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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工「射波」被炒 黃民黃店黃民黃店互片
員工借賬號數臭上司 店方發文還擊變羅生門

龍門成日話執笠 網民質疑「啲錢去晒邊」

其實黃店同黃絲嘅本質都係一擔擔，因為有

可能黃店刻薄對待黃絲員工嘅同時，員工都成日

無責任地「射波」，兩邊都幫唔落。講緊嘅係有

黃店「Cosmos Restaurant & Bar」前員工竟借人

哋賬號「倉鼠隊長ABI」喺「連登」發帖，指佢返兼職樓面，

有一日佢唔舒服想請假睇醫生，講明會畀醫生紙都照俾人炒，

搞到好嬲好委屈，又話之前已經有同事因為請病假俾人炒。不

過，日前「Cosmos Restaurant & Bar」就喺facebook發文回

應事件，話成件事得啖笑，並逐一反駁呢位前員工嘅指責。感

覺真係一場羅生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
��

「黃色經濟
圈」醜聞大戶
龍門冰室可謂
該 圈 「 戲
精」，同「手

足」嘅恩恩怨怨好容易淡咗熱
度，近排又頻頻高調告急，分店
執完一間又一間。不過啲黃絲好
似已失晒對龍門嘅信任，日前喺
「連登」發帖，質疑龍門前排又
排晒隊日日有生意，都可以又執
又破產，「咁究竟啲錢去×晒
邊，唔通你真係蝕住做請大家食
野（嘢）咩。」
話說龍門老闆張俊傑近排不斷

告急，並把分店執完一間又一
間，例如噚日就宣布今日將會係
荃灣分店最後一天營業，之前嘅
銅鑼灣店亦關門，觀塘食物工場
已經提早解約。
不過，佢日前告急嘅尖沙咀分
店就聲稱因為已經和業主達成協
議，可以畀住四成租，復活節後
再繳付餘數，所以仲保得住。據
張俊傑所講，佢暫時只係保得住
尖沙咀和沙田店。
對於呢個結果，網民「國泰珉
安安宥真」就好不滿，並喺「連
登」發帖質問龍門嘅錢去晒邊。
「國泰珉安安宥真」話，其實疫
情期間個個都冇生意㗎喇，好多
細舖嘅黃店就算生意唔好都未至

於要執，唔明白點解龍門成日告
急， 明明前排啲黃絲排晒隊幫
襯，日日有生意都可以又執又破
產，質疑究竟龍門啲錢去晒邊，
「唔通你真係蝕住做請大家食野
（嘢）咩？」
佢仲大鬧：「唔×識做生意又
唔×識整野（嘢）食就咪×學人擴
張，黃大×晒呀而（𠵱 ）家，做埋
你金主好冇，日×日係（喺）度破
產破產，真心唔知點玩可以玩到
破產？」
「國泰珉安安宥真」仲話：

「一早應該要（破產），乜×野
（嘢）垃圾餐廳嚟，黃色水魚
圈，條廢柴根本唔×識做生意，
下下叫黃絲幫佢補鑊。」

譏龍門「自編自導自演」
好多黃絲好似都幾認同呢啲質

疑，於是一齊數臭龍門。「事頭
婆」就覺得執係抵死嘅：「難
食，過度擴張。」
「Poly係城堡係要塞」猜測：

「間鋪（舖）又唔係得佢一個，
分曬（晒）錢比（畀）親人，自
己破產唔使負債，然後問親人拎
番（返）啲錢歎世界，人血饅頭
好味道。」
「紅塵仙」覺得：「有d（啲）
街邊/商場鋪（舖）一年365日都
掛住清貨大減價啦，宣傳手法姐

（啫）。」
「安全道」亦揶揄龍門：「點

解成日自編自導自演打爛自己鋪
（舖）頭搏（博）attention（關
注）都仲要執笠架（㗎）。」
不過，就算龍門食咗個人血饅
頭，黃絲又奈得佢乜何呢？鬼叫
你哋願意捧出個黃圈皇帝，𠵱 家
惟有自食其果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由於好多餐廳長期請唔夠長工，
變相兼職同「炒散」員工分分

鐘多過長工，而兼職同「炒散」員工
「射波」又唔需要假紙同扣糧，所以
佢哋「射波」嘅機會率都幾高。不
過，打得份工就要有責任心，唔想返
工提前講係常識吧！
話說，呢位前員工借人哋賬號「倉

鼠隊長ABI」話，佢有日病咗想請
假，亦都主動講明會睇醫生並攞醫生
紙，結果俾佢上司「Sa姐」話佢玩嘢
所以炒咗佢。其實呢位「Sa姐」之前
都有咁對過其他前同事，包括有一次
有位員工病咗想請假，「Sa姐」就喺
群組入面單單打打位員工，話以後邊
個「射波」超過三次就唔使再返工，
及後涉事員工喺群組入面公開佢嘅醫
生紙，「Sa姐」竟然覺得不滿，並譏
諷：「咁叻仔啊你，竟然喺度send出
嚟，你唔係私下畀我咩？」態度惡劣

至極。
之後，「倉鼠隊長ABI」就列埋間
黃店嘅罪名排行榜，包括拖糧成性，
「曾經有同事趕×住（出糧）找卡
數，佢（上司）都可以唔×理
人……」，員工又爆料話舖頭好多嘢
都係淘寶貨，又試過曾經欠供應商
錢、當員工係出氣筒等等。
有見及此，好多「連登仔」即撲出嚟
鬧爆間黃店。「鹿田」認為：「一間公
司連對自己嘅員工都唔負責，你覺得佢
點會對社會負責？」「記得初衷不放
手」話：「當『手足』condom，以後
當黑店處理。」

黃店稱無拖糧 逐一反駁指責
點知事情峰迴路轉，「Cosmos

Restaurant & Bar」日前就喺 fb發文
回應事件，聲稱話佢哋無拖糧，更
曾有同事趕住找數，老細（闆）特

登按（撳）cash出糧畀佢。對於
罷工，該店揶揄佢哋（員工）罷工
時，呢位（涉事）員工都未入職，
以及時勢唔好欠供應商錢係常態，
真係好好笑。
至於被指當員工係「出氣筒」方

面，該店續稱：「經理有無當呢位前
員工係出氣筒閙（鬧），腦細（老
闆）就唔清楚，但聽聞呢位人士（被
炒員工）任職短短一兩個月期間多次
『射波』、無認真工作、甚至o係
（喺）腦細（老闆）面前玩電話，經
理最後請佢食『豉椒炒魷』，就係咁
簡單！離職後7日如果無出糧可以上

勞 工 處 ， 唔 需 要 等 一 個 月 架
（㗎）！」

網民批老奉請假有問題
其實之前都有網民質疑呢位黃絲點

解可以心安理得地「射波」，
「乜××姐」鬧爆：「做黃店啲人係
咪都唔可以正正經經返工，定係覺得
打黃店工有特權？」「mindless」直
斥：「你有個概念一個月老馮（奉）
可以請兩日病假已經有問題，我係老
細（闆）都炒×你，係病請十日都冇
問題。」咁睇法，又係一場「黃圈羅
生門」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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喺童裝連鎖店內放「港獨」旗嘅
黃店老闆、反中亂港分子周小龍身
體幾誠實。佢噚日喺fb發帖，以東
莞海關沒收其產品，抹黑內地官
員。不過，此舉卻暴露咗佢嘅產品

原來係內地製造，搞到有黃絲都留言叫佢畀啲骨氣。
周小龍原定參加去年舉行嘅立法會換屆選舉，佢為
咗「博出位」，喺位於荃灣嘅店內放置一座約兩米
高、手持代表黑暴運動旗幟嘅所謂「香港民主女神
像」，更親手喺有關人像上插上「光復香港 時代革
命」嘅「港獨」旗。但點知呢個反中亂港分子做開生
意，身體卻幾誠實。
周小龍噚日發帖聲稱自己係一個「和理非的生意

人」，「經常都向其他生意人解釋，我們不應該為反
而反打壓國內（內地）民企，不應該不發訂單到國內
（內地）」。
他又聲稱：「東莞海關反而打壓我產品，說我產品

宣揚『黑暴』，把貨物全數沒收不得出境。」無端造
謠啲貨物係俾內地官員「佔為己有」云云。
唔少蒙在鼓裡嘅黃絲終於知道，原來Chickeeduck
嘅產品係內地製造。「陳漢威」就話：「我有小小意
見，香港製造可以嗎？成本貴就賣（貴）D
（啲）。」「施子山」都話：「俾（畀）啲骨氣唔好
中國（內地）做（造），日本制（製）成本貴啲都有
人買！」周小龍就答：「收到。」
而「Ming Ying Liem」就好明白佢，話：「Feel到
周老闆做咁多嘢唔係為利益的。」如果真係咁，佢一
路喺內地製貨係為咗乜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電台過往多次涉及
失實偏頗的內容而被投訴。新任廣播處長
李百全上任後決意整頓，先後抽起多個內
容不夠持平準確的電視節目。原定昨晚播
出的《鏗鏘集》，內容為探討傳媒生存空
間，但最終被臨時叫停，並改由題目為
「奏出個未來」的內容取代。港台發言人
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對於節目改動，有
關的節目內容、人手及播放安排，屬內部
編輯事宜。港台會邀請不同背景的主持及
嘉賓參與節目，以增加節目的多元性。
由廣播處長李百全以及港台高層管理人
員組成的編輯委員會，自3月成立至今，
共抽起3個電視節目，包括《香港故事：
疫行者》、《議事論事》，以及《鏗鏘
集》。港台早前曾指，相關節目選取的議
題具爭議性，但未能做到持平、不偏不倚
及真確準繩，未能符合《香港電台約章》
及《節目製作人員守則》的要求。被抽起
的節目當中，有節目對全國人大關於完善
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以及香港國安法
等有不準確的描述，有節目可能牴觸法例
或通訊局的業務守則。
另外，有節目只陳述單一方面的立場，
以及即使有訪問不同立場人士，但節目內
容絕大部分只側重某一方立場人士的言
論。有節目片面地報道受訪者面對的處
境，沒有交代事情的前因後果等。

早 前 「 台 灣 鳳
梨」被禁止輸入內
地，有唔少「黃
店」同組織就以高
價出售「台灣鳳
梨」，美其名呼籲

班「手足」支持台灣農民，但實際上
就係想從中賺返筆。不過，成班黃絲
又點會用腦分析吖，佢哋一心以為大
家係「同路人」就一條心，信到啲
「黃店」十足十，結果做咗水魚都唔
知，真係蠢到加零一。
話說日前「西貢青年舍」喺fb宣傳
預購「台灣鳳梨」，標明每個價值30
蚊，而一箱5粒至8粒就賣190蚊。為
咗氹班黃絲幫襯，佢哋就話：「3月係
『台灣鳳梨』嘅收成期，一句話唔要

就搞到台農企咗喺度，有香港人無咁
易！」佢哋仲強調：「是次團購純義
務性質，不賺分文，只限街坊訂購自
用，謝絕轉售圖利。」
之但係一個鳳梨賣成30蚊，明眼人
睇落似乎有啲唔合理喎。fb專頁「正
視2.0」就圖文並茂咁踢爆佢話：「好
似今日，又有台灣鳳梨搵你『扮賊』
嘅case，食盡人血饅頭，明明街市買個
鳳梨先25蚊個，揾（搵）你買仲要30
蚊個，真係攞你命，一箱數埋都9粒，
隨時可能仲畀你抽埋水。」睇真啲，
「西貢青年舍」同街市所賣嘅一樣係
「台灣金鑽鳳梨」，因乜解究佢哋會
賣貴啲呢？唔通就係因為有「黃」背
景嘅加持？
對於「西貢青年舍」賣「台灣鳳

梨」一事，「ChiChi Angel」就質疑：
「果欄先20蚊個，抽晒水。」「Doris
Tai」就話：「等佢哋自己人呃自己人
都好，總好過破壞社會。」

網民譏「佢哋都係隻豬」
「Woody Lam」就「苦口婆心」咁

講：「佢地（哋）心甘情願比（俾）
人呃、明知比（俾）人呃都要去，咁
做咩阻止佢呢？」而「Eva Cin」就揶
揄話：「所以佢地（哋）個logo都係
一隻豬。」
學「正視2.0」話齋，咩都掛個顏色
出嚟就賺到錢，真係易過借火，難怪
「黃色經濟圈」會俾人叫做「黃色水
魚圈」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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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攬炒派追求嘅香
港究竟係乜嘢樣？日前
佢哋畀出答案，原來就
係會用恐怖酷刑對待建
制派人士。近日就有唔

少攬炒派喺連登妄想香港「獨立」之後如何
「處決」建制派人士，唔少人揚言用「當街
燒死」等種種恐怖酷刑。如此滅絕人性嘅話
都講得出，原來呢啲就係佢哋追求嘅香港社
會，任何有良知嘅人都唔應該再同呢班人為
伍。
攬炒派喺前年修例風波期間，火燒市民、

打砸商舖等所作所為，已經叫全世界領略到
佢哋嘅慘無人道。而經過咗咁耐，都仍有人
死性不改，係咁想香港變得激進分化。
連登仔「花生醬走奶」日前喺連登以「香

港『光復立國』之日，應如何『處決』建制
派人士？」為題發帖，則引嚟唔少狂徒跟
帖，揚言要用極殘忍酷刑對待建制派人士，
言論猶如恐怖分子。
好似「賀拔岳」稱：「公開處刑，可以參
考下（吓）中世紀燒女巫、阿富汗塔利班石
刑、滿洲式凌遲。」
「堅離地陳豪」亦稱：「滿清十大酷刑，
但要俾（畀）我揀嘅話，我會揀用十字架呢
個酷刑，夠殘忍啦！」
「yinnlaa」更揚言：「當街燒死。」殘忍
程度令人咋舌，可見攬炒派近年標榜嘅所謂
「民主」理念早已變質，同和平、多元包容
嘅真正普世價值及香港核心價值完全背道而
馳。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自爆」產品內地造
周小龍被譏「無骨氣」
��
��

黃團售鳳梨圖利 黃絲變水魚都唔知

攬炒又發「獨」論
狂言「燒死」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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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指「西貢青年舍」賣台灣鳳梨
食盡人血饅頭。

「正視 2.0」fb截圖

●「連登」網民質疑龍門冰室啲錢
去了哪裡。 網上截圖

●「Cosmos Restaurant & Bar」逐
一回應涉事員工嘅指責。 fb截圖

●有「Cosmos Restaurant & Bar」前
員工竟借他人賬號發帖文，聲稱該店
無理解僱兼職員工。 「連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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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原定昨晚播出的《鏗鏘集》被臨時
叫停。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