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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級餐廳」體驗完
行政午餐後，接下來可以體驗不
同同鄉會的飲食文化。事實上，
同鄉會在香港已有源遠流長的歷
史。當年，香港仍為英國殖民，為

了維持鄉親之間的關係，同宗同族者
會自發結成宗親會、同鄉會，藉組織連結背景相似
的宗親，保障同鄉利益。由於考慮到當時中西區為
香港船運和出入口貿易中心，因此不少同鄉會成立後
會選址中上環。由於商務頻密，不少同鄉會皆設有餐
廳，聘請同鄉為主廚及侍應，為會員烹調美味的家鄉
菜。是次的展覽中，分別向觀眾介紹了三個同鄉會，包
括上海總會、潮州商會和順德聯誼會。團隊亦訪問了三
個聯誼會的廚師、經理及會員，讓他們講述在此地生活

的經驗及家鄉的文
化風俗。

對於中環的打工仔而言，想必都體會過「搵餐晏仔」之苦，這裡指

的是食午餐。每到午飯時間，中環街道必定人來人往、摩肩接踵，白

領麗人尋尋覓覓，只為一餐安樂茶飯。最近，大館推出「日安時刻」

展覽，述說中環獨有的午餐文化，同時亦以午餐為起點，勾勒區內數

十年來歷史與經濟的發展面貌，展覽由即日起至2月8日。究竟中環的

午餐文化有何特別？來看看就知！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日安時刻日安時刻」」看午餐文化演變
看午餐文化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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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使
急 ！ 最 緊 要
快！」這句看似
無厘頭的說話是
香港人才懂的幽

默。其實這句話很能反
映香港人的特質──做任何事都要
快，食飯也不例外。當年，在快餐還
未盛行之時，每逢午餐時間，中區的
白領要在人潮中搵一餐晏仔並不容易。
直至1965年，首個外賣飯盒出現，拉開
了本地快餐文化的序幕。而今次展覽的
第一部分便是以快餐文化為主題，隔着
櫥窗，可以看見上世紀六十年代鏞記酒
家及及嘉頓大會堂推出的外賣飯盒，還
有港人最愛的焗豬扒飯！
提起外賣飯盒，不得不提本港首創外
賣飯盒、以燒鵝聞名的鏞記酒家。1964
年，鏞記創辦人甘穗輝到日本考察飲食
文化，發現日本人用薄木做成飯盒並盛
載食物，他發現這些便當能輕易攜
帶，十分方便。甘穗輝毅然決定把這

個做法帶入香港，他在紙盒上加上油紙，
盒裡盛着馳名的燒味飯，一盒飯盛惠1.8
元，是白領的「福音」。 同在1965年，
嘉頓大會堂酒樓推出「特創盒裝」快餐，
外賣紙盒的設計為藍白格仔。據介紹，當
年的嘉頓快餐提供三種醬汁和肉類，售價
同為1.8元。當年一碗雲吞麵的售價為2.1
元，故這個格仔飯盒確實是打工仔恩物。
在嘉頓飯盒一旁，還有一盒豬扒飯。說到
豬扒飯，大家可能會立刻想起大家樂的招
牌焗豬扒飯。原來大家樂自1970年起便開
始供應焗豬扒飯，不少快餐廳也紛紛仿
效。直至1980及1990年代，各快餐店開
始用錫紙外賣盒盛載焗豬扒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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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選擇
價廉物美的
快餐，亦有人
會選擇行政午

餐。據介紹，「行政午餐」指
一邊享用午餐一邊商談公事，
而餐飲界的說法則是，若餐廳同
時提供不同價錢定位的午市套
餐，稍貴的稱為「行政午餐」，
稍便宜的則稱為「商務午餐」。自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起，中環已成為
香港的商業中心，為了應付客人的
需要，開始紛紛推出在西方流行的商務午餐，此後，行政午餐
便開始在中環流行。
有別於在一般餐廳進餐，行政午餐對客人的衣着是有一定要
求的。早年，若要在中環享用一頓行政午餐，男士必須穿着
「正裝」，西裝、打呔及皮鞋是必不可少，其中西裝的外套與
長褲必須同色及同一質料。不過，到了後來，標準漸漸放
寬，後者不再是必須的，但領呔和皮鞋仍是不可或缺。不
過，對於女士的衣着則未有劃一標準。直到上世紀七十年

代後期凸顯女性精明幹練一面
的套裝風靡全球，套裝便成了
女士享用行政午餐時的衣着規
範。而在今次展覽中「行政午
餐」的部分，除了介紹行政午
餐的食物外，亦會向觀眾介紹
享用行政午餐的整個過程。而
策展團隊亦特意訪問了文華東
方酒店的一位工作人員，介紹
在高級餐廳用餐的衣着及用餐
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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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傳、城」全港中英文徵文比賽得獎作品

「福食」
買少見少

「福食」亦即
「福利飲食」的
簡稱，視為僱主給員工的福利。1960年代，有僱主體
諒員工中午「搵食艱難」，於是決定為員工包伙食。
昔日負責包伙食的既有大牌檔；也有家庭式作業，他
們會在中環一帶唐樓自設食物製作工場。直到1966
年，市政局開始拒絕發放包伙食牌，直至1973年，這
種活動開始被市政局分階段取締。隨着後來快餐文化的
興起，員工對包伙食的需求不再是如此大，然而，時至
今日，一些傳統大企業和餐飲業仍會為員工提供膳食。
今次展覽中，便介紹了一間至今屹立不倒的包辦福食
的公司──平記包辦福食有限公司。觀眾透過當中的紀
錄片，可以了解這間老字號如何施展混身解數，在短
短數小時由十個員工做出近八百份午餐，再以最短的
時間把食物送達指定的辦公室及餐廳。此外，展覽還
介紹了三間位於中環、現時仍保留「包伙食」傳統
的店舖及機構，分別是海味舖「明都森記」、東亞
銀行及法國餐廳VEA。透過展覽，觀眾可以了解
到其特別的「包伙食」方式。

同鄉會文化
源遠流長

以下為「愛、傳、城 Love Is All Around」第二屆全港中英文徵文比賽中文小學組季軍白承熹、中文中學組冠軍歐欣彤的得獎作品，是次徵文比賽以芬蘭導演
Laura Neuvonen的動畫短片《最後的編織 The Last Knit》為引子，片中人物坐在懸崖邊不顧一切不停地編織頸巾，參加者須先觀看短片，小學組撰寫觀後感，
中學組及公開組則為故事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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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三次幾乎掉到懸崖深淵，編
織大姐決心把那曾經帶給她極大成
就感的冷針掉到懸崖去……然後，
她深深地呼了一口氣，明白了其實
世上還有很多事情自己未做過。突
然，她感到自己的人生好像變得不
一樣。
突然，地上的一把剪刀跟大姐
說：「你好！我叫『魔法剪
刀』，我可以為你的村子創造驚
喜啊！」大姐感到難以置信，但又
忍不住想親身試試這把剪刀有何威
力。大姐跑回村子後，遇上一個在
街上哭泣的流浪兒，大姐立刻問剪
刀：「請問我可以與你一起合作，
為這個可憐的孩子剪一些有趣的東
西嗎？」「你剪什麼都可以啊。」
剪刀回答。於是，大姐靈機一
動，剪了一個栩栩如生的小狗玩
具，小孩收到小狗後如獲至寶，
連忙答謝大姐。
然後，大姐沿途又看見另一個披

頭散髮、雙手殘廢的小乞丐，大姐
問他為什麼哭，他說：「因為人人
都取笑我的頭髮又髒又亂。」於是
大姐用剪刀剪呀剪，不消幾分鐘，
魔法剪刀就剪出一個有型有款的髮
型了。乞丐高興極了，他說：「謝
謝你，我很滿意這個新髮型啊！」
由於村民一傳十，十傳百，所以
很多人都來找編織大姐，建議她在
叢林前剪一個大迷宮給大家玩。村
民們還提議裡面剪一些動物的造
型，令這個迷宮變得又可愛又好
玩。
編織大姐為了實現大家的願望，

於是她剪呀剪，靠着自己的堅毅，
終於花了七天七夜，大迷宮就完成
了。雖然她累得要死，但看見村民
既興奮又驚訝的表情，大姐的疲累
也被興奮掩蓋了。
最後，編織大姐將這個平淡的村

子變成一條精彩的村子，也為村民
帶來無限的歡樂。

風起時，看庭前花開花落，寵辱不
驚；看天邊雲捲雲舒，去留無意，閒庭
信步、拾階而上的人生，離不開放棄的
智慧。——題記
在生命面前，一切的榮耀顯得如此微

不足道。《最後的編織》裡的編織者為
了活下去，不惜咬斷心愛的秀髮和毛
線，捨棄了最滿意的藝術品。
放棄並不可怕，你所失去的，都會以

另一種方式來彌補。
「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
痕。」人生如夢，滔滔江水向東流，一
去不復返。烏台詩案，宦海浮沉，蘇東
坡放下了官場權勢，寄情山水，才有
「一蓑煙雨任平生」的豁然開朗。而垓
下受困，四面楚歌的項羽正因為放不下
失敗，無顏面對江東父老，才有烏江自
刎的淒涼下場。而在懸崖邊，編織者不
顧一切地編織，最終差點失去寶貴的生
命。
一切沒有如果，如果沒有過多的慾望

和貪戀，適時剪斷，就能留下成果。編

織者本着求生的本能，最終把她從死亡
的邊緣拉了回來，過濾了她的慾望和貪
戀，留下了反思。
放不下，整個世界都會成為你的敵

人；放下了，整個世界都會成為你的一
部分。成功是主觀的臆斷，失敗也是。
即使失敗，我們也能看到自己不足之
處，那不就是一種成功嗎？發現過錯，
改之，也是一種成功；因為距離成功又
近了一步。編織者不也是成功了嗎？學
會了選擇和放下，適時放棄。
正如汪國真所說：「太深的流連是一

種羈絆，絆住的不只有雙腳，還有未
來。」利慾薰心，得到太多，想要的更
多，貪戀在人們的心中只會愈演愈烈。
歸根結底，都是因為慾望和貪婪，人們
迷失在匆忙的繁華裡，根本不知道自己
想要什麼。
於是，困頓的內心盛滿了疲憊，卻忘

了在身後留一片晴空給自己。只有選擇
斷捨離，我們才能擁有更美好的世界，
開闢新航線。

明智的人是懂得捨棄的，陶淵明不也
是學會了放棄了嗎？年少氣盛的他，懷
揣着希望，努力考取功名，希望能報效
祖國。可是，等他真正到了官場才發
現，腐敗的官場並不是他所想像的。他
無力改變這種現狀，毅然地放棄了官場
的富貴名利，甘願隱居，自耕自食。即
使沒有能力改變，也不願同流合污，最
後擁有「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的
心境。坦然面對生活，笑對人生，對酒
當歌，吟詩作對，以此了卻此生。而適
時的放棄，才讓今天的我們能體會到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怡然自
得。
放棄雖然是生命中痛苦的抉擇，但

適時的放下是心靈的洗滌，更是人格
的昇華。懂得放下的人生，才有輕重
之分，才能走得更遠。人生如高低錯
落的棋盤，有智慧的深遠佈局，有取
捨的淡定從容。看盡了花開花落，見
慣了人事紛擾，才發覺放棄是一種大
智慧。

■■在介紹在介紹「「行政午餐行政午餐」」展展
覽部分覽部分，，有提供有提供「「正裝正裝」」
給參觀者換上給參觀者換上。。

■■在介紹同鄉會的在介紹同鄉會的
部分部分，，團隊訪問了團隊訪問了
三個同鄉會三個同鄉會，，片段片段
亦會在場播放亦會在場播放。。

主辦方提供主辦方提供

■■一步入展廳便看見有十數一步入展廳便看見有十數
個不倒翁個不倒翁，，其實是模仿中環午其實是模仿中環午
飯時間人多擠逼的情況飯時間人多擠逼的情況。。

■■香港人熟悉的豬扒飯香港人熟悉的豬扒飯。。

■■展覽模擬行政午餐的場景展覽模擬行政午餐的場景。。

■■圖中為圖中為「「平記包辦福食平記包辦福食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的訪問片段的訪問片段。。

■■昔日的嘉頓飯盒昔日的嘉頓飯盒。。

■■著名的鏞記燒味外賣飯盒著名的鏞記燒味外賣飯盒。。

放棄，也是擁有的一種方式最後的編織—故事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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