大支柱產業之

一，違法「佔中」及
「反水貨客」等行動對業界所

帶來的衝擊最為明顯。立法會旅遊界議員
姚思榮指出，「佔中」最大的衝擊是營造
年輕人對內地抗拒的氛圍，加上政客推動
相關情緒，以「去中國化」的思想將香港
變成反國家的基地。他擔心，面對內地未
來30多年的高速發展，如香港糾結於政治
爭拗而停滯不前，很容易被其他國家及地
區超越，「最後損失都係我哋香港人。」

酒店入住率跌 餐飲挫30%
身為香港中國旅行社副董事長的姚思榮在

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該公司業務在「佔
領」時期最受影響的是跨境巴士及酒店餐
飲，如在旺角及灣仔區的酒店入住率均下
跌，特別以灣仔的維景酒店餐飲銷情較為嚴
重，跌幅達20%至30%。入境團及來往內地
與香港兩地的直通巴士都受到影響，幸好有
關數字在後期稍為回升，屬輕微影響。

「業界肯定無法承受再衝擊」
姚思榮認為，「佔領」對業界的影響未

算大，反而是其後所衍生的「反水貨客」
示威及「鳩嗚」等激進行為，令海外及內
地的旅客認為香港不文明，減低了他們來
港的意慾，至今仍有來自東南亞的旅客向
他查詢香港是否仍有相關行動，「業界肯
定不可以再接受多一次類似的衝擊。」
他分析，不能以單一事件去看「佔
領」，因為整個行動其實是前年「驅蝗行
動」的延伸，再發展至「反水貨客」示威
及「鳩嗚」等激進行動。部分年輕人在媒
體鏡頭的渲染下，對內地持歧視及敵視的
態度，更有人想利用部分內地旅客不文明
的行為，將內地人標籤，從而製造矛盾，
引發一連串示威，以達成其政治目的。

倘糾結政爭 港易被他區超越
因此，姚思榮認為，「佔中」最大的衝

擊不是對香港社會經濟的衝擊，而是營造
了年輕人對內地抗拒的氛圍，政客煽動這
些情緒，以「去中國化」的思想將香港變
成反國家的基地，宣揚抗拒香港回歸祖國
的思想。他擔心，這種思想抗爭長遠對香
港發展不利，當內地收緊對香港的部分措
施，如政治空間縮細，社會經濟亦會因而
受到影響。在面對內地未來30多年的高速

發展，如香港糾結於政治爭拗，或停滯不
前，很容易被其他國家及地區超越，「最
後損失係我哋香港人。」
姚思榮指出，香港回歸祖國10多年來，

國民教育確實做得不足，香港部分年輕人
只看到香港，對內地及國際的視野不足，
長大後或者不會選擇到內地發展，甚至是
抗拒內地。他認為，特區政府有責任去令
年輕人更加了解香港及國家的歷史，並要
有國際視野，綜觀分析世界局勢，又建議
香港年輕人應深入了解內地，嘗試理解內
地近年為何會發展急速；學校的教授及老
師也要和學生以客觀態度去回顧「佔領」
及其所衍生的一系列事件，透過反思，讓
「壞事變好事」。 ■記者 文森

去年違法「佔領」期
間，街道堵塞、人流大

減，商舖食肆生意首當其衝受
到影響。有飲食業人士指，他們當時的

營業額由盈轉虧，幸而有分店幫補減少損
失，也有飲食集團指「佔中」帶來的影響是
今年生意衰退的其中一個原因。

蝕入肉「佔區」有酒家結業
敘福樓集團執行董事黃傑龍在接受本報訪

問時表示，今年生意雖不及以往，但仍不及
「佔領」時那麼「災難性」。他指「佔領」
時生意慘淡，「有段時間幾乎做唔到生
意」，更有位於旺角彌敦道附近的分店試過
幾天都要提早關店，不但沒有收入，分店仍
要繳付租金及水電費用。黃傑龍直言，該分
店在正常日子每月可賺30萬至40萬元，但在

「佔領」期間反要倒蝕20萬至30萬元。換言
之，「佔領」令該店損失高達70萬元。
黃傑龍指出，各分店在聖誕前後都在虧

本，要到「佔領」結束後3個月左右，生意
才恢復九成，但其後的「鳩嗚行動」或多或
少影響了人流，減少了他們宵夜時段的營業
額。幸好，該公司是集團式經營，有其他分
店分散旺角店的損失，他曾聽有行家說只得
一家在「佔領區」的店，因無法承受虧損，
最後只得結業收場，令心血付諸流水。

「反水客」惹內耗 百害無一利
「佔領」後又衍生「反水貨客」行動。香
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楊位醒接受本報訪問時
指，今年的生意大概跌一成，「反水貨客行
動」是其中一個原因，因為行動造成混亂，
同時令旅客覺得自己不受歡迎，減低旅客到

港消費的意慾，因而生意受影響。
楊位醒認為，「反水貨客」行動令社會內

耗，百害而無一利。除直接影響外，他指
出，內地經濟增長放緩及亞洲其他地區如日
本貨幣匯率吸引等，都令內地訪港旅客減
少，令生意不及以往。

■記者 文森

「「佔佔」」害百業害百業 全城通賠全城通賠
港人希望安居樂業 祈求「二佔」不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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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容易「災」害盈轉虧 食肆損失70萬

流失內地客 海味店割價「吊鹽水」

首當其衝

「餘震」未完

「鳩嗚」衰過「沙士」商戶恐「捱不到新年」

旺角「黑夜」

旅業受累

渲染抗拒內地 「最終害港人」

風光不再

■■違法違法「「佔中佔中」」至今至今11年年，，旅旅
遊遊、、飲食飲食、、運輸等各行業均大受運輸等各行業均大受
打擊打擊，，金鐘金鐘、、中環中環、、銅鑼灣銅鑼灣、、旺旺
角一帶的小商戶首當其衝角一帶的小商戶首當其衝，，生意生意
大受打擊大受打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人都希望安居樂業港人都希望安居樂業，，要要
求去年的違法求去年的違法「「佔中佔中」」不要不要
再霸路再霸路，，還香港一條生路還香港一條生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沈安儀沈安儀
（（中中））表示表示，，
「「鳩嗚鳩嗚」」令令
當區居民與當區居民與
售貨員人心售貨員人心
惶惶惶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姚思榮認為姚思榮認為，，違法違法「「佔中佔中」」最大的衝擊最大的衝擊
是渲染年輕人對內地的抗拒是渲染年輕人對內地的抗拒，「，「最後損失最後損失
都係我哋香港人都係我哋香港人。」。」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黃良柏形容自己是政黃良柏形容自己是政
治冷感治冷感，，笑言笑言「「我要養我要養
起好多個員工及其家起好多個員工及其家
庭庭」。」。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盧德光慨嘆盧德光慨嘆，，港人經歷多少風風雨雨港人經歷多少風風雨雨，，莫因莫因
違法違法「「佔中佔中」」事件事件，，使香港撕裂使香港撕裂。。 莫雪芝莫雪芝攝攝

■■周勝慨嘆周勝慨嘆，，太太及女兒都太太及女兒都
是支持是支持「「佔中佔中」」的的，，曾經就曾經就
政見不同而吵架政見不同而吵架，，雙方更吵雙方更吵
得面紅耳赤得面紅耳赤。。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黃傑龍直言黃傑龍直言，，今年生意雖不及以往今年生意雖不及以往，，但仍不但仍不
及及「「佔領佔領」」時那麼時那麼「「災難性災難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社會撕裂 珠寶「賤賣」 食肆「拍烏蠅」 商舖「拉閘」

■■林玉卿指出林玉卿指出，「，「佔中佔中」」令她損失令她損失
慘重慘重，，更流失不少熟客更流失不少熟客。。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