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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指数 ◎

格部分城市天气格

紫外线指数：最弱

属弱紫外线辐射天

气，建议涂擦 SPF

在 8-12 之间的防晒

护肤品。

洗车指数：不适宜

未来 2 4 小时内有

雪，如果在此期间洗

车，雪水和路上的泥

水可能会再次弄脏

您的爱车。

旅游指数：不适宜

天气稍冷，时有雪花

飘落，风较大，可能

对您的出行产生一

定的影响。不适宜出

游。

约会指数：不适宜

天冷，风力很大，有

阵雪，可在温室内促

膝谈心。

小贴士

知 识
手 册

气象
科普

4 日

晴间多云，北风 4-5 级，-

9℃～ 0℃。

北京
阴 微风 -7℃ ～ 2℃

上海
晴 北风 3-4 级 2℃ ～ 7℃

济南
多云 微风 -6℃ ～ 3℃

青岛
晴 北风 3-4 级 -4℃ ～ 3℃

广州
阴 微风 7℃ ～ 12℃

6 日强冷空气抵潍坊
周五前后最低温重回-10℃

2011 年元旦期间，潍坊以阳

光灿烂、晴朗明媚的天气亮相，

风力较前几日明显减缓，给市民

带来新年的好心情。据潍坊市气

象局预报，本周中后期将会有强

冷空气侵扰潍坊市，届时将再度

出现大风降温。

1 月 3 日，潍坊地区晴转多

云，气温较 2 日又有回升，清晨

最低气温为-6℃ ，午后最高气温

为 0℃ 。白天暖湿气流将为潍坊

送来一定程度的水汽，随着气温

下降，天气转阴并将有零星小

雪。潍坊市气象局预报，零星小

雪天气将一直持续到 4 日白天。 5

日前后，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潍

坊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市

民外出时应注意保暖防寒。

据潍坊市气象局专家介绍，

本次有望带来降雪的天气，在向

潍坊行进的过程中稍有转向，导

致其主体进入潍坊境内时偏西、

偏南；再加上近几天，潍坊市空

气中的水汽条件较差，大部分区

县相对湿度约为 60% ，最为干燥

的市区相对湿度仅为 42% ，远远

低于产生明显降雪必备的 80% 左

右的相对湿度。因此，潍坊市仅

有个别区域降下零星小雪，大部
分地区未见雪踪。

据潍坊市气象局最新监测数

据显示，未来两天潍坊天气系统

相对稳定，以晴间多云为主，从 5

日起新一轮强冷空气便将抵潍

坊，届时潍坊市陆地将刮起 5 至 6

级北风，渤海海面阵风可达 8 至 9

级，降温幅度可达 5℃ 左右。预

计 7 日和 8 日清晨，市区最低气

温将再度跌至-10℃ 左右。

冻雨致湘黔桂交通拥堵

未来贵州仍有间断性冻雨

北美大平原位于美国得克萨斯

州西部和明尼苏达州之间的一条狭

长地带，这片定义模糊的区域因发

生在这里的大量龙卷风而得名。

通过统计除阿拉斯加州之外

的美国本土 48 个州，从 1950 年到

2007 年每平方公里的龙卷风发生

率，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地球科学

家 P.Grady Dixon 与同事确定了在

密西西比州中南部和阿肯色州中

部的一大片区域中的一些地区，每

年至少有一次龙卷风在其境内经

过 25 英里的距离。

这种比例类似于在大平原上

的龙卷风热点地区出现的情况。

与传统上被认为位于龙卷风

走廊中心区域的许多地方相比，密

西西比州史密斯县的一些地

方——— 这里是美国历史上受龙卷

风影响最严重的区域——— 发生龙

卷风的几率要高出约 35%。

研究小组指出，将包含这些地

区的龙卷风危险地图扩大将提高
公众的认识，并加大努力以减少龙

卷风造成的损失。

龙卷风是大气中最强烈的一
种涡旋现象。它的外形看起来像一
个猛烈旋转的圆形空气柱，上大下
小，从浓积云或积雨云中伸向地面

或水中，其空气猛烈地旋转着，颜色

有乳白色、灰色、黑色等。龙卷风风

速强，能达到每秒 150 至 200 米。同

时，龙卷风的移动速度很快，最快能

达到每小时 90 至 100 公里。美国被

称为“龙卷风之乡”，每年都会有

1000 到 2000 个龙卷风，而且强度

大，这主要是和美国的地理位置、

气候条件以及大气环流特征有关。

3 日，贵州湖南出现大范围冻

雨天气。受其影响，湘黔桂高速路

段通行受阻，造成严重车辆滞留，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采取积极措施

疏导。预计，未来 8 天，贵州仍将出

现间断性冻雨，但湖南不会出现范

围较大的冻雨天气。

3 日，贵州和湖南再次持续出
现冻雨天气。据最新气象资料显
示，2 日 5 时至 3 日 5 时，冻雨范围

主要集中在贵州大部、湖南西部和
东南部。其中，贵州共有 27 个县市

出现冻雨，全省大部出现电线结

冰，其中开阳县最大，达到 46 毫
米。湖南 47 县市出现冻雨，最大冻

雨达 13 毫米。同时，上述地区最高
气温均在 0℃ 以下，其中贵州最高
气温-1℃ ～-4℃，湖南最高气温

在-1℃ 左右。

冻雨灾害致湘黔桂交通大拥堵

受冻雨影响，1 日傍晚开始，

贵州境内高速公路已开始陆续关

闭。据新华网消息，目前，除镇
胜高速仅部分路段封闭外，其他

高速公路均已全部封闭。经交通

部门初步排查，高速公路滞留车
辆数千台、人员 6200 余人，此外

国省干线还滞留至少 600 人，全

省各客运站场滞留旅客万余人。

截至目前，贵州多个部门已经相

继启动应急预案，同时采取紧急

措施，全力疏散和救援高速公路

被困人员。

截至 2 日 17 时，因贵新高速

公路封路而滞留广西南丹的车辆

已达 1500 辆，受困群众增至七八

千人，被困车辆绵延 15 公里。当

地政府正采取多项措施保障受困

群众基本生活需要。

未来贵州仍有间断性冻雨

但难形成类似 2 日大范围冻雨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较强冷空

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未来

几天(4 ～ 10 日)，贵州中北部部分

地区将出现间断性冻雨天气，湖南

不会出现范围较大的冻雨天气。另

外，类似 2 日(贵州大部、湖南西

部)大范围冻雨天气出现的可能性

较小，但低温天气将持续。具体预

报如下：

4 日，贵州西北部局部地区

仍然有冻雨，但范围缩小； 5 日

至 6 日，本次冻雨天气基本结束；7

日至 8 日，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

加强，贵州中北部部分地区再度出
现冻雨；9 日，贵州冻雨明显减弱；

10 日，贵州西北部有冻雨。

什么是冻雨

多云间晴局部小阵雪，北

风短时南风 3-4 级，-8℃ ～

2℃。

晴间多云，北风 3-4

级增强到 5-6 级，-7℃ ～

-1℃ 。

北美大陆“龙卷风走廊”

越刮越宽

“冻雨”和人们常说的一般

水滴不同，而是一种过冷却水

滴(温度低于 0℃)，在云体中它

本该凝结成冰粒或雪花，然而

找不到冻结时必需的冻结核，

于是它成了碰上物体就能结冻

的过冷却水滴。

形成“冻雨”，要使过冷却

水滴顺利地降落到地面，往往

离不开特定的天气条件：近地

面 2000 米左右的空气层温度

稍低于 0℃；2000 米至 4000 米

的空气层温度高于 0℃，比较
暖一点；再往上一层又低于

0℃，这样的大气层结构，使得

上层云中的过冷却水滴、冰晶

和雪花，掉进比较暖一点的气

层，都变成液态水滴。再向下

掉，又进入不算厚的冻结层。当

它们随风下落，已经以过冷却

的形式接触到冰冷的物体，转

眼形成坚实的“冻雨”！

5 日

6 日

漫画：天气

四季
养生

冬季养生

适当食冷
民间有“冬吃萝卜夏吃姜”

的说法，千万不能把“冷食”拒
之口外。因此要想消除冬天的

“上火”现象，肠胃健康者不妨
适当地吃些性冷食物和凉菜，

喝些凉开水。冬天如能经常饮
用凉开水，则有预防感冒、咽喉
炎之功效。尤其是早晨起床喝
杯凉开水，能使肝脏解毒能力
和肾脏排洗能力增强，促进新
陈代谢，加强免疫功能，有助于
降低血压，预防心肌梗死。

有关专家还表示，由于低
温会加速体内维生素的代谢，

因此冬天想通过食物“保暖”，

不一定非要多吃性热的食物，

多吃些富含维生素的新鲜蔬菜
和水果也有助于“抗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