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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晚报记者 蔡佳）
冷空气接二连三“发货”，气
温实现了质的下降。这两
天早晚出门，不少市民披上
了薄外套，白天最高气温也
以“2”打头，总体凉爽舒
适。随着今年第11号台风

“轩岚诺”生成，接下来天气
变化加快，但转凉依旧是近
期趋势。

昨天是开学第一天，天
气很友好，早上最低气温
23℃，白天气温略有上升，
但也几乎维持在“2”字头。
体感清凉舒适，加上没雨水
来添乱，这样的天气适宜重
返校园。随着天气转凉，这
些天公园内的游客也多了
起来，走走停停，悠闲地漫
步其中，享受这难得的凉爽
天气。

回顾刚刚过去的8月，
无锡热出了新高度。昨天，
市气象台发布了“8月高温
成绩单”，数据显示，今年8
月无锡气温异常偏高，降水
显著偏少，过去的31天里
我们总共经历了23个“高
温日”，其中40℃以上高温
日共7天，最大连续高温日
数16天。从无锡本站的统
计数据来看，8月平均气温

31.8℃，较常年同期升高
3.5℃ ；平 均 最 高 气 温
36.5℃，较常年同期升高
4.2℃ ；平 均 最 低 气 温
28.2℃，较常年同期升高
2.9℃ ，极 端 最 高 气 温
41.2℃。总体来看，今年8
月平均最高气温、平均最低
气温、极端最高气温均创建
站以来最高纪录。

进入9月，天气转凉，
很多市民都关心无锡何时
入秋。根据最新的全国入
秋进程图，目前秋季正在我
国北方地区迅速扩展地盘，
东北地区今年入秋普遍偏
早。对于无锡来说，我们仍
踩在夏天尾巴上，尚未进入
气象意义的秋天。尽管锡
城暂时还不会开启入秋进
程，但暑热消散，舒爽持续，
早晚出门时已有了秋天的
味道。目前来看，副热带高
压已经南落，并且受第11
号台风“轩岚诺”制衡，“暖
胖子”一时半会儿不会反
扑，凉快的天气还会持续。

这几天，天气舞台的焦
点都在今年第 11 号台风

“轩岚诺”。昨天凌晨，超强
台风“轩岚诺”已经越过我
国24小时台风警戒线，近

中心最大风力 17 级以上
（65 米/秒），中心气压910
百帕，十级风圈半径120公
里，十二级风圈半径60公
里。“从云图上看，台风‘轩
岚诺’风眼清晰、环形结构
完整且紧凑，个头不大但强
度很强，属于‘短小精干’的
力量型选手，实力不可小
觑。”气象专家表示，根据最
新路径，预计“轩岚诺”将在
3日夜间移入东海南部海
面，强度缓慢减弱。北上过
程中，“轩岚诺”外围环流将
与北方南下冷空气结合，对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整
个东黄海海域带来明显风
雨影响。受台风外围环流
和西风槽东移影响，预计2
日后期起至5日无锡风力
将明显增大，3-4日还将伴
有阵雨天气，最高气温总体
变化不大。

除了被封为“风王”的
“轩岚诺”，根据中央气象
台中期预报，未来 10天，
西北太平洋还可能有一个
台风生成，按照命名表，这
个台风的名字是“梅花”。
如果“梅花”生成，太平洋
上可能出现“双台共舞”的
情况。

99月凉爽开场月凉爽开场 入秋还要再等等入秋还要再等等
超强台风超强台风““轩岚诺轩岚诺””影响几何影响几何？？

本报讯 9月5日是第
七个“中华慈善日”。昨
天，无锡市民政局在市民
中心举办无锡市慈善事业
促进工作交流暨“人间慈
话”慈善宣讲联盟启动仪
式。在本次会议上，市民
政局邀请到多位慈善工作
领域的相关专家前来开
讲，讲出慈善事业工作的

“无锡特色”，走出慈善事
业工作的“无锡路径”。

“慈善是一个透明的口
袋，要接受公众的监督”“慈
善也是一种消费”“如何有
效地推动和激活公众参与
慈善，可能是慈善组织下阶
段更重要的工作”。现场，
来自灵山慈善基金会的王
文就《从第三次分配的视角
看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进行
了宣讲。在他看来，慈善是
一种消费升级，可满足人类
的内在需求和外在认可，也
是企业和个人公共性的回
归，可让人类走得更为久远。

王文的宣讲是“人间
慈话”慈善宣讲联盟的首
场演讲，当天还有来自江
南大学等共计６位慈善工
作领域的专业人士被市民
政局聘为首批慈善宣讲大
使。会上正式成立“人间
慈话”慈善宣讲联盟。后
期，这些专家的课程将打
造系列慈善精品课程上线
灵锡，持续传递慈善理念，
唱响无锡慈善好声音。

据悉，9月5日是第七
个“中华慈善日”，无锡市
民政局还将联合无锡灵锡
公司、朗新公益基金会筹
备 委 员 会 于 当 天 开 展

“2022年中华慈善日慈善
志愿体验活动”。市民这
两天可在灵锡App报名慈
善志愿体验官，现场打卡
宝界桥（双虹桥）、华氏义
庄等无锡经典慈善路线，

感受并学习无锡慈善历史
和文化，同时进行慈善法
等普法志愿宣介，通过“线
上+线下”结合方式，感受

“指尖”直达身边慈善文化
的力量，持续造浓无锡慈
善文化氛围。

目前，无锡市民政局
正会同市慈善总会，联合
上海交大团队制定慈善助
力第三次分配相关政策意
见，还将举办慈善嘉年华、
首届慈善奖等一系列活
动，努力打造“善者无疆·
大爱锡城”的无锡慈善品
牌。江阴发起成立了总规
模2亿元的“乡村振兴·共
富基金”，向江阴乡村建设
特别是经济相对薄弱村的
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同心
抗疫关爱基金”则动员社
会力量共抗疫情，累计募
集慈善资金7143万元，为
支援一线抗疫、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贡献了力量。
滨湖区通过设立冠名基金
和专项基金以及网络募捐
等多种形式募集善款，累
计募集善款近3.2亿元，设
立了“区总工会困难职工
专项帮扶基金”、胡埭教育

“同心优教基金”等。
无锡爱思开海力士幸

福公益基金会致力于面向
弱势群体开展医疗卫生服
务以及扶贫帮困、灾害救助
等公益项目，每年投入500
多万人民币，至今为止已累
计投入3千多万元，开展了
针对困境儿童的“慈福保
险”项目、关注民生健康的
幸福巴士等项目。无锡耀
庭慈善基金会开展多个公
益项目，累计为64位百岁
老人发放补助金每人10万
元，每年坚持和困难老党员
结对，为长期坚守和服务农
村的老党员老干部发放关
爱基金。 （黄孝萍）

本报讯“快快快，今天
抽鸡蛋，赶紧去摸奖！”昨天
一早，家住五爱家园的许老
伯就催着老伴出发去朝阳
农贸市场，好赶去排队“薅
羊毛”。即日起至 9月 10
日，该市场每天早上9点都
有抽奖活动，市民哪怕只买
了一根葱，只要手持溯源小
票，就可以参与抽奖，获得
鸡蛋、豆制品甚至月饼礼盒
等奖品。市场方表示，当
前，我市正在努力争创国家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农贸市
场通过此举，索票溯源，积
极推动食安创建工作。

记者昨天在市场内看
到，前来买菜的“马大嫂”
们一改往日“只要菜不要
票”的做法，积极向菜贩
索要小票。小票上不仅有
菜名、菜价、克重等信息，
还有菜品来源信息。上午
9 点不到，已有不少顾客
在服务台前有序排队，凭
小票参与抽奖。昨天的奖

品是 100 份 6 只装鸡蛋，
现场气氛颇为热闹。“只是
买把菜的事，以前不觉得
小票重要。现在看了小
票，觉得买菜更安心，万一
有什么问题还能凭小票讨
说法。”市民宋阿姨说，她
连着参与了两天抽奖活
动，虽然毫无所获，倒养成
了拿取小票的习惯。

农贸市场负责人华艳
表示，此次推出的溯源小票
抽奖活动，旨在为提升消费
者的索票和溯源意识，保障
食品安全之余也加强市场
管理。市场已送出50份品
牌豆腐干和100份鸡蛋，今
天将发30份朱顺兴月饼礼
盒。“不仅消费者抽奖积极，
商户赞助奖品也很积极。”
华艳说，此次活动奖品都由
商户主动报名提供，不仅商
品质量好，价格档次也很拿
得出手。

据了解，未来几天的奖
品还有阳山小敏麦饼、糕
团、祖名豆制品、李锦记一
品鲜酱油、鸡蛋礼盒等。9
月10日教师节当天，除了
正常的抽奖活动，凭教师证
还可领取约1斤3条的带鱼
1份，100份带鱼礼品送完
即止。

（天易）

第七个“中华慈善日”来临之际

“人间慈话”
慈善宣讲联盟启动

买根葱也能凭票抽奖
这家农贸市场喊你“薅羊毛”

（（还月亮还月亮 摄摄））


