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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奇緣」幼小首停課
教局順民意創先河教局順民意創先河 網民網民：：外國落雪都返學外國落雪都返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面對近六十年來最冷的寒流襲港，有

家長及教育界人士「心痛」幼童晨早抵冷上學或會致病，昨日紛紛發起

「周一停課」的呼籲，傍晚教育局順應民意，歷史性宣佈本港所有幼稚

園、肢體傷殘兒童學校、智障兒童學校及小學今日停課一天，為本港首

次因天冷作出停課安排。雖然停課，但學校須保持校舍開放，以照顧有

需要回校的學生。教育界人士對此表示支持，但網民卻反應兩極，有人

以「港孩」批評現今學童嬌生慣養，更形容停課決定「不知所謂」。

不少市民冒寒登山賞霜，卻原來有市民足不出戶，亦
可欣賞「奇景」。住在荔景紀律部隊宿舍高層的朱小
姐，昨早起床後探頭外望，竟見證入住以來難得一見的
奇景，其露台簷蓬上竟出現一串串晶瑩剔透的冰掛，驚
喜之下遂將奇景拍下，與親友分享。 ■讀者供圖

荔景「麗景」

日本女網友在推特（Twitter）分享「冰龜」復活的趣
事。原來糊塗小主人一早出門，與朋友賞雪及堆雪人
時，才突然想到牠還在陽台散步，並泡在水裡！結果牠
結冰了，幸搶救後，牠「復活」了。 ■推特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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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難得出現冰霜景

象，本來是大眾接觸大自然
的好機會，但似乎部分市
民太過低估天氣的威力，

以致樂極生悲。消防處及其他救援組
織昨日從大帽山救了百多名受傷市民
下山，不乏低溫症患者。記者現場所
見，不少人似乎沒有為面對嚴寒做好
準備，行裝輕便，與在市區逛街無
異，但需知道山上的氣溫低至零下6
度，加上天氣潮濕有雨，有越野跑手
更表示昨日環境比極地作賽更辛苦。
部分人準備不足，需要消防處及警

方等部門援救，雖說這是他們的職
責，但援救人員昨日的工作，卻是建
基於眾人不必要的娛樂上。工作量大
增之餘，有援救人員昨日更遇上「港
女」的惡意挑釁及指罵，有市民指警
方封路措施無理，稱「我哋有危險我
哋會自己負責」，堅持上山，其言論
非常自私。
昨日所見，有不少援救人員在冰地上，

因工滑倒，拯救市民時也要邊扶着傷者，
邊坐在冰地上滑下山。市民冒險玩樂，
其實同時也罔顧拯救人員的安全。
希望經此一役，市民學會評估自己

能力而事前做好準備；同時，不要只
懂說自己有權利做這做那，罔顧別
人。 ■記者 黎潔嫻

中大「小學雞」
遭校長「秒殺」

&
� 教育局因天氣異常寒

冷，破天荒容許幼稚
園、肢體傷殘兒童學
校、智障兒童學校及小

學今日停課一天，社會普遍認同上述學
童體弱難耐嚴寒，停課一天是情有可原
的。豈料昨日竟有一班「牛高馬大」的
中大學生，要求中大與幼稚園及小學學
生看齊，要求校方也於今日停課一天，
更在facebook（fb）點名要求校長沈祖
堯關注事件，結果沈祖堯回應自己「在
加拿大曾試過零下37度都要上學」的
經歷，「秒殺」學生的無理要求。

現今年輕人經常被形容為在溫室長
大，要求多多但經不起風雨。面對嚴
寒，中大學生會候選內閣「煥然」即
顯出温室植物的「本色」，在社交網
站聲稱中大地處山區，天氣寒冷，
「為同學及職工健康着想，呼籲中大
校方今日停課一日」，又稱「底線」
是暫停今日的體育課，避免同學於嚴
寒下進行戶外活動，影響健康。

沈祖堯：曾零下37度上學
有網民質疑學生要求無理，「煥

然」即把大學職工「擺上枱」，聲稱
「仲有好多職工朋友（受影響）試諗
下 剪 草 嘅 花 王 叔 叔 要 喺 嚴 寒 下 工
作」，其後更愈講愈誇，稱「所有職
工，包括研究人員、教職員都應該要
停工一日」。

為讓校長沈祖堯關注事件，「煥然」

特意在貼文中點名「Joseph Sung」，即
校長沈祖堯。沈祖堯回覆這班學生意見
時，以英語表示「it is very warm today
（今日相當溫暖）」，又指自己過去在
加拿大曾試過零下37度都要上學，相
信學生們也能做到。

雖然校長已明確表明態度，「煥
然」卻仍堅持看法，並指會繼續向校
方「爭取」停課。事實上，有部分學
生支持「煥然」的停課建議，更指
「如果真係成功咗，我會投（票）畀
你哋」。不過，有網民則鬧爆「煥
然」內閣，「Kwok Jason」指，「你
哋知唔知自己做緊乜？其實你哋係咪
選緊小學學生會？」「Leigh Sio Gad-
zon」則以「真．廢青」來形容發起停
課的學生。

中大發言人表示，校方很關心員工
健康，中大的課室有空調，至於要求
員工從事戶外工作，上司會先考慮工
作需要及員工健康。 ■記者 姬文風

雨夾雪——雪花變雨再結冰

天文台為何「老貓燒鬚」？

氣象預測盼避險 有人竟故意犯險

根據歷史氣象記錄及目
擊者報告，香港在1948年1
月至2014年2月期間，曾
出現結霜、結冰、霧凇、

雨夾雪和降雪等5種特殊天氣現象的報
告，昨日新界地區就出現一陣雨夾雪。近
日網上流傳一段又一段的疑似下雪的片
段，引發市民討論，但原來此5種特殊天
氣現象容易令人混淆，亦曾有人以為雨夾
雪是冬天落雹。
根據天文台資料顯示，「霜」是由空
氣中的水汽凝結的冰晶，並聚集在冰冷
的物件表面之上。當物體表面的溫度降
至冰點以下，霜就會在其表面形成。霜
是由呈針狀的冰所組成，可分為不同類
型，如白霜、平流霜、霜花等，當中香
港冬季裡最常見的是白霜。
「霧凇」和「霜」的形成條件不盡一

樣，因為在嚴寒天氣裡，空氣中無數微

小的水滴，一旦接觸到溫度處於冰點以
下的物體表面，會立刻凍結，成為純白
冰晶，而大量凍結的冰晶即形成霧凇，
常見於草木或岩石上，並向着迎風面不
斷增長，最後造成羽毛狀的外觀。
「雨夾雪」與「凍雨」則最易令人混

淆，雨夾雪的形成，開始是以雪花形式
從高空雲層下降，過程中雪花遇到溫度
高過冰點的暖流層而溶化成雨滴，但又
在地面遇上一層較厚，且溫度低過冰點
的冷流層，雨滴再次形成冰粒，故出現
「雨夾雪」的現象。「凍雨」初期過程
與「雨夾雪」類似，但在地面遇上冷流
層時，雨滴不會凝結。
說到大家十分期待的降雪情況，香港

天文台自1948年以來，只有4次的降雪
報告，分別在1967年2月2日、1967年
12月13日、1971年1月29日及1975年
12月14日。 ■記者 楊佩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香港昨日錄得3.1度低溫，不少市民趁假日到高
地及山頂賞霜卻不幸發生意外，小則在路上滑倒，大則被困山上出現低溫症，甚
至有人送院後一度危殆。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昨日向本報記者指出，身為一名氣
象工作者，看到以上畫面感到痛心，「我們的預測工作是希望市民可以避過危險，
但是市民卻要向危險走，反而不去關心長者及露宿者是否有需要。 」
林超英昨日指，氣象工作者的工作是告知市民未來有什麼天氣，並提醒市民
不要到有危險的地方，但他近日看到有年輕人不理勸告上山賞霜，更有家長帶
小孩上山，讓小孩暴露在不必要的危險地方，「香港現時在太平盛世，市民冇
嘢做可能走上山玩，但點解唔去關心長者及露宿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天氣不似預期」，香港天文台自上
周預測昨日最低氣溫為11度，及後逐日調低溫度到6度至8度，與美國
國家氣象局及日本氣象廳接近0度至4度的預測有差距，最終香港昨日
錄得3.1度的低溫，令天文台「老貓燒鬚」。天文台助理台長黎守德解
釋，極端天氣令預測難度較高，加上降雨會影響準繩度。前天文台台
長林超英則形容，美國的數據可能只是「碰巧測中」。

黎守德：極端天氣難測
黎守德昨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極端天氣的預測難度較高，加上降雨
等情況，會令現實溫度較電腦模型預測的低溫。香港天文台一直也有9天
的天氣預測，且不斷調較數據，當中有不確定性的存在，但他不覺得外地

預測香港的數據與實際情況更貼近，如外國預測香港市區的0度沒有出現，最多
只能說大家均尚未掌握到最接近現實的數據，「我哋又唔使妄自菲薄嘅。」

林超英：歐美或碰巧測中
林超英昨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指，不能因為一次的不準確，就否定香港天文
台的預測能力。他解釋，部分市民使用外國手機應用程式觀看香港天氣，加上
統稱WRF的天氣研究與預報模式只是一個電腦程式，市民可以使用手機及電腦
操作；但要進行相對準確的預測，便要輸入詳細數據，如香港的地型、海面情
況等，像真度愈高，準確度愈接近。
他續說，歐美的運作模式是以當地為本，不會特別測試亞熱帶地區，其輸入
的資料亦是當地情況，故相信其能預測香港情況可能是碰巧測中，又反問市民
有否留意歐美往後日子的數據是否有變動，是否準確。
不過，氣象預測數據不一，可能與電腦功能或系統有關。如美國國家氣象局
使用的全球預報系統，每隔6小時運算一次，解像度最細可達12公里乘12公
里。外國網站引用GFS數據製作的下雪預報圖，解像度為50公里乘50公里，解
像度相對不高。

「冰龜」復活

本港昨日多區氣溫均只有攝氏4℃或以下，部分新界地區及高地甚
至出現冰雹或小冰粒。

fb設群「哀求」教聯會教協呼籲
由於天文台預測本港今日仍然嚴寒，氣溫介乎攝氏3℃至9℃，有網

民昨日在facebook（fb）自發組成「強烈哀求教育署（局）宣佈因天氣
太凍關係星期一停課」群組，裡面上載了一張氣溫比較圖，指出天文
台昨日錄得的攝氏3.3℃，其實是有記錄以來排行第九的寒冷天氣，更
是自1957年以來，近六十年來最寒冷的日子。
教聯會及教協亦發表聲明，呼籲教育局讓全港小學、幼稚園、幼兒

中心及特殊學校今日可以停課一日。教聯會並建議中學生可以穿着校
服以外的衣物上學，加強保暖。

教局籲中學「叫停」戶外活動
教育局順應民情，於傍晚宣佈，因預計現時異常的天氣仍會持續，所

有幼稚園、肢體傷殘兒童學校、智障兒童學校及小學今日停課，但學校
須保持校舍開放，同時實施應變措施，照顧有需要回校的學生。在中學
方面，當局呼籲家長為學生準備足夠的禦寒衣物，學校亦須加倍留意學
生的身體狀況，並考慮暫停戶外活動，以保障學生的身體健康。

幼園支持 有中學取消早會
香港幼兒教育人員協會主席、黃大仙五邑工商總會張祝珊幼兒園幼

稚園校長周慧珍支持停課安排，強調學校今日會維持開放，為有需要
家長照顧幼童。福建中學（小西灣）校長蔡若蓮則表示，中學生體質
理應較小學及幼稚園學生強壯，無必要全面停課，但校方亦明白「嚴
寒難捱」，故校方已決定取消今日的早會，免卻學生一早在露天操場
「食風」之苦。教聯會表示，歡迎教育局迅速回應教育界的呼籲。

網民揶揄「港孩」不能捱苦
教育局今次迅速「預告」停課，讓家長及學童早有準備，但部分網

民認為，天冷不足以成為停課理
由，有網民指「人哋（外國）落
雪，都係咁返學啦」，又有人以
「港孩」評論今次停課安排，揶
揄現今學童不能捱苦。但有網民
反駁指「外國大部分室內設有暖
氣」，情況不能一概而論。有人
則強調「小朋友應以安全為
重」，故支持教育局的停課決
定。

■■大批市民昨冒險到大大批市民昨冒險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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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昨在fb自發組成群組，「強
烈哀求星期一停課。」 fb截圖

■■教育局教育局
昨順應民昨順應民
意意，，破天破天
荒宣佈本荒宣佈本
港所有幼港所有幼
稚園及小稚園及小
學今日停學今日停
課一天課一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大學生會候選內閣「煥然」要求
校方今日停課，結果被網民鬧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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