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日最高温升至 3℃

周六最低温跌至-9℃

◎ 三日天气 ◎

今日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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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指数 ◎

格部分城市天气格

紫外线指数：弱

紫外线强度较弱，建

议出门前涂擦 SPF

在 12-15 之间、PA+

的防晒护肤品。

洗车指数：适宜

适宜洗车，未来持续

两天无雨，天气较

好，适合擦洗汽车。

旅游指数：一般

天气晴朗，温度稍

低，风稍大，会对外

出有一定影响，外出

注意防风保暖。

约会指数：不适宜

天冷，室外有风，外

出约会可能会让恋

人受些苦，最好在温

暖的室内促膝谈心。

小贴士

知 识
手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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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

晴间多云，南转北风 3-4

级，-9℃～ 0℃。

北京
多云 微风 -8℃ ～ 0℃

上海
晴 北风 3-4 级 -1℃ ～ 4℃

济南
晴 微风 -4℃ ～ 2℃

青岛
晴 南风 3-4 级 -4℃ ～ 1℃

广州
阴 微风 7℃ ～ 10℃

11 日，是农历“腊八节”。近期，

潍坊地区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持

续偏低。潍坊市气象局专家表示，

未来几天，天气以晴转多云为主，

12 日和 15 日有明显的偏北风，预

计日最高气温出现在周四，为 3℃；

周六最低温跌至-9℃。

11 日，潍坊市气象局监测显示，

清晨最低气温-7 . 8℃。尽管阳光明

媚，但潍坊的最高气温只有-2 . 5℃。

不过，这仅仅是本周的第一次冷空

气过程，周后期的冷空气比这天还

要强些，冷空气光顾会带来大风过

程。潍坊市气象局工作人员介绍，11

日夜间到 12 日，受一股中等强度的

冷空气影响，潍坊将刮起西北风 3

到 4 级，气温较 10 日有所下降，预计

清晨最低气温-10℃，午后最高气温

1℃。冷空气过境后，13 日潍坊市最

低气温降至-8℃ 左右，外出会感觉

很冷。14 日前后，又一股较强冷空气
来袭，5 到 6 级偏北风送寒，气温明

显下降，降温幅度 2℃ 至 4℃。预计

本周的极端最低气温将出现在周

六。届时，市区最低气温将跌至-9℃

左右，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可达-12℃

上下。

虽然潍坊市受晴空区控制，没

有降雪，但暖和已只是奢望。从 11

日后半夜起，随着冷空气靠近，风

力逐步加大。12 日冷空气主体势力

将控制潍坊，平均风力在 4 级左

右，行走在大街上，刺骨的寒风让

人倍感寒冷。气象专家介绍，本周

正好处于“三九”当中，天气寒冷属
于正常现象，但每年的寒冷程度是
不完全相同的，而从目前的天气形

势分析，本周潍坊冷空气活动虽然

较频繁，但势力较弱，在干冷气团

的控制之下，晴朗和干冷将成为这

一阶段的主要天气特征。这样的天

气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出行等都

带来了诸多不便，防风保暖则成为

大家首要的问题。

中部地区昨日气温略升

今日全国大部回暖

地处热带的阿萨姆邦是印度

最主要的茶叶产区，位于印度东

北部，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早

餐茶——— 红茶以及英式风味茶叶

的重要出产地，而气候变化现在

也在这里留下了证据——— 茶味变

淡了。

这里出产的阿萨姆茶以其浓

烈、提神、稠厚的口感著称，通

常作为“早餐茶”出售。但是当

地农民说，不断升高的气温不仅

致使茶叶产量下降，而且导致茶

叶的生长环境出现了微弱但令人

担忧的变化，茶农说原本味道浓

郁的阿萨姆茶现在口味变淡了。

世界最大的茶叶研究中心、

茶叶研究协会的主任穆里杜尔·哈

扎利卡抱怨说气候变化造成了阿

萨姆邦的茶叶产量下降，他说，

过去八十年里，阿萨姆邦的平均

气温已经升高了 2 摄氏度。该协

会的科学家们正在分析气温变化

统计数据，以确定气温升高与相

应降雨波动之间的联系，以及对

茶叶生长产生的影响。

卡哈提说：“晴天的数量在

2010 年的季风雨季变得更少了，

这会导致茶叶产量下降，而且潮

湿的天气会破坏茶叶的原有风

味。”美国科学网预计到 2100 年

气温将会上升 6 . 4 摄氏度，美国

航天局报告说 2010 年一月到十一

月是有历史记录 131 年以来气温

最高的一段时间，而联合国的专

家说世界各国的减排承诺并不足

以保证气温升高保持在可控范围

之内。

近期，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

我国大部遭遇持续低温困扰。好在

11 日我国中部地区将率先小幅回

温，明天大部地区气温普遍回升，

但是气温回升有限，从整体上难以

改变现阶段气温偏低的局面。

随着冷空气对北方地区影响

的结束，11 日北方部分地区气温

开始回升，但升温的幅度不大，最

高气温普遍回升 2~4℃。升温过后，

河南大部、河北南部、山东等地的

最高气温回升到冰点及以上。北

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最高气温

普遍在 0℃ 左右徘徊，气象资料显

示，石家庄最高气温升至 1℃、天

津、济南市区最高气温 0℃。河南、

湖北、安徽等地最高气温均在 3℃

以上。

虽然 11 日受弱冷空气影响，

内蒙古东部、东北中西部、华北

大部气温将会有所下降。但是，

北方回温范围将明显扩大，从西

北地区大部、黄淮、江淮一直到

江南北部和西南地区东部一带气
温普遍小幅回升 2~4℃ 。预计，

江南北部、江淮、江汉大部的最

高气温将达到 5℃ 左右。不过江

南中西部、贵州一带的气温仍旧
低迷。

12 日南方的降水范围明显减

小，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到

华南中西部一带，其余大部天气

好转，气温开始回升。预计，南

方大部气温普遍回升 2~4℃ ，部
分地区回升 4~8℃ ，江南一带的

最高气温将回升到 5℃ 以上。最

新预报显示，长沙最高气温将升

到 7℃ ，贵阳的最高气温也将重

新回到冰点以上，达到 4℃ 。

气象专家提醒，虽然 12 日、

13 日我国大部气温回暖，但由于

气温整体偏低，回温有限，仍需

注意做好防寒保暖工作，南方大

部尤其是遭遇冰冻的地区，要抓

住有利天气条件，加强公路、铁

路、机场、桥梁等道路积冰积雪
清除、电力和通讯设施的维护融

冰等工作。

干雪与湿雪

晴间多云，西北转西南风

3-4 级，-10℃～ 1℃。

晴间多云，南风 3-4

级，-8℃ ～ 3℃。

气候变化威胁印度茶业

茶味变淡了

降雪有干、湿之分，雪花是由

冰晶构成的，只有空气温度在

0℃ 以下的时候，冰晶才不会融

化。有的雪花在降落的途中，气层

的温度始终在 0℃ 以下，这就使

得它们能够以雪花的姿态，降落

到地面而成为“干雪”；当气层的

温度高于 0℃ 时，它们就不得不

变换雪花的姿态，融为水滴而降

落，这就是雨；也有的时候，高空

的温度在 0℃ 以下，但在接近地

面时，却遇到一层不很厚的稍高

于 0℃ 的气层，雪花落入后还未

来得及全部融化便落到地面了。

于是就成为半融状态的“湿雪”

了；而若高空的温度较高，降下来

的是雨滴，但在近地层气温又低

于 0℃ 时，落下来的则是冻雨，这

种冻雨在地面上结成的冰粒便是

“雨凇”了。

13 日

14 日

四季
养生

红豆补血养生
红豆自古就被认为是养生食

品，具有减肥与养颜的作用，尤其

富含纤维素，可帮助排泄体内盐
分、脂肪等废物，对美腿有百分百

的效果。而且红豆还是不论男女

老少都可常常食用的食材呢。

红豆最常见的食用方法就是
煲红豆糖水，在煲里放入红豆、糖

和水，就可以尝到一碗绵软甜蜜

的红豆糖水了。

红豆糖水要用什么糖呢？若

是想要品尝出最精纯的红豆原

味，那么就非白砂糖莫属；而黄糖

则能使甜味较为突显，同时增添

色泽；黑糖或红糖的养生功效最

佳，最适合女性；冰糖则综合了各
种好处，能增加滋养功效，同时味

道也最佳。将糖放入汤锅里，煮至

融化再焖 5 分钟，一碗完美的红

豆糖水便完成了。

漫画：保护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