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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问：周一沪指高开，盘
中震荡走高，收盘上涨。
你怎么看？

答：受消息面利多刺
激，市场在预期中回升，
盘面上电子、通讯、食品
饮料涨幅居前，创业板
指 更 是 收 涨 2.14% 。 截
至收盘，两市涨停47只，
跌停1只。

技术上看，两市股指
均收出阳包阴K线，且收盘
时站上5日均线，这是7月
30日调整以来的首次，而
上周二的跳空缺口也几乎
回补完毕；60分钟图显示，
沪深股指收复5小时均线，
且60分钟MACD指标红柱重
新放大，显示技术形态进
一步向好；从形态来看，各
股指均刷新了近五日的
反弹新高，创业板指甚至
已经回补了上周缺口，显
示短期反弹仍在继续，和
之前预判一致，短期沪指
压力依然在2879点，突破
此位置还需成交的进一步
放大。

期指市场，各合约累
计成交、持仓均增加，各合
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有所增
加。综合来看，连续的利
好使沪深股指连续四日高
开，但两市成交并未同步
放大，显示后市信心还需
连阳刺激。

资产：周一按计划没
有操作。目前持有南玻A
（000012）45万股，京能置
业（600791）30万股，大族
激光（002008）7万股，一心
堂（002727）5万股。资金
余额4475250.12元，总净
值 10423650.12 元 ，盈 利
5111.83%。

周二操作计划：京能
置业拟不高于3.6元小幅
加仓，南玻A、一心堂拟持
股待涨，大族激光拟不低
于29.5元高抛，另拟关注
部分优质白马股。

胡佳杰

“关注明后天降雨，台风“利奇马”韧
性很强。”“今年所谓的‘热得反常’，
最关键的还不是气温，而是空气湿

度在挑事儿。”“这种天地相连的雨幕奇观，
专业说法叫‘雨幡’。”……新浪微博上，“天
师-卡赞”与他的167万粉丝分享着气象万
千。

“卡赞”真名叫卞赟，是中国气象局气象
工程师，也是知名的科学科普博主。因时常
被叫错名字，他索性改成了大家都爱叫的名
字“卡赞”。

和一些几乎不露面的科普大V不同，早在
十年前，卞赟便活跃在镜头前了——作为追风
小组的核心成员，深入台风一线，将很多人无
法看到的灾害天气用影像表现出来。最近台
风“利奇马”登陆，他又“刷屏”了。

被气象学家所折服
高考志愿选择气象专业
8月3日在成都举行的微博超级红

人节，卞赟受邀参加。这一天，雨后放晴
的成都，气温很快回升。卞赟习惯性地
打开手机APP，在微博上分享了一段话：

“这会儿虽然只有32℃，但空气相对湿度
有62%，得有38℃的体感。一个个被成
都近期气温数值给蒙蔽了，来了发现已
入坑，晚了……”

从天气、气候的维度去看一个城市，
对于卞赟来说，这不只是入行后的职业
习惯。

因为母亲大学读的是气候学专业，
卞赟家中自然少不了气象方面的书籍。
对于当时还年幼的卞赟来说，专业术语、
复杂的方程晦涩难懂，但一本有些泛黄
的《看图识天气》却成了他最爱翻阅的

“小画书”。书中，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三
族十属二十九类云，让卞赟对天空充满
了无尽的憧憬。

高考前夕，正值美国科幻大片《后
天》上映。因为被电影中气象学家客观
严谨的工作态度所征服，卞赟的气象梦
被点燃。在填报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被誉为“中国气象人才摇篮”“气

象界黄埔军校”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暴风雨里追台风
两次与死神擦身而过

对于卞赟来说，最初的梦想是成为气
象台一名优秀的天气预报员，不过进入中
国气象局工作后，误打误撞成为了“中国
追风小组”的一员。从2009年的“莫拉
克”到2013年的“菲特”，每当强台风登
陆，他便和同事背着摄像机迎风而上。

西方国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
始了“追风”，用影像记录台风的第一手
资料和数据，向公众展现台风危害，并为
科研提供参考。2001年，我国有了第一
支追风小组。卞赟加入时，追风小组已
升级为灾害天气报道小组，除了台风，也
追沙尘暴、泥石流等。

危险可想而知。卞赟曾亲身经历过
39米/秒的风。风力等级表上，最大级别
的风是12级，风速为32.6米/秒，这已十
分少见。而39米/秒的风已达到13级。

“我被吹得紧贴在一堵墙上才能站稳。
然后，我拿着测风仪伸出墙外，测得了当
时的风速。”卞赟说，自己没被吹跑，已是
万幸。

因为破坏力太强而被除名（台风名
将不再循环使用）的台风“菲特”，卞赟也
追过。2013年10月，强台风“菲特”在福
建最北端登陆。追风小组一路追寻台风

的步伐。在浙江温州苍南县，卞赟正在
做直播，一块铁皮从前方飞来，他下意识
地将摄像师推开，铁皮径直劈到身后直
径约40厘米的树上……

把微博做成朋友圈
与167万粉丝聊气象

正是这些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让卞赟感受到自己的责任：让公众更加
深入地了解灾害天气才能更好地防灾减
灾。

如今，卞赟在中国气象局主要参与
气象科普工作。除了在官方新媒体平台
向全社会传递气象资讯，他也通过个人
微博与公众“聊天”。

一开始，卞赟在微博上分享追风经
历，随着粉丝逐渐多起来，他渐渐当起
了气象界的“十万个为什么”，帮粉丝解
答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关于气象的疑
惑。曾经的灾害现场经历，也让他的科
普内容更加鲜活，更接地气。到现在，
其新浪微博“@天师-卡赞”已拥有167
万粉丝。

这次超强台风“利奇马”登陆，卞赟
不仅在中国气象局官方微博上直播台风
动态，也在个人微博上与粉丝互动，预报

“利奇马”的行径，分析台风的影响时间，
科普气象部门为啥要在台风天里放气球
……

在微博上，卞赟是个爱“刷屏”的活
跃分子。他笑言，自己是把微博当朋友
圈在做，但他的吐槽、搞笑、分享日常心
情，都会带上气象相关的话题，“正儿八
经地科普，让人有距离感。通过聊天的
方式，把科普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大家
更容易接受。”

卞赟说，虽然相比二三十年前，中国
公众对于气象、对于灾害天气的认知有
了很大的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
在差距。也正因如此，他一直有个心愿：

“希望自己的一点点力量，能够帮助更多
的人更好地认识气象，让大家前进的脚
步不会被天气所羁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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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祖国共成长”
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文艺作品征集

等你来战！

封 面 人 物 大 型 系 列 报 道

爱国情 奋斗者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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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标准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人
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高
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上取
得突出成绩，具有良好的社会
影响

推荐
方式

欢迎通过封面新闻APP的爆料
平台，推荐你心目中能够代表
中国力量的新青年；与此同时，
也可以在封面新闻微博、微信
等平台的相关稿件下方留言，
欢迎向我们推荐。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昂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公开征

集“你心中的新青年”人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过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白 杰 品 股“追风者”卞赟：

暴风雨里追台风
让气象科普更接地气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由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主办的“我与祖国共成长”退役军人事务文艺作品征集，于今日（8月
12日）正式拉开帷幕。

从诗歌到写作、从书法到绘画、从摄影到摄像，征集内容丰富、
体裁多样，涵盖六大作品类别，奖金丰厚、等你来战！

一、创作主题

本次征集活动主题为“我与祖
国共成长”，作品应与退役军人事
务相关，可围绕爱国之情、报国之
志、尊崇之光、奉献之美等积极向
上的情感视角实施创作。旨在展
现全省退役军人及退役军人事务
系统干部职工响应党的号召，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砥砺前
行，立足各行各业为经济社会建设
贡献智慧力量的生动形象。

二、作品类别

本次作品征集共分为写作（除
诗歌外的散文、小说等）、诗歌、绘
画、书法、摄影、摄像六大类。

每类作品设一等奖（1名）、二
等奖（3名）、三等奖（5名），奖金分
别如下：

写作：1500 元、1000 元、500
元

诗歌：1500 元、1000 元、500
元

绘画：1500 元、1000 元、500
元

书法：1000元、800元、500元
摄影：1000元、800元、500元
摄像：1000元、800元、500元

三、作品要求

参评作品应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围绕选题方
向，自定视角，自拟题目，力求主题
鲜明、观点正确。具体要求如下：

诗歌不限体裁，不超过50行，
应提供完整电子档文本；

写作分为小说、散文等，字数
1500—5000字以内，应提供完整
电子档文本；

书法可多种书体，应选用四尺
（69×138cm）以内宣纸，需附带实
物作品，草书、隶书应附释文；

绘画不要求体裁，应选用四尺
（69×138cm）以内宣纸，需附带实
物作品，附文字说明；

摄影作品可为单幅，也可
为图集，以 JPG 格式投稿，单一
作 品 不 超 过 30M，不 小 于
15M，附文字说明；

摄像作品，应控制在 5 分钟
内，鼓励创作短视频，如抖音短
视 频 ，不 超 过 500M，不 小 于
200M，以 WMV、MP4 格 式 投
稿，附作品简介。

四、投稿渠道

（一）实物投稿
投稿作品中需要附带实物的，

如书法、绘画，可邮寄至活动主办
方。

邮寄地址：成都市锦江区红星
路二段70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10
楼

联系人：李先生，联系电话：
028-86969099。

请务必附上个人姓名、单位和

联系方式。
（二）在线投稿
其余电子档作品，均通过电子

邮 件 发 送 至 2632203348@qq.
com，附个人姓名、单位和联系方
式。

五、声明事项

（一）每位应征者最多投稿6件
不同体裁的作品。在1个作品类
别，只能投稿1件作品。

（二）投稿作品须为原创且未
经发表的作品，不得有涉及法律法
规禁止的内容,不得违反保密管理
规定，无知识产权纠纷。凡涉嫌抄
袭、模仿他人作品者，一经发现，取
消参评、展出资格，产生的法律责
任由应征者自负。

（三）评选出的获奖作品，将获
得一定奖金（含个税），并将使用权
授予主办单位，主办单位可将获奖
作品作为基本素材，另行组织修
订、改编等非商业性再创作活动。

（四）因邮寄延误、邮寄丢失或
损坏、误寄或其他非征集方责任造
成应征方作品丢失或损坏的，征集
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次征集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主
办方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所有。

六、征集时间

本征集自发布之日起，至2019
年9月12日止，逾期投稿作品不参
加推评。

卞赟

过完“最热”还有“更热”
成都气温连续三天创今年新高

高温大戏越演越“热”。省气象台表示，8月11日8时到12日8时，全省无雨。很是干
脆！12日16时，省内最高气温出现在泸州古蔺38.7℃。8月12日8时至16时，全省范
围内发布了88条高温橙色预警信号。而在8月10日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后，成都一
鼓作气，已连续三天保持高温，而且最高气温每天都在增加。12日，成都最高气温已
达到36.1℃。

昨日成都最高气温达36.1℃

你一定没想到，夏天没出的
汗，在“立秋”后补了回来。整个夏
天，成都都在发布暴雨预警。然
而，8月10日，“立秋”节气的第三
天，今年首个高温蓝色预警来了。
高温一出，一发不可收拾。10日
当天，成都最高气温达到35℃，这
也是今年成都首个高温日。要知
道，在此之前，今年最热的一天，7
月1日，也才34.1℃。

这轮高温前的夏天有多凉
快？记者从省专业气象台了解到，
6月1日到8月9日这70天里，有
32天最高气温都没上30℃，6月
14日到6月19日、6月23日到6
月27日、7月6日到7月12日成都
曾持续凉爽，6月24日，成都最高
气温仅20℃。

曾经有多凉快，如今就有多心
塞——高温预警信号天天来。11
日，全省共发布了70条高温橙色
预警信号；12日，仅8时至16时，
全省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就已达到
88条。

成都的气温也对得起大家的
关注。继8月10日出现首个高温
日后，11日，成都再接再厉，热到
35.6℃，12日，气温又上了一个台
阶，达到了36.1℃。气温连续三天
创今年新高，你还好吗？

但俗话说，没有“最热”，只有
“更热”。根据成都市气象台的预
报，13日午后到傍晚的分散阵雨
或雷雨依旧不能解成都的暑，最高
气温依旧可达36℃。本周，受青
藏高压控制，成都将维持晴热天
气，最高气温基本都在35-36℃。
在这个靠空调续命的日子了，请大
家确保家里的电是充够了的。

稍安勿躁，一丝清凉即将送到

省气象台说了：随着高空低值
系统东移，8月13日到14日，盆地
自西向东将有一波降水，盆地西南
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高温将有
所缓解。

12日晚上：雅安、乐山、眉山、
自贡、宜宾5市及盆地西部沿山多
云间阴有雷雨或阵雨；甘孜州西北
部、东部和阿坝州东部多云间阴有
分散的阵雨或雷雨，攀西地区多云
间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

13日白天：成都、雅安、眉山、
乐山、自贡、宜宾、泸州7市及盆地
西部沿山多云间阴有雷雨或阵雨，
雷雨时有短时阵性大风，局部地方
中雨，个别大雨到暴雨；川西高原
和攀西地区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
雷雨，其中阿坝州中部、甘孜州东
部、凉山州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
部暴雨。

8月13日晚上到14日白天：
雅安、乐山、眉山、宜宾、泸州5市
和广元、绵阳、德阳、成都4市西部
多云间阴有雷雨或阵雨，雷雨时伴
有短时阵性大风；甘孜州西北部多
云间晴，川西高原其余地方和攀西
地区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雨
量普遍小到中雨，局部大到暴雨。

8月14日晚上到15日白天：盆
地西部沿山早晚多云间阴有分散的
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
局部地方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

当然，在炽热的烈日下，“洒水
车”那点水是根本不可能改变什么
的！13日的“清凉”，更适合四川
人用来遐想……

省气象台提醒，13日，盆地东
部依然是晴热天气，最高气温有望
突破39℃！

8月15日—18日可能又要回
到晴好天气时段，只在盆地西部沿
山一带局部阵雨。

目前重点还是要注意预防较强
紫外线和高温天气，做好防暑降温。

你问我四川好久真正降温？
再坚持一下……预计 8 月

19 日—22 日雨水开始有所增
多。到时候看四川会不会热得
温柔点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综合川报观察

回补缺口

8月12日，成都气温高达3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