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郭若溪 廣州、深圳報道）冷空氣連續

南下，廣東省連日陰雨，而1月8日凌晨起，入冬以來一股最強寒潮再

次自北向南襲擊廣東，多地氣溫驟降8-10℃，粵北多個市縣降雪，部

分供港菜基地被積雪覆蓋受損明顯，菜價或上漲2-3成。

據了解，1月8日至9日，廣東中北部
市縣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及5℃以

下低溫和冰（霜）凍天氣，其中山區市縣
最低氣溫低至零下5℃至0℃。此外，沿
海海面風力將加大到6級以上，直到12日
起，廣東氣溫才有望逐漸回升。

供港菜價或上漲三成
冷空氣影響最明顯地區當屬粵北。8日
凌晨到白天，清遠連州南風坳、二廣高速豐
陽段高速段已觀測到道路結冰和雨夾雪。
而在韶關南嶺國家森林公園，有銀裝素裹
的雪景，遺憾的是，前往的道路已結冰。
幾家歡喜幾家愁，少見的降雪給廣東帶
來銀色美景，卻也讓不少供港菜基地遭受
損失。據粵北樂昌市昌盛香芋生產流通專

業合作社的社長唐培基介紹，該供港菜基
地的三百多畝菜地一夜之間都被積雪覆
蓋，導致減產。「雖然有預報冷空氣南
下，但是沒想到市區也會下雪，來不及遮
大棚禦寒。如果積雪之後夜裡結冰，菜地
損失會比較大。」唐培基表示，平時供港
香芋價格在60元/公斤，減產後價格可能
會上漲2至3成。
據廣東省氣象台預計，未來三天，廣東中

北部市縣仍有5℃以下的低溫，有霜（冰）
凍，其中粵北山區氣溫低至零下3℃左右。

港產感冒藥止咳藥熱銷
由於氣溫驟降，流感患者激增，導致醫

院急診科大排長龍。有不少深穗居民選擇
赴港買藥，各類感冒藥、止咳藥熱銷。家

住深圳梅林的劉小姐通常會購買止咳類和
感冒類藥品。她有一個5歲寶寶，她說，
周日專門跑了趟香港，備了一些藥，「最

近氣溫驟降，特別害怕孩子生病。」劉媽
媽說，去香港買的多是香港本地產普通藥
品，價格便宜，品質有保障。

寒潮襲嶺南 粵北迎初雪
多地氣溫驟降10度 流感激增市民備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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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上海市浦東新
區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浦東新區檢察院）公
訴二處檢察官羅造祉1月8日表示，有一些不法
分子故意歪曲自貿區「負面清單」，從事集資
詐騙活動。
據羅造祉介紹，自貿區擴區以後，涉自貿區金

融、知識產權和經濟案件每年約佔浦東新區檢察
院全部金融、知識產權和經濟案件的10%以上。
她表示，有不少不法分子利用自貿區一些准入門

檻的放寬，來實施犯罪活動，比如在查處的涉外
匯類的犯罪當中，行為人在自貿區內設立了一些
專門從事逃匯行為的公司。還有一些行為是對負
面清單故意作歪曲的理解，「在集資詐騙案件
中，出現行為人對投資人說可以去從事負面清單
以外的一些外匯保證金交易案件。」對此，羅造
祉表示，其實負面清單是在區內政策和法律框架
之內不可以做的事情，當然負面清單以外國家法
律不允許的非法活動也是不可以做的。

工聯會助港歸長者禦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香

港工聯會廣州辦事處主任邵建波表示，在了解到
降溫信息後，已組織廣東省各辦事處工作人員，
電話通知當地港歸長者做好禦寒準備，並成立了
志願者微信群，通過上門家訪、贈送保暖物資等
形式幫助長者們度過寒冬。

氣溫驟降促冬裝漲價
突然到來的低溫，使得廣州街頭行人明顯減

少，也讓一些商舖老闆抓住了商機。據了解，
廣州北京路、三元里等地的服裝市場，部分冬裝
店漲價近四成。一位在廣州北京路服裝賣場購物
的黃先生表示，自己已經挑了一筐保暖內衣和線
衫，但還需要買羽絨服才足夠保暖，「聽說春節
前後還會有幾次降溫，所以先買好冬裝備着。」

華南低至零下3度
京珠北韶關段封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困擾半個中國的雨雪天氣即將結束，不過寒潮
接踵而至，多地將開啟冰凍模式。中央氣象台
1月8日發佈的重要天氣提示中更使用了「天
寒地凍」一詞，指未來一周，黃河以南大部地
區氣溫將持續偏低，最低氣溫0℃線將南壓至
華南北部。受冰凍影響，截至1月8日上午，
15省區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處於封閉狀態。
雨雪對陸路交通造成嚴重影響。據交通運輸

部消息，截至1月8日上午，山西、遼寧、吉
林、江蘇、安徽、山東、河南、湖北、湖南、
四川、貴州、陝西、甘肅、黑龍江境內部分高
速公路局部路段封閉。
同時，廣東境內也有高速公路封閉。截至1

月8日下午2時，廣東樂昌、乳源高寒山區和
京珠北高速雲岩段出現雨夾雪和道路結冰，最
低氣溫-3.1℃。京珠北高速韶關段繼續實行全
封閉交通管制。

故意歪曲自貿區「負面清單」
不法之徒集資詐騙玩新花樣

雲南鎮雄命案3死4傷5名為兒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旻煦

雲南報道）1月7日凌晨，雲南
省昭通市鎮雄縣發生一起刑事
案件，造成3死4傷，當地警方
通報稱，死傷者中有5人是未成
年人，最大10歲，最小5歲。
據悉，當日清晨，鎮雄縣公

安局接到報警稱，花郎鄉法地
村發生火災，警方趕往現場後
發現，有3人當場死亡，其中2
名老年人、1名未成年人，還有
4名未成年人受傷，傷者已送往

鎮雄縣人民醫院救治。
鎮雄縣公安局接到報警後，

迅速組織警力趕赴現場開展救
治傷員、現場勘查、調查取
證、善後處置等相關工作。初
步查明，案件造成李某華及其
妻子張某飛、孫子李某然3人死
亡，另有李某華孫子、孫女4人
受傷。
據當地人稱，2位老人的兒子

及兒媳婦均在外地打工，5位小
孩平時跟2位老人一起生活。

■■近日近日，，粵北下起雨夾雪粵北下起雨夾雪，，一位市一位市
民在車窗上寫下民在車窗上寫下「「20182018」。」。 中新社中新社

■1月8日，廣東清遠金子山樹上掛滿冰掛吸引遊客駐足觀看。當日，受強冷空氣影
響，粵北地區出現雨夾雪天氣，迎來2018年廣東第一場雪。 中新社

蕭珊，1918年1月8日出生於浙江寧波鄞
縣，之後在上海讀中學期間讀到巴金

的作品，喜愛巴金，開始與他通信相識並相
戀。抗戰期間參與抗日救亡運動，根據經歷
開始寫作，1937年發表第一篇散文《在傷兵
醫院中》。隨後，她跟隨巴金一路西行避
戰，發表多篇抗戰題材的遊記散文，並考入
西南聯大外文系學習。1942年決定輟學陪巴
金籌備文化生活出版社，照顧巴金，1944
年，兩人於貴州花溪結婚。抗戰後期兩人返
回上海，主持家事。在料理家務之餘，蕭珊
積極學習俄語，並協助巴金處理出版事務。

縱甘當綠葉仍難掩其華
「作為巴金先生的夫人，蕭珊女士常

年以照顧家庭、協助巴金先生處理出版
事務為重，她的文學功底、翻譯水平常常
被低估甚至忽視。」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
周立民受訪時直言，蕭珊在翻譯上的貢獻
其實很大，「我們不應該忘記這樣的文學
工作者」，且故居內也保存了很多蕭珊
當年的創作作品，「希望大家能夠從這
些作品中，了解他們那一代人經歷的故
事。」
據介紹，此次展覽將有八個展櫃的篇幅重

點展出蕭珊女士的著譯作品，如抗戰時期的
隨筆作品《在傷兵醫院中》；也有60年代

的散文《幸福的會見》、描寫藥店營業員勞
模事跡的散文《親人》等。在特設的四個譯
作展櫃中，還有《阿細亞》、《初戀》等作
品的手稿。
周立民表示，這些稿件上，不僅能看出一
代知識女性追求進步的痕跡，更能體現巴金
與蕭珊夫妻的伉儷情深。 無論是蕭珊翻譯
作品的《初戀》、《棺材商人》手稿，還是
致子女的信件中，在蕭珊端莊秀麗的字體
旁，總能看到巴金大氣磅礡的字跡，或備
註、或助譯，圈叉塗改訴說着譯者的心血，
字體交織更反映出舊時生活寫照。

「「我自己最親愛的朋友我自己最親愛的朋友，，一個普通的文藝愛一個普通的文藝愛

好者好者，，一個成績不大的翻譯工作者一個成績不大的翻譯工作者，，一個心地善一個心地善

良的人良的人。。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裡有她的骨灰裡有

我的淚和血我的淚和血。」。」在在《《懷念蕭珊懷念蕭珊》》中中，，巴金這樣巴金這樣

形容妻子蕭珊形容妻子蕭珊。。蕭珊不僅作為巴金一生的愛人蕭珊不僅作為巴金一生的愛人

被人們熟知被人們熟知，，更是一個思想進步的現代女性更是一個思想進步的現代女性，，

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88日日，，正值正值

蕭珊百歲誕辰蕭珊百歲誕辰，，上海巴金故居首次展出了多件蕭上海巴金故居首次展出了多件蕭

珊的翻譯作品手稿珊的翻譯作品手稿，，以及珍貴影像資料以及珍貴影像資料，，展現了展現了

那位美麗端莊那位美麗端莊，，又追求進步的又追求進步的「「女主人女主人」」的多彩靈魂的多彩靈魂。。此次展覽將持續此次展覽將持續22

個月個月，，並免費向公眾開放並免費向公眾開放。。 ■■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倪夢璟上海報道上海報道

在「南海一號」沉船上，植物考古學
家發掘、鑒定了中國出土年代最早的31
粒胡椒遺存，它們為這艘瓜果飄香的南
宋福船平添了一絲熱帶風情。胡椒起源
於南亞和東南亞，是世界廣泛使用的香
料之一。它在中國的身影最早見於唐代
誌怪小說《酉陽雜俎》，但實物證據一
直空缺。此次在「南海一號」發現，顯
示舶來品胡椒在當時已因海上貿易而成
為大眾化調味品。
滿載金、銀、銅、鐵和瓷類文物的南

宋沉船「南海一號」，是迄今世界上發
現的年代最早、船體最大、保存最完整
的遠洋貿易商船，不僅整船都是稀世珍
寶，更承載着海量的文物信息，其中包
括梅、檳榔、橄欖、荔枝、葡萄、錐栗
等植物遺存。考古學家利用先進技術，
從甲板上發現、提取了3,105粒植物種子
和果實，分為水果、堅果、瓜類、穀
物、香料等，其中多數是可以食用的種
類。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實驗

室中，工作人員通過顯微鏡對一堆堆顏
色灰暗、外殼脆弱的植物遺存樣本進行
了種屬鑒定。這需要「火眼金睛」：比
如，同是直徑僅約4毫米的「圓球」，
就有花椒和胡椒之分。

胡椒曾是上流社會奢侈品
在中國考古學會植物考古專業委員會

主任趙志軍看來，一粒小小的胡椒也反映
了歷史。在傳入中國後很長一段時間，胡
椒消費普遍依賴進口。因此，它被文獻記
載為一種上流階層的奢侈品。但這種局面
後因為海上貿易的發展而發生改變。
「船員對胡椒的喜愛顯示其已成為大

眾烹飪調味品。」趙志軍說，「這說明
在南宋甚至更早時期，海上絲綢之路已
往來頻繁、蔚為壯觀。」
當時，像「南海一號」這樣大中型的

福船多為客貨兩用。船上除船員外，還
有往來的商賈、官員、使節和他們的扈
從。在沿途靠岸補給時，人員流動會帶
來複雜的食物圖譜。

「南海一號」或始發於泉州
趙志軍團隊通過原產地分析發現，

「南海一號」攜帶的植物種類幾乎都是
南方品種，其中又以嶺南及福建地區特
產種類最為突出，諸如橄欖、荔枝、石
栗、滇刺棗、香榧、草海桐等。
「根據歷史文獻、船體構造復原與分

析以及對裝載貨物種類和產地的梳理，
我們認為『南海一號』很可能是由泉州
起航，駛向東南亞和南亞進行商貿活
動。」趙志軍說。 ■新華社

「「南海一號南海一號 」」出土中國出土中國「「最老最老」」胡椒胡椒 專為女性司機預留的泊車位近期在內地一些
高速公路服務區的停車場出現，引發社會熱
議：這是關懷，還是歧視？
日前，一些遊客在經過浙江杭千高速公路建

德服務區、桐廬服務區時發現，服務區內設置
了位置更寬的加大版「女性專用車位」，地面塗
畫了一隻粉紅色高跟鞋，並標出「女士停車位」
字樣。遊客呂小姐使用後表示「很方便，車位比
普通的大不少，我一把方向就停進去了」。然
而，另一批網友認為，「這是性別歧視！赤裸裸

地挑戰女司機啊！」
建德高速服務區的經理

方宏瑛表示，車技只是其
中很小一部分原因，
「女士停車位設計的位
置靠近主樓，方便女司
機下車休息、購物，帶
孩子的女司機也不用走很長的路。此外，女士
停車位因為靠近主樓，夜間燈光照明和安防監控
也是最密集的，能夠提升安全度。」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哈爾濱工程大學第十屆
國際大學生雪雕大賽組委會獲悉，由香港城市
大學7名學生創作的雪雕作品《電車》獲得該
賽事優秀獎。
「沒想到雪雕竟然這麼難，雪很硬，用工
具鏟幾下就沒有力氣了。而且戶外天氣超冷，
站在雪裡手腳很容易就凍僵。」香港城市大學
會計專業學生曾泳僖說，雖然他們都是第一次
接觸雪雕製作，沒什麼經驗，但是大家配合得
很好，這是非常特別的一次體驗。

香港城市大學的雪雕作品名為《電車》，
電車作為香港最早期的交通工具，自1904年
開始普及並沿用至今，現已逾110年的歷史，
乘載着香港人自強不息的精神和無盡的潛能。
據悉，本屆雪雕大賽以「品味工程雪韻．

暢遊一帶一路」為主題，由教育部工業設計專
業教學指導分委員會主辦，哈爾濱工程大學承
辦，共有來自中國、法國、泰國等7個國家和
地區的55支代表隊參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千

浙高速服務區設「女性專用車位」

港生雪雕摘國際大賽優秀獎

■「南海一號」自2007年上水至今已出
土大量瓷器、金器、漆木器。圖為該船
內部發掘現場。 資料圖片

■■蕭珊翻譯蕭珊翻譯《《初戀初戀》》手稿手稿。。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 攝攝

■■蕭珊舊照蕭珊舊照
巴金故居供圖巴金故居供圖

■「女性專用車位」
尺寸更寬。網上圖片

巴金夫人誕辰百年巴金夫人誕辰百年
滬上故居辦展紀念滬上故居辦展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