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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台风“百里嘉”远
去，
“山竹”未至，副热带高压这
个大火炉又开始逞威。厦门天气
从多云到阴转为晴热，气温上升。
岛内最高气温达32℃，岛外最高
气温达34℃，局部地区气温超过
35℃。再加上昨日湿度在90%左
右，
总体感觉十分炎热。
台风“山竹”的情况如何？昨
日早晨，
“山竹”进入我国台风48
小时警戒线内。根据台风路径图
显示，截至昨天17时，
“山竹”风
力达到17级以上，风速达到65米/
秒。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
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15日
凌晨到上午擦过或登陆菲律宾吕
宋岛东北部沿海，
15日中午前后
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
16日夜间
登陆广东西部到海南东部沿海。
“山竹”虽不来福建，但会给

厦门带来不小的影响。从卫星云图
动画看，
“山竹” 拥有一个直径接
近80公里且为正圆形的台风眼。
其核心区域云团直径接近1000公
里。中央气象台认为，
“山竹”将超
越“飞燕”，成为今年的“风王”。
根据预测，随着它的迫近，未来三
天，
厦门东北风有所增强。
今天东北风将增强为4级到5
级、阵风7级；明天，风力还将进一
步增强，市区风力可达5级到7级，
沿海更将出现7级到8级、阵风9级
到10级的东北大风。今明两天，
厦
门处在副热带高压和台风外围下
沉气流控制下，以晴热天气为主，
气温将进一步升高，白天市区最
高气温为33℃-34℃，局部地区
气温可达36℃，紫外线等级可达
最高级。而16日-18日，受 “山
竹”外围环流影响，
厦门会出现降
雨过程，
雨量以中雨的量级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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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了解到，
9月17
日，
2018年“中华情·中国梦”中
秋展演活动将在厦门举办，届时
将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精彩纷呈
的文化艺术盛宴。
9月17日上午，
“中华情·中
国梦”美术书法作品展将在厦门
市美术馆开幕。本次美术书法作
品展以“传承与发展”为创作主
题，将为观众呈现一场充满艺术
气息的文化盛宴。由“历届‘中华
情·中国梦’ 中秋展演活动图片
展 区 ”（四 年 举 办 成 果 回 顾 ）、
“书法长卷展区”、
“全国书画名
家作品展区”、
“台港澳书画名家
作品展区”等四个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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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看来，夏季是台风
生成的“旺季”。然而，气象专家
表示，秋季生成的台风并不弱，其
强度可能更强、
危害更大。比如今
年或将超越“飞燕”成为“风王”
的“山竹”就是一个秋台风。
台风如何区分夏秋呢？气象
专家介绍，
我国习惯把 6月 -8月
统称夏季，
9月 -11月看作是秋
季。基于这个判定，
6月 -8月的
台风归为夏台风，
9月 -11月的
台风归为秋台风。而要说二者谁
更强，要从它们的生成个数和凶
猛程度上作比较。
根 据 1981年 -2010年 30
年的气候平均来看，西北太平洋

和 南 海 上 6月 -8月 生 成 台 风
11.
2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为 4.
5
个 。 9月 -11月 生 成 台 风 10.
9
个，登陆我国 2.
5个；从生成数量
来看，秋季稍稍少于夏季，但是登
陆数量秋季明显少于夏季。其实
9月的台风的生成数量比 7月还
多，
10月的生成数量也和 7月基
本打了平手。而夏台风主要依靠
8月，才在数量上勉强战胜秋台
风。从强度上看，
据日本气象厅统
计，
1951-2010年间，
强度排名前
20的台风当中，秋台风占据了 13
个，达到了 65%，夏台风占据了 6
个，
占比 30%，
可见秋台风的整体
实力更强。综合这些数据，
秋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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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
2018年“中华情·
中国梦”中秋书画笔会将在厦门
宾馆举行。当晚，2018年“传承
与发展”—
——“中华情·中国梦”
中国文联文艺家厦门行惠民慰问
演出将在厦门大学建南大礼堂举
行。这是活动第一次走进高校进
行慰问演出。
据了解，
“中华情·中国梦”
中秋展演活动是中国文联的文艺
品牌项目，活动内容包括美术书
法大展、
书画笔会、
文艺慰问演出
等，
2014年至2018年，连续五年
在厦门隆重举办，已在海内外产
生积极影响，成为海峡两岸最具
影响力的文化交流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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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者从厦门交警获悉，为进一
步规范学校周边道路交通秩序，
提升蔡塘三路及周边路段的通行
效率，
9月15日0时起，
蔡塘三路道
路交通组织将调整，并增设、调换
相应道路交通标志标线。
据悉，本次调整中，蔡塘三路
将调整为由南向北 （由蔡岭路往
吕岭路方向）单向通行，
禁止车辆
由北向南行驶，行经车辆请绕行
蔡岭路等周边道路。E$%#&8=:

较夏台风更胜一筹。
那么，秋季为何容易出现超
强台风呢？这与夏季向秋季过渡
时，太阳直射点从北向南移动造
成的海温偏暖有关。海温偏暖，
积攒更多热量，提供给台风的能
量也就更大。而且，秋台风往往
还与北方南下冷空气结合， “强
强联手”。此外，台风与南下冷
空气相遇会形成台风倒槽，给台
风北部地区带来极强风雨影响。
比如 2013年 10月 7日，在福建
福鼎登陆的台风 “菲特”与冷空
气相遇后，浙江余姚遭遇了特大
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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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贝!愿你的每一天都如画一样美丽" 在每个成
长的日子里都开开心心" 越长越可爱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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