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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科普]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结合
“四史”学习教育，石湖荡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通过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党的生日。

重温入党誓词，牢记党员宗旨 结合主
题党日活动，党支部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
词，以集体宣誓的形式加强党员党性教育，
希望全体党员时刻牢记党的宗旨，践行入
党誓词，做一名合格的党员。

开展电影党课，重温党的历史 党支部
组织党员观看电影《建党伟业》，通过回顾
历史，再一次接受党史教育，从历史中汲
取精神力量、砥砺初心使命，做到知史爱
党、知史爱国。通过学习，激励党员在实
践中传承红色基因，增强历史担当，更加

自觉地行动贯彻落实总书记考察上海讲
话精神。

开展理论学习，坚定“四个自信”党支
部以党小组学习、“微信课堂”等形式组织
党员学习“四史”学习教育书目，要求广大
党员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激励党员坚定
理想信念，立足实践，奋发有为。

党章知识测试，砥砺初心使命 结合7
月主题党日，组织党员进行知识线上测
试，在学习与测试中要求党员自觉学习党
章，自觉践行党的宗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为完成党的各项任务做出自己应有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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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初心薪火相传 把使命永担在肩

广告

日前，泰隆银行上海分行依托多元
化宣传渠道，创新宣传形势，全面推动普
及金融知识万里行宣传活动。本次宣传
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活动期间，上海分行坚持厅堂阵地
宣传，在辖内各网点设立公众教育区，开
辟金融知识宣传展台，摆放内容丰富的
宣传折页、金融知识书籍等，在厅堂电视
机中播放金融知识宣传教育短片，厅堂
工作人员根据客户办理业务的种类发放
金融知识折页，提示相关风险，引导消费
者选择正规渠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同时分行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安排，
充分发挥员工主观能动性，结合日常工

作中遇到的真实事件，制作原创漫画、
创作诗歌等方式情景再现，并在微信朋
友圈进行发布，与社会公众分享个人金
融信息保护、支付安全、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等金融安全知识。

泰隆银行上海分行始终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将金融知识宣传纳入日常工作中，不
断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普及投资理财
等常用金融知识。上海分行将以此次宣传
活动为契机，继续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
不断创新宣教方式，拓宽宣传渠道，进一步
巩固完善金融知识宣传普及长效机制，真正
将金融知识普及到千家万户，为构建安全和
谐的金融环境贡献兴业力量。

泰隆银行上海分行
全面推动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宣传活动

广告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泳均

本报讯 7 月 21 日申城出
梅 ，昨 日 申 城 最 高 温 升 至
35℃。但是，太阳并没有丝毫收
手的意思，酷热仍将继续。记
者从上海气象台获悉，未来 9
天，8天的最高温高在30℃及以
上。降水方面，雨水依然“超长
待机”。未来 7 天，天天以阵雨
和雷阵雨为主。

昨日申城迎来二十四节气
中的“大暑”。上海中心气象台
11 时 15 分发布 2020 年的第二
个高温黄色预警。午后大部分
地区出现高温，徐家汇站最高
定格在 35.8℃。气象谚语说：
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天。气
象大数据佐证了大暑更热的说
法，大暑”节气的到来预示着高
温烧烤模式正式开启。“大暑”
节 气 上 海 常 年 平 均 气 温 为
29.3℃，平均降水量为92.7毫米
（徐家汇站为代表，以7月22日

至8月6日计）。同上一个节气
“小暑”相比，气温和降水量都有
所上升。这也反映了上海“雨热
同季”的气候特点。

“大暑”节气所在的7月下旬
8月上旬通常是上海一年中天气
最为炎热、气温最高的时段。在
大暑节气中，平均会出现5个左
右35℃以上高温日。但2003年
和1926年的“大暑”却全部是高
温日，2013年也多达15天，炎热
可见一斑。除了高温日数增加，
高温强度也有所增强。“大暑”节
气中出现的极端最高气温为
40.6℃（2013年，7月26日和8月
6日）。

上海市气象局首席服务官
邬锐接受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未来几天的高温主要受副热
带高压影响，本周五温度的小幅
下降与降水有关，降水带走了一
定的热量。此外，申城处于副热
带高压边缘，因此积累了不少能
量，易形成对流性天气。因此未

来几日申城以阵雨为主。值得
注意的是，午后申城易出现雷阵
雨现象，邬锐解释道，这是由于
中午温度偏高，近地面空气强烈

受热时，引起热力对流运动，湿
热空气在上升过程中，随着气温
不断下降，其中的水汽冷却凝结
形成降水。

“沪游码”已可预约
231家上海景区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随着
跨省游的开放，暑期出行高峰来
临，上海也成为热门目的地之
一。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沪
游码”已可以预约上海231家景
区，其中国家A级景区56家，文
旅场所139家。

国家文旅部宣布开放跨省
游以来，截至7月20日，已有山
东、青海、江西、贵州、上海、广
西、海南、四川、湖南、陕西、湖
北、江苏、广东、北京等14个省
份宣布开放跨省游。

记者了解到，上海也做好了
迎接游客的准备，各景区在保证
疫情防控严格措施的同时，仍采
取预约制接待游客。目前“沪游
码”已实现了A级景区门票预约
全覆盖，并在全国率先实现所有
4A以上景区的预约数据全接入，
只需要一次登记、无需重复填
写，便可预约上海230多家景区
场馆，做到了“一码游上海”。

据介绍，由本市文旅部门推
出的官方“游上海”平台注册用
户数近日也突破200万，已为上
海市民和游客提供超1000万次
服务，月活跃用户数超80万。

近日升级更新的新版本“游
上海”APP，可实现全程规划在上
海游玩的旅程，从行前的机票、火
车票、酒店的预订和热线电话咨
询，到行中的门票预约、旅游线
路、美食、购物、本地生活玩乐的
一站式服务，再到行后的满意度
反馈、投诉等，联通了旅游热线
962020和100多个上海旅游咨询
服务中心网点，提供保障。此外，
还集合了本地交通的 NFC 公交
卡、上海地铁乘车码、网约电调
车、门票分时预约、全域旅游地
图、赛事演出、非遗文创、上海老
字号等。实时天气、预约就医、一
网通办、话费充值、缴纳水电煤等
城市公共服务功能也能实现。

据悉，下一步，“游上海”平
台还将与各方联合，深挖上海本
地生活、定制游等独特文旅资
源，打造一批体现上海旅游特色
和文化魅力的文旅产品，让广大
游客通过高性价比旅游福利感
受不一样的精彩上海。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泳均

本报讯 7 月 21 日申城出

梅！今年梅雨季已经长达42天，

较常年梅雨季23天多了整整20

天。不仅刷新本世纪纪录，更是

位居历史第三，仅次于1996年和

1999年43天的梅雨季。

为何今年梅雨季这么长？

梅雨季降水这么多？青年报记

者从 2020 年梅汛期降水异常成

因研讨会获悉，上述两个问题与

今年印度洋海表温度偏暖以及

北极冷空气输送密切相关。与

市民猜测一致的是，本次梅雨季

追根朔源与全球变暖有一定关

联。记者特别整理了一篇深度

分析文章，让你一文读懂今年这

个“特别”的梅雨季。

为何梅雨季这么长？
不少市民会好奇原因。简

单来说，出梅的“幕后大 boss”是

副热带高压。当副热带高压北

跳后，申城就出梅。而今年的副

热带高压是什么情况？较往年

而言，属于“纹丝不动”的状态，

有小幅度的北跳。

那么，新的问题来了，为什

么今年副热带高压如此稳定？

首先，这与今年印度洋海表温度

有关。中国气候中心丁一汇院

士分析道，今年菲律宾反气旋加

强，而印度洋暖平流偏暖。这就

形成了今年东冷西暖的海温分

布，然后通过动力和热力作用使

副热带高压锁定在西太平洋和

东南地区。

形象地说，今年的副热带高

压日子并不好过，可以说是在“夹

缝中生存”。西面受到来自印度

洋暖平流不断向东的推力，东面

受到菲律宾反气旋不断向西的推

力。因此左右夹击，“僵”在了原

地，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活泼好

动”的副热带高压了。也因此，今

年的梅雨季明显偏长。

与市民们猜测一致的是，本

次梅雨季偏长的确与全球变暖有

一定关联。丁一汇院士分析道，

北极环流变化的影响是一个新的

因素，由全球变暖引起的高温热

浪或北极热浪产生。因此，海洋

异常模态的强迫作用会受到北极

环流和温度场变化的调制。“全球

气候变暖的结果，特别是中高纬

度地区快速增温与极地高温热浪

的结果，这点应引起我们新的关

注。”丁一汇院士呼吁道。

为何梅雨季降水这么多？
先来看一组上海的降水数

据，入梅以来，全市遭遇 8 场暴

雨，6场大暴雨，平均梅雨量高达

507 毫米，是近十年平均梅雨量

227 毫米的 2.2 倍。据国家气候

中心首席气候专家王永光介绍，

6月以来，长江流域降雨量410.4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48.3%，为

历史同期最多。此外，今年至今

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

地区。

“从国内的角度分析，今年

入梅偏早和梅雨锋偏强，是长江

中下游梅汛期降雨异常偏多的

原因。”国家气候中心首席气候

专家王永光表示，2020 年5月南

海夏季风爆发，较常年稍偏早。

此外，6月上中旬，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副高）脊线位置偏北。

“春季北印度洋偏暖，有利

于副高偏强，南方偏南风分量偏

强，水汽输送偏强，降水偏多。”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气候专家王

永光介绍道。

从全球的角度来分析，今年

梅雨季降水偏多也与外部的水

汽输送有关，而且该水汽还来自

北冰洋。中国气候中心丁一汇

院士表示，中高纬地区呈两高一

低的异常环流形势，有利于北冰

洋的水汽输送到我国西北内陆，

菲律宾、西北太平洋地区为异常

高压控制，有利于西南水汽向我

国南部输送。

“今年6-7月份长江中下游地

区洪涝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对

流层低层西太平洋地区反气旋异

常较强，热带暖湿气流被输送到

长江中下游一带辐合，造成连续

暴雨事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罗

京佳教授给出了初步分析结论。

他表示，今年降水偏多与热带印

度洋-西太平洋海温较暖有关。

这种热带海温异常分布容易引起

较强的西太平洋地区反气旋异常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洪灾。不过，

今年却是个弱厄尔尼诺事件。

那么，这是不是说明强降水

这类极端天气的“触发条件”并

非需要强厄尔尼诺，当发生热带

印度洋-西太平洋海温异常时，

就可能会发生？“今年的确是个

弱厄尔尼诺事件，对于上述领域

的海温异常原因仍需进一步深

入分析。”罗京佳教授说道。

大暑之后上海天气怎么样？
上海市气象局首席服务官：气温上升，阵雨天为主

一文读懂今年这个“特别”的梅雨季

申城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大暑”。 青年报见习记者 周紫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