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本港每年
有逾兩萬人與內地情侶結婚，有婚約公司
的調查亦顯示，48%受訪港男和44%受訪
港女願與內地人拍拖甚至結婚。61%受訪
港男認為內地女士較溫柔，首選是廣東省
伴侶，因為「同聲同氣」；61%受訪港女
表示，因為要結婚而選擇內地男士，首選
對象是上海籍男士，因為溫柔、經濟好，
且較高大。最近大灣區綱要出台，86%港
男及57%港女認為更有機會與內地人結
婚。

粵女啱傾？滬男高富？
婚約公司HK Romance Dating於今年2

月至3月進行街頭及網上問卷調查，訪問
642名單身男女（372名男性及270名女
性），發現廣東省女士較受港男歡迎
(52%)；上海男士則是港女的首選(50%)。
男女受訪者都對內地戀人的職業無特別

要求，但希望對方有較高的人工，較多港
男(39% )期望內地伴侶每月收入最少達
10,001港元至20,000港元；較多港女(21%)
期望內地伴侶月薪30,001港元至40,000港
元。逾九成港女及有近六成港男期望內地
伴侶擁大學或以上學歷。
至於受訪者會否移居內地與伴侶生活，

分別有近六成及八成的港男和港女表示願
意。如果內地伴侶想來港生活，98%受訪
港男及96%受訪港女支持。
然而，與內地情人談婚論嫁，不論港男
或港女，均有約半數人表示未必，主因是
文化差異(72%男士及76%女士)，至於會否
與在港工作的內地人(港漂)結婚，分別有
66%及64%受訪港男及港女稱不接受。

灣區變「紅娘」兩地婚姻增
調查顯示受訪港男喜歡內地女士溫柔，

但負責調查的婚約公司創辦人張惠萍並不
認同，她認為內地女士較注重打扮，「其
實港女都好溫柔。」她與另一名公司創辦
人黃嘉如表示，隨着粵港澳大灣區成立，
加上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開通，兩地
交流進一步密切，相信會促成更多兩地婚
姻，她們公司的兩地配對個案去年增加
20%，配對成功率逾50%。
張惠萍和黃嘉如表示文化差異是兩地婚

戀的最大挑戰，建議雙方以包容及尊重的
方式，了解體諒各自的文化及生活情況。
隨着兩地交通便捷，科技與網絡迅速發
展，兩地的有情人能利用社交平台打破地
域的分界線，促使不少香港及內地男女走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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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今次調查的婚約公司受
不少內地女性委託配對姻緣，
該公司創辦人張惠萍和黃嘉如
表示，內地女士都對找到香港

伴侶抱很大決心，對港男條件要求不高，且
富彈性，因此配對成功率頗高。
該公司曾撮成兩宗兩地交友個案。其中一

名是30歲女「港漂」，南京人，來港讀完碩
士後在金融界找到高薪工作，年薪百萬元，
但一直沒法找到如意郎君。經該公司配對
後，認識一名在深圳港資醫院工作、比她年
長9歲的港男，年薪同樣約百萬元。兩人一見
鍾情，雖然他們都很忙，但都盡量抽時間相

聚，已開始籌備
婚禮。
另一位是深圳

29歲幼稚園女
教師，經該公司
認識香港35歲
工程師，女教師
每周末都會來港
與男友相聚，男
方有時想念女友，下班後還專程搭火車到羅
湖與女友吃飯，晚上才回港。現在兩人也已
準備攜手步入婚姻殿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內地女要求彈性較易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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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童唱國歌 國民畀Like
央視新聞微信熱傳 網友讚「少年強則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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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去年超強颱
風「山竹」襲港歷歷在目，香港天文台台長
岑智明表示，雖然難以預計今年會否再掛10
號風球，但因為香港曾於1960年至1962年連
續三年掛十號風球，今年亦不排除重演這情
況。天文台預料，今年將有4個至7個熱帶氣
旋進入本港500公里範圍，數量屬正常。隨着
全球變暖及受「厄爾尼諾」影響，預計今年
全年平均氣溫偏高，更有八成機會躋身史上
最暖前五名；新界區熱爆，或有機會達攝氏
40度高溫。
天文台昨日舉行年度記者會，岑智明對今

年整體天氣情況作出預估，並介紹了天文台
對加強天氣監測方面的升級措施。天文台預
計，今年將有4個至7個熱帶氣旋進入本港範
圍，風季會於6月後開始；而受全球變暖和
「厄爾尼諾」影響，預計全年平均氣溫偏
高；全年降雨量或多於往年，當中1月至3月
已見多雨潮濕現象，總降雨量約為2,300毫米
至2,900毫米，很可能有暴雨影響本港，望市
民有所準備。

問鼎港頭五暖 新界或破40度
他預計，未來低過12度的日子只會愈來愈
少，但新界區溫度就會愈來愈高，或有機會
達到40度高溫。「在全球暖化下，到世紀末
可能有一日或幾年一日才有冬天。科學上不
會完全沒有冬天，但這個(熱)日子指日可
待。」
他回顧，去年整體較往年溫暖，並打破11
項高溫紀錄，包括全年平均溫度是攝氏23.9
度，屬香港有記錄以來第三溫暖年份；「酷
熱天氣」日數36天屬史上第三多；冬季（去
年12月至今年2月）平均19.1度，屬史上最
暖冬季，整個冬季寒冷日數（最低氣溫為12
度或以下）僅得3天，是歷來最少。
本周末將迎來今年的天文台開放日，今屆
主題為「太陽、地球和天氣」，屆時會新增「香
港子午線」景點，讓市民了解天文台歷史。

今年勁熱多雨 最多7風暴襲港

隨着科技日新月
異，香港天文台亦
推出不少實時資
訊，讓市民更清晰

掌握天氣狀態。展望今年，天文台
將實行多項措施加強收集天氣資
訊，包括推出新的互動式「地球天
氣」網頁、與民航部門合作研發一
套專給飛機師使用的「我的航班天
氣」App，及實行在天文台網頁發
送實時風向風速資料（含北角、中
環碼頭和南丫島三個氣象站）等。
另一方面，隨着廣深港高鐵香港
段等區內基建開通，預期愈來愈多
港人往來大灣區城市，天文台早於
去年宣佈，與廣東省氣象局及澳門
地球物理暨氣象局合作，將現有大

珠三角天氣網站升級至大灣區天氣
網站，新網站將以互動形式，提供
大灣區內11個城市合共逾60個地
區的7天天氣預報、溫度和濕度等
實時天氣資訊，預計不久後正式推
出。
天文台亦會與漁護署合作發佈新

書《氣候變化與香港生物多樣
性》。漁護署署長梁肇輝認為，本
港氣候急劇變化，會對動植物都造
成影響，「香港的大自然很漂亮，
重視保護生物多樣性才會更好應對
氣候變化。」
岑智明表示，新書使用很多圖

片，通俗易懂，希望引起市民關注
生物多樣性的話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夢縈

灣區天氣網將上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香港
浸會大學最新研究發現，近80%受訪市
民不滿經常接觸的室內空氣質素，原因
包括多塵及有異味等。有專家指出，長
期吸入有害物質可引發肺炎及癌症等疾
病，建議市民要保持室內空氣流通，並
指使用空氣清新機有助改善問題，但提
醒市民要注意機器的擺放位置等影響潔
淨空氣成效的細節。
浸會大學生物系早前訪問100名市
民，發現78%受訪者不滿室內空氣質
素，58%受訪者更認為其住所是室內空
氣質素最差的地方，其次為辦公室。他
們指多塵、有異味、霉菌及濕度不舒服
等均為對室內空氣質素不滿的原因。
不少市民或會用空氣清新機改善家中
空氣質素，但浸會大學生物系副教授賴

嘉雯指出，不同空氣清新
機的效能及使用方式均有
不同，提醒市民使用前必
須參考說明書指引。
她舉例指出，有市民將
空氣清新機放在廚房附
近，部分被潔淨的空氣即
時被抽油煙機抽走，令潔
淨效能大打拆扣。
賴嘉雯並提醒市民，應盡可能選擇較
高潔淨能力的空氣清新機，因效能較低
空氣清新機或會出現「短路」，即空氣
經潔淨後隨即再被吸入機器內再潔淨，
令室內離機器較熱位置的空氣未能得到
改善。她並指開窗令空氣流通亦是改善
室內空氣質素的方法之一。
耳鼻喉專科醫生何志謙表示，細菌、

霉菌及塵蟎等生物污染物均屬室內常見
的污染物，嚴重會誘發敏感及哮喘反
應。他指約40%港人為鼻敏感患者，如
哮喘或氣管敏感人士長期吸入懸浮粒子
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等不單有機會令病
情嚴化，更可能導致肺炎，甚至增加患
癌風險，建議他們要遠離致敏原，及保
持室內環境清潔。

八成人嫌室內空氣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現正在

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審議的《國歌條例草

案》建議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香港文

匯報與大公文匯全媒體於今年1月率

先報道，有幼稚園在小朋友年僅5歲時

就教授他們唱國歌，培育他們的愛國

心，報道視頻昨日更獲央

視新聞微信公眾號轉載。

不少網民看過小朋友以稚

嫩童聲唱響國歌後，均甚

為感動：「為孩子們點

讚，少年強，則國強！」

央視新聞微信公眾號昨日轉載有關視頻，讚
歎「這裡是香港，他們唱響國歌的樣子，

真美！」公眾號引用香港文匯報與大文全媒體的
報道介紹，這些孩子是香港又一村學校幼兒園高
班（K3）的學生，其中校長李明珠表示，學校從
幼兒班（K1）開始已經教授普通話，年幼的孩子
們雖未必能全面理解國歌內涵，但已經能夠體會
歌詞中蘊涵的精神，因此不必刻意教授，他們對
國歌的尊重便由心而生。
李明珠又指：「如果他們有一顆愛父母的心，愛

國家的心，將來小朋友的成長一定都滿有愛心，他
們會有歸屬感。人需要國，亦都需要家。有國有家
的人，進而成為有情有義之人。」

育愛國愛家心 成有情有義人
K3班老師方少英就表示，在K3的課程裡有一本

《我愛中國》的書本，透過讓小朋友認識中國，進
而讓小朋友認識國歌，「先讓小朋友認識國歌的旋

律，然後請普通話老師與他們一起朗讀歌詞，小朋友之
後再唱。很快，孩子們就能朗朗上口了。」老師們也認
為，教導孩子們學會尊重很重要，他們會尊重國家，會
尊重父母師長，也會尊重朋友和同學。
小朋友稚嫩但堅定的歌聲，感動了不少網民。「青

鶴」歎道：「家國情懷，這就是希望！」「文歌」也有
同感：「為孩子們點讚，少年強，則國強！」「濤再重
來」就強調：「香港仔，中國娃，就是要會唱國歌！」
有網民認為從小教導好小孩十分重要。「甘甘」表

示：「小孩子就像一棵小樹苗，在他還小的時候，如果
不引導正確的價值觀，那麼有可能會想歪的，特別是在
這麼一個大網絡時代。」「A周生生^_^糖三角」同意：
「對啊，教育就得從娃娃抓起。」「雲海踏浪」也認為
孩子要「扣好人生第一粒釦子」。
澳門已完成國歌法本地立法程序，「葉珂沁」就憶起

在濠江的感人一幕：「去年在澳門龍環葡韻住宅式博物
館遊玩，走過附近的聖善學校聽到孩子們在唱國歌，不
覺濕了眼眶。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都愛祖國！」

■■浸大發佈浸大發佈
室內空氣質室內空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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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台台長岑智明主持新聞簡報會，匯報天文台的最新發展及講述今
年天氣展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婚約公司公佈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張惠萍
主持約會
派對。

■本報於1月30日A13版面率先報道，報道視頻昨日更獲央視新聞微
信公眾號轉載。 資料圖片

■央視新聞微信公眾號轉載大文全媒體的
視頻。 微信截圖

■香港文匯報與大文全媒體率先報道有幼稚園教授學生唱國
歌。網民看過後均甚為感動。 視頻截圖

■老師們認為，教導孩子們學會尊重很重要，他們會尊重
國家，會尊重父母師長，也會尊重朋友和同學。 視頻截圖

■校長李明珠表示，年幼的孩子們雖未必能全面理解國
歌內涵，但已經能夠體會歌詞中蘊涵的精神。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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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二維碼
看訪問短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