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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在冷空氣 「操控」 下，22
日全國大部地區的氣溫持續下滑，北方大
部地區迎來今年冬季最冷一天，新疆、甘
肅部分地區氣溫更破了歷史同期最低值。
預計22日夜到23日，我國中東部部分地
區最低氣溫將有望刷新新低。為此，中央
氣象台繼續發布寒潮藍色預警，而氣象專
家提醒：民眾需預防疾病發生，有關部門
也需防範道路積雪和結冰對交通運輸、城
市運行、設施農業等的不利影響。

【本報訊】據中新社肇慶二十二日消息：廣東肇慶警方
根據舉報，在該市懷集、四會境內的出租屋抓獲 「實際神」
（又名 「全能神」）邪教人員李某桂和黃某蓮等人，收繳
「實際神」宣傳資料及書籍、VCD光碟一大批。

警方22日向媒體表示，目前李某桂和黃某蓮等人已分
別被刑事拘留及行政拘留。

據介紹，12 月中旬以來，該市個別城區的城鄉結合部
和農村地區，出現了 「實際神」邪教人員利用 「2012 世界
末日說」非法聚集，公開散發宣傳資料，鼓吹 「只有信教才
能得救保平安」等。

「實際神」邪教組織打着宗教旗號，製造歪理邪說、散
布謠言，蠱惑人心，蒙騙群眾，直接干擾了正常的宗教活動
，對社會和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已經構成實質的危害。

警方表示，對組織、利用 「實際神」邪教組織實施違法
犯罪行為，警方將依法嚴厲打擊，並呼籲市民勿信勿傳，發
現此類活動及時舉報。

肇慶圍剿實際神

本報綜合報道：據中央氣象台發布的消息，22
日，新疆、甘肅、寧夏南部、內蒙古部分地區、陝西
北部和西南部、山西南部、河北東北部、四川盆地、
貴州中南部、湖南東南部、廣西中東部、廣東西部、
雲南西北部及北京北部局地出現今年入冬以來的最低
氣溫。其中，內蒙古圖里河氣溫降至零下43.4℃，新
疆昌吉（零下35.8℃）、甘肅肅北（零下25.5℃）破
了歷史同期最低值。

北京：最低氣溫零下15℃
北京市氣象台首席預報員王華表示，受西伯利亞

冷空氣南下的影響，北京氣溫從 21 日夜間開始下降
，22日、23日白天最高氣溫在零下3℃到零下5℃，
預計城區最低氣溫在零下 13℃到零下 15℃，延慶等
北部山區將達到零下 20℃多，這將是今年入冬以來
的最低值。

「近10年北京12月份最低氣溫紀錄是2008年12
月出現的零下 13.5℃，再低就是 1985 年前後出現的
零下 15.2℃，是近 30 年最低紀錄。」北京市氣象局
氣候中心高級工程師陳大剛告訴記者，根據氣象部門
的預報，22 日、23 日兩天的最低氣溫分別有機會突
破10年和30年的低溫極值。

河北：天氣惡劣菜價狂漲
今冬最大範圍降雪後一周，河北省 20 日再度迎

來大風降雪。截至 22 日 10 時，河北氣象台 3 天內連
發3個大霧黃色預警信號，4個道路結冰預警信號和
2個寒潮藍色預警信號。雖然目前各地降雪陸續退場
，但是大霧接踵而至，加之氣溫狂跌引發冰凍，使得
交通 「雪上加霜」。

惡劣天氣也使河北省蔬菜市場價格 「應聲上漲」
。來自河北省商務廳的數據說，10日到16日期間，
該省七成主要生活必需品價格上升。其中蔬菜平均批
發價格3.69元／公斤，上升16.77%。

遼寧：氣溫低冰雕已開工
遼寧省氣象部門發布消息稱，該省從 22 日開始

進入隆冬。24 日夜間，該省各地氣溫將達到最低點
，其中撫順地區的最低氣溫將達到零下 31℃左右。
據遼寧省氣象局統計，遼寧省今冬已降下 15 次暴雪
，導致大範圍道路結冰11次，降水量達到1951年有
完整氣象記錄以來第二多值，為市民出行帶來了諸多
不便。

不過，隆冬季節亦有樂趣。由於氣溫低、雪量足
，遼寧各地的多家滑雪場成了市民休閒娛樂的好去處
，多處大型冰雕景觀也已開始施工。

渤海：冰封三千平方公里
不僅陸上降雪結冰，連渤海及黃海北部 12 月下

旬總體冰情也較常年同期更為嚴重。
根據國家海洋局最新海冰監測結果顯示，目前遼

東灣浮冰最大外緣線為25海里，海冰覆蓋面積3283
平方公里；渤海灣和萊州灣的河口淺灘處有海冰分布
；黃海北部浮冰最大外緣線為3海里，海冰覆蓋面積
955平方公里。

【本報訊】據中新社西安二十二日消息：記
者 22 日晚從陝西省延安市政府獲悉，發生於 22
日凌晨 4 點 30 分左右的延安國貿大廈火災，截
至中新社記者發稿時，已確認有兩人遇難，其餘
16 名被撤離火災現場人員均為一氧化碳輕度中
毒，沒有生命危險。目前現場清理工作還在進行
，火災原因調查、財產損失評估及善後處理工作
正有序展開。

延安國貿大廈地處該市中心繁華地帶，始建
於1998年，設計層高16層，實際建成14層。其
中，1-5 樓為對外出租經營商舖，6 樓、8 樓為
辦公區，樓內設有賓館，共有101個房間。12月
21日晚，有40間房子對外營業，住客50餘人。

火災發生後，延安市啟動應急預案，組織消
防、安監、衛生等部門開展救援，及時切斷周邊
電源，關閉通往國貿大廈及周邊的天然氣管道，
以防止造成次災害。現場目擊者稱，最初是大廈
外吃夜宵的市民發現火情報警，大火燃燒猛烈，
濃煙直沖高空，數里外可見。

據統計，現場共投入消防車輛 43 輛，疏散
周邊群眾600戶1700人。由於撲救及時，措施得
力，火勢已得到控制，未波及相鄰建築。隨即，
消防隊員對國貿大廈內進行排查清理，已確認有
兩名人員遇難，其餘 16 名被撤離火災現場人員
均為一氧化碳輕度中毒，已得到妥善救治，沒有
生命危險。

中共延安市委書記姚引良表示，將會同當地
公安、司法、公證等部門理清事故責任，做好受
災企業和商戶的統計、定損工作，妥善處理善後
事宜；開展對重點地區重點領域的安全隱患大排
查，確保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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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二十二日電】入冬以來最
強寒潮 22 日開始影響廣東全省，廣東大部分地方出
現大幅降溫和大風。截至 15 時，廣州、汕頭、陽江
等 96 個市、縣發布了寒冷黃色預警。這次冷空氣將
帶來大風、降溫、冰（霜）凍等嚴重影響，目前廣東
已啟動了氣象災害寒冷三級預警以防禦寒潮。

免費助困難群眾防寒
廣東省氣象局預報，22及23日，受北方寒潮影

響，廣東自北向南將有明顯的大風降溫過程，過程降
溫達 7 到 11℃。22 日廣州氣溫明顯降低，最低溫
10℃左右，氣象台發布寒冷黃色預警信號。

記者走在街上，寒風迎面襲來，出門的市民穿成
了裹蒸糉一樣，羽絨服、圍巾、帽子全部出動。雖然
天氣寒冷，不過街上並不冷清，出門運動或者聚餐的
市民照常出動，還有不少市民專門外出採購各種防寒
衣物，各種禦寒衣物、長靴近日熱銷。

目前，廣州市內各街道的防寒庇護場所已 24 小
時對外開放，場所內準備了棉被、大衣、食品、開水
等應急物品，免費對有需要的老年人和困難民眾提供
幫助。

據廣東省氣象台首席預報員張東介紹，這是今年
入冬以來最強冷空氣，預計最低溫度出現在 24 日早

晨。粵北最低溫度可以達到零度甚至零度以下，有霜
凍或冰凍，高海拔的公路可能出現道路結冰現象。預
計25日冷空氣影響減弱，廣東全省氣溫回升。

廣東省重大氣象災害應急辦公室昨天 16 時啟動
氣象災害（寒冷）三級應急響應，今天廣東省氣象局
加強與中央台加密會商及相關台站的聯動，嚴密監測
強冷空氣動向，及時啟動應急響應，滾動發布消息，
力爭做到家喻戶曉，做寒潮的預報服務工作。

粵北高速公路事故增加
另據中新社報道：受寒潮影響，廣東氣溫 22 日

急劇下降，導致京港澳高速公路粵北段備受細雨、濃
霧、薄冰困擾。為確保安全，當地交警聯合路政部門
拋灑了13次融雪劑融冰。18時，韶關氣象台發布橙
色寒冷預警信號，該路段受冰雪困擾的現象將更趨
嚴重。

截至記者發稿時，該路段當日發生4起交通事故
。交警稱，雨雪大霧天氣導致交通事故增加，所幸大
多數都是小碰撞，沒有出現人員傷亡的重大交通事故
，短暫的交通堵塞也得到及時處置。

當日傍晚，韶關高速交警從京港澳高速公路雲岩
段測得最低溫度已低至0℃，因雨霧交加，寒風凜冽
，護欄和路邊出現薄冰，交通受到影響。

當地執勤交警稱，白天的最低氣溫是 0.2℃，
「由於這個路段最近一直雨霧瀰漫，北風一吹，不到

零度就會結冰，到了晚上溫度更低，加上還在降溫，
應會有嚴重結冰現象。」

據當地交警部門稱，從21日夜間至22日下午，
為應對道路結冰現象，交警在高海拔的雲岩坡頂實施
臨時交通管制。

最強寒潮襲粵 廣州大降溫

【本報記者方俊明珠海二十二日電】為期一周的首屆
「兩岸四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精品展」22 日在珠海開幕，吸

引香港、澳門、台灣和內地的100多項非遺展品參展，百餘
位國家級和省級項目傳承人將現場演示和講解非遺傳統絕藝
，為粵港澳民眾在聖誕節期間獻上免費的文化盛宴。

在展會現場，水、布依、瑤等民族的俊哥靚妹以悠揚婉
轉的情歌和絢麗舞姿吸引了觀眾佇足觀看，烏銅走銀、猛虎
牙雕、劍川木雕、水族馬尾繡、含珠閣等傳統手工作品讓人
眼花繚亂，水族水書、納西東巴文、創下 「劍」、 「福」字
世界健力士紀錄等的書法繪畫技藝亦令人嘆為觀止。

籲香港年輕人了解中國文化
香港文化產權交易所行政總裁、中華非遺發展基金會主

席陳銘賢表示，此活動突出了包括老祖宗遺留下的宗教文化
，文字語言，民間的表演等中國歷史文化，而香港非遺發展
基金會目前正跟政府商議準備建一個唯一屬於非遺的展覽中
心，通過兩岸四地的交流互動，將 「非遺」帶給全世界的華
人，亦使香港的下一代年輕人對中國歷史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和傳承更多的非遺技能。

來自台灣蔣家後人、70 多歲的蔣孝玉女士指出，近年
台灣和大陸兩岸的經貿已做得非常成功， 「而兩岸是同一個
老祖宗，只是分開了一段時間， 『女媧』在台灣的小學課本
裡也有學，台灣在傳承文化方面都沒停過，大家始終是一家
人，希望在文化方面應迎頭趕上」。今次台灣專門展出了土
著高山族群非遺的民間歌舞。

今次展會囊括了非遺飲食文化、非遺書畫文化、非遺工
藝文化、中華養生醫藥文化、非遺茶飲文化、非遺項目孵化
、非遺互動體驗等7個平台。每個平台都通過圖文、視頻影
像、實物模型、代表性傳承人現場表演等方式進行全方位展
示。期間還將舉辦落地項目簽約、非遺高端論壇等活動。

珠海展兩岸四地非遺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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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低溫影響，渤海海面出現大面積海冰
網絡圖片

▲ 22 日，北京城區受
冷空氣影響大幅降溫，
不少市民和遊客來到什
剎海冰面上享受寒冬中
的樂趣 新華社

▼瀋陽市民乘坐公共汽
車出行，車窗上已經結
冰 中新社

◀內蒙古一戶牧民在查
收剛剛從河北購買的飼
草料。入冬以來，持續
降雪造成雪災，導致部
分牧民出現飼草料短缺
的現象 新華社

▲一名長春市民踏雪出行 新華社

▲為應對大幅降溫，廣州市民穿上了禦寒衣物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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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4時30分左右，位於陝西省北部的延安市寶塔
區國貿大廈發生火災，目前已造成兩人死亡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