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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23日电“天
宫课堂”第二课23日开讲，“太空教
师”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中国
空间站再次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一堂
精彩的太空科普课。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
绍，在约 45分钟的授课中，神舟十
三号飞行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
平、叶光富相互配合，生动演示了微
重力环境下太空“冰雪”实验、液桥
演示实验、水油分离实验、太空抛物
实验，讲解了实验现象背后的科学
原理，展示了部分空间科学设施，介
绍了在空间站的工作生活情况。授
课期间，航天员通过视频通话形式
与地面课堂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

这次太空授课活动在中国科技
馆设地面主课堂，在西藏拉萨、新疆
乌鲁木齐设2个地面分课堂。

后续，“天宫课堂”将持续开展
太空授课活动，进行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航天科普教育。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3月 23日，记者从省教育厅
获悉，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河南广播电视台、团省委等 6部门共同主
办的“出彩河南人”第五届最美大学生宣传推介活动正
式启动。

此次宣传推介活动以“飞扬我青春，逐梦新时代”为
主题，推介范围面向具有河南省正式学籍的全日制普通
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分推荐、初评、终评、表彰 4个阶
段进行。各高校按照宣传推介条件，于 3月 23日至 4月
10 日推荐报送 1 至 2 名候选人。4 月中旬进行活动初
评，将从推荐候选人中推选出 20名“出彩河南人”第五
届最美大学生候选人。活动终评阶段将于 4月下旬开
始，经综合评定推选出 10名“出彩河南人”第五届最美
大学生。宣传推介结果预计在 5月向社会公布并进行
表彰。

河南最美大学生宣传推介活动至今已举办四届，涌
现出了一大批代表我省青年大学生群体青春面貌的优秀
学子，在全社会引起良好反响，全省高校师生在一个个感
人事迹中“走近最美、学习最美、成为最美”。全省各高校
将以本次宣传推介活动为契机，引导青年大学生正确认
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
任，厚植爱国情怀，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③5

□本报记者 赵一帆

3 月 23 日是世界气象日，今年
的主题是“早预警，早行动：气象水
文气候信息，助力防灾减灾”。在
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日渐多
发，及早预警是筑牢防灾减灾第一
道防线的关键。那么，气象预警是
怎样“诞生”、又是如何传播的呢？

事实上，和世间万物一样，一条
气象预警的“一生”遵循着从萌芽、
面世、成长到消亡的生命规律，即孕
育、诞生、传播和解除四个过程。

为了更早发现可能引发灾害的
天气现象，气象工作者要通过空、天、
地、海四基观测设备，对风、温度、气
压、湿度、能见度、雨量（雪量）、雷电、

云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
断监测。而这些繁杂的气象观测数
据，又通过超级计算机被处理成气象
灾害发生可能性的数值。

气象员根据得到的数值以及
全方位的立体观测数据，分析天
气图和国内外数值预报产品，诊
断天气演变，并将研判得出的预
报数值与预先设定好的预警级别
标准临界值进行比较，合乎条件
时即启动发布相应类型与级别的
气象预警。

经过签发的“预警”信息，还要
经过一条“必经之路”——国家突发
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作为国家
应急指挥平台体系的一部分，国家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包含国

家、省、市、县四级预警信息发布中
心，预警公众覆盖率达到 87.3%，预
警发布时效达到 3至 8分钟，能在 1
分钟内靶向发送给受影响区域的防
灾责任人，迅速开展应急响应。

为尽可能提高预警信息发布的
覆盖率、实现快速精准的预警信息
发布，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
象台站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的同
时，还要通报本级人民政府及有关
部门、防灾减灾机构，以便做好衔接
预案。

到这里，预警发布工作还没有
结束。气象预报员要对影响预警的
数据持续观测，及时调整预警级别；
当影响预警的天气过程结束后，及
时向公众发布预警解除消息。③6

“天宫课堂”第二课开讲

气象预警是如何“诞生”的

气象灾害预警

▶3 月 23 日，“天宫课堂”第
二课开讲，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航
天员在中国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
新华社发

3月 22日，省气象局的科普专家走进郑州市管
城区创新街花溪小学，向孩子们介绍气象知识，培养
他们的防灾减灾意识。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气象科普进校园

“出彩河南人”第五届最美
大学生宣传推介活动启动

嵩
山
之
巅

知 多 少

■关注第62个世界气象日

本报讯（记者 王昺南）交割是联系期货市场与现
货市场的纽带，也是期货交易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直接
关系到期货市场的稳定运行和功能发挥。3月 23 日，
记者从郑州商品交易所获悉，2021 年，郑商所新增 12
家交割仓库、33家交割厂库，覆盖 14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期货交割布局进一步优化，服务实体经济范围
不断扩大。

为解决产业链供需“梗阻”问题，郑商所创新推出弹
性库容。针对 PTA（精对苯二甲酸），近年来，郑商所在
平湖华瑞仓储有限公司（浙江）等公司原有交割库容的
基础上，增加临时存货点，并增设厦门国贸物流有限公
司（福建）为交割仓库，累计增加 PTA期货交割库容 48
万吨。弹性库容通过空间换时间，不仅稳定了相关企业
的生产经营，还调整了供需关系，对稳定原材料价格起
到了“蓄水池”和“缓冲器”的作用。

郑商所积极促进期货交割布局与产业供需格局高
度匹配，助力商品国内大循环。目前，郑商所共设置 13
个红枣期货交割仓库，其中新疆 10个、河北 2个、河南 1
个，与全国红枣产业供需格局高度契合。

此外，郑商所促进期货交割仓库与物流枢纽形成合
力，更好服务产业发展。在晋冀鲁豫四省交会处安阳，
郑商所设置了尿素、纯碱、锰硅等多个品种的期货交割
仓库。

郑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郑商所将继续顺
应市场发展，优化交割仓库布局，为客户进行期货交割
提供便利。同时，完善交割制度，提高品种运行质量与
交割效率，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完善的服务。③6

郑商所去年新增
交割仓（厂）库覆盖14省份

本报讯（记者 谭勇）3月 17
日，我国正式入汛。三天后，我
省淮河流域遭遇持续强降雨。
省水利厅科学调度、综合施策，
出山店水库超蓄洪水，在建省重
点工程息县大闸经受了有记录
以来最强春汛。

3月 20日 8时至 22日 8时，
信 阳 市 降 暴 雨 ，平 均 降 雨 量
102.8毫米；南阳南部、驻马店南
部普降中到大雨。受降雨影响，
淮河干流及淮南支流出现涨水
过程。

“本次降雨处于春汛期，强
度高、水量大，淮河干流出现明
显涨水，影响在建的省重点水利
工程息县大闸安全。”省水利厅
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冯林松说，
息县大闸是全省十大水利工程
之一的河南省大别山革命老区
引淮供水灌溉工程的枢纽工程，
该工程正处于施工期，施工围堰
按照非汛期 5年一遇设计，设计
过流能力每秒600立方米。

此次涨水，淮河干流息县水
文站流量达到每秒 1190 立方
米，创有水文记录以来春汛最高
值，最高水位超过围堰顶，形势
严峻。

3月 21日晚，省水利厅组织
会商研判，采取有效措施迅速果
断应对，充分发挥水工程拦洪削
峰作用，调度出山店水库最大入
库流量每秒 989立方米、控泄流
量每秒 100 立方米，削峰率达
90%，有效减轻了下游河道防洪
压力。出山店水库 23日 4时最
高 水 位 88.90 米 ，相 应 蓄 洪 量
2.38亿立方米。

“如果没有出山店水库拦蓄
洪水，后果不堪设想。”冯林松介绍，出山店水库的建成，
结束了淮河干流上游无控制性工程的历史，按 1000年
一遇洪水设计，设计水位95.78米，校核水位98.12米，正
常蓄水位88米，去年12月 30日通过水利部组织的竣工
验收。

水利部门还立即对息县大闸施工围堰进行加高加
固，于21日连夜将围堰高程先由 35.2米加高至 37.5米，
可防御每秒1300立方米的洪水，后加高至38米，同时培
厚加固，确保安全过流。为做好技术支撑，省水利厅第
一时间派出专家组赶赴现场，制定抢险方案，现场组织
实施。

目前，淮河干支流水库、河道及施工围堰运行平稳
安全。③6

□本报记者 冯军福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时隔 3个
多月，天宫课堂再一次与学生们见
面。

3月 23日 15时 40分，神舟十三
号飞行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
叶光富化身“太空教师”，在距离地面
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为孩子们带
来一堂太空科普课。

“从空间站看地球，原来这么漂
亮！”郑州市郑东新区永平路小学一
年级学生张宸瑀兴奋地瞪大眼睛，观
看着“天宫课堂”直播。教室里，不时
爆发出阵阵惊叹声和掌声。

“天宫课堂”第二课采取天地对
话方式进行，由航天员在轨演示太空

“冰雪”实验、液桥演示实验、水油分
离实验、太空抛物实验，介绍与展示
空间科学设施。

不同于平日里的“三尺讲台”，孩
子们对于 400公里外的“最高”讲台

充满好奇。为什么要做这些科学实
验？实验背后的原理是什么？空间
站又是怎么建成的？上完这节课，张
宸瑀有了更多疑问，但也由此激发了
他继续探究科学的浓厚兴趣。

“我最感兴趣的是太空‘冰雪’实
验。”河南省第二实验中学八年级学生孙
佳琪说，当她看到王亚平用小棍点在液
球上，球体瞬间开始“结冰”，几秒钟后
又变成通体雪白的“冰球”，感觉不可
思议，“这一幕仿佛发生在魔法世界。”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神奇的现
象，关键在于小棍上沾有晶体粉末。”
课堂上，孙佳琪的疑问很快有了答
案，物理老师徐月霞道出了实验背后
的奥秘。

“我以后也想成为一名航天员。”
孙佳琪说。

播撒梦想，生根发芽，正是“天宫
课堂”的意义所在。把星辰大海带入
孩子们的眼里、心里，科学的种子就
此埋下。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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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辰大海里播撒梦想

□本报记者 赵一帆

3 月 23 日是第 62 个世界气象
日，这天，河南大部地区天气晴好。
对于嵩山气象站站长刘伟斌来说，
这是难得的“节日”礼物。

刘伟斌的工作很特殊。首先是
工作地点。嵩山气象站建在登封市
嵩山跑马岭上，海拔1178.4米，平均
气温要比山脚低6至 7摄氏度，是河
南唯一一个高山国家基准气候站。

其次是工作环境。由于不通公
路，从 1956 年建站至今，观测员的
通勤之路只能靠徒手攀爬，上山要
花费两个多小时。后来，大家干脆
就住在了山上。

刘伟斌是两天前上的山，这次
他要在站里连续工作 10天。远离
城市喧嚣，山上的生活简单而纯粹，
每天的工作也如同复制粘贴般整齐
规律。

早上 7时，气温还在零下，刘伟
斌和同事们已经准时到达了观测
场。每天的第一项工作，是检查气
象监测仪器的运行状况、巡视观测
场。

“裸露”在山巅的监测仪器，要
经受各种复杂天气的“考验”，气温
过低、降雪、冰冻等恶劣天气都有可
能影响仪器稳定工作。而今天的好
天气，意味着大家的工作量能减轻
一些。

气象观测站里有个地标——一
座十多米高的风塔，用来监测风向
和风速，远远望去很显眼，也是站里
设备中检查维护最难啃的“硬骨
头”。

“检查风塔运行要沿着垂直的梯子爬到顶端。到了
冰雪天，风塔里的传感器经常上冻失灵，梯子上又裹着
厚厚的冰，打滑厉害，只能一边爬一边用锤子敲掉冰
块。”刘伟斌说。

不过，山上的夏天更不好过。山顶极度潮湿，很难
见到太阳，驱之不散的雾气能持续好几十天，屋里的地
板墙壁上常挂满水滴；强对流天气“光临”时，雷电仿佛
就在头顶“爬行”……在这里工作的“老气象人”，大都患
有风湿病。

观测场之外的“第二战场”是观测室——几台电脑
一字排开，屏幕上显示着各种实时气象数据。自 2020
年 4月 1日起，嵩山气象站地面气象观测已实现全面自
动化。

“每分钟采集一次数据，每5分钟上传一次数据，遇
到异常天气，再加密观测。过去我们每天都要看云，进
行人工观测。现在，计算机的‘智能大脑’已经完全代替
了人工。”刘伟斌说。嵩山气象站反映的是我省整个西
部山区的气象特征，这里观测到的气象数据，除了为气
象部门天气预报、预警提供依据，还作为研究气候变迁
的一手资料，参与到国际信息交流中去。

天色将晚，又一日的云卷云舒被这山巅气象站“尽
收眼底”。刘伟斌还是习惯性地站上观测台看看云，只
见远处的城市已亮起点点微光。③6

嵩山气象站全貌。⑨6 嵩山气象站供图

预警级别 灾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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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特别严重

蓝 一般
黄 较重
橙 严重

14种气象灾害预警

台风 暴雨 暴雪 寒潮 大风

沙尘暴 高温 干旱 雷电 冰雹

霜冻 大雾 霾 道路结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