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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徐妍斐

昨天正式进入“五九”。 节前湿淋淋的
雨依然要面对，而且在中东部地区飘下大雪
的时候，魔都盼雪人依然在干瞪眼……

为什么上海就是这么难见下雪？ 别急，
周五、周六，小雨夹雪可能又要来啦。零星的
雪也是雪，能不能见到就随缘啦。

下周就是春节了， 现有天气预报显示，
除夕当天是个多云天，最低只有 1℃。

预计未来几天仍有雨
周五起最低温渐走低

最近的天气很符合一首歌 《雨一直
下》。 即使在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次暴雪
蓝色预警的时候，上海昨天还是滴滴答答下
了一天的雨， 各区累积雨量 5-10 毫米之
间，直到晚上也没有停止的意思。

若说北方下雪，但南方人心中也尚能平
静。 可从全国范围看，这波降水主要集中在
我国中东部地区，陕西、河南、湖北等地出现
大雪。

和上海差不多同纬度的武汉将迎大到
暴雪，那么上海呢？气象部门表示，本市昨天
和今天在雨雪分界线以南，主要还是雨……
今天依旧是阴有阵雨的天气，局部累积雨量
可达中雨，气温与昨日类似，在 6-8℃之间，
东北风 4-5 级， 简直透心凉……一定记得
穿好防水鞋子。

最近的阴雨连绵，简直是用下梅雨的力
道下冬雨，气象部门表示，这是因为最近冷
暖空气僵持住了。

雨带好几天基本不挪窝！上海中心气象
台预计，未来几天依然有雨，春节前期也是
阴雨居多，只有除夕和大年初二前后有短暂
的降水间歇。

在撒撒停停的阴雨中，还是有希望见到
一点雪的。周五和周六夜间可能会出现雨夹
雪，但仅仅是“点到即止”。

未来一段时间， 气温在个位数里 “折
腾”：周五起最低气温逐渐走低，从 3℃开始
缓降，到除夕仅 1℃；最高气温则逐渐走高，
从 6℃到除夕的 9℃。

就是说，除夕这个多云天，昼夜温差相
比前后几天拉开得特别大。

降雪天气需要三个条件
中东部也常受暴雪光顾

作为东部沿海地区，许多上海市民特别
羡慕能大片大片飘雪花的北方地区。 但其
实，中东部也是暴雪经常光顾的区域。

中国气象局科普显示，从气象站的统计
的数据看， 高纬度高海拔地区本身气温低，
只要达到一定的水汽条件，会产生较强的降
雪。在我国中低纬地区低层水汽充沛且气温
足够低时，形成爆雪的概率也会大。

降雪天气需要满足几个条件：1、充足的
水汽。2、较好的抬升条件。3、足够低的气温。
当空气中有充足的水汽是降水的先提条件，
具体是下雨还是下雪就要看温度了。下雪的
气温低，并不是必须达到 0℃，有时候地面
2-3℃的气温也可以出现降雪。

那么具体哪里最容易出现暴雪呢？
满足以上三个降水条件的情况下，受地

理位置的影响， 维度高气温低的东北地区，
加上大小兴安岭地形的抬升作用，只要水汽
充沛，降雪就会非常的明显。 另外印度洋的
水汽向北输送， 若北方有冷空气的入侵，气
温足够低，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是暴雪常常光
顾的地方。

容易发生暴雪的地区有这样一个共同
特点，够冷，够湿，加上地形抬升的影响。

和中东部内陆城市相比， 上海三面环
海，受海上气流的影响，比内陆更暖和一些，
所以相对更难达到降雪的气温。

专卖店也分不到货
多方面原因致“一机难求”

在百脑汇二楼的荣耀体验店内，记者看
到了荣耀旗下首款折叠屏手机 Magic� V，
256GB 版售价 9999 元 ，512GB 版售价
10999 元。 这款折叠屏手机于今年 1 月 10
日发布，目前店内没有现货，接受预定。

荣耀授权体验店、 薏莨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童寅告诉记者：“现在各个手机
厂家新品上市时都比较缺货， 目前我们店
里 Magic� V 已经售罄， 因为到货比较少，
产品供不应求。 发售首日到现在，货一到就
卖掉了， 都是销售给了已经提前预定的顾
客。 目前有三十多人已经预定， 在等货
中。 ”

同样缺货的还有华为、OPPO 的折叠屏
手机。 一家华为专卖店工作人员表示，目前
店内还有少量折叠屏手机存货。在线上华为
官方旗舰店内， 华为 P50� Pocket 目前缺
货，华为Mate� X2有货。

一家 OPPO 手机店的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店内没有 Find� N 系列折叠屏手机现
货，也没有可现场体验的样机，如果要购买
的话可以调货，但是有溢价，以原价 8999 元
的 512GB版为例，溢价 800元。

在线上平台的 OPPO 官方直营旗舰店
内，这款折叠屏手机目前也缺货。 据店内客
服介绍，这款手机目前已经售罄，店铺在紧
急备货中。现在需要先预约，再参与抢购。预
约页面显示，目前已有 5000 多人预约。 另
一家旗舰店内已有两万人预约。

不过，记者走访了解到，无论是线上还

是线下店，三星的几款折叠屏手机目前都有
现货。 在线上的官方旗舰店内还有优惠活
动，部分折叠屏手机优惠达千元。

为何部分折叠屏手机“一机难求”？ 童
寅表示，这有可能是新品刚刚上市产能不足
有关，导致缺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也有手
机店工作人员表示，现在出厂的货少，专卖
店也分不到货，可能和配件不够有关。

从萌芽到发展，越来越多的手机厂商加
入折叠屏手机赛道。 童寅表示：“我个人认
为， 如果之后做折叠屏手机的厂家多了，供
应链成熟后，价格就会下降。 比如某个零部
件， 现在只有几家做折叠屏的手机厂商订
购，如果更多厂家加入这个赛道，订购数量
翻倍，成本就会下降，手机价格也会相应下
降。 ”

他表示，硬件上，未来折叠屏手机会更
轻更薄，电池容量更大，摄像头更好；硬件只
是一方面，在软硬件的适配上，就要拼各个
厂商的实力了，目前荣耀在这方面属于头部
厂家。

多款电子产品热销
高科技“新年礼”受欢迎

临近春节，手机、投影仪、电子书阅读
器等电子产品迎来销售旺季。 乐之徐汇店
集合了平板电脑、电子书阅读器、投影仪、
耳机、 无人机等多个品牌产品， 从去年 12
月底开始，来店里体验、咨询的人开始多了
起来。

乐之徐汇店副店长龚芝介绍说：“近段
时间店里比较热销的是电子书阅读器、投影
仪、苹果平板电脑等。正逢年底团单需求，前

两周有公司一次性购入十几万的科技产品，
估计是赠送给员工的年会礼品。热销的小家
电主要包括戴森的吸尘器和吹风机。相比上
个月，这个月店里的销量涨了近三成。 ”

她介绍，投影仪主要是家庭购买，一般
是一家人过来挑选，也有留沪过年的人想作
为新年礼物送给自己。 刚好临近春节，除旧
布新，来买小家电的人也比较多，相对来说
女性更多。

联想百脑汇店业务负责人王清芹介绍
说：“近期电脑其实处于销售淡季， 正值寒
假，我们针对儿童青少年的天骄系列比较受
欢迎，比如天骄一体机，可触摸的大屏，而且
还有护眼功能，内置天骄学堂，适合孩子学
习使用。到店两周，目前已卖出两三台，主要
是家庭用户，比如家中有小孩的，或者老年
人觉得触摸屏用起来更方便的。目前市场上
触摸屏的一体机很少，所以一些喜欢触摸屏
的顾客也会购买这款产品。 ”

目前有哪些优惠活动？ 记者了解到，在
位于百脑汇的荣耀体验店内，荣耀 60 系列、
荣耀 Magic3 系列等都比较热销。 其中，荣
耀 Magic3 至臻版直降优惠最高 1000 元，
购机赠送新年礼盒一个。 此外，即日起至 1
月 30日每周末， 百脑汇商场于大众点评上
推出 20 元团购 200 元优惠券， 满 2000 元
可使用；至 2月 15日前，于百脑汇商场购买
任意 IT 商品， 还有机会抽戴森 V7 车用除
螨仪。

龚芝介绍说：“相比线上的价格优惠，
我们实体店更多的是提供优质服务，比如一
对一服务，无人机等产品的教学、体验等。以
前消费者购买产品， 更多的是考虑实用性，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追求高科技体验。 ”

湿哒哒，春节前期申城阴雨居多
周五周六夜间或现雨夹雪，但只是“点到即止” 除夕和初二前后降水短暂歇息

火火火，部分折叠屏手机“一机难求”
临近春节，投影仪、电子书阅读器等高科技“新年礼”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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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潘文

折叠屏手机“一机难求”？春节临近，哪些电子产品热销？ 26 日，记者走访了位于百脑汇的多家手机店了解到，部分品
牌折叠屏手机目前缺货。 临近春节，手机、投影仪、电子书阅读器等电子产品迎来销售旺季，高科技“新年礼”受欢迎。

临近春节，部分品牌新上市折叠屏手机受到消费者欢迎。 /晨报记者 潘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