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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以来，西宁的天有点冷。眼看七
月已经过半，西宁的气温总是徘徊在 25
摄氏度左右，不少市民有疑问，都已经入
伏，为什么西宁迟迟热不起来？

今年西宁还未出现
30摄氏度以上气温

今年自立夏以来，西宁炎热的日子并
不多见。7月 12日，全国各地进入一年中
最热的三伏天，不少西宁市民却表示都已
经入伏，天气始终热不起来，夏天是不是
都已被“遗忘”，走在西宁街头，穿夏装、春
装、秋装的人都有。

7月 16日，记者打开气象预报手机软
件看到，南方多个城市已经拉起高温黄色
预警，西宁不仅天气凉爽，玉树、祁连等地
还出现了降雪和雨夹雪天气。清凉的天
气让省外游客感受着高原的美丽冻人，市
民小刘说，原本想象中的夏天是坐在户外
喝冷饮吃西瓜，但 7 月的西宁温差大，早
晚外出还需要穿长袖外套。也有网友调
侃，这个夏天，西宁的气温总是在“满 20
送 5”“满 25减 10”的过程中循环。

记者从青海省气候中心了解到，今年
6 月，西宁市最高气温为 26.8 摄氏度，为
1999年来最低的一年。7月 1日至 7月 16
日，西宁平均气温偏低 1.8摄氏度，平均气
温为 2016年以来最低。

根 据 气 象 监 测 数 据 ，从 1999 年 至
2018 年，每年 6 月至 8 月，西宁市出现 30
摄氏度以上的天气仅有 118 天，平均每年
只有 6 天时间在 30 摄氏度以上，在 20 年
的气象记录中，西宁市历史极端最高气温
记录出现在 2000 年，温度为 36.5 摄氏度，
出现连续 30 摄氏度以上的天数达到 12
天。今年以来，西宁也还没有出现 30 摄
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降水频繁导致气温起伏较大
是什么原因导致西宁如此凉快呢？

青海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戴升分析，今
年我省高温天气出现时间偏早，4 月，民
和、循化等地气温已经突破 30摄氏度，我
省东部农业区大部分气温普遍偏高 0.5摄
氏度至 1.3摄氏度。

入汛以来，我省南部地区多低涡活动，
极地冷空气不断南压，致使西伯利亚冷空
气频繁南下，与西南暖湿气流不断在高原
汇合，造成长时段较大量级的降水天气，降
水频繁导致气温起伏变化大。6 月，全省
平均降水量为 92毫米，比历年平均值偏多
33%，降水量列1961年以来第三多。

西宁气温偏低跟冷空气活动频繁有
关，除了平均气温在冷空气的频繁“打压”
下偏低外，暖湿气流也不示弱，两者频繁
接触导致雨多晴少的天气转变。6 月，西
宁来一场冷空气就下一场雨，雨水在蒸发
的过程中吸收热量，导致最高温下降明
显。

受天气影响
冷饮空调销售降温

随着天气的变化，不少服装店内已经
将各式新款秋季服装提前上架。7 月 16
日，记者走访西宁部分商场、超市发现，家
电商家也受到天气影响。东大街苏宁电
器售货员说，原本西宁的空调使用率就不
高，今年夏天，西宁保持着清凉的天气，很
多夏季空调、电扇等商品纷纷贴上降价标
签，销售量相较往年有了明显下降。

每到夏季，冷饮销售火爆，可是今年
受天气影响，冷饮批发销售额有所下降。

“今年的冷饮生意不太好，雪糕啤酒没有
往年卖得好。”在黄河路开超市十余年的
陈万辉告诉西海都市报记者，原本七月和
八月是啤酒、雪糕销售最好的时候，他的
店铺一天批发加零售的营业额可以达到
2000元左右。但今年夏天，购买冰镇冷饮
的市民减少，冷饮一天的销售额只有 400
元左右，日营业额下降了约五成。

都已入伏 为何西宁还不热
本报记者 吴梦婷 通讯员 马占良

本报讯（记者 郭红霞）7 月 15 日，
100位乡村教师、20位乡村校长以及 100
位乡村师范生们在杭州师范大学，迎来
了他们人生中的闪光时刻，我省 2017年
获奖的 4位乡村教师和 2018年获奖的 2
位乡村教师参加。

15 日，杭州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中
心大剧场里，座无虚席。经过 3 年持续
不断的素质提升计划，2017 年获奖的
马云乡村教师和乡村校长结业，当天，
首届马云乡村师范生颁奖同期举行，
120 位乡村教育家们以全新的面貌再
次出发，100 位年轻的教育新秀也正式
启航。

“结业不代表结束，学习没有终点，
今天应该是一个优秀老师的开始。”典
礼现场，马云与老师们一一握手，连续
送出几十个“熊抱”，并以多个感谢向乡
村教育家们致敬。

“我特别感谢全国所有坚守在农村、
偏远地区的老师们，你们的努力和付出
正在改变着这个国家。我感谢大家的坚
持，我们很荣幸能够跟大家一起参与中
国未来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马云在致辞
中说。

根据马云乡村教师计划设定，对每
位获奖教师，马云公益及基金会将提供
持续 3 年的资助及发展支持。每周三 19
时 30 分，对所有马云乡村教师来说是固
定的充电时间。每到这一天，都有一位
教育专家准时上线钉钉群，为教师们带
来在线分享。寒暑假，老师们还会被邀
请到一起游学或集中研修。

未来 5年，马云公益基金会将为每位
师范生提供共计 10万元的现金资助和持
续的专业发展机会，帮助他们在乡村一
线实现个人价值，改善乡村教师队伍人
才结构，让乡村教育薪火传承。

我省4名教师
完成“马云乡村教师”培训

本报讯（记者 郭红霞 彭娜）为了帮
助有梦想的贫困大学新生，也为了将爱
心延续下去，西海都市报“西海爱心基
金·2019 年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再出发。
本报再次向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发出诚
挚的邀请——如您愿意奉献一份爱心，
请拨打西海都市报 96369 新闻热线联系
我们。

2014 年，西海都市报发起圆梦行动，
号召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奉献爱心，帮助
贫困大学新生顺利走进校园。过去的五
年，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先
后为几十名优秀大学新生提供 2000 元至
5000元不等的助学金。

今年，是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的第六个
年头，西海都市报继续为爱前行。7 月 17
日，我们再次发起“西海爱心基金·2019年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为贫困大学新生提
供 2000元至 4000元不等的助学金。

户籍在青海省、今年被本科院校录
取、未接受过任何资助的优秀贫困大学新
生，可拨打本报 96369 新闻热线报名。报
名时请留下姓名、录取院校、联系方式等
信息，并向西海都市报社提交申请材料，
包括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高考成绩单、
录取通知书原件和复印件、家庭贫困证
明、残疾证明等，填写一份“西海爱心基
金·2019 年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申请登记
表。

我们将根据申请材料和实地走访确

定受资助者名单并登报公示。我们会优
先考虑出生于残疾家庭、农牧区贫困家庭
者，优先考虑孤儿、残疾者。

前行路上，我们也需要爱心企业和爱
心人士的帮助，我们诚挚地邀请更多的爱
心企业、爱心人士加入我们的公益行动
中，奉献爱心，圆年轻人一个梦，也圆自己
一个助人为乐的梦。

若您愿意提供现金捐赠，请拨打本报
96369 新闻热线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将现
金转交至西海爱心基金；若您愿意提供转
账捐赠，请将您的爱心款汇入西海爱心基
金所属的青海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账户
内。

捐赠时请注明捐赠人姓名、通信地
址、捐赠意向（西海爱心基金圆梦行动）等
信息，青海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将向您出
具财政部门印制的公益事业捐赠统一收
据和捐赠证书，捐资企业凭此收据可享受
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

8 月中下旬，我们将举办助学金发放
仪式。届时，将邀请爱心企业代表、爱心
人士和受资助大学新生一同参加，感谢爱
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对本报公益活动的关
注与支持，共同见证爱心的传递。

★捐赠账户★
开户名称：青海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西

宁市北大街支行
账号：63001513737050016616

西海都市报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再出发

本报讯（记者 周建萍）实施 15年教育
资助政策，免费提供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
11.25 万册，惠及贫困家庭学生 9.03 万人
次，东西部扶贫协作创业致富带头人交流
学习……7 月 12 日，来自西宁市财政局的
信息，今年以来，西宁市落实各类资助资
金 1.44亿元，坚持教育扶贫、产业扶贫，多
措并举巩固扶贫成果。

西宁市计划实施 3 县 7 大类 135 个教
育项目，实施 10 个农村厕所设施环境提
升、10 个农村学校校园运动场地、10 个扶
持城乡学校文化传承校本课程基地建设
项目。启动“智慧教育”试点校项目，加快

推动西宁市智慧教育建设、应用。研究制
定年度学生资助工作要点、资助宣传方
案，完善学生资助数据库，继续实施 15 年
教育资助政策，确保家庭贫困学生应助尽
助、应享尽享。

西宁市与南京市开展了东西部扶贫
协作创业致富带头人交流培训活动，西宁
市创业致富带头人，以及农村种植养殖业
大户、农牧业专业合作社、企业负责人、村
两委成员、一线扶贫干部等前往南京市六
合区、江宁区的多家生态农业公司现场观
摩学习，寻求合作机会，促进农民专业合
作社和相关产业协同发展。

西宁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成果

本报讯（记者 郑思哲）作为新青川大
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老茫崖经油砂山岔
口至茫崖石棉矿 (青新界)公路将在建成
后，成为我省连接新疆重要的经济通道。
7月 12日，随着老茫崖经油砂山岔口至茫
崖石棉矿（青新界）公路工程施工图设计
通过审查，标志着该公路距离实体工程开
工建设又近了一步。

根据该工程公开的招投标信息显示，
老茫崖至油砂山岔口计划建设里程总长
约 84.2公里，其中计划高速公路路线长约
72.7 公里，连接线一级公路路线长 11.5 公
里左右。路线起点位于 G0612 规划里程
58公里+700米处，终点衔接油砂山岔口至
茫崖石棉矿（青新界）公路起点，主要控制
点为老茫崖、格茫公路终点、大乌斯山、尕
斯库勒湖、青海油田、格库铁路、花土沟
镇、油砂山岔口、油砂山岔口至茫崖石棉

矿（青新界）公路起点。
油砂山岔口至茫崖石棉矿（青新界）

公路起点与老茫崖至油砂山岔口公路终
点衔接，终点位于青新两省交界的石棉
矿、现有国道 315线 1840公里+840米西侧
约 200 米处，接新疆境内依吞布拉克至和
若羌段公路，计划路线全长 69 公里左右。
全段计划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
建设，主要控制点有油砂山岔口、老茫崖
至花土沟公路终点、花土沟镇、青海油田、
尕斯库勒湖、茫崖检查站、格库铁路、新疆
境内依吞布拉克至和若羌段公路起点、石
棉矿。

老茫崖经油砂山岔口至茫崖石棉矿
（青新界）公路是新青川大通道的重要组
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对促进沿线资源的开
发和利用、加快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等将
发挥重要作用。

途经青海油田的大运输通道
即将进入施工阶段

7 月 16 日，
西 宁 市 兴 海 路
一 家 本 地 特 色
餐 馆 门 口 排 起
了 长 队 。 旅 游
旺季来临，青海
美 食 受 到 游 客
青睐。

本报记者
辛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