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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邊開餐 如廁撈飯 慘如乞兒
2020年7月30日（星期四）

首日無堂食打工仔似難民 煙民口罩開窿只為解煙癮
全港食肆昨日起全日禁堂食一



周，市民「為兩餐乜都肯制，前

(

街邊

公園

世」，石壆、路邊、貨車尾廂、
公園，甚至公廁旁邊，總之能夠

安心食飯的地方，就當作是「公共飯堂」。有人自嘲：「在街邊（蹲着
食），好像做乞兒。」對於煙民而言，室內室外都要戴口罩就更「難
搞」，煙癮一起，有人冒着違法的風險，在後巷鬼祟位吞雲吐霧，甚至
有煙民搞搞新意思，將口罩開窿自製開合式吸煙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昨日時雨時晴，市民扭盡六壬在無堂食
情況下醫肚，在銅鑼灣工作的 OL 都

選擇到維園吃午飯，樹下長椅、涼亭開始
聚集一眾打工仔，惟夏日炎炎，眾人都
「大汗疊細汗」，大呻吃得辛苦。
金鐘海富天橋是另一個公共飯堂，有
OL 倚在欄杆進食快餐，也有人找個靚
位，坐在路邊長櫈享用飯盒，有人則不怕
污糟乾脆席地而坐「開餐」，如果想舒適
點，就到附近公園草地坐下來醫肚，人多
時就要「爭枱櫈」。
至於運輸業人士，在炎炎夏日，有小
型貨車司機打開車尾的門，然後坐在車
廂內吃飯；也有小巴司機開着冷氣，在
無客的小巴車廂內，歎着冷氣吃安樂茶
飯。
最辛苦是建築工人，地盤外無瓦遮頭，
工友要站在地盤外進食，更有人將飯盒放
在地上「扒飯」，他解釋：「無計，地盤
的休息室狹窄，傳染風險仲高，所以選擇
在室外較空曠地方吃飯。」他更苦笑指，
在街邊食飯猶如乞兒，「返一日工就曬足
一日，在酷熱天氣下，能（到食肆坐下）
吃飯涼一涼冷氣是最大享受，但現時沒有
了，在街邊食好像做乞兒。」

上班族：辦公室迫過餐廳
不想狼狽用膳，有人選擇買外賣回公司
享用。昨日午巿時間，灣仔多間食肆外有
巿民排長龍等外賣，不少巿民都指，等候
外賣時間較平日長。另外，有餐廳為全
日做外賣，預訂大批外賣餐盒及
餐具。有上班族說：「有些同事
會回公司吃，有些在外工作的就
喺出面食，在街食要除低口罩，
都是有機會感染。」不過也有人
認為，辦公室比餐廳還要擠迫，感
染風險更高，「公司始終得張寫字
枱的範圍，但現在無堂食，危險都
要買外賣返公司食，無其他選擇，
或者與同事分時段進食，希望措施
不會維持太久。」
此外，室內外都強制戴口罩規定
昨日同時生效，考起不少煙民。
記者發現仍有煙民難忍煙癮，在
街上當眾除下口罩吸煙；亦有煙
民選擇在隱蔽的後巷、天橋底吸兩啖，
一解煙癮後就馬上扔掉香煙，以防被警察
發現。甚至有煙民將口罩開窿自製「吸煙
口罩」，希望在合法的情況下過煙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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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內料 300 食店結業 酒家重災區

黑暴「使晒啲本」疫情不斷折騰
龍皇酒家全線暫停營業七天，幟哥解
釋：「酒樓少做外賣，大家叫外賣都係
去街邊茶餐廳，我開店支出好大，為咗
少少外賣開店唔划算。」酒樓停業，400
多員工要放無薪假，員工也體諒酒樓處
境。他又透露，近日向現代管理（飲
食）專業協會一眾會員了解，或有近 300
間主要是酒樓的食肆會在這周結業 ，

「新光酒樓可能會閂兩間分店。」
地產商企硬不願減租
他坦言：「入行 40 年未試過咁差，
2003年沙士都無咁差，當時時間好短；今
幟哥認為業主應負起社會責任：「以
次唔同，舊年下半年社會運動（黑暴衝 前每份合約都加租，嗰時大家賺到，願
擊）已使晒大家啲本，然後疫情一波又一 意畀，家面對困境，業主係咪應該幫
波， 家最大問題係經營者心態崩潰
，本 幫忙？」他指租金佔其經營成本近兩
嚟 6 月有個小陽春，生意好返六七成，大 成，自己屬幸運，旗下多間分店的業主
家以為見到曙光，但一到 7 月又一盆冷水 都願減租三成至五成，但生意額跌八成
淋落嚟，大家都對前景好悲觀。」
以上，虧損仍極嚴重，冀業主再減，惟
他透露，去年黑暴衝擊令其集團虧蝕 部分地產商企硬，他在某屋苑商場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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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開放社區中心做「飯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
明、梁悅琴）特區政府昨日首度
禁止全日堂食，大量打工仔要在
日曬雨淋下露天用膳。多間教會
機構昨日開放予市民進內用餐，
亦有店舖公布可提供空間予巿
民，齊齊發揮守望相助精神。其
中灣仔聖母聖衣堂的開放時間為
早上 7 時至晚上 10 時，該堂主任
司鐸羅國輝神父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表示，最重要是予人方
便，「但呢區始終唔係勞動階層
嘅區域，今日行咗三條街想搵啲
工友(使用設施)，但搵唔到，只好
發散消息叫人通知有需要的工
友。」
面對巿民用膳不便，政府昨晚
宣布，今日開始由上午 11 時至下
午 3 時的午膳時間，開放全港 18
區共 19 間社區會堂和社區中心，
讓市民進餐。市民進入社區會堂
及社區中心前須接受體溫檢測及
佩戴口罩，有發燒或有呼吸道感

染症狀人士不得進入，進食時須
按預先編訂有 1.5 米距離的座位
入座，與其他人保持社交距離。
除飲食期間外，所有市民須佩戴
口罩，進食後便須離開。
另外，新地為旗下地盤設立用
餐地點，方便工友可以分批在較
舒適及衞生環境下進食。若環境
許可，新地將為用餐地點設置基
本分隔及獨立座位，或安排工友
於適當社交距離下用餐。新地表
示，將盡力在這數天內為所有大
型地盤設立用餐設施。

■位於灣仔星街的聖母聖衣堂向
巿民開放。
香港匯報記者 攝

追討，「銀行 家可以還息不還本
，但
法庭一受理，銀行會要求即刻還晒本，
即係迫死啲食肆。」他促政府疫情期間
拒受理追討，並冀當局推新一輪防疫抗
疫基金，減免水電媒和差餉等雜費，甚
至參考新加坡為食肆繳租，預計全港三
個月租金約50億元。

業界倡向僱員發停工津貼
楊位醒昨亦在電台節目表示，禁堂食
令中式酒樓如同「等死」，現時酒樓東
主正積極與業主「講數」商討減租。他
指出，經營宴會的連鎖酒樓淡季每周生
意額約 20 多億元，旺季每周約 36 億至 40
億元，現為淡季，擔心疫情蔓延至 9 月旺
季，屆時將可能有一兩成即約兩三千間
食肆結業。
飲食業職工總會秘書長黃必文則建議
政府向業界僱員，直接發放上限 9,000 元
的停工津貼，並參考清潔保安抗疫基金
做法，向僱員提供為期 6 個月每月 1,000
元的「抗疫辛勞津貼」。

「港真有貨」
直播
帶動香港品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各行各業
均遭疫情打擊。為幫助中小企走出困境，
推動香港電商產業發展，香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與香港青年電商促進會，8 月 28 日
在抖音平台聯合主辦「港真有貨」公益直
播活動，將聘請香港明星作為「帶貨主
播」，攜手內地及香港媒體聯合推介香港
品牌，更有神秘大咖現身直播間。
今次的「港真有貨」公益直播活動，以
「港味十足香港特色文化」為主題，希望將
香港家喻戶曉的老字號品牌、內地常見的香
港品牌、遊玩香港必買品牌等帶入直播間，
推廣至全國各地，預估可達千萬級曝光量。
「港真有貨」公益直播活動現正式對各
界招商，商品招募品類包括食品飲料、美
妝護膚、服裝飾品、鞋類箱包、數碼 3C、
家居日用、珠寶首飾和母嬰玩具等，要求
的商品需是香港老字號品牌、香港青年創
意品牌及國際好物，而產品須具三個月以
上保質期，並符合跨境物流運輸、通關檢
驗等要求。

■「港真有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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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真有貨」報名及聯絡方法
報 名 地 址 ： https://www.wjx.cn/m/
85978829.aspx

聯 絡 人 ： 蔡 永 基 Philip Choy /袁 莉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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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eway Tower 25 樓 2505 室 / 香港
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

郵箱: hklivecom2020@gmail.com

■地盤休息室一般只有數百方呎，部分大型地盤
有上千工友，難容納所有人。

工會倡讓地盤工友分批午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明其道、文森）
特區政府全面禁堂食，龍皇酒家飲食集
團主席、外號「幟哥」的黃永幟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預料，未來七天或有近
300 間主要是酒樓等食肆結業，因酒樓難
做外賣，近乎「零收入」，更重要的是
不少業者對前景感悲觀，索性退場。香
港餐務管理協會會長楊位醒則指疫情若
蔓延至 9 月，預計約兩三千間食肆會倒
閉。黃永幟直言除非業主大幅減租八成
以上，或政府再出手拯救，否則難渡過
這難關。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倡會員承建商作出
工友輪流午膳和相關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食肆全
日禁堂食七天， 一眾在戶外工作的工
友「無啖好食」。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
事長黃平指出現時天氣炎熱，地盤工人
若只能在街邊或地盤進食，要考慮消暑
和衞生問題，建議承建商容許工人分批
午膳。
黃平昨早在電台節目上表示，地盤休
息室一般只有數百方呎，部分大型地盤
有上千工友，難容納所有人，「若在街
邊食飯，衞生情況又點？地盤休息區位
置有限，如果集中喺呢度食飯，傳染嘅
可能性會更高。」他建議僱主和承建商
容許工人分批午膳，避免太多人同時聚
集進食。
昨日首日實施「禁堂食令」，午膳時
一度下大雨，不少地盤工友要在地盤圍
街板外或路邊用餐，建造商會行政總裁
謝子華昨日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商會前日已向各
會員發通告，要求在工地容許的情況下，提供通
風、遮蔭、乾淨和有枱櫈地點，並安排中央採購食
物，讓工友分時段進食。
不過，他承認全港千多個工地因人數和施工情
況不一，現場也有不同限制，估計市區單幢樓小
型地盤，或正進行打樁等工程和沒有上蓋的地
盤，難有空地作用膳地點，工友或要在街邊、樓
梯或者公園用膳。
有清潔服務職工會則表示，清潔工人要在垃圾
站或公廁內用膳，環境狹窄，擔心會構成衞生及
交叉感染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