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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 香港仔

建築師失業 棲宿隧道

寒流寒流襲襲香江香江
暖意暖意送送街頭街頭

每名露宿街頭的人都有不堪的往
事。來自英國利物浦的Howard曾是中
環上班族，任職建築工程師，但3年前
起受黑暴及疫情接連打擊，所任職的
公司倒閉，他又放不下身價，至今未

能重拾長期工作，唯有做兼職、接一些小型裝修設計工
作維生，但收入還是不足以租房生活，唯有在跑馬地隧
道生活，「香港的住房開銷真的是太高了！」
58歲的Howard來港25年，在英國大學畢業後便來港

闖蕩。Howard相當健談，富有冒險精神的他年輕時並不
甘願從事固定工作，曾當過DJ、廚師、攝影師和英語老
師等，來港後曾向現實低頭，從事建築設計工作。
2019年的黑暴和接踵而來的疫情直接令Howard所屬

的公司清盤，他自然也失業。這一次挫敗，令天生執
着、有原則的他，不願再妥協、自降身價換取重投本業
的機會，「整體薪金都下降了，我年紀大，已經競爭不
過本地年輕人，做其他工作又拉不下面子，露宿街頭仍
是無奈之選。」

手機電源寶貴捨不得睇波
Howard也是一名球迷，目前他卻很少觀看世界盃球
賽，「你知道，我們露宿者手機充電很麻煩，要找朋友幫
忙或去圖書館，電量很寶貴，所以我捨不得看球賽。」
談起露宿生活，Howard希望大家不要認為他們很享受

這種「自由」，「晚上有蚊子、老鼠，洗澡上廁所也要
走很遠，這怎麼會是享受呢？真的是無奈。」Howard希
望香港經濟盡快回暖，令他能找到一份自己專業的全職
工作，讓生活重回正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倩）天
氣轉涼，不少市民喜歡吃火鍋及
煲仔飯暖身，火鍋店及煲仔飯店
的店主為迎接「寒流商機」，提
前準備火鍋食材，無奈直到昨天
傍晚氣溫未有明顯下降，有入了
大批火鍋食材的店主嘆：「信錯
天氣預報。」亦有煲仔飯店店主
表示：「入定貨」有備無患，預
計降溫後生意增長兩至三成。
天愈冷，火鍋生意愈火熱。香
港文匯報記者昨晚走進油麻地了
解火鍋店及煲仔飯店的生意情
況，不少店主預料昨晚生意會

旺，故提早準備更多的食材。

火鍋店主燜了大量羊肉
陳女士在油麻地經營的煲仔飯

店已有近50年歷史，在知道降溫
的消息後，提前準備很多食材，
「天氣變凍肯定更多人來食煲仔
飯，已經入定貨啦」，惟昨晚氣
溫仍較溫暖，光顧陳女士店舖的
客人未有明顯增加，「溫度今晚
（指昨晚）不降，明天（即今
天）亦會降，提前準備好食材不
會有錯，預計溫度下降後生意增
加兩至三成。」

吳先生是一間羊肉火鍋店的店
主，他亦在收到降溫消息後提前
準備大量羊肉，「我今日（指昨
日）忙前忙後已經燜了大批羊
肉，結果今晚（昨晚）沒降溫，
生意比較冷淡」，氣溫未能如期
降低讓他頗為失望，「如果天氣
冷，120個羊腩煲兩日賣完。」

煲仔飯店生意料增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長
者安居協會表示，每逢氣溫驟降或
天氣酷熱時，送院長者都會增多，
9月開始平安鐘接到長者流感徵狀
求助個案持續增加，每月增加約
10%，11月已收到1,500個求助個
案。該會呼籲「老友記」注意添衣
保暖，但不要穿得太厚。
香港天文台助理台長陳栢緯和

長者安居協會行政總裁王虹虹昨
日舉行聯合記者會，提醒市民為
今年第一道寒流做好準備。陳栢
緯說：「寒流今晚（指昨晚）抵
港，氣溫會顯著下降，風大、多
雲，有時有雨，周四、周五氣溫
最低，市民會感覺相當寒冷，周
六會回升至20度以上。」
王虹虹提醒，每逢氣溫驟降，

長者透過平安鐘召喚救護車送院
的個案增多，平均每月有約3,000
名長者送院，通常是病痛、氣促
或跌傷等，平安鐘已向長者發出
低溫警告。
她呼籲「老友記」注意保暖，
多喝熱水，保持家中空氣流通，
但別穿太多太厚的衣服，會影響
血液循環和身體平衡。長者若身
體許可，不妨多相約朋友外出活
動，但要留意最新天氣資訊，避
免着涼。

長者注意保暖 穿衣勿太厚

�	

◆◆有好心人為露宿者送來全新冷有好心人為露宿者送來全新冷
氣被氣被。。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攝攝

◆◆不少露宿者用櫃子等傢俬搭建不少露宿者用櫃子等傢俬搭建
「「小屋小屋」。」。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攝攝

◆◆教會義工前來探望無家者教會義工前來探望無家者，，幫忙幫忙
整理雜物整理雜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攝攝

◆◆陳女士預計降溫後生意增加兩陳女士預計降溫後生意增加兩
三成三成。。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攝

跑馬地這條隧道之所以被稱為「無家者聯合國」，因
為該處聚集大批來自本地及外籍的無家者。香港文

匯報記者昨日進入這個不分膚色、國籍或你我的地盤，
頓時被眼前的景象愣住，長長的隧道兩旁盡是大大小小
木板搭建的小屋，櫃子、廚具、枱桌……部分人還搭設
帳篷，蝸居在自己小天地等待寒冬的來臨。

「唔使擔心衫同被都有」
記者所見，不少露宿者已有被子和禦寒衣物「傍身」，原
來連日來已有熱心人士送來禦寒物資。其中一位露宿者張叔
見記者前來詢問表示感謝，並笑稱：「唔使擔心，衫同被都
有！」他指向一旁還未拆封的全新冷氣被說：「你睇，早兩
日有好心人送過來，都多謝你哋關心！」另一位露宿者王伯
則稱去年好心人送來的被子還可以用呢，不用浪費，「天氣
冷啲都無問題嘅！」

僱主備熱食託外傭送去
探訪露宿者之際，恰逢有一位外籍家庭傭工拉着手
推車前來，記者好奇之下詢問她是否前來幫助無家
者，對方表示：「見天氣轉冷，因此為露宿者送些熱
食。」進一步詢問之下，這名外傭告訴記者，食物是其僱主親
自準備，着她前來送餐，「過去每周我的僱主都會叫我送餐過
來，天氣預報說要降溫，所以（昨日）又過來。」

義工幫手清雜物忙到凌晨
此外，還有教會義工也前來幫無家者們清理雜物。義工表
示，無家者的雜物向來都是個問題，「如果天氣不佳，可能
落雨，也許露宿者不方便離開隧道，所以我過來幫他們清理
雜物，（前晚）忙到凌晨1點，（昨日）再過來，爭取能幫
多一些。」
雖然政府設立不少供露宿者入住的設施，但不少露宿者告訴
記者這些設施有種種限制，他們不願入住，「都係個人選擇，
自己喺度搭間簡陋嘅屋，都算係自己嘅家。」這裏是他們的家
園，不少無家者不希望傳媒打擾，「請你們不要報道，因為曝
光率高，政府就會趕我哋走，我哋都唔知點過。」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向香港文匯報表示，香港的避
寒中心需要當天下午4時半的氣溫低至13度，天文台發出寒冷
天氣警告才會開放，若日間天氣未夠寒冷，沒有寒冷警告的
話，不少無家者都唯有街上過夜，「曾接觸過有冷天逗留在外
的無家者凍傷，更有人出現併發症最終死亡，因沒有錢治療，
曾有逗留在天星碼頭的無家者因此離世。」
吳衛東認為，避寒中心不應等到發出寒冷天氣警告，以及當
日下午4時半才決定是否開放，「當天的天氣預告講明會好
凍，就早點決定開，無家者就可以早點入去。」

入冬以來第一道冷鋒今天起襲港，氣溫驟降至

最低約15度，明早更將進一步降至13度。寒風

凜冽似刀刮，幸香港天冷人心暖。寒流來臨前

夕，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有「無家者聯合

國」之稱的跑馬地隧道，探訪大批本地及

外籍的露宿者，縱然膚色、種族、語言不

盡相同，但真摯的慰問、熱心的援手衝

破所有隔閡，昨日已有不少熱心港人

自發到場派發熱食及禦寒衣物。不少

露宿者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說：「唔

使擔心，我們有被有衫過冬。」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踎街的踎街的

建築工程師建築工程師
HowardHoward 靠 兼靠 兼

職維生職維生。。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廣濟記者廣濟攝攝

氣溫今驟降至氣溫今驟降至1515度度 露宿者獲派熱食寒衣露宿者獲派熱食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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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氣溫驟降每逢氣溫驟降，，送院長者都會增多送院長者都會增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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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6542 今日出紙3疊10大張 港售10元

2022年11月
星
期
三30 多雲陣雨 顯著降溫

氣溫15-24℃ 濕度70-95%

壬寅年十一月初七 十四大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