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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落雹 今晚或掛1號波
妮妲襲港天氣反常 新界氣温急降 10 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文森）昨日下午，新

■
「永不放棄同學仔」
畢業禮合照，黎棟國（右六）主禮，
左旁為麥潤壽。
陳敏婷 攝

100公里陣風。

界多個地區出現氣溫在 1 個小時內急降 10 度的罕見天

上次7月落雹2008年

氣，大埔區更出現落雹「奇景」，冰粒大如1元硬幣。

根據天文台記錄，今次為香港自
1967年起第6次於7月落雹，對上一次
為 2008 年。綜合多年數據，以 4 月落
雹次數最多，共有14次。
反常天氣或與颱風有關。位於菲律
賓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已增強為熱
帶風暴，並命名為「妮妲」，集結在
馬尼拉之東北偏東約五百公里，預料
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二十公里，
大致移向呂宋海峽，並逐漸增強。
同時，內陸氣流會在今明兩日為華南
帶來酷熱天氣，而高溫觸發的對流活動
正為該區帶來雷雨，昨日下午雷雨為新
界部分地區帶來超過20毫米雨量，而沙
田及北區更錄得超過50毫米。
天文台預料，「妮妲」會在周一移
入南海東北部，並在周二進一步靠近
華南沿岸，廣東沿岸天氣將顯著轉
壞，有狂風大驟雨，風浪頗大。天文
台發出特別天氣提示，預計「妮妲」
將於明天移入南海東北部，及香港800
公里範圍內，並逐步轉強，最快於今

天文台預料熱帶氣旋「妮妲」今日會移近華南沿岸並
逐漸增強，周二早上在香港東北 100 公里內掠過，即
正面吹襲香港，最快於今天晚上發出1號戒備信號，呼
籲市民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預測，作出準備。

香港天氣昨日下午突然轉差，風雲
色變，廣泛地區均出現雷雨，新

界多個地區包括大埔，在短短 1 個小
時內氣温更加急降10度，由中午12時
半的 33 度，急跌至 1 時半約 23 度。元
朗、上水及打鼓嶺亦在 2 小時內急跌
逾 10 度，天文台一度發出特別天氣警
示。

大埔途人拍下「奇景」
在下午1時許，大埔不同地點突然落
起冰雹，有市民指，落雹前一刻天氣
轉壞，顯得昏暗，冰雹突然夾雜大雨
一齊落下來，還伴着行雷閃電。在
facebook 群組「Tai Po 大埔」有不少

網民上載落雹「奇景」短片及相片，
相片顯示有冰粒大小如同1元硬幣，另
有片段可見當時雨勢頗大，冰雹落在
簷前咚咚作響。有網民形容「打在車
頂拍拍
（啪啪）
响
（響）
，好恐佈
（怖）
。」
途經大埔太湖花園附近的市民指，
下午1時許天氣突然轉壞，橫風橫雨，
其間聽到硬物撞擊雨傘發出的「啪
啪」聲響，地下更有一粒粒白色的東
西在跳動，仔細一看，原來是冰雹，
每粒都有約一毫子大。落雹維持僅約5
分鐘，街上其他人都大感驚奇，認為7
月落雹不常見，紛紛拍照留念。
天文台證實，昨日下午1時左右大埔
有冰雹報告，大埔滘更錄到每小時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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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發出1號戒備信號，會增強為中心風
力達時速145公里的颱風，於周二早上
在香港東北約100公里內掠過。

歐洲預報颱風正面襲港
被網民譽為全球電腦預報中最權威
的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
（ECMWF）
早前推算，本港於周二下午或有風速
相等於八號風球的熱帶氣旋近距離或
正面襲港。英國氣象局和美國氣象局
環境預報中心，亦由早前預料風暴登
陸台灣，改為在本港掠過。

祖父母特訓湊孫 解謬誤增家庭樂

育嬰須知
謬誤

300小六生做「永不放棄同學仔」

正確做法

使用酒精清洗臍帶 用乾淨棉棒即可
初生嬰兒身上的紅 實為母體殘餘的荷爾
疹是胎毒，需要塗 蒙，用清水持續擦拭
即可
抹藥膏
喝完整瓶奶才掃風 喝至一半掃風，可減
低嘔吐機會
額外餵水或葡萄糖 毋須額外餵水，因奶
水予初生兒
中已含大量水分及營
養
製表：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會
福利署（社署）於 2016 年 3 月底開
始，和不同非政府機構推出為期兩年
的「 為祖父母而設的幼兒照顧訓練
課程試驗計劃」，共提供 540 個訓練
名額。計劃有兩種，包括教授照顧初
生至一歲嬰兒技巧的課程，及教授照
顧六歲以下幼兒技巧的課程。祖父母
學員均表示在課程中糾正了不少育兒
謬誤，和家庭成員的感情亦有所增
■鍾女士示範正確餵 長，家庭關係更為融洽。
祖父母和父母的管教方法常因兩
奶手勢。
文森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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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雙臂女孩向麗屏成家生女的事件
獲得了網友的極大關注。在廣東汕頭
市潮陽區和平鎮里美村，向麗屏一家
生 活 在 一 個 20 多 平 方 米 的 出 租 屋
內。她看娃、餵奶、洗衣、洗菜，幾
乎是個全能媽媽。比她小 7 歲的丈夫
鄭傳榮始終伴她左右，不離不棄，成
為輿論焦點。鄭傳榮坦言，每次逛街
時看到其他情侶手牽手，他也會很羨
慕。這個時候，他便會背起向麗屏走
很長的路，「我要讓她比別人更幸

心，總能克服生活上的種種難題。
不久後，兩人開始了同居生活，困難也隨之
出現。「每天起床要幫她穿衣服、洗臉刷
牙。」而最讓鄭傳榮不習慣的是，向麗屏每次
上廁所都要有人陪同，脫褲子、沖廁所這些簡
單的動作都要鄭傳榮一一代勞，「從來沒幫別
人做過這些事，剛開始真的很不習慣。」鄭傳
榮說，花了一段時間他才慢慢適應。

父母反對 終獲理解

福。即使牽不了手，也要背着她
走。」

■《廣州日報》

鄭年傳榮生於廣西百色一個農村家庭，今
21 歲。初到廣東時，鄭傳榮在網上

認識了向麗屏。首次見面後，鄭傳榮才得知
向麗屏失去雙臂，但他依然選擇向她表白。
他相信，自己對向麗屏是真愛，只要兩人同

同居一個多月後，鄭傳榮決定將兩人的事
情告訴自己的父母。「聽到他們在一起後，
他媽媽幾乎天天都在哭。」父親鄭周冊說，
剛開始，他自己也接受不了一個沒有雙臂的
兒媳。鄭周冊當時就跟兒子發了火，並聲稱
要和他斷絕父子關係。後來，由於鄭傳榮的
堅持，父母最終選擇了理解。
有了父母的理解，鄭傳榮和向麗屏更加珍

光腳童高溫路面尋母燙傷
江蘇泰州市海陵區近日一名 3 歲
男童平平為找媽媽，在 59℃的柏油
路面至少走了40分鐘，其腳底被嚴
重燙傷。好心市民發現後迅速將其
送到當地派出所，民警一邊迅速將
其送到醫院救治，一邊通過微博、
微信尋找其家人。
因為要冷卻處理，孩子的腳要在
冷水裡浸泡半小時，民警高森林一
隻手懸空抱着孩子，一隻手穩住孩
子雙腿，讓其雙腳在水池裡冷卻。
很快，派出所傳來消息，孩子的
父母因為找不到孩子已經報警，孩
子母親已由民警陪同趕往醫院。原
來，當天早上孩子母親陪親戚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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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這份來之不易的幸福。隨後，鄭傳榮到工
地上班，向麗屏則每天接送他上下班。有一
次，向麗屏無意間聽到鄭傳榮抱怨工地的伙
食不好吃，她就自己在家準備了可口的飯
菜，背着包將飯菜送到工地給鄭傳榮吃，
「那一次連工友都羨慕嫉妒恨了。」鄭傳榮
臉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不過鄭傳榮也坦言，每次逛街時看到其他
情侶手牽手，他也會很羨慕。這個時候，他
便會背起向麗屏走很長的路，「我要讓她比
別人更幸福。」鄭傳榮說。如今，小雨情的
出生給鄭傳榮和向麗屏帶來了無限的歡樂，
「升級」為爺爺的鄭周冊也是樂得合不攏
嘴。雖然兒子一家三口暫時還住在媳婦娘
家，但鄭周冊隔三岔五就會跑去向麗屏家看
看孫女。

石 渠 帳 篷 節

去遠處洗衣服，留下了熟睡的平平
一人在拆遷工地的房子裡。20 分鐘
後回去發現孩子不見了，一直沒找
到才報警。
■新華報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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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康巴藝術節活動之一的石渠帳篷節昨日拉
開序幕，美輪美奐的實景表演《向着太陽》吸引了
上萬民眾觀賞。圖為四川扎溪卡草原藏族民眾展示
馬技。
■文 / 圖：中新社

黎棟國勉「有毅力者成，反是者敗」
主禮嘉賓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致辭時表示，自己在同學
仔這種年紀時，無法流暢而自信地演講，直至今天亦無
法不拿「貓紙」講出演辭，稱讚同學仔表現良好，是香
港未來好棟樑。
他鼓勵各位同學勇敢面對升中新挑戰新課程，寄語「有
毅力者成，反是者敗」，成功失敗全在乎毅力和「永不放
棄」的精神，每一個付出都會有好的回報和收穫。

中，可看到跨代關係的確在讀畢課程
後得以強化。李先生的孫兒將於10月
出生，他表示，「當初接到要照顧孫
兒這任務時十分恐慌。因兩夫妻年輕
時也是把子女交予上一輩照顧，對照
顧嬰兒沒有任何經驗，不知道如何照
顧『軟腍腍』的嬰兒。所以，在看到
廣告後便主動報讀課程。」

課程知識實用 強化跨代關係
湊孫不一定會霸佔長者的全部時
間，在湊孫和維持自身社交中也能取
得平衡點。李先生笑言兩夫妻一同報
讀課程，不但能互相補足知識，將來
更可和太太二人輪班，以維持他們自

伉儷共慶百歲 曾譜最美戰地情書

癡情男娶無臂妻

代的概念不一，因而常生矛盾。協辦
機構之一，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督
導主任郭廣輝指，學員最關心的是在
於他們已有的育兒知識是否最新及子
女能否接受，以及和子女管教方式的
一致性。所以課程不僅會有護士教授
正確及最新的育兒技巧，更會有社工
教授祖父母學員，如何處理角色轉
變、與子女管教方法如何達至一致性
等知識。
計劃目的是希望強化家庭連繫及跨
代關係。而在學員李先生的經驗分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由著名前電台主持麥潤
壽創辦、第五屆「永不放棄同學仔」昨日舉行畢業禮，
約三百位小六生完成為期六周的課程及活動，希望培養
他們正面人生價值觀，實踐永不放棄的精神。有參與學
生表示參與活動時要「日曬雨淋」，平日鮮有此經歷，
過程「辛苦但非常開心」，而且可認識大量朋友。
約三百位小六生最近完成「永不放棄同學仔 2016」為
期六周的課程及活動，包括由麥潤壽教授的連串課堂、
參觀國泰城、到海洋公園遊玩及兩日一夜夏令營。昨日
舉行畢業禮，載歌載舞展視努力成果，亦由同學仔擔任
司儀主持場面，並且分享過程感受。

己原來的社交活動。而李先生更表示
報讀課程後，糾正了許多育兒知識的
謬誤。
他續說，現在連媳婦也會主動向
他請教育兒的知識，對兩代人的感情
也有所增長，更大讚課程十分有用。
而另一有 3 歲半孫兒的學員鍾女士
亦指，在課程後便一改育兒方法。她
大嘆時代不一，以往嚴厲的打罵管教
方法在現時已不合用，在課程後她也
學會理解小朋友有時一些「不禮貌」
的行為背後的動機，如故意推撞只為
吸引注意力，和在當小朋友扭計時應
耐心指導。她更開心表示，現在更享
受湊孫樂，「孫兒亦更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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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 丁
成都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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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漢機場苦等女網友十天
丁丁
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一名荷蘭男子皮特近日與一名湖
南長沙女網友張小姐，相約在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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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機場見面，可女網友遲遲沒有出
現，也無法聯絡，癡情的老外就一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直在機場苦等了 10 天。新聞播出
後，引發大家高度關注，張小姐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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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知消息後立即撥打電話，做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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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釋。原來她是去整容了，醫生稱臉
上紗布未拆，十分不便，無法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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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
■皮特在機場苦苦等待。 網上圖片
來自荷蘭的皮特41
歲，未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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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社交軟件認識了 26 歲的長沙妹 特吃喝拉撒睡都在機場。後來，他
子。為了愛情，他不遠萬里從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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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因精神恍惚，被機場工作人員勸說
飛到了長沙。在等待的十天裡，皮 送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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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長沙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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