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冷天氣警告繼續生效，市區氣溫
下午徘徊攝氏8度左右，新界北

部降至7度或以下。天文台昨午發出霜
凍警告，指新界北部及高地可能出現地
面結霜，下午1時，打鼓嶺錄得最低溫
攝氏5.3度，山頂最低溫只得攝氏3.2
度，昂坪傍晚更跌至只有攝氏1度。
每逢嚴冬，大帽山都成為市民觀霜熱
點。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李炳華表示，
大帽山昨天日間錄得最低氣溫為攝氏-2
度，根據氣象條件及圖片的分析，相信
是結霜。昨日下午有十數名市民前往觀
霜，本報記者隨同登山，山上瀰漫着大
霧，視野朦朧，能見範圍僅數十米，山
頂雷達站被重重霧影籠罩，只能約略窺
見大約輪廓。
隨着海拔提高，愈近山頂氣溫愈低，
登頂後記者溫度計只錄得攝氏零下3
度，不少樹木結霜，樹枝、樹葉掛滿一
縷縷冰霜，頓成「白色世界」，甚至鐵
絲網與鐵閘都蒙上一層薄霜。

霜樹下拍照留念「十分興奮」
市民蒲先生與友人冒着嚴寒走到大帽
山頂觀霜，他坦言是首次在香港看霜，

「感到十分興奮」，他與友人在結霜的
樹下拍照留念，又說下山後會回家洗熱
水澡及「打邊爐」驅寒。
攝影發燒友陸先生亦趁寒潮登山拍攝

霜景，他指自己有三年攝影經驗，曾在
台灣影霜，在香港則是首次，故帶同新
添置的閃光燈，希望拍到最佳效果。陸
先生又認為，近日天氣潮濕，估計今早
植物結霜的情況更厲害。
鳳凰山頂有植物和大石也出現結霜及

結冰，吸引不少市民冒寒登山拍照。
有天文中心職員昨日拍得難得一見的

「霧淞」奇景。根據天文台網站資料，
當空氣中微小的水滴在嚴寒的天氣裡被
極度冷卻，一旦接觸溫度處於冰點以下
的物體表面，會立刻凍結，成為純白冰
晶，大量凍結則形成「霧淞」。

洪水橋落雪短片 天文台疑假
過去60年，香港曾4次遇上降雪，對
上一次在1975年12月。今次寒潮也帶
來「白雪夢」，手機通訊軟件
WhatsApp及多個網上討網區，昨日瘋
傳一段疑似降雪短片，片段長約 13
秒，指昨日下午2時許於洪水橋出現降

雪，片中漫天白色飛絮隨風飄揚，情境
浪漫，跟真雪有幾分相似，但「飄雪」
落地沒有融化，未知孰真孰假。
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李炳華表示，翻查

記錄，當時洪水橋氣溫約攝氏6至7度，
氣溫偏高未適合下雪，認為片段可疑。天
文台長岑智明更在社交網站facebook上表
示，「7度都話落雪、仲咁大塊？十居其
九是假的」。

天文台預測今日天氣嚴寒，巿區氣溫
將由初時8度左右，逐漸下降至今晚約
6度，高地及新界再低幾度，其中屯
門、上水及打鼓嶺，更低至3度；多
雲，初時有一兩陣雨，日間乾燥及部分
時間天色明朗；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北
風，初時高地及離岸間中達烈風。展望
下星期一天氣嚴寒，初時風勢頗大，星
期二、三會持續寒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強烈寒
潮正影響華南地區，香港市區氣溫昨午驟
降至8度左右，新界北部更降至7度，天
文台預料今明兩日天氣嚴寒。不少市民昨
日提早到街市購買蔬菜、海鮮和凍肉，打
算回家吃火鍋暖身。多間火鍋配料店在下
午3時便大排長龍，以美國雪花肥牛最暢
銷，檔口刀手切個不停。同時，菜價持續
高企，菜心、菠菜每斤售24元，菜心苗每
斤售30元，有菜販擔心天氣持續寒冷，來
貨價及售價持續高企，影響市民的購買意
欲，最終或要低價出售。
旺角亞皆老街成記蔬菜店余小姐昨日向

本報記者表示，天氣寒冷導致生意不太
好，前日生意較平日減少3,000元，幸好
昨日生意稍為回升。

菜心菠菜貴兩成 豆苗粟米搶手
她說，菜心、菠菜每斤售24元，較平時

每斤20元為貴；菜心苗每斤售30元，較
平日上升8元，市民多嫌「好貴」並四處
格價後才決定購買。平日菜心苗的入貨價
是每斤17元，但因近日天氣寒冷，菜農不
願提供大量菜心苗，並提高價格至每斤逾
20元，直言生意難做。
菜販張小姐表示，天氣寒冷導致部分蔬

菜凍死，供應因而減少近40%，不過部分
蔬菜如豆苗、粟米等卻有價有市，因為不
少市民吃火鍋禦寒，致令這類菜蔬因為天
氣寒冷而銷情大好。
昨日下午3時左右，旺角多間火鍋配料店

就大排長龍，美國雪花肥牛最暢銷，其次的
是急凍丸類，職員須不斷補貨，刀手更要不
停將凍牛肉切成片塊供市民購買。凍肉店負
責人顏女士說，56元一磅的美國雪花肥牛最
受歡迎，要不停補貨，「因為天氣凍，市民
買肥牛回家打邊爐，我都做唔停手。」她預
料未來數天的生意持續暢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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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帽山結霜 露天營盼雪
本報記者零下本報記者零下33度見證度見證「「銀色世界銀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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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台昨日發出寒冷天文台昨日發出寒冷
及霜凍警告信號及霜凍警告信號，，有為數不少市民到有為數不少市民到
郊野公園露營郊野公園露營，，有人表示早已安排活有人表示早已安排活
動且無懼寒流堅持露營動且無懼寒流堅持露營，，更有人是特更有人是特
意前來慕名觀霜意前來慕名觀霜，，眾人都做足禦寒準眾人都做足禦寒準
備備，，懷着興奮心情懷着興奮心情，，希望能一睹香江希望能一睹香江
霜景的風采霜景的風采。。
在大帽山下的荃錦營地在大帽山下的荃錦營地，，昨日下午昨日下午
有不下十多個帳篷駐紮有不下十多個帳篷駐紮，，不少市民選不少市民選
擇在營地露營及燒烤度過寒冬擇在營地露營及燒烤度過寒冬，，其中其中
有十多年露營經驗的黃先生早在昨晨有十多年露營經驗的黃先生早在昨晨
77時已到營地佔位時已到營地佔位。。
他憶述他憶述，，香港應有接近三十年沒有香港應有接近三十年沒有
結霜結霜，，因此認為這次機會難得因此認為這次機會難得，，會在會在

凌晨時份到大帽山頂觀霜凌晨時份到大帽山頂觀霜。。
黃先生指出黃先生指出，，天氣之冷天氣之冷，，即使在營即使在營

地附近位置也有結霜現象地附近位置也有結霜現象。。自己是次自己是次
準備充足準備充足，，有帶備羽絨及睡袋有帶備羽絨及睡袋，，及將及將
在晚上打邊爐抵抗嚴寒在晚上打邊爐抵抗嚴寒。。

33歲童體驗霜凍歲童體驗霜凍
在中學任教的葉老師與數名青年中在中學任教的葉老師與數名青年中

心教練帶着大量行裝在營地打點心教練帶着大量行裝在營地打點。。她她
表示表示，，自己正為廿多名高中生參與的自己正為廿多名高中生參與的
露營活動作準備露營活動作準備，，指早已訂下活動行指早已訂下活動行
程程，，遇上結霜現象是巧合遇上結霜現象是巧合，，因此未必因此未必
會帶學生到山上觀霜會帶學生到山上觀霜。。遇上寒冷天遇上寒冷天
氣氣，，她表示已再次徵詢家長同意她表示已再次徵詢家長同意，，及及

預備額外睡袋及衣物讓學生保暖預備額外睡袋及衣物讓學生保暖。。
莫家及黃家一行九人到營地露營莫家及黃家一行九人到營地露營，，當當

中更有中更有33歲的小孩歲的小孩。。莫先生指早已約好莫先生指早已約好
昨日露營昨日露營，，巧遇結霜令大家更加興奮巧遇結霜令大家更加興奮，，
「「鋪露營癮都出晒嚟鋪露營癮都出晒嚟。」。」面對嚴寒天面對嚴寒天
氣氣，，兩家人都做好準備兩家人都做好準備，，除生火取暖除生火取暖
外外，，也為小朋友添置暖包也為小朋友添置暖包，，指指「「貼到佢貼到佢
哋好似鐵甲人咁哋好似鐵甲人咁」，」，無懼低溫無懼低溫。。
莫先生說莫先生說，，是次有很多市民到來觀是次有很多市民到來觀

霜霜，，估計晚上來的已不能再駕車上估計晚上來的已不能再駕車上
山山，，但卻不認為煩擾但卻不認為煩擾，，指指「「獨樂樂不獨樂樂不
如眾樂樂如眾樂樂。」。」
除了在山下營地外除了在山下營地外，，也有市民選擇也有市民選擇
到山上露營到山上露營，，李先生與友人在接近山李先生與友人在接近山

頂的地方紮營頂的地方紮營，，坐擁維港美景坐擁維港美景。。是次是次
機會難得機會難得，，因此特意前來觀霜因此特意前來觀霜，，又分又分
享稱曾到蒲台島露營享稱曾到蒲台島露營，，指大帽山不及指大帽山不及
那兒大風那兒大風，，但認為這次是最寒冷的一但認為這次是最寒冷的一
次露營體驗次露營體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禮傑莊禮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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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市民昨日選擇在營地露營及燒
烤度過寒冬。 莊禮傑攝

■■李先生與友人在接近山頂的地方李先生與友人在接近山頂的地方
紮營紮營，，坐擁維港美景坐擁維港美景。。 莊禮傑莊禮傑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現時逾10間公立
醫院內科病房昨日入住率已達100%，醫管
局早已啟動應變措施，各醫院「可以加到病
床的就加」，盡量應付醫療需求。
高永文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中指，現時

逾10間公立醫院內科病房入住率已高達
100%。醫療服務的緊促令人擔憂本港醫
療體系或未能應付將於本月或下月來臨

的流感高峰期。全港公立醫院共16間。

各院加病床 應付求診
他表示，醫管局早於數星期前已啟動應

變措施，並作出人手調動，各醫院則「可
以加到病床的就加」，盡量應付現階段入
院病人的醫療需求。
伊利沙伯醫院5樓至7樓內科病床昨日已

爆滿。而各內科病房內早已「全院滿

座」，且每間病房亦已額外添置一兩張病
床，以應付入院病人需要。
高永文指出，極端天氣會向身體造成

「stress」（壓力），當身體壓力增加時，
內分泌系統亦隨之轉差，提高胃潰瘍等疾
病的出現機會，身體健康備受挑戰。本港
近日氣溫急降，他估計未來不單是流感個
案上升。
另外，由於寒冷天氣關係，多項免費文

娛節目取消，包括原定舉行的現代舞或爵
士舞表演及中國傳統木偶表演。16間臨時
避寒中心，今日繼續開放。

全港內科病房幾逼爆

■余小姐(右) 表示，菜心、菠菜每斤售24元，
較平時每斤20元為高；菜心苗每斤售30元，較
平日上升8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

■旺角多間火鍋配料店在昨午3時便大排長龍，當中以
美國雪花肥牛最暢銷。 楊佩韻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岑志剛）香港出

現數十年一遇的強烈寒潮，本港多個地區昨日氣

溫跌穿攝氏8度，天文台發出霜凍警告。大帽山結

霜，吸引不少市民特地登山觀賞，有市民高呼首

次在港賞霜「十分興奮」，有人更特地露營期待

落雪。網上昨日一度瘋傳元朗洪水橋「下雪」，

但天文台記錄顯示當時氣溫偏高不適合下雪，認

為片段可疑。天文台預測今日天氣繼續嚴寒，巿

區氣溫將由8度逐漸下降至晚上6度，屯門、上水

及打鼓嶺更可能低至3度。

■■市民無懼低溫市民無懼低溫，，上大帽山見證結霜上大帽山見證結霜。。莊禮傑莊禮傑 攝攝

■■蒲先生蒲先生

■■陸先生陸先生

本 港 氣 溫 急 促 轉
冷 ， 除 有 結 霜 現 象
外，曾有預告指香港
有機會下雪，不但令

市民議論紛紛，同時也讓人期待非
常，就像昨日在香港最高之處的大帽
山，市民扶老攜幼一同觀霜，大家猶
如正在參與一個遲來的冬日嘉年華。

本報記者昨日在山上所見，不少市
民無懼嚴寒，在寒風凜凜下花個多小
時登上大帽山頂，為的只是一見結霜
的現象，當中更不乏一家大小。各人

難得見到結霜，都表現得十分雀躍，
爭相拍照，記者在嚴寒的山頂上，同
樣見到親情及友情的溫暖。

環顧世界各地，大部分人在極端天氣
下只能承受天災帶來的苦果，但香港在
極端天氣下結霜，眾人卻喜氣洋洋，真
的不能不說香港確實是一片福地：既沒
天災，也沒戰亂。大家應該更加珍惜身
邊擁有的一切，也應該學會欣賞香港的
人和事。「家和萬事興」，希望新一年
香港能遠離紛爭，欣欣向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潔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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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上山見
證結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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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身邊人事 嚴寒下有溫暖

■■嚴寒天氣下路上行人衣嚴寒天氣下路上行人衣
服明顯加厚服明顯加厚。。 黃偉邦黃偉邦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