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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徐妍斐

昨天，杭州入冬了，虽然市区
还在出太阳，但是临安天目山、大
明山、清凉峰等纷纷降下初雪。秋
冬分界线也推进到了上海附近，南
通、无锡、南京等都已经入冬了。

上海常年平均入冬日是 12
月 3 日。那么，上海现在入冬了
吗？从气象意义上来说，现在的上
海还处于秋天。

12 月 3-5 日，冷空气又来
“控场”了。

中央气象台消息，这几天随着
冷空气不断南下渗透，最低气温

0℃线将南压至四川中部、湖北北
部、安徽中部一线。目前，北方的大
片区域都已经下过雪了。
昨天白天，申城最高气温普遍

在 11℃附近，天空阴沉，加上飕飕
的北风，体感比较阴冷。

今天多云到晴，偏北风 4-5
级，最高气温 11℃。今晨将是此次
冷空气影响下的最冷早晨,市区最
低气温 5℃ ,郊区在 2-4℃ ,甚至
可能会出现霜或暗霜。今天的日平
均气温大概率在 10℃以下。
在这波冷空气影响下，申城是

不是也能入冬呢？
气象入冬的标准是立冬后连

续 5天日均气温低于 10℃，则首
日为入冬第一天。气象部门表示，
上海入冬关键在于 5 日 -7 日的

平均气温，而恰恰在那几天，有一
波回暖要来。
这波冷空气过后，申城以多云

天气为主，气温缓慢回升，下周的
最高气温多在 14℃附近，其中下
周一的最低气温也将升至 10℃以
上，入冬进程将被打断。
下周二起，云系增多并伴有弱

降水，气温在 10-15℃之间，“阴
湿冷”的体感又将回来了。

12月 2日，世界气象组织在
日内瓦发布的《2020 年全球气候
状况》临时报告指出，2020 年将
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三个年份
之一。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这一报
告，2020 年海洋热量处在创纪录
水平，全球 80%以上的海洋均在
某些时段经历了海洋热浪，对海洋
生态系统产生了广泛影响。与此同
时，尽管各国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采
取了封锁措施，但大气中温室气体
浓度仍在持续上升。鉴于二氧化碳
在大气中存留时间较长，地球在未
来几代人的时间里将进一步变暖。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
表示，2020 年全球平均气温将比
工业化前（1850 年-1900 年）的
水平高出约 1.2℃。
《2020 年全球气候状况》临

时报告基于今年 1月 -10 月的气
温数据，最终报告将于 2021 年 3
月发表。

晨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围
绕贯彻十一届市委十次全会精神、
谋划“十四五”发展赴金山区和上
海化学工业区开展调研。李强指出，
要深刻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上海和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按
照十一届市委十次全会部署，紧密
结合区域和园区实际，找准定位、锻
造长板、做强优势，全力谋划好推进
好转型升级的大文章，在上海打造
成为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和国内国
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进程中不断提
升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和
融入新发展格局。
李强说，金山在优化市域空间

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要结
合“十四五”规划编制，加快转型升
级步伐，全面优化核心功能，全力打
造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为上海未
来发展构筑新的战略支点。要牢牢
把握经济发展新趋势新特征，科学
规划、精心谋划符合区域未来发展
的经济业态，在畅通经济循环、重塑
动力结构中开辟一片新天地。

随后，市领导来到上海化学工
业区。李强指出，要立足高质量发
展，坚定不移朝着精细、绿色、高技
术、高效益、高附加值方向前进，大
力发展高端化、环境友好型产业，
切实提升化工产业核心竞争力。要
加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协同
发展，科学定位、优势互补、拉长长
板，更好实现共赢发展。要切实守
牢安全生产底线，进一步强化责
任、严格管理、完善制度，结合城市
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数字园区、
智慧园区，有效提升运行效率，更
好保障安全生产，努力走出一条化
工园区现代化治理新路。

晨报讯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
李强来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亲切慰问持续奋战在医疗救治
一线的医务人员，调研新冠肺炎医
疗救治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工作。李
强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狠抓公
共卫生体系建设“20条”深化细化、
落地落实，全力打造国际一流公共卫
生平台，更好发挥预防、临床、科研、
教育教学和国际交往优势，为上海建
设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体系最健全的
城市之一提供有力支撑。
李强指出，市公卫中心要进一

步展现精湛医术、大爱仁心，加强院
感管理，更好发挥救治工作主阵地
作用。要结合“十四五”发展，加快
打造能力更为强大的公卫中心，加
快建设高水平的国家应急医学中
心，努力成为医防结合、医防协同的
标杆，成为引进培养公卫人才的重
要基地。在实战中锻造精兵，力争涌
现更多领军人物。积极参与全球对
话与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要
通过持续努力，让这座具有百年历
史的公卫中心在超大城市治理中发
挥更大作用，加快向国际一流的目
标迈进。

昨天一早，刚刚睡醒的张老伯
床都还没下，就急忙把手机打开，
戴上老花眼镜，点开“驾考学习
App”，开始学习科目一的题目。

家住杨浦的张老伯今年 71
岁，“驾车梦”藏在心中已经很久
了，只是苦于没有车开，所以一直
没去学车。“儿子一直没拍到车
牌，家里也就一直没有买车，那我
考驾照干嘛。”
早几年，张老伯的儿子终于拍

到车牌，家里添置了一辆新车，但
车辆使用度并不高，这让张老伯心
里直痒痒。“我要是有驾照就能开
车到处去玩，多开心呀。”
驾考新规实施之后，张老伯和

家人商量一番，11 月 23 日到嘉定
马陆驾校报名考驾照。
按照规定，为保证身体条件符

合安全驾驶要求，对 70 周岁以上

人员申领驾驶证的，在报名时增加
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
试。张老伯顺利通过了“三力”测
试，他颇为骄傲地说：“我大概就
测试了 10 分钟，20 道题拿了 95
分，证明我是完全没问题啊！”

但现在科目一的考试成为张
老伯面临的一个难关，将近 1400
道题的“海量”题库，需要完全理解
记住，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张老伯
说，他每天需要学习五六个小时，起
床第一件事和睡前最后一件事都是
刷题，现在容易出错的题目大概有
300道，他为此还特地做了错题收

集本，反复看容易错的题目。
张老伯坦言，年纪大了，视力

和记忆力确实有一些影响，背题的
速度肯定比不上年轻人，不过他还
是很有信心，“一次性通过科目一
应该没问题。”

对于科目二和科目三的实操
环节，张老伯也非常有信心，他预
计自己可以在两个月内拿到驾照。

嘉定马陆驾校工作人员王先
生介绍，最近，很多 70岁以上的老

人或者其家属到驾校报名点咨询
相关事宜，目前马陆驾校已接到2
名学员的报名，都在备考科目一。
王先生表示，高龄学员确实可

能存在反应能力、协调能力、记忆
能力较差的可能性，所以驾校建议
高龄学员尽量选择学习 C2 （自动
档）牌照，同时驾校教练也会在培
训的全程对高龄学员进行评估，如
果发现其不适合驾驶，会及时提出
建议，减少未来的道路交通安全风
险和学员的经济损失。

不过，王先生也表示，高龄学
员不必过于担心，大多数人通过
培训应该可以掌握驾驶技能，目
前马陆驾校也推出了一系列针对
高龄学员的贴心服务：比如到地
铁站接送学员练车、提供一次更
换教练的机会、适当的延长学时
等。“现在老年人的身体也很好，
如果有学习驾照的想法，可以大
胆地报名。”

李强调研金山区和上海化
学工业区

全力谋划
推进转型升级

李强赴市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慰问调研

更好发挥
救治主阵地作用

本轮冷空气过后将迎来一波回暖

申城入冬还要再等等

驾考新规实施后，高龄老人学车咨询量明显增长，有人已经成功报名

71岁老伯 10分钟通过“三力”测试
晨报记者 荣思嘉

11 月 20 日起，驾考新规正式实施，70 周岁以上老人也可考驾照，
本市一些驾校也迎来了高龄学员。 记者从嘉定马陆驾校了解到，目前
已有两位 70 岁以上的学员报名学车，在准备科目一的考试。

深秋时节，人民广场银杏树迎来最佳观赏期。 /晨报首席记者 任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