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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中国气象局新闻
发言人张祖强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刚刚过去的7月，是我国自
1961年以来的“最热7月”。

对于四川的小伙伴来说，虽
然不像江浙沪那样被热出天际，
但“高温”也没有忘记我们。在
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四川全省平
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3℃，
位于同期高温榜第三位，25个观
测站月最高气温创新高，全省平
均高温日数8.4天，为同期历史
第二多。看来，这高温，不只有

“质”，也有“量”。
在这酷热难耐之际，终于等

来一个好消息：据四川省气象台
预计，受冷空气影响，7日至8日
我省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
但这美好，只是暂时的。雨水一
过，气温又会很快升回来。别以
为“最热7月”过完就完了，8月，
一样不让你轻松。

烈日下完成任务后的成都
消防战士汗如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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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高温连雨城雅安也没逃过

据四川省气候中心统计，7月，
全省平均气温为24.9℃，较常年同
期偏高1.3℃，居同期历史第三高
位，盆地南部、中部和西部有25站
为历史同期最高。最热的地方，是
广安武胜，平均气温达到30.3℃。

7月，全省112个观测站出现高
温天气，61 个站最高气温超过
38℃，还有17个站的最高气温突破
40℃。7月26日，泸州合江的最高
气温达到了41.5℃，虽不比宜宾长
宁曾打下的43.5℃的历史记录，却
也是今年来全省气温的最高值。此

外，45个站的最高气温突破同期历
史最大值。

7月的高温，不仅范围广、强度
大，持续时间还很长。据四川省气
候中心统计，7月，全省平均高温日
数8.4天，为同期历史第二多，仅次
于2006年（8.7天）。而阆中、宜宾
县、渠县、叙永、长宁、兴文、珙县、
合江等8站，高温日数更是长达20
至22天，看来高温是按上班日在出
勤啊。

今年7月，盆地南部、中部和西
部，高温日数较往年偏多，有35个
站高温日数为同期历史最多，就连
雨城雅安，也出现了少有的高温连
发。整个7月，雅安高温天数高达

13天，比2006年同期还多了6天。
7月10日，雅安更是出乎意外地以
38.6℃拿下当天全省高温冠军。

成都
白天高温烤，晚上雷电吵

就成都而言，成都今年7月平
均气温为27.3℃，较常年同期偏高
了1.9℃。崇州、温江、都江堰、新
津、蒲江、邛崃、大邑的月极端最高
气温创历年同期最高纪录，其余区
市县与历年同期最高纪录持平。

在成都，最热的是简阳，相对最
舒适的地方应该是都江堰了。从

“质”上来看，简阳7月最高气温达
到了38.7℃，为全市最高，而都江堰
的最高气温为35.9℃，是最低的。
而在“量”上，简阳的热也是毫不逊
色。7 月，日极端最高气温超过
35℃的天数都江堰最少，只有2天，
而简阳则多达16天，是全市最多
的，其余区市县高温日在4～9天。

比起高温，令成都人更“刻骨铭
心”的，是几乎每晚准时登场的风雨
雷电。从7月12日开始，成都白天
有高温烤，晚上有雷电吵，一言不合
还有大风来捣乱。27日20时至28
日8时，成都全市均出现瞬时风速
大于10米/秒的大风天气，最大风
速出现在邛崃临济，为23.4米/秒，
风力达到了8-9级，可以掀起屋顶
的那种。

探因
副热带高压赖着不走

为何一热就热那么久？四川省
气象台专家为我们“揪出”了持续高
温的幕后推手：西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简称“副高”）。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青藏高
原高压这两个家伙是夏季影响四川
盆地高温过程的两个主角，7月10
日左右，青藏高原高压控制四川盆
地，盆地虽然热，但也就仅仅是热，
雨水少，空气干燥。

而7月13日之后，副高来了。
在它控制的区域，盛行下沉气流，不
利于云的产生，有利于太阳辐射对
近地层大气的持续加热。此外，它
还带来了海洋的暖湿水汽，于是，阵
雨、雷雨出现，空气湿度增加，闷热

感袭来，体感温度更高了。
而除了副高，这段时间，还有青

藏高原高压不时来晃一晃。在两大
高压的“保驾护航”下，高温自然也
就一路前行。

预计
7日有强降雨暂缓高温

进入8月，一如既往地热。但
请大家再坚持一下下，冷空气要来
营救我们了。

据四川省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
影响，7至8日我省有一次雷阵雨天
气过程，并伴有阵性大风，雨量分布
不均，多分散性短时强降水；广元、绵
阳、德阳、成都、雅安、眉山、乐山、宜
宾、泸州、内江、自贡、达州、广安13市
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攀西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川
西高原有小到中雨，局部大到暴雨。

这场雨水，将带来一丝清凉，但
这美好，只是暂时的。雨水一过，气
温又会很快升回来。

没办法，8月，气温偏高依旧是
主旋律。据四川省气候中心预计，8
月，全省气温以偏高为主，气温除攀
西地区较常年偏低0.5至1.0℃外，
省内其余大部分地区较常年偏高
0.5至1.0℃。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吴冰清

摄影 刘陈平

“双瞳如小窗，佳
景观历历”，8月5

日上午 10 点魅族年度旗
舰——PRO 7 系列手机
正式开售，用户可以通过
魅族官网、京东、天猫、苏
宁等电商平台下单购买，
也可以前往魅族各大线
下门店体验购买，魅族
PRO 7 售价 2880 元起。
因其拥有创新的设计、出
色的性能和产品体验而
备受用户追捧。

全球首款双屏双摄手机
让你工作生活更便利

魅族PRO 7最大的亮点在于采用
了前后两块屏幕的设计，其通过独特的
双屏显示为用户提供了全新的使用体
验，正反两面，双面呈现，背面的副屏被
魅族称之为“画屏”。

PRO 7系列的画屏配合 Flyme 的
全新交互功能，可以让你的职场生活更
加便利，背面画屏支持后置双摄自拍，
双指截屏、专属徽章、天气、计步、通知/
状态提醒、休眠 MP3 等多种功能。后
置双摄与画屏的组合，只需在画屏亮屏
状态下，上滑进入相机模式，此时就可
以利用画屏取景，按下音量键即可实现
后置双摄自拍。

长按电源键，可进入PRO7系列独
有的「休眠 MP3」模式，手机此时只能
播放音乐，其余功能全部关闭，画屏则
能显示音乐播放界面，让手机化身
MP3，让用户在飞行过程中也能没有顾
虑的充分享受音乐之美，感受生活之
美。

双1200万像素摄像头
完美记录每个精彩瞬间

PRO 7系列采用「黑白+彩色」双
1200 万像素的索尼 IMX386 摄像头，
支持 PDAF 相位对焦、背景虚化、极致
黑白等多重模式。其中背景虚化支持
多级虚化调教。

彩色摄像头负责捕捉色彩，黑白摄
像头保留更多细节，全新多帧降噪算
法，能够在夜拍方面得到更好的效果。

前置方面，魅族 PRO 7 搭载了
1600 万像素摄像头，结合全新的
Arcsoft 美颜算法，同样能让你记录美
好的瞬间。

10核心处理器
性能十分优秀

魅 族 PRO 7（高 配 版）/PRO 7
Plus 此次搭载联发科技最新的 Helio
X30 十核旗舰级处理器，采用目前业界
领先 的10nm 工艺制程，与上代相比，
整体性能提升 35%，通过联发科技最新
的三丛十核芯的智能调配，功耗相较于

上代产品下降 25%。目前 PRO 7（高
配版）/PRO 7 Plus 都已通过了腾讯王
者荣耀认证，能够完美运行高帧率模
式。

三五年前「不服跑个分」是整个手
机圈的惯性思维，但在如今整个性能过
剩的年代，再去通过跑分去评价手机好
坏已然不行，好车是靠调教，手机亦是
如此，无论联发科技与魅族都无意追求
那段天下第一的文字，只有不断的对产
品进行雕琢，提升用户的体验这才是联
发科技与魅族长久以来追寻的目标。

魅族PRO7昨日火爆开售“画屏双摄”备受追捧

记者在成都多个魅族专卖
店看到，魅族PRO 7 线下首销
的场面十分火爆，早上8点不
到，太升南路魅族专卖店门口
就排起了长龙，排在第一个的
消费者张先生告诉记者，自己
是资深“魅友”，想早点拿到手
机，所以一大早就来排队。如
此火爆的销售势头，对魅族而
言无疑是一剂强心针。由此也
可见，魅族的线下渠道经过最
近几年的不懈努力发展，现在
已颇具规模，初显成效。

而为了此次首销活动，魅
族也掀起了九城联动的超强阵
势，欲借魅族PRO 7的首发，重
塑魅族在高端市场的口碑，进
一步扩大线下销售的影响力。
而从各地首销的情况来看，魅
族线下实体店的火爆势头也将
会持续一段时间。

快充技术加持
充电更迅速

魅 族 PRO 7 配 备
3000mAh，辅以 mCharge
快充，8V/3A的充电功率，半
小时即可充满 50%，PRO 7
Plus则配备3500mAh容量
的电池，PRO 7 Plus 配备的
mCharge 有所不同，更接近
今年 MWC 魅族发布的
Super mCharge，5V/5A
低压大电流的新方案可以
20 分钟充满 50% 左右的电
量，全新的方案提升了充电技
术，能够节省时间，即使公务
在忙，手机也能持久续航。

更安全的操作系统
使用更放心

作为魅族官方的操作系
统，Flyme 得到了业界好
评，其中 mBack的使用，就
有用户表示：用了就回不去
了。除此之外，游戏模式能
够屏蔽不重要浮动通知，具
有更便捷的接听电话方式，
让你游戏时不在被打扰。
平行空间则为用户提供不

同场景的使用模式，用户只
需解锁时输入相对应的密
码或指纹，即可随意切换各
种模式。

安全方面，魅族 PRO
7/PRO 7 Plus 支持芯片级
伪基站识别技术，从根本上
阻隔手机与伪基站的联系，
接入全新的伪基站数据系
统，不断更新、增强防护服
务，并且魅族将技术进行开
源，与各手机厂商及电信服
务部门携手合作，彻底消除
伪基站的骚扰。在日常支
付方面，Flyme 也能为用户
保驾护航，在使用微信、支
付宝进行支付时，Flyme 系
统能够在支付场景下进行
支付保护，同样保证用户财
产安全。

作为目前国内优秀的系
统之一，Flyme 除以上几个
功能点之外，还具有儿童模
式、联系人时光机、客户端回
收站、通知管理等一系列人
性化的功能，无需繁琐设置，
为你打造更智能、更随性的
手机系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且菲

魅族PRO 7系列首销，
除了在线下被用户疯抢，在线
上各大平台上的销售也同样
火爆。而这一切源于消费者
对魅族PRO 7的认可。魅族
PRO 7系列不仅仅是多了一

块“画屏”，也是中国手机行业
“敢为不同”的创新精神的体
现。在手机同质化如此严重
的当下，国产手机欲突破发展
瓶颈，必须在创新上下功夫，
而这次魅族走在了前面。

记者观察

成都不定时工作制首个周末
交通执法整治旅游大巴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智）8
月5日，星期六，早上6点半，大多
数人还在睡梦中，但成都市交委执
法总队四大队执法人员已经上岗，
在旅游旺季对旅游大巴进行整治，
并查获一台未按计划运行的大巴。

5日下午，成都市交委执法总
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天是成
都实行不定时工作制首个周末，执
法总队已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在主
城区主要车站和市管高速公路重
点执法区域，开展错时工作、延时
服务，周末和节假日照常执法。

另外在双流机场，执法人员实
行轮班工作制，一周七天，一天24
小时均有执法人员值班，以确保广
大旅客朋友顺利出行。

川大留学生
川西体验行

三五成群的藏寨相互偎依，红
色的木质架构和屋檐搭配原色、白
色墙体，高山峻岭间，星罗棋布的藏
式楼房点缀在青山绿水间，不时有
袅袅炊烟，宛如世外桃源。位于丹
巴的甲居藏寨素有“中国最美乡村
古镇”的美誉，也是留学生川西行的
住所之一。

进入房间，越南留学生阮氏玲
江却很是惊讶，原本以为古朴的村
落里会是古旧的住宿环境，没想到
藏寨里却隐藏着一应俱全的现代化
家具，有空调、热水器和无线网络，

“这和我们在城市的居住已经没有
什么区别啦！”

除了沿途的风光，“吃什么”也
成了留学生最关心的问题。

沿途从甘孜走到阿坝，藏民家
中鲜嫩可口的手抓牛肉和鲜美的酥
油茶都是留学生的“盘中餐”，不过
最让大多数人念念不忘的，还是藏
族特色美食“火烧馍馍”，看似平平
无奇，一口咬下去清脆又回甘，唇齿
间还萦绕着炭火的香味，“我们在家
乡也吃饼，不过这个馍馍的味道很
特别。”阿卜杜拉说道。

五天的体验行程结束，对阿卜
杜拉来说好似“圆梦”。怀揣着对四
川历史文化的好奇，一年前来到这
片土地，课堂上了解到四川藏区文
化，想着一定要去走一遭，阿卜杜拉
踏上了这次的川西行。“他们偏居在
山区，却对生活依然热爱，这是我五
天学到的最宝贵的财富。”

“体验中国”系列外宣活动由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旨在以外国
体验者的文化视角和表达方式，通
过文化碰撞带来的体验，分享和传
播中华文化。四川作为“体验中国”
的启动省份，自2月起先后有迪玛
希、阿米尔·汗等知名人物到访，深
入四川体验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
接来下，“体验中国”项目将通过“全
球招募计划”，为更多外国友人创造
亲抵四川的机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8月5日，由省政府新闻办组织
的“体验中国·2017海外留学生四
川行”活动正式落幕，来自四川大
学的20名留学生也顺利回到成都。

五天短途，留学生阿卜杜拉从
成都出发，辗转到甘孜、阿坝，“这
是我来到中国后，最有意义的一个
暑假。”看文物、跳锅庄、宿藏寨、吃
藏餐，五天的川西藏区行也已成为
他关于四川的美好记忆。

预计明天强降雨暂缓高温
过完“最热7月”，8月四川气温依旧偏高

7月13日，天府广场地表温度逼近50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